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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悬浮式拦鱼系统，包括断

面横跨结构、水面悬浮结构、拦鱼电栅及效果观

测装置；所述断面横跨结构包括主缆、支撑结构、

索鞍和锚碇，主缆通过支撑结构和索鞍与锚碇相

连；所述水面悬浮结构包括设置在主缆上的可供

拦鱼电栅承重的漂浮物，其中漂浮物通过紧固件

固定在主缆上；所述拦鱼电栅由垂索、横索、配重

物、电极阵、脉冲电源及输电线缆组成；其中垂索

上部与主缆连接，下部与配重物连接；横索与垂

索连接，电极阵为多个电极管安装在垂线上，输

电线缆分别与脉冲电源和电极管相连；所述效果

观测装置采用声纳探鱼仪布置在主缆上。本发明

不受安装场地环境条件限制较少，能适应各种拦

鱼断面宽度、深度及水位变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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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悬浮式拦鱼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断面横跨结构、水面悬浮结构、拦鱼电栅及

效果观测装置；

所述断面横跨结构包括主缆(1)、支撑结构(2)、索鞍(3)和锚碇(4)，所述支撑结构(2)

和索鞍(3)分别设置在拦鱼断面两端，且索鞍(3)设置在支撑结构(2)顶部，锚碇(4)设置在

拦鱼断面两端基岩中，主缆(1)通过支撑结构(2)和索鞍(3)与锚碇(4)相连；

所述水面悬浮结构包括设置在主缆(1)上的可供拦鱼电栅承重的漂浮物(5)，其中漂浮

物(5)通过紧固件(6)固定在主缆(1)上；

所述拦鱼电栅由垂索(7)、横索(10)、配重物(11)、电极阵、脉冲电源及输电线缆(15)组

成；其中垂索(7)上部通过不锈钢钢缆卡子A(8)和绝缘胶垫(9)与主缆(1)连接，垂索(7)下

部与配重物(11)连接；横索(10)通过不锈钢钢缆卡子B(12)与垂索(7)连接，电极阵为多个

电极管(13)安装在垂索(7)上，输电线缆(15)分别与脉冲电源和电极管(13)相连；

所述效果观测装置包括声呐探鱼仪(17)，其中声呐探鱼仪(17)的每个探头分别安装在

主缆(1)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悬浮式拦鱼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主缆(1)、垂索(7)及

横索(10)均采用钢绞线、钢丝绳或钢丝束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悬浮式拦鱼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漂浮物(5)采用矩形

或圆柱形漂浮材料，漂浮材料长度为1.0米至3.0米，宽度为0.5米至1.0米，高度为0.5米至

1.0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悬浮式拦鱼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漂浮物(5)在主缆(1)

上的布设采用分区段方式，布设间距为1.0米至3.0米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悬浮式拦鱼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紧固件(6)采用U型螺

栓或双螺栓。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悬浮式拦鱼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横索(10)在垂索(7)

上布设的间距为3米至5米。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悬浮式拦鱼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极阵采用多个电极

管(13)在拦鱼断面垂向与拦鱼断面横向的组合排列方式予以布设，并通过不锈钢钢缆卡子

B(12)安装在垂索(7)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悬浮式拦鱼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脉冲电源为采用脉冲

发生器(14)整流脉冲直流电能，并将脉冲直流电能通过输电线缆(15)输出给电极阵的装

置，其中脉冲发生器(14)可提供二段或三段分压供电，脉冲发生器(14)的输入电压范围为

在交流220V±10V、50Hz，输入电流小于6A；输出脉冲峰值电压为220V至800V的脉冲直流电，

输出脉冲频率为2次/秒至10次/秒，输出脉冲宽度在0.25毫秒至0.3毫秒之间。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悬浮式拦鱼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输电线缆(15)通过托

线箍(16)沿主缆(1)和垂索(7)布设。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悬浮式拦鱼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声呐探鱼仪(17)每

个探头的探测深度为0.6～100.0m，精确度为0.1m，声呐频率为200khz，且声呐探鱼仪(17)

