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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三维全断面侧扩散掺气

坎，包括底板和边墙，边墙垂直于底板且位于底

板的左右两侧，从而在两边墙之间形成过流通

道，沿水流方向，边墙被分成边墙Ⅰ和边墙Ⅱ两部

分，两边墙Ⅱ的起始端的间距大于两侧边墙Ⅰ的

间距，两边墙Ⅱ的末端的间距等于两侧边墙Ⅰ的

间距；两侧边墙Ⅱ之间的过流通道构成侧扩散

段，在侧扩散段对应的过流通道的底板上设有沿

水流方向布置的掺气墩，掺气墩的下表面与底板

对应连接，掺气墩的上游段为弧形且沿水流方向

上游段掺气墩宽度逐渐增大，掺气墩的下游段的

宽度为定值且沿水流方向有一长度，掺气墩的上

游段与下游段平滑衔接过渡。该掺气坎能在不改

变水流弗劳德数的前提下实现过流壁全断面掺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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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三维全断面侧扩散掺气坎，包括底板和边墙，边墙垂直于底板且位于底板的左

右两侧，从而在两边墙之间形成过流通道，沿水流方向，边墙被分成边墙Ⅰ和边墙Ⅱ两部分，

两边墙Ⅱ的起始端的间距大于两侧边墙Ⅰ的间距并分别通过连接墙与对应侧边墙Ⅰ的末端

连接，两边墙Ⅱ的末端的间距等于两侧边墙Ⅰ的间距并分别与下游对应侧的泄槽边墙的起

始端连接；两侧边墙Ⅱ之间的过流通道构成侧扩散段，其特征在于，在侧扩散段对应的过流

通道的底板上设有沿水流方向布置的掺气墩，掺气墩的下表面与底板对应连接，掺气墩的

上游段为弧形且沿水流方向上游段掺气墩宽度逐渐增大，掺气墩的下游段的宽度为定值且

沿水流方向有一长度，掺气墩的上游段与下游段平滑衔接过渡，从而使得下游段宽度与上

游段最大宽度相等，有利于在不改变水流弗劳德数的前提下实现良好的掺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维全断面侧扩散掺气坎，其特征在于，所述掺气墩位于

过流通道的中间且距左右两侧的对应边墙Ⅱ的距离相等。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三维全断面侧扩散掺气坎，其特征在于，掺气墩末端对应

的边墙Ⅱ与边墙Ⅰ的垂直距离b1大于掺气墩下游段宽度b的二分之一；边墙Ⅱ起始端距离对

应侧边墙Ⅰ的间距b2为（1.05~1.2）×b1。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三维全断面侧扩散掺气坎，其特征在于，所述边墙Ⅱ由上

游边墙Ⅱ和下游边墙Ⅱ构成，上游边墙Ⅱ与边墙Ⅰ平行且与对应侧边墙Ⅰ的垂直距离大于掺

气墩下游段宽度的二分之一；上游边墙Ⅱ的起始端通过连接墙与对应侧边墙Ⅰ的末端连接，

上游边墙Ⅱ的末端与对应侧下游边墙Ⅱ的起始端连接，两下游边墙Ⅱ间距逐渐减小然后分

别与下游对应侧泄槽边墙的起始端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3或4任一所述的一种三维全断面侧扩散掺气坎，其特征在于，沿水流

方向，掺气墩末端对应边墙Ⅱ处距离边墙Ⅱ起始端的长度为掺气墩的长度的1.2~1.5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维全断面侧扩散掺气坎，其特征在于，掺气墩下游段宽

度为两边墙Ⅰ间距的0.05~0.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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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维全断面侧扩散掺气坎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利水电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三维全断面侧扩散掺气坎。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水利水电事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高坝大库正在兴建或者正处于规划当

