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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墩影响下冰塞水位变化规律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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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聚乙烯颗粒为天然冰模拟材料， 对桥墩影响下的冰塞水位变化规律进行了探索性试验研究。 试验发现，
有桥墩时， 冰塞演变可分为冰塞越过桥墩和未越过桥墩两种情况； 冰塞动态演变过程中， 桥墩附近冰塞底部存在

冲刷现象， 由此产生的冲刷输冰流量会引发较为复杂的冰塞水位演变过程。 研究表明， 有桥墩条件下， 水力及来

冰量条件对平衡冰塞时的水位增值影响规律与无桥墩时基本一致； 水流条件和来冰流量相同条件下， 当冰塞能越

过桥墩达到平衡时， 墩径较大时水位增值也较大， 在断面阻塞程度相同条件下， 双墩水位增值大于单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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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塞是冬季寒区江河中一种较为常见的冰情现象， 冰塞出现会使河道中水位急剧壅高， 极易引发凌洪灾

害［１⁃３］。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北方寒区河流中在建及拟建的跨河桥梁日益增多， 冰期时墩台构筑物将

对河道中冰塞形成及演变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其中也包括桥梁墩台对冰塞水位的影响作用， 因此， 开

展相关研究对预防凌洪灾害具有重要意义和实用价值［４⁃６］。
对于明渠河道而言， 河道水流在流经桥墩时会由于水流在横向上先束窄后扩散， 进而在纵向上形成桥前

壅水、 墩间降水和桥后水位回升， 有关明渠桥墩壅水的研究成果已非常丰富［７］。 冰塞壅水则是一种完全不

同的抬高上游水位的水力现象， 河道中形成冰塞后， 水流由明流转变为暗流， 湿周和河道阻力相比明渠流动

时增加， 使得上游河道水位整体壅高， 针对这一现象， 一些河冰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８⁃１２］。
桥墩对冰塞壅水和冰塞演变过程影响的研究极其少见， 无论从理论或工程实际方面开展相关研究工作都

十分必要。 本文采用试验研究方法， 基于大量水槽试验研究， 对桥墩影响下冰塞水位的变化进行了现象总结

和规律分析， 得到了一些探索性、 机理性的研究成果。

１　 试验条件概述

试验研究在合肥工业大学水利科学研究所冰凌实验室试验水槽上进行， 其平面布置如图 １ 所示， 水槽主

要试验段长 ２６ ６８ ｍ， 自上游至下游共设有 ２２ 个断面， 断面间距为 １ ２ ｍ， 水槽宽为 ０ ４ ｍ， 上游 ４ 断面处

设有自动加冰装置， 下游断面 ２０ 至断面 ２１ 之间放置长为 １ ｍ 的模拟冰盖， 材料为轻质聚苯乙烯泡沫板。 水

内冰颗粒采用聚乙烯塑料颗粒作为模拟材料， 其密度接近于天然冰， 实测为 ０ ９１８ ｇ ／ ｃｍ３， 形状为 ３ ５ ｍｍ 大

小的扁椭圆体， 其尺寸远小于墩间距， 故桥墩处不能发生卡封现象， 断面 ２０ 处设置的模拟冰盖则主要用于

辅助水槽中形成堆积冰塞， 对应天然实际中初始冰塞头部形成的现象， 试验不涉及冻结效应的影响研究。 试

验选用圆柱形桥墩， 材料为亚克力玻璃管， 桥墩设在断面 １６ 处， 单墩布置时位于断面中心， 双墩布置时位



８６８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６ 卷　

于槽宽的 ３ 等分点处。 文献［１３⁃１４］在进行有关圆柱形桥墩局部冲刷的试验研究中选取的模型尺寸为： 试验

水槽宽 Ｂ＝ １５０ ｃｍ， 桥墩直径 ｄ＝ １５ ｃｍ［１３］； 试验水槽［１４］宽 Ｂ＝ １ ２２ ｍ， 桩直径 ｄ＝ ０ ０８９ ｍ。 桥墩直径与水槽

宽度之比 ｄ ／ Ｂ 为 ０ ０４ ～ ０ １１； 根据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 ＪＴＧ Ｄ６０—２００４）规定， 桥梁单孔跨径在