的3个探头安装在主缆(1)上，分别在主缆(1)的左岸、右岸及主缆(1)中心线上予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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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悬浮式拦鱼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鱼类管理技术领域，具体是涉及一种悬浮式拦鱼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为了在江河、水库、湖泊等水域中达到人类生产生活养鱼、拦鱼等需求的目的，一

般采用在水域中设置拦鱼设施方式进行拦鱼、截鱼、阻鱼、隔鱼、驱鱼及诱鱼，以确保鱼类按

照人类预设的方式或轨迹活动，现有的较为成熟、有效的拦鱼设施有化纤拦网、拦鱼栅、拦

鱼电栅等，其中，以拦鱼电栅拦鱼效果最为优越。拦鱼电栅是在拦鱼断面用金属导体布成电

阵，利用水下电场对鱼类的刺激作用，使鱼类游至一定距离时，改变方向以避开电场，从而

达到拦鱼、截鱼、阻鱼、隔鱼、驱鱼及诱鱼的目的。

[0003] 为达到上述目的，目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拦鱼方式，例如，公开号为CN104594320A

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过鱼式船闸及过鱼方法，该过鱼式船闸可大大节省修建过鱼设施的

工程投资，保证河道的生态平衡。但是由于该过鱼式船闸的拦鱼电栅是安装在拦鱼电栅升

降机上，拦鱼电栅升降机的两端安装在船闸闸室左侧墙和船闸闸室右侧墙上；施工繁琐、造

价高，且受到拦鱼空间范围的限制。

[0004] 再如，公开号为CN104082216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悬挂式单排拦鱼电栅，该悬

挂式单排拦鱼电栅是在河道边或河道中竖直设置至少两根主索塔架，主索塔架通过主索塔

基础与地面固定；主索悬挂在主索塔架上，端部与地面上的主索地锚基础固定连接，两根主

索塔架之间的主索张紧后自然弯曲下垂；主索上各部位通过吊索与横梁连接，横梁保持水

平；横梁与多个悬挂总成连接，悬挂总成上设有钢链或钢丝绳，钢链或钢丝绳上安装电极

管，悬挂总成的下端与河床底部的定位墩连接；横梁通过横梁索与带缆地锚固定连接；相邻

主索塔架之间的主索、吊索、横梁、悬挂总成基本在一个平面内。但该悬挂式单排拦鱼电栅

施工操作不灵活，运行维护不方便，且受到安装场地条件的限制，不能适应各种拦鱼宽度和

水位变化要求。

[0005] 又如，公开号为CN102792905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具有电拦鱼机的无障碍过船

设备，该技术方案中所涉及的电拦鱼机为水平拦鱼电栅栏，通过在拦鱼设施船只通航处设

置一无障碍“U”形过船通道，在“U”形框架底部与框架垂直安装水平拦鱼电栅栏，通过拦鱼

电栅栏产生的脉冲电场覆盖“U”形过船通道防止鱼类逃跑，从而实现既能拦鱼防逃，又能保

证船只无障碍自由通航的目的。但是不能起到阻鱼、隔鱼的作用，且对于水位变化较大的湖

面、水库等难以实施。

发明内容

[0006]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悬浮式拦鱼系统。从而确保鱼类按照预设的

方式或轨迹活动，有效控制鱼类进入敏感或危险水域，合理保护与管理鱼类资源提供科学

技术保障，达到人类生产生活需求与鱼类资源保护相协调的目的。

[0007] 本发明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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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一种悬浮式拦鱼系统，包括断面横跨结构、水面悬浮结构、拦鱼电栅及效果观测装

