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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利水电工程泄水消能领

域，公开了一种非对称转向收缩差动式挑坎体

型，包括挑坎段主体，挑坎段主体包括挑坎基础

及位于挑坎基础上的靠山侧挑坎边墙和靠河床

侧挑坎边墙，靠山侧挑坎边墙沿水流方向向靠近

挑坎段主体水流方向中轴线转向，靠河床侧挑坎

边墙沿水流方向向远离挑坎段主体水流方向中

轴线转向，挑坎基础位于靠山侧挑坎边墙与靠河

床侧挑坎边墙之间依次布置有第一高坎、第一低

坎、第二高坎和第二低坎，第一高坎和第一低坎

沿水流方向向河床方向收缩转向。本实用新型非

对称转向收缩差动式挑坎体型，消能效果较好，

能有效控制射流的落水位置和范围，能较好的达

到保护岸坡和减轻对河道冲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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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非对称转向收缩差动式挑坎体型，包括挑坎段主体，所述挑坎段主体的起始端

与上游泄槽末端衔接，其特征在于：所述挑坎段主体包括挑坎基础(1)及位于所述挑坎基础

(1)上的靠山侧挑坎边墙(2)和靠河床侧挑坎边墙(3)，所述靠山侧挑坎边墙(2)沿水流方向

向靠近所述挑坎段主体水流方向中轴线转向，所述靠河床侧挑坎边墙(3)沿水流方向向远

离所述挑坎段主体水流方向中轴线转向，且所述靠山侧挑坎边墙(2)的转向角度大于所述

靠河床侧挑坎边墙(3)的转向角度，所述挑坎基础(1)位于所述靠山侧挑坎边墙(2)与靠河

床侧挑坎边墙(3)之间依次布置有第一高坎(4)、第一低坎(5)、第二高坎(6)和第二低坎

(7)，且所述第一高坎(4)和第一低坎(5)所述挑坎段主体水流方向中轴线的靠山侧，所述第

二高坎(6)和第二低坎(7)位于所述挑坎段主体水流方向中轴线的靠河床侧，所述第一高坎

(4)和第一低坎(5)沿水流方向向河床方向收缩转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非对称转向收缩差动式挑坎体型，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高坎

(6)沿水流方向收缩，所述第二低坎(7)沿水流方向向河床方向扩散转向。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非对称转向收缩差动式挑坎体型，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高坎

(4)靠山侧的转向角度大于所述第一高坎(4)靠河床侧的转向角度，所述第一低坎(5)靠山

侧的转向角度大于所述第一低坎(5)靠河床侧的转向角度。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非对称转向收缩差动式挑坎体型，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高坎

(4)和第一低坎(5)的转向角度沿水流方向依次递减。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非对称转向收缩差动式挑坎体型，其特征在于：所述靠山侧挑坎

边墙(2)的转向角度与所述第一高坎(4)靠山侧的转向角度相同，所述靠河床侧挑坎边墙

(3)的转向角度与所述第二低坎(7)靠河床侧的转向角度相同。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非对称转向收缩差动式挑坎体型，其特征在于：所述靠山侧挑坎

边墙(2)的厚度保持不变，所述靠河床侧挑坎边墙(3)的厚度保持不变。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非对称转向收缩差动式挑坎体型，其特征在于：所述靠山侧挑坎

边墙(2)的转向角度小于8°，所述挑坎段主体出口端减小的出流宽度不超过10％。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非对称转向收缩差动式挑坎体型，其特征在于：所述靠山侧挑坎

边墙(2)、靠河床侧挑坎边墙(3)、第一高坎(4)、第一低坎(5)、第二高坎(6)和第二低坎(7)

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非对称转向收缩差动式挑坎体型，其特征在于：所述靠山侧挑坎

边墙(2)与靠河床侧挑坎边墙(3)之间的距离从上游至下游逐渐变小。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非对称转向收缩差动式挑坎体型，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高坎