５～２０ ｍ范围内时， 墩身宽度不宜小于 ８０ ｃｍ， 故墩身宽度与单孔跨径之比为 ０ ０４～０ １６。 综合以上因素并结

合实验室水槽条件， 系列试验桥墩墩径 ｄ 取 ２ ｃｍ、 ４ ｃｍ ２ 种。

图 １　 试验水槽布置

Ｆｉｇ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ｆｌｕ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试验前将断面 ４ 作为控制断面， 其加冰前的水深、 流速即为试验的初始水深 Ｈ０、 初始断面平均流速 Ｖ０，
其中水深通过下游尾门调节控制， 水流量通过直角三角薄壁堰堰顶水头调节控制， 来冰流量 Ｑｉ由自动加冰

装置控制。 初始水深 Ｈ０控制有 １０ ｃｍ、 １５ ｃｍ、 ２０ ｃｍ 和 ２５ ｃｍ ４ 种， 初始断面平均流速 Ｖ０ 范围为 ０ １５ ～
０ ２０ ｍ ／ ｓ， 来冰流量 Ｑｉ范围区间为 ０ ００８～０ ０１５ Ｌ ／ ｓ。

试验的测点布置在断面 ５ 至断面 ２０， 共 １６ 个， 每个测点处均设有测压管用于读取水位值。 初始水流条

件稳定后开始加冰， 试验中对每个断面的冰塞厚度 ｔｉ、 水位进行实时监测记录， 直至水槽形成平衡冰塞时结

束单场次试验。

２　 无桥墩时冰塞水位试验

合肥工业大学水利科学研究所早期针对无桥墩时冰塞水位变化规律开展了大量的试验研究［１０⁃１２］， 将水

图 ２　 无桥墩时水位增值和冰厚随时间变化

Ｆｉｇ ２ Ｂａｃｋｗａｔｅｒ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ｉｃ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ｒｉｄｇｅ ｐｉｅｒ

位增值△Ｈ 作为衡量壅水大小的主要参数， △Ｈ ＝ＨＴ－ｈ０， 其中 ＨＴ

为冰期各断面水浸冰水深， ｈ０为未加冰前的畅流期断面水深， △Ｈ
为冰塞形成后水位的壅高值。 无论桥墩是否存在， 该值均可以直

观地反映冰塞壅水结果。
为对比有桥墩影响下的冰塞壅水变化， 对无桥墩时冰塞水位

也进行了一定数量场次的试验研究， 试验发现与早期研究成果基

本一致， 即无桥墩冰塞水位增值大小与初始水深和流速成反比，
而与来冰流量成正比［１０⁃１２］。

本次试验中加强了冰塞壅水动态变化过程的观测记录工作，
图 ２ 为某工况下冰塞水位增值△Ｈ 和冰塞厚度 ｔｉ随试验历时 Ｔ 变化

图， 从图 ２ 可以看出， 冰塞动态演变过程中， 水位壅高相比冰塞

增厚具有延后性， 即冰塞先完成快速增厚， 之后水位开始缓慢

壅高。

３　 桥墩影响下冰塞水位试验结果

３ １　 初始条件对冰塞形成演变及壅水的两种不同结果

无桥墩干扰时， 试验开始加冰后水槽中模拟冰颗粒逐渐聚集在断面 ２０ 处， 冰塞逐渐覆盖断面 ５ 到断面

２０， 直至上游水流条件变化至来冰全部下潜， 随后完成初始冰塞头部向下游推进的冰塞堆积过程， 直至全流

域中达到平衡冰塞厚度和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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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有桥墩影响的条件下， 由于墩台结构附近的流场紊动较为剧烈， 相比无桥墩时， 存在一定的初始临

界条件， 当水流条件相对该临界条件更为剧烈或来冰流量较小时， 桥墩处可能由于其复杂的水流结构而具备

相对较大的输冰能力， 导致冰塞前缘断面难以向桥墩上游发展， 直到冰塞演变结果达到动态平衡后， 冰塞前

缘断面仍处于桥墩断面 １６ 处。

表 １　 冰塞是否发展过桥墩试验条件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ｃｅ ｊａ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 ／ ｃｍ
Ｈ０ ＝ １０ ｃｍ Ｈ０ ＝ １５ ｃｍ