置；

[0009] 所述断面横跨结构包括主缆、支撑结构、索鞍和锚碇，所述支撑结构和索鞍分别设

置在拦鱼断面两端，且索鞍设置在支撑结构顶部，锚碇设置在拦鱼断面两端基岩中，主缆通

过支撑结构和索鞍与锚碇相连；

[0010] 所述水面悬浮结构包括设置在主缆上的可供拦鱼电栅承重的漂浮物，其中漂浮物

通过紧固件固定在主缆上；

[0011] 所述拦鱼电栅由垂索、横索、配重物、电极阵、脉冲电源及输电线缆组成；其中垂索

上部通过不锈钢钢缆卡子A和绝缘胶垫与主缆连接，垂索下部与配重物连接；横索通过不锈

钢钢缆卡子B与垂索连接，电极阵为多个电极管安装在垂线上，输电线缆分别与脉冲电源和

电极管相连；

[0012] 所述效果观测装置包括声纳探鱼仪，其中声纳探鱼仪的每个探头分别安装在拦鱼

断面的主缆上。

[0013] 所述主缆、垂索及横索均采用钢绞线、钢丝绳或钢丝束线。

[0014] 所述漂浮物采用矩形或圆柱形漂浮材料，漂浮材料长度为1.0米至3.0米，宽度为

0.5米至1.0米，高度为0.5米至1.0米。

[0015] 所述漂浮物在主缆上的布设采用分区段方式，布设间距为1.0米至3.0米之间。

[0016] 所述紧固件采用U型螺栓或双螺栓。

[0017] 所述横索在垂索上布设的间距为3米至5米。

[0018] 所述电极阵采用多个电极管在断面垂向与断面横向的组合排列方式予以布设，并

通过不锈钢钢缆卡子B安装在垂索上。

[0019] 所述脉冲电源为采用脉冲发生器整流脉冲直流电能，并将脉冲直流电能通过输电

线缆输出给电极阵的装置，其中脉冲发生器可提供二段或三段分压供电，脉冲发生器的输

入电压范围为在交流220V±10V、50Hz，输入电流小于6A；输出脉冲峰值电压为220V至800V

的脉冲直流电组合，输出脉冲频为率2次/秒至10次/秒，输出脉冲宽度在0.25毫秒至0.3毫

秒之间。

[0020] 所述输电线缆通过托线箍沿主缆和垂索布设。

[0021] 所述声纳探鱼仪探测每个探头的探测深度为0.6～100.0m，精确度为0.1m，声呐频

率为200khz，且声纳探鱼仪的3个探头安装在拦鱼断面主缆上，分别在主缆的左岸、右岸及

主缆中心线上予以设置。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造价较低、施工简单、操作灵活、维护便利，且受安装场地

环境条件限制较少，能适应各种拦鱼断面宽度、深度及水位变化要求，具备较好的抗水流冲

击和抗震能力，以有效控制鱼类进入敏感或危险水域，合理保护与管理鱼类资源的要求，对

保护和利用江河、水库、湖泊鱼类资源具有重要意义，有效控制鱼类进入敏感或危险水域，

合理保护与管理鱼类资源的要求。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所述拦鱼系统的横跨结构主体构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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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图2为本发明所述拦鱼系统的断面结构布置示意图。

[0026] 图中：1-主缆，2-支撑结构，3-索鞍，4-锚碇，5-漂浮物，6-紧固件，7-垂索，8-不锈

钢钢缆卡子A，9-绝缘胶垫，10-横索，11-配重物，12-不锈钢钢缆卡子B，13-电极管，14-脉冲

发生器，15-输电线缆，16-托线箍，17-声呐探鱼器，18-声呐探鱼器探测区域。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进一步描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但要求保护的范围并不局限于所

述。

[0028] 如图1、图2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悬浮式拦鱼系统，包括断面横跨结构、水面悬