(6)沿水流方向向河床方向收缩转向，所述第二低坎(7)沿水流方向向河床方向收缩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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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对称转向收缩差动式挑坎体型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利水电工程泄水消能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非对称转向收缩差动

式挑坎体型。

背景技术

[0002] 水利水电工程枢纽中，必须设置泄水建筑物，用于宣泄库容所不能容纳的洪水，防

止洪水漫溢坝顶，保证大坝安全。

[0003] 对土石坝，一般不容许从坝身溢流或大量溢流，或当河谷狭窄而泄量较大，难于经

混凝土坝泄放全部洪水时，则需在岸边或天然垭口位置建造岸边溢洪道或开挖泄水隧洞。

[0004] 溢洪道作为一种常见的泄水建筑物，除了应有足够的泄流能力外，还应保证其自

身的安全和下泄水流与河道水流获得妥善的衔接。

[0005] 随着坝工建设的快速发展，泄洪消能技术有不少新的进展，其中挑流消能发展很

快，已成为中高水头、大单宽流量泄水建筑物的主要消能措施。近年来新型消能工不断出

现，目前岸边式泄水建筑物挑流消能工主要有：连续坎、差动坎、斜挑坎、扭曲坎等。由于下

泄水流往往具有水头高、流速大且水股集中的特点，能量较大，若不进行妥善处理，将会导

致下游河床和岸坡被严重冲刷，甚至造成岸坡坍塌，进而危及大坝和泄水建筑物等的稳定

和安全。因此，泄水建筑物采用挑流消能方式的关键在于选择适宜的挑坎体型，使射流部分

能量尽可能在空中消除，并有效控制射流落入下游河床的位置、范围和流量分布。而由于水

利水电工程建设中，不同工程枢纽布置、地形地质条件、泄水建筑物布置、水文和运用等条

件千变万化，上述挑坎体型适用范围和效果均有一定的局限性，有时还不能达到理想的要

求和消能效果。如受枢纽布置、地形地质条件限制，由于单宽泄量较大、岸边式泄水建筑物

出口布置困难、下游河道较窄等原因，泄水建筑物出口轴线与下游岸坡只能呈较小角度相

交，但下游岸坡及河床抗冲刷能力较差的条件下，采用目前已有的挑流消能工型式达不到

理想的效果，在空中消能不够充分，不能有效控制射流落入下游河床的位置、范围，不能较

好的保护下游靠山侧岸坡以及减轻对河床的冲刷。

发明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是针对上述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非对称转向收缩差动式挑

坎体型，消能效果较好，能有效控制射流的落水位置和范围，能较好的达到保护岸坡和减轻

对河道冲刷的目的。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所设计的一种非对称转向收缩差动式挑坎体型，包

括挑坎段主体，所述挑坎段主体的起始端与上游泄槽末端衔接，所述挑坎段主体包括挑坎

基础及位于所述挑坎基础上的靠山侧挑坎边墙和靠河床侧挑坎边墙，所述挑坎基础为较低

标号的混凝土，并维持挑流消能段的稳定，所述靠山侧挑坎边墙沿水流方向向靠近所述挑

坎段主体水流方向中轴线转向，所述靠河床侧挑坎边墙沿水流方向向远离所述挑坎段主体

水流方向中轴线转向，且所述靠山侧挑坎边墙的转向角度大于所述靠河床侧挑坎边墙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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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角度，所述挑坎基础位于所述靠山侧挑坎边墙与靠河床侧挑坎边墙之间依次布置有第一