中。由于水头的不断增大，泄洪流速也急剧增大，泄洪消能的问题日趋突出。

[0003] 随着流速的增大，过流壁面的压强逐渐减小，当水体内部某点位置的压强低于水

的饱和蒸汽压时便产生空化泡，空化泡逐渐游移至压强相对较高的地方并在某个瞬间溃

灭，当空化泡的溃灭位置邻近过流壁面时，就会对材料产生冲击作用，长期作用下易造成泄

流通道壁面的空蚀破坏。

[0004] 为解决高速水流的空化空蚀问题，工程界一般采用人工强迫掺气的办法对过流壁

面形成掺气保护。泄洪洞底部掺气多利用挑坎或跌坎在高速水流底部形成一稳定负压空

腔，利用负压作用不断从外界大气卷吸空气并源源不断地提供给行进的水流，保证水流掺

气。

[0005] 常规的掺气结构分为两种，一种是侧收缩掺气结构，另一种是侧扩散掺气结构。常

规侧收缩掺气坎结构俯视图如图1所示，由于过流通道的束窄，水深增大而流速则变化较

小，这就造成了水流弗劳德数的减小从而更加不利于水流的掺气。常规侧扩散掺气坎结构

俯视图如图2所示，其侧向掺气很难到达全断面过流底板，从而不能对过流壁面全断面进行

掺气保护。

[0006] 中国专利201810131045.0公开了一种三维全断面掺气坎，该掺气坎包括边墙和底

板，底板上设置有掺气底坎，掺气底坎的中部垂直设置楔形中墩，楔形中墩的起始位置与掺

气底坎起点重合，其竖向高度和横向宽度均为零。掺气底坎沿着水流方向的厚度逐渐增大。

楔形中墩的纵向高度随着水流方向逐渐增大、横向宽度随着水流方向逐渐变宽。楔形中墩

的迎水面设置为弧形迎水面。该专利楔形中墩设置后过流通道的宽度束窄了，使得过流通

道内的水深会升高，而流速基本没有变化，从而造成了水流弗劳德数减小进而更加不利于

水流的掺气。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就在于提供一种在不改变水流弗劳

德数的前提下实现过流壁全断面掺气的三维全断面侧扩散掺气坎。

[0008]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9] 一种三维全断面侧扩散掺气坎，包括底板和边墙，边墙垂直于底板且位于底板的

左右两侧，从而在两边墙之间形成过流通道，沿水流方向，边墙被分成边墙Ⅰ和边墙Ⅱ两部

分，两边墙Ⅱ的起始端的间距大于两侧边墙Ⅰ的间距并分别通过连接墙与对应侧边墙Ⅰ的末

端连接，两边墙Ⅱ的末端的间距等于两侧边墙Ⅰ的间距并分别与下游对应侧的泄槽边墙的

起始端连接；两侧边墙Ⅱ之间的过流通道构成侧扩散段，在侧扩散段对应的过流通道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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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设有沿水流方向布置的掺气墩，掺气墩的下表面与底板对应连接，掺气墩的上游段为

弧形且沿水流方向上游段掺气墩宽度逐渐增大，掺气墩的下游段的宽度为定值且沿水流方

向有一长度，掺气墩的上游段与下游段平滑衔接过渡，从而使得下游段宽度与上游段最大

宽度相等。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掺气墩位于过流通道的中间且距左右两侧的对应边墙Ⅱ的距离相

等。

[0011] 更进一步地，掺气墩末端对应的边墙Ⅱ与边墙Ⅰ的垂直距离b1大于掺气墩下游段

宽度b的二分之一；边墙Ⅱ起始端距离对应侧边墙Ⅰ的间距b2为（1.05~1.2）×b1。

[0012] 进一步地，所述边墙Ⅱ由上游边墙Ⅱ和下游边墙Ⅱ构成，上游边墙Ⅱ与边墙Ⅰ平行

且与对应侧边墙Ⅰ的垂直距离大于掺气墩下游段宽度的二分之一；上游边墙Ⅱ的起始端通

过连接墙与对应侧边墙Ⅰ的末端连接，上游边墙Ⅱ的末端与对应侧下游边墙Ⅱ的起始端连

接，两下游边墙Ⅱ间距逐渐减小然后分别与下游对应侧泄槽边墙的起始端连接。

[0013] 进一步地，沿水流方向，掺气墩末端对应边墙Ⅱ处距离边墙Ⅱ起始端的长度为掺

气墩的长度的1.2~1.5倍。

[0014] 进一步地，掺气墩下游段宽度为两边墙Ⅰ间距的0.05~0.20倍。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6] 1、本发明在侧扩散段对应的过流通道的底板上设置掺气墩，掺气墩在不影响水流