Ｖ０ ／ （ｍ·ｓ－１） Ｑｉ ／ （Ｌ·ｓ－１） 是否发展过桥墩 Ｖ０ ／ （ｍ·ｓ－１） Ｑｉ ／ （Ｌ·ｓ－１） 是否发展过桥墩

０ １６０ ０ ０１２ ５ 是 ０ １８０ ０ ０１２ ６ 是

２ ０ １７５ ０ ０１３ ０ 否 ０ １９０ ０ ０１２ ３ 否

０ １７０ ０ ０１０ ３ 否 ０ １８０ ０ １１２ ０ 否

４ ０ １５０ ０ ００９ ５ 是 ０ １６０ ０ ００９ ６ 是

０ １６０ ０ ０１０ ３ 否 ０ １６５ ０ ００９ ２ 否

２×２ ０ １５０ ０ ０１１ ３ 是 ０ １６０ ０ ０１１ ６ 是

０ １６０ ０ ００９ ５ 否 ０ １７０ ０ ０１２ ７ 否

ｄ ／ ｃｍ
Ｈ０ ＝ ２０ ｃｍ Ｈ０ ＝ ２５ ｃｍ

Ｖ０ ／ （ｍ·ｓ－１） Ｑｉ ／ （Ｌ·ｓ－１） 是否发展过桥墩 Ｖ０ ／ （ｍ·ｓ－１） Ｑｉ ／ （Ｌ·ｓ－１） 是否发展过桥墩

２ ０ １７０ ０ ０１０ ４ 是 ０ １８０ ０ ０１０ ６ 是

０ １８０ ０ ００９ ８ 否 ０ １８５ ０ ００９ ３ 否

４ ０ １６０ ０ ００８ ７ 是 ０ １６０ ０ ００９ ４ 是

０ １７０ ０ ００９ ４ 否 ０ １７０ ０ ００９ ５ 否

２×２ ０ １５０ ０ ０１０ ４ 是 ０ １６０ ０ ００９ ６ 是

０ １７０ ０ ０１０ ９ 否 ０ １７０ ０ ００９ ０ 否

　 　 由于冰塞壅水的主要机理在于冰塞覆盖后增加了水流阻力， 若冰塞不能发展至桥墩断面上游， 则桥墩上

游无冰塞壅水现象发生， 导致有桥墩时上游壅水值反而小于无桥墩时， 反之， 若冰塞仍可以发展至桥墩上游

断面， 则有桥墩条件下壅水值一般均整体大于无桥墩时。 因此， 不同的初始条件可能会导致完全相悖的壅水

结果， 上述临界条件值的确定， 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有关该临界值的确定， 初步分析试验结果发现， 在冰流量变化不大的前提下， 初始水深增加后临界流速

值相应略有增加， 但相比其他条件影响相对较小， 若忽略水深的影响作用， 临界值可近似采用初始断面平均

流速简化估计， 且桥墩直径越大， 该临界流速取值越小。 相关试验结果见表 １， 从表 １ 可以看出， ２ ｃｍ 桥墩

的临界流速为 ０ １８ ｍ ／ ｓ 左右， ４ ｃｍ 时临界值为 ０ １６ ｍ ／ ｓ 左右， ２×２ ｃｍ（双桥墩）时临界值与 ４ ｃｍ 时基本

一致。
３ ２　 桥墩影响下冰塞演变及水位动态变化过程

现以冰塞能够发展至桥墩上游的情形为研究对象， 讨论试验过程中发现的冰塞演变过程中， 水位发生动

态变化的一般规律。
试验发现， 桥墩影响下的冰塞演变过程相比无桥墩条件更为复杂。 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分别为无桥墩、 桥

墩直径为 ２ ｃｍ、 桥墩直径为 ４ ｃｍ， 且水流条件完全一致， 冰流量略有差异下的 ３ 种工况试验结果， 其中图 ３
（ａ）、 图 ３（ｃ）、 图 ３（ｅ）为断面 １０、 断面 １５、 断面 １７ 水位增值△Ｈ 随试验历时 Ｔ 的变化情况， 图 ３（ｂ）、 图