浮结构、拦鱼电栅及效果观测装置；

[0029] 所述断面横跨结构包括主缆1、支撑结构2、索鞍3和锚碇4，所述支撑结构2和索鞍3

分别设置在拦鱼断面两端，且索鞍3设置在支撑结构2顶部，锚碇4设置在拦鱼断面两端基岩

中，主缆1通过支撑结构2和索鞍3与锚碇4相连；在实际应用中，拦鱼断面横跨结构应同时具

有一定的柔性，以承受拦鱼断面水位变化及水流、风载产生的附加压力影响；

[0030] 所述水面悬浮结构包括设置在主缆1上的可供拦鱼电栅承重的漂浮物5，其中漂浮

物5通过紧固件6固定在主缆1上；以确保悬浮式拦鱼电栅在各种水位变化情况下的安全、稳

定运行；

[0031] 所述拦鱼电栅是指采用悬浮式拦鱼电栅方式，通过在拦鱼断面设置电极阵形成电

场，从而达到拦鱼的目的，其主要由垂索7、横索10、配重物11、电极阵、脉冲电源及输电线缆

15组成；其中垂索7上部通过不锈钢钢缆卡子A8和绝缘胶垫9与主缆1连接，垂索7下部与配

重物11连接；横索10通过不锈钢钢缆卡子B12与垂索7连接，电极阵为多个电极管13安装在

垂线7上，输电线缆15分别与脉冲电源和电极管13相连；

[0032] 所述效果观测装置包括声纳探鱼仪17，其中声纳探鱼仪17的每个探头分别安装在

拦鱼断面的主缆1上。

[0033] 上述主缆1是悬浮式拦鱼系统的重要承重构件，通过轴向受拉来抵抗外荷载，宜采

用高强钢丝组成的钢绞线、钢丝绳或钢丝束线等质轻、强度高的材料，主缆1布设位置应在

拦鱼断面最高水位之上0.5米至1.0米范围，主缆1长度不宜过长或过短，以满足拦鱼断面各

种水位变化情况下有效拦鱼断面宽度、深度要求为宜，主缆1数量、间距、规格、强度应满足

悬浮式拦鱼设施相应荷载等级及刚度要求。

[0034] 上述支撑结构2是悬浮式拦鱼系统的重要承重构件，主缆1通过设置在支撑结构2

顶部的索鞍3，将悬浮式拦鱼系统的荷载所产生的竖向分力传递到下部基础和基岩，支撑结

构2宜采用钢筋混凝土等强度高、造价低的结构，其结构尺寸形式、基础埋置深度、强度、稳

定性等需满足相应设计要求。

[0035] 上述索鞍3设置在支撑结构2顶部，主要对主缆1起承托和导向作用，其形式主要有

活动支座式和固定支座式，索鞍3的形式、规格应结合悬浮式拦鱼设施的设计荷载等级确

定。

[0036] 上述锚碇4是主缆1的锚固体，是将主缆1中的拉力传递给地基基础的构件，通常采

用重力式锚碇和隧洞式锚碇，锚碇4的形式应结合拦鱼断面两端的地质条件及设计荷载等

级确定，以既能满足设计荷载要求，又能降低建造费用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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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上述漂浮物5一般采用浮力较大的矩形或圆柱形漂浮材料，漂浮材料长度一般为

