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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 ＤｙｎａＲＩＣＥ 二维河冰模型模拟弯道及其取水口附近的水面冰运动和堆积过程， 探讨弯道取水口导冰筏的

优化设计。 该模型耦合了水动力方程和冰动力方程， 分别采用有限元法和光滑粒子流体动力学法对水动力方程和

冰动力方程进行求解。 模拟得到弯道取水口处水流水力特性、 不同角度导冰筏下河冰运动规律及其受力情况。 结

果表明河冰靠弯道凹岸一侧运动， 并在取水口附近及其下游堆积， 横向环流对河冰运动影响可忽略， 取水口上游

设置角度和长度合理的导冰筏可有效阻止河冰进入引水渠。 但是， 下游也需设置导冰筏来防止河冰在取水口下游

堆积及向上游延伸到取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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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泥沙河流上的电站、 灌溉渠道等建筑物取水口常设置在弯道凹岸处， 利用弯道横向环流将推移质泥沙推

向弯道凸岸处， 防止泥沙在取水口和引水渠道淤积。 但在寒区冬季引水时， 因弯道水流流态的分布， 表面冰会

靠凹岸一侧运动并发生堆积， 导致河冰进入引水渠并在取水口附近堆积， 堵塞取水口， 减小引水流量， 影响取

水口正常运行。 因此， 解决寒区高含沙河流冬季河冰在弯道取水口附近堆积问题是寒区水工建筑物设计的重要

内容。 数值模拟已经成为分析、 解决河冰问题的重要工具［１⁃２］。 Ｓｈｅｎ［１］综述了河冰数值模拟方面的研究进展与

成果。 王军和赵慧敏［２］指出 Ｓｈｅｎ 的二维河冰模型是世界性的水准， 并应用于实际工程。 茅泽育等［３］ 针对天然

河道弯曲的特点建立了适体坐标下的二维河冰数值模型， 并对黄河河曲段水内冰塞进行了模拟。 陈胖胖［４］采用

贴体坐标转换技术生成曲线网格， 模拟了弯道处冰塞厚度及其分布。 王晓玲等［５⁃６］采用三维非稳态欧拉两相流

模型模拟了弯道引水渠道中水内冰的演变与运动。 关于取水口处表面冰运动和堆积的研究却相对较少。 本文采

用 ＤｙｎａＲＩＣＥ 河冰模型［１］模拟分析弯道处表面冰的运动特性， 探讨弯道取水口处导冰筏的优化设计。

１　 河冰模型

ＤｙｎａＲＩＣＥ 二维河冰模型考虑了河冰在导冰筏附近的输移和积累， 该模型方程包括水动力学方程和表面

输冰动力方程。 水动力方程考虑了河冰的影响， 冰动力方程考虑了河冰之间的内应力、 水流拖曳力、 风拖曳

力和重力对河冰运动的影响。 冰块之间内应力应用粘⁃弹⁃塑性理论计算［７］， 分别采用有限元法和光滑粒子水

动力学法（ＳＰＨ）求解水动力方程和冰动力学方程， 用镜像法来计算河冰与河岸的相互作用。 具体的控制方程

和模型建立与应用参见文献［１， ８］。
本文以内蒙古锡林郭勒市西乌金山电厂供水工程弯道取水口为例， 探讨弯道取水口的导冰筏设置。 工程

设计将内蒙古巴拉格尔河天然弯道进行人工整治， 整治后的人工弯道连接原河道上下游， 弯道长 １４０ ｍ， 断

面形状为梯形， 底宽 １５ ｍ， 边坡 １ ∶２， 底坡 ０ ００２ ８， 弯道半径为 １３０ ｍ， 中心角为 ６３ ４°， 弯道下游端为

８０ ｍ长的顺直段， 河道采用混凝土衬砌， 糙率为 ０ ０１７。 引水渠取水口位于弯道凹岸， 距弯道起始段 ８０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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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水渠道轴线与水流方向夹角为 １８°， 引水渠断面形状为矩形， 渠道宽 １ ５ ｍ。 弯道设计流量取巴拉格尔河

多年平均径流量 １２ ６ ｍ３ ／ ｓ， 取水口设计引水流量为 １ ｍ３ ／ ｓ。
水流进口边界条件上游为流量， 下游为水深。 河冰进口边界条件包括： 表面冰浓度为 ０ ３， 冰厚为 ０ ０５