高坎、第一低坎、第二高坎和第二低坎，且所述第一高坎和第一低坎位于所述挑坎段主体水

流方向中轴线的靠山侧，所述第二高坎和第二低坎位于所述挑坎段主体水流方向中轴线的

靠河床侧，所述第一高坎和第一低坎沿水流方向向河床方向收缩转向，所述所述靠山侧挑

坎边墙、靠河床侧挑坎边墙、第一高坎、第一低坎、第二高坎和第二低坎通过所述挑坎基础

进行支撑。

[0008] 优选地，所述第二高坎沿水流方向收缩，以使其射流与所述第一高坎和第一低坎

的射流在空中充分混掺碰撞消能，所述第二低坎沿水流方向向河床方向扩散转向，以使出

坎总宽度减小的幅度较小，不至于过多的增加出水单宽流量。

[0009] 优选地，所述第一高坎靠山侧的转向角度大于所述第一高坎靠河床侧的转向角

度，所述第一低坎靠山侧的转向角度大于所述第一低坎靠河床侧的转向角度。

[0010] 优选地，所述第一高坎和第一低坎的转向角度沿水流方向依次递减。

[0011] 优选地，所述靠山侧挑坎边墙的转向角度与所述第一高坎靠山侧的转向角度相

同，所述靠河床侧挑坎边墙的转向角度与所述第二低坎靠河床侧的转向角度相同。

[0012] 优选地，所述靠山侧挑坎边墙的厚度保持不变，所述靠河床侧挑坎边墙的厚度保

持不变。

[0013] 优选地，所述靠山侧挑坎边墙的转向角度小于8°，所述挑坎段主体出口端减小的

出流宽度不超过10％，确保单宽流量增加的幅度较小。

[0014] 优选地，所述靠山侧挑坎边墙、靠河床侧挑坎边墙、第一高坎、第一低坎、第二高坎

和第二低坎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0015] 优选地，所述靠山侧挑坎边墙与靠河床侧挑坎边墙之间的距离从上游至下游逐渐

变小，使挑坎体型的出口宽度较进口宽度略小。

[0016] 优选地，所述第二高坎沿水流方向向河床方向收缩转向，所述第二低坎沿水流方

向向河床方向收缩转向。

[0017]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18] 1、沿流程非对称转向收缩，使射流挑离鼻坎后发生一定的转向，在空中掺气、扩

散、水质点相互混掺碰撞加强，射流的部分能量能较好的在空中得以消减，并能有效控制射

流落入下游河床的位置、范围，达到了保护下游靠山侧岸坡和减轻对河道冲刷的目的，同时

对其本身及相邻建筑物的稳定与安全均能起到较好的作用；

[0019] 2、挑坎体形较为简单，突破了常规的斜挑坎(或扭曲坎)、差动式挑坎体形，集上述

挑坎优点于一体，能较好的适应岸边式泄水建筑物采用挑流消能时可能遇到的不利情况，

消能效果较好，能有效控制射流的落水位置和范围，能较好的达到保护岸坡和减轻对河道

冲刷的目的，相应减小了下游河床和岸坡防护的工程量，节省了投资；

[0020] 3、具有适应性好、高效、安全、经济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泄水建筑物挑流

消能技术的发展。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非对称转向收缩差动式挑坎体型的平面布置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实用新型非对称转向收缩差动式挑坎体型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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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3为图1中A—A剖面图(顺水流方向纵剖面)；

[0024] 图4为图1中B—B剖面图(高坎鼻坎处横剖面)。

[0025] 图中各部件标号如下：

[0026] 挑坎基础1、靠山侧挑坎边墙2、靠河床侧挑坎边墙3、第一高坎4、第一低坎5、第二

高坎6、第二低坎7。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8] 如图1、图2、图3及图4所示，本实用新型非对称转向收缩差动式挑坎体型，包括挑