1.0米至3.0米，宽度一般为0.5米至1.0米，高度一般为0.5米至1.0米，漂浮物5间距一般在

1.0米至3.0米之间，漂浮物5在主缆1上的布设一般采用分区段方式以节约工程投资，具体

实施时所选漂浮物5的规格、数量应结合拦鱼断面地形、拦鱼深度以及悬浮式拦鱼电栅设计

的浮力配重要求确定。漂浮物的颜色应具有直接的视觉冲击效应以避免拦鱼水域船只等人

为冲击破坏，漂浮物的材质应具备防水、防冲击、防拉伸、抗老化、抗腐蚀等特性。

[0038] 上述紧固件6是指将漂浮物5固定在主缆1上的装置，一般采用螺栓型式，如U型螺

栓、双螺栓等，通过漂浮物5上的安装基座固定在主缆1上，其具体规格根据主缆型号确定，

以满足悬浮式拦鱼电栅设计荷载要求为宜，其材料应具备防水、防冲击、防拉伸、抗老化、抗

腐蚀等特性。

[0039] 上述垂索7是拦鱼电栅的主要承重结构，宜采用高强度钢丝组成的钢绞线、钢丝绳

或钢丝束线等质轻、强度高的材料，其上部通过高强度不锈钢钢缆卡子和绝缘胶垫9与主缆

1连接，下部与配重物11连接，垂索7长度宜比拦鱼断面最大拦鱼深度长1米至3米，以满足拦

鱼断面各种水位变化情况下有效拦鱼深度要求为宜，垂索7的数量、间距、规格、强度应满足

悬浮式拦鱼设施整体设计荷载等级、刚度及安全、有效运行要求。

[0040] 上述横索10是拦鱼电栅的横向连接结构，宜采用钢绞线、钢丝绳或钢丝束线等质

轻、强度高的材料，通过普通不锈钢钢缆卡子和垂索7连接，在垂索7上布设的间距宜在3米

至5米之间，以满足拦鱼断面水域流场变化下拦鱼电栅整体稳定要求为宜，横索10的数量、

规格、强度应满足悬浮式拦鱼设施安全、有效运行要求。

[0041] 上述配重物13是为了保证拦鱼电栅在拦鱼断面的水体流场方向一定范围内相对

稳定的定位装置，以确保拦鱼电栅不因拦鱼水域流场影响而失稳、失效，一般采用具有足够

重量的钢球、铅球等方式在垂索下部予以配重，以确保拦鱼断面与水体流场方向的夹角在

±30°内达到较好拦鱼效果为宜，其材料应具备抗老化、抗腐蚀等特性，其数量、规格、重量

等应满足相关设计能力要求。

[0042] 上述电极阵一般采用多个电极管13在断面垂向与断面横向的组合排列方式予以

布设，电极管13一般采用镀锌电极管、黄铜电极管等材料，通过普通不锈钢钢缆卡子安装、

固定在垂索7上；单个电极管13长度一般为0.5米至1.5米，电极管13直径一般为3厘米至15

厘米，电极管13最终长度、直径等应根据拦截鱼种及规格尺寸、拦鱼水域环境及水文要素等

条件计算验证后予以确定；各电极管13断面垂向间距一般为0.5米至2.0米，各电极管13断

面横向间距一般为1.5米至5.0米，以确保拦鱼水域中的树干、枯木等大型障碍正常通行，电

极管在各垂索上形成链状结构，各条带有电极管13的垂索7在拦鱼断面形成网状结构电极

阵，从而在拦鱼断面形成拦鱼电网以达到拦鱼目的。

[0043] 上述脉冲电源是指将输入的交流电通过脉冲发生器14整流成对鱼类不致死的脉

冲直流电能，并将得到的一定幅度、宽度及连续的脉冲直流电能通过输电线缆输15出给拦

鱼电栅的电极阵的装置。脉冲发生器14应可提供二段或三段分压供电，其输入电压范围应

在交流220V±10V、50Hz，输入电流应小于6A；输出脉冲峰值电压为220V至800V的脉冲直流

电组合，输出脉冲频为率2次/秒至10次/秒，输出脉冲宽度应在0.25毫秒至0.3毫秒之间，以

适应不同鱼种的拦鱼需要；脉冲电源工作条件应在-10℃至60℃之间，工作环境相对湿度小

于80％，负载电阻应大于0.8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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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上述输电线缆15是指连接电极管13与脉冲电源之间的装置，以为拦鱼电栅电极阵