流通的情况下，将水流分成左右两股，并在掺气墩水流方向的后端形成楔形空腔，有利于全

断面过流底板的掺气，从而实现过流壁面的掺气保护。

[0017] 2、本发明方案一通过进一步扩宽掺气墩对应的左右两侧边墙Ⅱ的间距，避免由于

掺气墩的设置造成过流通道束窄的影响，从而保证掺气段水深几乎不发生变化，进而在不

改变水流弗劳德数的前提下实现了良好的掺气。

[0018] 3、本发明方案二将位于上游方向的边墙Ⅱ设置成与边墙Ⅰ平行，这样不需要扩宽

掺气墩对应的左右两侧边墙Ⅱ的间距就可以有效避免现有掺气坎因设置掺气墩造成过流

通道束窄的影响，从而保证掺气段水深几乎不发生变化，进而在不改变水流弗劳德数的前

提下实现了良好的掺气。

附图说明

[0019] 图1‑现有侧收缩掺气结构俯视图。

[0020] 图2‑现有侧扩散掺气结构俯视图。

[0021] 图3‑第一种具体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第一种具体实施方式的结构俯视图。

[0023] 图5‑第一种具体实施方式的流态图。

[0024] 图6‑第二种具体实施方式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7‑第二种具体实施方式的结构俯视图。

[0026] 图8‑第二种具体实施方式的流态图。

[0027] 其中：1‑边墙；11‑边墙Ⅰ；12‑边墙Ⅱ；12a‑上游边墙Ⅱ；12b‑下游边墙Ⅱ；13‑连接

墙；2‑底板；3‑掺气墩；4‑泄槽底板；5‑泄槽边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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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9] 第一种实施方式：参见图3、图4和图5，一种三维全断面侧扩散掺气坎，包括底板2

和边墙1，边墙1垂直于底板2且位于底板2的左右两侧，从而在两边墙1之间形成过流通道，

沿水流方向，边墙1被分成边墙Ⅰ11和边墙Ⅱ12两部分，两边墙Ⅱ12的起始端的间距大于两

侧边墙Ⅰ11的间距并分别通过连接墙13与对应侧边墙Ⅰ11的末端连接，两边墙Ⅱ12的末端的

间距等于两侧边墙Ⅰ11的间距并分别与下游对应侧的泄槽边墙5的起始端连接，底板2与泄

槽底板4连接；两侧边墙Ⅱ12之间的过流通道构成侧扩散段，在侧扩散段对应的过流通道的

底板2上设有沿水流方向布置的掺气墩3，掺气墩3的下表面与底板2对应连接，掺气墩3的上

游段为弧形且沿水流方向上游段掺气墩3宽度逐渐增大，掺气墩3的下游段的宽度为定值且

沿水流方向有一长度，掺气墩3的上游段与下游段平滑衔接过渡，从而使得掺气墩下游段宽

度与上游段最大宽度相等。

[0030] 这样通过在侧扩散段对应的过流通道的底板上设置掺气墩，掺气墩的上游段为弧

形，从而不影响水流流通，同时水流被分成左右两股，并在掺气墩水流方向的后端形成楔形

空腔，有利于全断面过流底板的掺气，从而实现过流壁面的掺气保护。

[0031] 其中，所述掺气墩3位于过流通道的中间且距左右两侧的对应边墙Ⅱ12的距离相

等。

[0032] 这样在掺气墩左右两侧形成的两股水流大小一致，掺气更加均匀，更加有利于全

断面过流底板的掺气。

[0033] 其中，掺气墩3末端对应的边墙Ⅱ12与边墙Ⅰ11的垂直距离b1大于掺气墩3下游段

宽度b的二分之一；边墙Ⅱ起始端距离对应侧边墙Ⅰ的间距b2为（1.05~1.2）×b1。

[0034] 这样在侧扩散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宽了掺气墩对对应的左右两侧边墙Ⅱ的间距，避