坎段主体，挑坎段主体的起始端与上游泄槽末端衔接，挑坎段主体包括挑坎基础1及位于挑

坎基础1上的靠山侧挑坎边墙2和靠河床侧挑坎边墙3，靠山侧挑坎边墙2沿水流方向向靠近

挑坎段主体水流方向中轴线转向，靠河床侧挑坎边墙3沿水流方向向远离挑坎段主体水流

方向中轴线转向，且靠山侧挑坎边墙2 的转向角度大于靠河床侧挑坎边墙3的转向角度，挑

坎基础1位于靠山侧挑坎边墙2与靠河床侧挑坎边墙3之间依次布置有第一高坎4、第一低坎

5、第二高坎6和第二低坎7，且第一高坎4和第一低坎5  挑坎段主体水流方向中轴线的靠山

侧，第二高坎6和第二低坎7位于挑坎段主体水流方向中轴线的靠河床侧，第一高坎4和第一

低坎5 沿水流方向向河床方向收缩转向。

[0029] 另外，第二高坎6沿水流方向收缩，第二低坎7沿水流方向向河床方向扩散转向，第

一高坎4靠山侧的转向角度大于第一高坎4  靠河床侧的转向角度，第一低坎5靠山侧的转向

角度大于第一低坎5  靠河床侧的转向角度，第一高坎4和第一低坎5的转向角度沿水流方向

依次递减。

[0030] 本实施例中，靠山侧挑坎边墙2的转向角度与第一高坎4靠山侧的转向角度相同，

靠河床侧挑坎边墙3的转向角度与第二低坎7  靠河床侧的转向角度相同，靠山侧挑坎边墙2

的厚度保持不变，靠河床侧挑坎边墙3的厚度保持不变，靠山侧挑坎边墙2与靠河床侧挑坎

边墙3之间的距离从上游至下游逐渐变小，且靠山侧挑坎边墙2 的转向角度小于8°，挑坎段

主体出口端减小的出流宽度不超过10％。

[0031] 本实施例中，靠山侧挑坎边墙2、靠河床侧挑坎边墙3、第一高坎4、第一低坎5、第二

高坎6和第二低坎7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0032] 在其它实施例中，第二高坎6可以沿水流方向向河床方向收缩转向，第二低坎7沿

水流方向向河床方向收缩转向。

[0033] 本实施例在使用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设计理

念的情况下，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对挑坎体形进行变化、调整和优化。其中，挑坎段起始断面

净宽、高坎和低坎的布置、数量及在轴线左、右侧的布置应根据工程具体情况确定。

[0034] 另外，差动式挑坎转向角度，靠山侧挑坎边墙2最大转向角度不宜超过8°，靠山侧

往挑坎段主体水流方向中轴线方向挑坎的转角应依次递减，轴线往河床方向，挑坎是否转

向收缩或扩散，应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确定，确保其消能效果，有效控制射流落入下游河床

理想的位置和范围。同时，差动式挑坎总体转向收缩，收缩宽度不宜过大，减小的出流宽度

不宜超过10％，确保单宽流量增加的幅度较小。实际工程中泄水建筑物挑流消能采用该非

对称转向收缩差动式挑坎时，还应结合水工模型试验，合理的确定挑坎的布置和体形，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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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理想的效果。

[0035] 本实用新型非对称转向收缩差动式挑坎体型，沿流程非对称转向收缩，使射流挑

离鼻坎后发生一定的转向，在空中掺气、扩散、水质点相互混掺碰撞加强，射流的部分能量

能较好的在空中得以消减，并能有效控制射流落入下游河床的位置、范围，达到了保护下游

靠山侧岸坡和减轻对河道冲刷的目的，同时对其本身及相邻建筑物的稳定与安全均能起到

较好的作用；另外，挑坎体形较为简单，突破了常规的斜挑坎(或扭曲坎)、差动式挑坎体形，

集上述挑坎优点于一体，能较好的适应岸边式泄水建筑物采用挑流消能时可能遇到的不利

情况，消能效果较好，能有效控制射流的落水位置和范围，能较好的达到保护岸坡和减轻对

河道冲刷的目的，相应减小了下游河床和岸坡防护的工程量，节省了投资；本实用新型具有

适应性好、高效、安全、经济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泄水建筑物挑流消能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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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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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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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9

CN 212335944 U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