提供稳定的电力保障，输电线缆15通过托线箍16沿主缆1和垂索7布设，其长度应以满足拦

鱼断面各种水位变化情况下有效拦鱼深度要求为宜，所用材料应具备绝缘性好、防水、防老

化、抗压、抗冲击、耐磨、耐腐蚀等特性。

[0045] 所述效果观测装置是指采用声呐、超声波等技术对拦鱼断面及周边水域具体拦鱼

效果进行观测的装置系统，比如声呐探鱼仪17、超声波探鱼仪等可用于发现拦鱼水域的鱼

群动向、鱼群所在地点、范围的声纳、超声波探测与分析系统，其原理一般为利用声波、超声

波在拦鱼水域中的传播特性，通过电声转换和信息处理、分析，完成水下鱼类探测、分类、定

位、计数、跟踪、通讯和信息反馈、分析的综合系统。效果观测装置的具体选择，应根据拦鱼

效果观测工作精度要求予以确定。声纳探鱼仪17探测每个探头的探测深度为0.6～100.0m，

精确度为0.1m，声呐频率为200khz，其3个探头安装在拦鱼断面主缆1上，分别在主缆1的左

岸、右岸及主缆中1心线上予以设置。

[0046] 所述断面横跨结构可在整体拦鱼区域设置一组或多组，以形成单层或多层悬浮式

拦鱼电栅，以达到更有效的拦鱼效果；在一个拦鱼断面以内，也可以根据断面地形、构筑物

分布等安装条件要求，在拦鱼断面上设置整体或局部多个断面横跨结构，使悬浮式拦鱼电

栅的布设更加灵活、经济、合理和有操作性。

[0047] 以下结合北盘江光照水电站实施实例对本发明方案作进一步详细说明如下：

[0048] (1)工程概况

[0049] 光照水电站是北盘江干流上最大的一个梯级电站和龙头水库，位于贵州省北盘江

中游，以发电为主，兼顾航运等综合利用功能，为不完全多年调节水库。水库正常蓄水位

745m、死水位691m，引水隧洞进口底板高程670m，坝前最大水深150m，水位通常都在745～

710 .5m之间变动，只有连续枯水年水位才消落到死水位691m，坝前1km内水域平均宽度

600m。

[0050] 光照水电站拦河坝为碾压混凝土重力坝，坝体分左、右岸挡水坝段，溢流坝段和底

孔坝段，其中溢流坝段长75m，左、右岸挡水坝段分别长163m和156m，底孔坝段长50m。右岸引

水系统采用两洞4机分组供水方式，设计最大引水流量866m3/s，进水口为岸塔式，引水隧洞

为圆形断面，内径11m。坝身泄洪表孔布置在大坝中段，表孔设计最大泄洪流量9857m3/s，设

3孔，每孔净宽16m，堰顶高程725m，每孔设有16×20m弧形工作闸门。

[0051] 光照水电站涉及河段共有鱼类4目10科38属53种，其中叶结鱼、乌原鲤、长臀鮠、暗

色唇鲮4种鱼类列入了《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鱼类》，卷口鱼、叶结鱼、长臀鮠3种鱼类为珠

江水系特有。根据光照水电站发电进水口及泄洪设施布置实际，以及悬浮式拦鱼设施与光

照水电站主体工程、航运工程安全、协调运行相关要求，为保护上述鱼类免受电站运行不利

影响，在大坝上游360m的库区较窄处设置了悬浮式拦鱼设施。

[0052] (2)断面横跨结构布置情况

[0053] 如图1、图2所示，根据坝前水域地形实际，其拦鱼系统的断面横跨结构采用主缆1

通过大坝上游360m处拦鱼断面两岸的支撑结构2、索鞍3与设置在两岸基岩中的锚碇4相连，

拦鱼断面宽度为500m。

[0054] 主缆1为沿水库纵向设置的2根Φ36高强度镀锌钢丝绳，间距为1.0m，主缆1通过

C25钢筋混凝土墩支撑结构2布设在拦鱼断面两岸745.5m高珵处，长度为550m，两端通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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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半径400mm的固定支座式索鞍3以及隧洞式锚锭4进行固定连接，以满足拦鱼断面水库正