免由于掺气墩的设置造成过流通道束窄的影响，从而保证掺气段水深几乎不发生变化，进

而在不改变水流弗劳德数的前提下实现了良好的掺气。

[0035] 其中，沿水流方向，掺气墩3末端对应边墙Ⅱ处距离边墙Ⅱ起始端的长度L1为掺气

墩的长度L的1.2~1.5倍。

[0036] 具体实施时，L为3.0~10.0  m，通过计算可得L2=b1L1/（b2‑b1）。

[0037] 其中，掺气墩3下游段宽度b为两边墙Ⅰ11间距B的0.05~0.20倍。

[0038] 具体实施时，b为0.5~2  m。

[0039] 第二种实施方式：参见图6、图7和图8，一种三维全断面侧扩散掺气坎，包括底板2

和边墙1，边墙1垂直于底板2且位于底板2的左右两侧，从而在两边墙1之间形成过流通道，

沿水流方向，边墙1被分成边墙Ⅰ11和边墙Ⅱ12两部分，两边墙Ⅱ12的起始端的间距大于两

侧边墙Ⅰ11的间距并分别通过连接墙13与对应侧边墙Ⅰ11的末端连接，两边墙Ⅱ12的末端的

间距等于两侧边墙Ⅰ11的间距并分别与下游对应侧的泄槽边墙5的起始端连接，底板2与泄

槽底板4连接；两侧边墙Ⅱ12之间的过流通道构成侧扩散段，在侧扩散段对应的过流通道的

底板2上设有沿水流方向布置的掺气墩3，掺气墩3的下表面与底板2对应连接，掺气墩3的上

游段为弧形且沿水流方向上游段掺气墩3宽度逐渐增大，掺气墩3的下游段的宽度为定值且

沿水流方向有一长度，掺气墩3的上游段与下游段平滑衔接过渡，从而使得掺气墩下游段宽

度与上游段最大宽度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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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这样通过在侧扩散段对应的过流通道的底板上设置掺气墩，掺气墩的上游段为弧

形，从而不影响水流流通，同时水流被分成左右两股，并在掺气墩水流方向的后端形成楔形

空腔，有利于全断面过流底板的掺气，从而实现过流壁面的掺气保护。

[0041] 其中，所述掺气墩3位于过流通道的中间且距左右两侧的对应边墙Ⅱ12的距离相

等。

[0042] 这样在掺气墩左右两侧形成的两股水流大小一致，掺气更加均匀，更加有利于全

断面过流底板的掺气。

[0043] 其中，所述边墙Ⅱ由上游边墙Ⅱ12a和下游边墙Ⅱ12b构成，上游边墙Ⅱ12a与边墙

Ⅰ11平行且与对应侧边墙Ⅰ的垂直距离b1大于掺气墩下游段宽度b的二分之一；上游边墙Ⅱ

12a的起始端通过连接墙与对应侧边墙Ⅰ11的末端连接，上游边墙Ⅱ12a的末端与对应侧下

游边墙Ⅱ12b的起始端连接，两下游边墙Ⅱ12b间距逐渐减小然后分别与下游对应侧泄槽边

墙5的起始端连接。

[0044] 这样将位于上游方向的上游边墙Ⅱ设置成与边墙Ⅰ平行，不需要加宽现有侧扩散

掺气坎两侧边墙Ⅱ间的间距，就可以有效避免现有掺气坎因设置掺气墩造成过流通道束窄

的影响，从而保证掺气段水深几乎不发生变化，进而在不改变水流弗劳德数的前提下实现

了良好的掺气。

[0045] 其中，沿水流方向，掺气墩末端对应边墙Ⅱ处距离边墙Ⅱ起始端的长度L1为掺气

墩的长度L的1.2~1.5倍。

[0046] 具体实施时，L为3.0~10.0  m，L2为5.0~15.0  m。

[0047] 其中，掺气墩3下游段宽度b为两边墙Ⅰ11间距B的0.05~0.20倍。

[0048] 具体实施时，b为0.5~2  m。

[0049]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仅是为说明本发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

是对本发明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

可以做出其他不同形式的变化和变动。这里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凡是属于本

发明的技术方案所引申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动仍处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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