ｍ 和冰单元尺寸为河宽的 １ ／ １０。 计算时， 先模拟无冰情况下的水力条件， 待水流达到设计流量和水位后，
从上游进口输入河冰边界条件。

弯道计算网格尺寸为 ２ ｍ， 引水渠道网格尺寸为 ０ ５ ｍ， 计算时间步长 Δｔ 为

Δｔ ＝ １ ５ ΔＬ
２ｇＨ

　 （１）

式中　 ΔＬ 为单元格最短边长度， ｍ； Ｈ 为最大水深， ｍ。
计算网格及河床高程如图 １、 图 ２ 所示。

图 １　 计算区域和网格

Ｆｉｇ 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ｎｄ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ｓｈ
图 ２　 河床高程

Ｆｉｇ ２ Ｂｅｄ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２　 弯道处河冰运动规律

２ １　 无取水口的弯道河冰运动特性

图 ３ 显示模型运行 １ ｈ１５ ｍｉｎ 时无取水口时弯道河冰运动情况， 红线表示河道中心线， 绿线表示河冰运

动中心轨迹线。 Ｉｐｐｅｎ 和 Ｄｒｉｎｋｅｒ［９］观测了梯形渠道弯道处边界切应力的分布， 指出凹岸处切应力大于凸岸处

图 ３　 弯道河冰运动和堆积

Ｆｉｇ ３ Ｉｃ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ｎｄ

的切应力， 最大切应力位于靠近弯道出口的上游处。 切

应力分布不均匀导致水流流态分布不均， 主流偏向弯道

凹岸一侧。 因此， 在水流拖曳力作用下， 河冰靠凹岸一

侧运动， 并在距弯道出口上游 ９０ ｍ 的位置堆积， 若上游

来冰量继续增加， 则形成卡冰结坝的现象， 导致冰盖向

弯道上游发展。
水流对冰的纵向拖曳力 τｗＬ和径向拖曳力 τｗｒ计算公式

如下：
τｗＬ ＝ ρｃｗ ｜ Ｖｗ － Ｖｉ ｜ （ＶｗＬ － ｕ） 　 （２）
τｗｒ ＝ ρｃｗ ｜ Ｖｗ － Ｖｉ ｜ （Ｖｗｒ － ｖ） （３）

式中　 Ｖｗ 为水流流速， ｍ ／ ｓ； ＶｗＬ、 Ｖｗｒ为流速沿纵向、 径

向的分量， ｍ ／ ｓ； Ｖｉ ＝ ｕ ｉ＋ｖ ｊ， ｕ、 ｖ 为冰速沿纵向、 径向

的分量， ｍ ／ ｓ； ｉ、 ｊ 分别为 ｘ、 ｙ 方向的单位向量； ｃｗ ＝
ｎ２

ｉ ｇ
Ｒ ｉ

１ ／ ３为水流拖曳力系数， ｎｉ 为冰的曼宁系数， Ｒ ｉ 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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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河床剪切力影响的部分水深。
根据宋志尧［１０］改进了 Ｒｏｚｏｖｓｋｉｉ 的弯道径向流速公式， 得到弯道径向流速形式如下：

Ｖｗｒ ＝
ＶＤ
κ２ｒ

－ （１ ５ηｌｎη － ３ ３η ＋ ２ ０２５） － ｇ
κＣ

（０ ７５ηｌｎ２η － ２ ４ηｌｎη ＋ ２ｌｎη ＋ ２ ４η） ＋ ２ｇ
κ２Ｃ２（ｌｎη ＋ １）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４）

式中　 Ｖ 为断面平均流速， ｍ ／ ｓ； ｒ 为弯道半径， ｍ； Ｄ 为水深， ｍ； Ｃ 为谢才系数； ｇ 为重力加速度， ｍ ／ ｓ２；
η＝ ｚ ／ Ｄ； κ 为卡门系数， 取 ０ ４。

表 １　 不同转弯半径下径向切应力和纵向切应力之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ｄｉｕｓ ｏｆ 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半径 ｒ ／ ｍ ９０ １１０ １３０ １５０ １７０
τｗｒ ／ τｗＬ ０ ００５ ８ ０ ００３ ９ ０ ００２ ８ ０ ００２ １ ０ ００１ ６