常蓄水位745m至死水位691m变化区间的有效拦鱼宽度、深度要求。

[0055] (3)水面悬浮结构布置情况

[0056] 如图2所示，漂浮物5采用浮力较大的红色矩形PE滚塑漂浮材料，具备较强视觉冲

击效应以及防水、防冲击、防拉伸、抗老化、抗腐蚀等特性，其顺水库纵向长为1.0m、宽为

3.0m、高为1.0m。

[0057] 根据拦鱼断面库区地形实际，以及拦鱼断面有效拦鱼深度要求，即水库正常蓄水

位745m至引水隧洞进口底板高程670m的75m区间深度，考虑的总体拦鱼深度较有效拦鱼深

度范围扩大25m后，漂浮物共计布设125块，在550m长的主缆1上间距按照以下原则布设：

[0058] ①主缆中心段范围布设原则：即在主缆1中心线两侧175m范围之内，该350m拦鱼断

面区段的拦鱼总体深度为75m至100m，漂浮物5布设按照间距1.0m布置，该350m拦鱼断面区

段的漂浮物5共计布设88块。

[0059] ②主缆偏岸段范围布设原则：即在主缆1中心线两侧175m范围之外至225m范围之

内区间，该100m拦鱼断面区段的拦鱼总体深度为50m至75m，漂浮物5布设按照间距2.0m布

置，该100m拦鱼断面区段的漂浮物5共计布设20块。

[0060] ③主缆岸边段范围布设原则：即在主缆1中心线两侧225m范围之外至275m范围之

内区间，该100m拦鱼断面区段的拦鱼总体深度在50m以下，漂浮物5布设按照间距3.0m布置，

该100m拦鱼断面区段的漂浮物5共计布设17块。

[0061] 所述漂浮物5均采用M10-160型U型螺栓6进行固定，其总高160mm、内径32mm、中心

距46mm、牙长28mm，材质为304不锈钢，每个漂浮物5设置4个U型螺栓6，共计布置500个。

[0062] (4)拦鱼电栅布置情况

[0063] 如图2所示，垂索7采用Φ26高强度镀锌钢丝绳，布置在主缆1上各区段漂浮物5之

间的中心位置上，垂索7布设间距在拦鱼断面各区段不一，在主缆1中心段、偏岸段、岸边段

的间距分别为4m、5m、6m。垂索7的上部通过不锈钢钢缆卡子A8和绝缘胶垫9与主缆1连接，下

部与50kg配重钢球11连接，拦鱼断面上各区段的垂索7长度比拦鱼断面最大拦鱼深度长1m，

以满足拦鱼断面水库正常蓄水位745m至死水位691m变化区间有效拦鱼深度要求。上述不锈

钢钢缆卡子A8采用高强度不锈钢钢缆卡子。

[0064] 所述横索10采用Φ20高强度镀锌钢丝绳，所述横索10通过不锈钢钢缆卡子B12和

垂索7连接，横索10布设间距在拦鱼断面各区段均为4.0m，以满足拦鱼断面水域流场变化下

拦鱼电栅整体稳定要求。上述不锈钢钢缆卡子B12采用普通不锈钢钢缆卡子。

[0065] 所述电极管13为镀锌电极管，并通过不锈钢钢缆卡子B12安装、固定在垂索7上。电

极管13长度为1.0m，直径为8cm，各电极管13在垂索7上的布设间距在拦鱼断面各区段均为

1.5m，各电极管13断面横向间距与垂索7间距一致，以确保拦鱼水域中的树干、枯木等大型

障碍正常通行。

[0066] 所述脉冲发生器14的输入电压范围为交流220V±10V、50Hz，可提供二段或三段分

压供电，输入电流为5A，输出的脉冲峰值电压为600V的脉冲直流电组合，输出脉冲频为率5

次/秒，输出脉冲宽度为0.3毫秒。脉冲电源工作条件在-10℃至60℃之间，工作环境相对湿

度小于80％，负载电阻为1.0欧。输电线缆15通过托线箍16沿主缆1和垂索7布设，表层为绝

缘性好、防水、防老化、抗压、抗冲击、耐磨、耐腐蚀的塑型材料，以连接电极管13与脉冲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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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为拦鱼电栅电极阵提供稳定电力保障。

[0067] (5)效果观测装置情况

[0068] 光照水电站悬浮式拦鱼系统采用声纳探鱼仪17用于观测拦鱼水域的鱼群动向、鱼

群所在地点、范围，完成水下鱼类探测、分类、定位、计数、跟踪、通讯和信息反馈、分析。声纳

探鱼仪17探测每个探头的探测深度为0.6～100.0m，精确度为0.1m，声呐频率为200khz，其3

个探头安装在拦鱼断面主缆1上，分别在主缆1的左岸、右岸及主缆中1心线上予以设置，如

图2所述，各探头探测声纳探鱼仪探测区域18范围内得到的鱼类活动数据通过后方计算机

进行分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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