表 １ 给出不同转弯半径下径向和纵向切应力之

比， 转弯半径越小， 曲率越大， 横向环流产生的拖曳

力越大， 反之亦然。 但是横向环流产生的拖曳力明显

小于纵向水流产生的拖曳力， 所以， 横向环流对弯道

表面冰运动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２ ２　 有取水口的弯道河冰运动

弯道设置取水口后会影响弯道水流特性。 当河冰靠凹岸运动到取水口附近时， 一部分河冰被水流拖拽进

引水渠， 另一部分河冰则继续沿弯道凹岸向下游运动并堆积， 如图 ４ 所示。 与没有取水口的情况相比， 河冰

运动更加靠近凹岸， 表面冰堆积区比无取水口时向上游移了 １５ ｍ。 当上游来冰量超过河道的输冰能力， 河

冰会堵塞渠道取水口， 进而影响取水口引水流量变化。 图 ５ 可以看出取水口流量有两次明显的降低， 模拟开

始后 ３０ ｍｉｎ， 从上游边界释放河冰时， 取水口流量发生第一次减小； １ ｈ１５ ｍｉｎ 时， 表面冰堆积到取水口附

近， 取水口引水流量再次减小。

图 ４　 取水口附近河冰积累

Ｆｉｇ ４ Ｉｃ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ａｋｅ

　
图 ５　 取水口流量与上游流量比率变化

Ｆｉｇ ５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ｉｎｔａｋ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３　 防冰设施布置分析

３ １　 导冰筏初步布置探讨

为阻止河冰进入引水渠和在取水口处堆积， 需在取水口上游设置防冰设施。 常见的防冰设施有排冰闸、
拦冰栅、 拦冰墩、 导冰筏等。

根据 《ＳＬ ２１１—２００６ 水工建筑物抗冰冻设计规范》 ［１１］， 弯道侧向引水工程， 应在取水口上游设置两道导

冰筏， 第一道导冰筏应设在距取水口上游 ２ 倍水面宽处， 第二道可设在上游一倍水面宽处； 筏长取 １ ～ １ ５
倍水面宽， 导冰筏与水流方向的夹角不应大于 ３０°。 该河段水面宽 ２０ ｍ， 故筏长设置为 ２５ ｍ， 本研究设置导

冰筏与水流方向夹角分别为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０°。
图 ６ 显示设置不同角度导冰筏后， 模型运行 ３ ｈ 时表面冰在弯道和取水口附近的堆积情况。 可以看出，

靠近河岸流速较低区域， 导冰筏可以明显阻止表面冰运动， 将其导入河道中心； 但在靠近流速较高的河中心

位置， 表面冰运动到导冰筏前下潜并通过导冰筏。 野外观察数据指出， 当水流弗劳德数 Ｆｒ 小于 ０ ０９［４］，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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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冰会停止在拦冰设施前而不下潜。 在设计流量下， 对应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０°的导冰筏， 沿岸边到河中心法

向弗劳德数 Ｆｒ 分别为 ０ ０４４ ～ ０ １１４、 ０ ０５８ ～ ０ １５０、 ０ ０７２ ～ ０ １９０、 ０ ０８５ ～ ０ ２２０。 导冰筏角度越大， 其法

向 Ｆｒ 也越大； 同一角度越靠近河中心， Ｆｒ 越大。 一旦超过临界 Ｆｒ， 表面冰会下潜并通过导冰筏， 使该导冰

筏的防冰作用不大。 但与没有设置导冰筏相比， 表面冰在取水口下游堆积的速率减小。

图 ６　 不同角度导冰筏河冰堆积

Ｆｉｇ ６ Ｉｃ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ｃｅ ｂｏｏｍ ａｎｇｌｅｓ

导冰筏与水流方向成 ３０°时， 筏前水流法向 Ｆｒ 远大于临界值， 表面冰下潜并通过导冰筏， 通过导冰筏的

河冰一部分进入引水渠道， 另一部分在取水口下游堆积。 一旦河冰的堆积延伸到导冰筏附近时， 导冰筏下游

流速较小， 大量河冰就会在导冰筏背后堆积， 但对导冰筏角度为 １５°、 ２０°和 ２５°的情况， 这种现象只发生在

靠近河道中心位置。
表面冰在取水口处堆积， 取水口的流量必然下降。 图 ７ 表明不同角度的导冰筏下进口流量与取水口流量

比值的变化， 导冰筏与水流方向夹角为 ３０°时， 取水口流量的降低最明显、 最迅速。 夹角为 ２５°和 １５°时， 流

量也同样减小， 但是相对 ３０°时滞后。 当夹角为 ２０°时， 河冰对取水口流量的影响最小， 所以导冰筏与水流

方向夹角为 ２０°时最合理， 但是下游河冰堆积的现象依然存在。
３ ２　 导冰筏受力分析

作用在导冰筏上河冰力的大小和分布对导冰筏的结构设计十分重要， 通过数学模型可以计算河冰作用在

导冰筏上的力。 取水口上游设置两道导冰筏， 每道导冰筏上设置 ５ 段栅段， 第一道导冰筏从河中心至岸边栅

段编号为 １～５， 第二道导冰筏从河中心至岸边栅段编号为 ６ ～ １０。 图 ８ 显示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０°导冰筏各栅

段的受力大小， 因 ５、 ９ 和 １０ 栅段靠近河岸， 导冰筏受河冰作用力可忽略。
可以看出， ２５°、 ３０°时第二道导冰筏所受的河冰作用力明显大于第一道导冰筏， 因为 ２５°、 ３０°时第一道

导冰筏前法向 Ｆｒ 大于临界值， 河冰主要在第二道导冰筏前积累。 ２０°时， 第一道导冰筏受力大于第二道导冰

筏， 说明该导冰筏对河冰有明显的拦挡、 引导作用。 １５°时， 导冰筏受力明显小于其他角度， 导冰筏对河冰

的拦挡、 引导作用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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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不同导冰筏角度下取水口流量变化

Ｆｉｇ ７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ｉｎｔａｋ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ｃｅ ｂｏｏｍ ａｎｇｌｅｓ
图 ８　 导冰筏各栅段受力

Ｆｉｇ ８ Ｆｏｒｃ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ｏｏｍ ｓｐａｎｓ

３ ３　 最优导冰筏布置

如上所述， 上游设置角度合理的导冰筏可以有效地阻止河冰进入取水口， 但是河冰在取水口下游堆积、
形成冰盖并向上游增长的现象依然存在， 因此在下游必须设置一道导冰筏解决河冰在取水口下游的堆积问

题。 下游导冰筏的位置应在取水口和河冰开始堆积的位置之间， 本文将下游导冰筏设置在距取水口中心 １ 倍

水面宽的位置处。
图 ９ 表明在取水口上、 下游设置导冰筏 ３ ｈ 后河冰的运动情况和取水口流量的变化。 可以看出， 取水口下

游明显没有卡冰、 堆积的现象， 且取水口的流量保持稳定。 主要原因： ① ２０°夹角的导冰筏前法向 Ｆｒ 小于临界

值， 表面冰不会下潜并通过导冰筏， 也就不会在导冰筏后形成堆积； ② 取水口上游设置的两道导冰筏可以有效

地将表面冰引导至河道中心位置， 主流将河冰输运到下游， 有效防止了表面冰进入引水渠； ③ 取水口下游设置

导冰筏可将上游来冰导离河道凹岸， 导向河道中心并向下游输移， 有效阻止了河冰在取水口下游堆积、 发展。
从图 ９ 中还可以看出， 下游设置导冰筏后取水口流量要比不设时更加稳定。 研究表明， 取水口上、 下游

设置 ３ 道 ２５ ｍ 长、 夹角 ２０°的导冰筏可有效解决弯道取水口河冰堆积问题。

图 ９　 下游设置导冰筏后河冰堆积和取水口流量变化

Ｆｉｇ ９ Ｉｃ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ｉｎｔａｋ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ｃｅ ｂｏｏｍ

４　 结　 　 论

（１） 弯道处由于主流偏向凹岸一侧， 导致表面冰靠凹岸一侧向下游移动， 河冰会在弯道凹岸处堆积，
并向上游延伸；

（２） 与纵向水流相比， 弯道横向环流产生的水流拖曳力对河冰运动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３） 合理设置上游导冰筏可以有效阻止表面冰进入取水口， 同时， 下游也须设置导冰筏以阻止表面冰

在取水口下游的堆积和增长；
（４） 通过数学模型可以计算河冰作用在导冰筏上的力， 用于指导导冰筏的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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