３（ｄ）、 图 ３（ｆ）为断面 １０、 断面 １５、 断面 １７ 冰塞厚度 ｔｉ随试验历时 Ｔ 的变化情况。
由于桥墩扰动作用的影响， 冰塞堆积过程中， 桥墩对其附近的堆积冰塞会产生一定的冲刷作用， 试验中

观测到的冰塞底面冲刷现象与床面泥沙冲刷现象非常相似， 也与桥墩区域水流结构的数值模拟结果相吻

合［１５］。 该现象使得部分冰颗粒受冲刷作用发生冰塞底部输移现象， 在此将发生输移的冰流量称为桥墩冲刷

流量。 由于水流条件在冰塞演变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 严格来讲， 单场次试验中， 桥墩冲刷流量随时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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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３ 种工况下断面水位及冰塞演变结果历时

Ｆｉｇ ３ Ｂａｃｋｗａｔｅｒ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ｉｃ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并非恒定值， 但从桥墩对水流结构扰动强度的角度而言， 桥墩直径越大， 桥墩附近水流结构紊动越强烈， 进

而导致桥墩冲刷流量也相对较大， 对比图 ３ 中结果可以发现， 恰恰是桥墩冲刷流量大小不同， 导致了截然不

同的冰塞演变及壅水动态变化过程。
具体来讲， 在无桥墩条件下， 如图 ３（ａ）、 图 ３（ｂ）所示， 试验初期， 随着流冰自下游向上游驻足停留，

水流表面覆盖厚度在 ２～３ ｃｍ 的冰塞层， 在此阶段中， 冰塞底部并无流冰输运， 水槽中形成初期水位增值；
当断面 ４ 到断面 ２０ 全部转变为暗流时， 冰塞前缘（即断面 ４）处颗粒全部下潜， 逐渐形成初始冰塞头部， 冰

塞头部开始向下游输移， 各断面依次达到初始冰塞厚度， 这一阶段中， 随着冰塞厚度增加， 水槽中水位也进

一步壅高； 试验后期， 冰塞堆积厚度略有调整， 冰塞壅水位则逐渐趋于稳定。
无桥墩桥条件下显然无桥墩冲刷流量， 对比桥墩为 ２ ｃｍ 情况下试验结果可以发现， 图 ３（ａ）和图 ３（ｃ）以

及图 ３（ｂ）和图 ３（ｅ）显示的动态变化结果基本一致， 究其根源， 主要是因为 ２ ｃｍ 桥墩引发的桥墩冲刷流量较

小，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当桥墩直径较大， 试验中如直径为 ４ ｃｍ 时， 桥墩冲刷流量较大， 引发了相对较为复杂的冰塞水位动态

变化过程。 如图 ３（ｅ）、 图 ３（ｆ）所示， 当初期冰塞发展到桥墩断面 １６ 处时， 桥墩冲刷流量基本等于来冰流

量， 因此， 桥墩下游提前形成冰塞头部， 冰塞厚度较大， 伴随着水位增值也呈现一个初期峰值（如图 ３ 中断

面 １７ 曲线所示）， 但在水位壅高的过程中， 水流强度下降， 桥墩冲刷流量也随之下降， 越来越多的来冰颗粒

驻足停留于桥墩上游， 冰塞开始发展至桥墩上游， 在此阶段中， 桥墩下游由于桥墩冲刷流量趋于减小， 冰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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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和壅水值也随之减小， 之后上游冰塞堆积演变过程与无桥墩时类似， 最后进入试验后期， 冰塞壅水位同

样趋于稳定。
由上述分析过程可知， 桥墩冲刷流量是导致冰塞演变过程复杂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且从图 ３（ｅ）可以看

出， 桥墩冲刷流量的峰值， 往往对应桥墩处水位壅高的峰值， 因此， 亟需针对该变量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３ ３　 水流条件以及墩径等因素对冰塞壅水值的影响分析

分析桥墩影响下的试验结果发现， 水流条件及来冰流量对冰塞壅水值的一般规律与无桥墩情况下基本一

致， 在此主要讨论不同墩径对平衡冰塞水位的影响结果。
图 ４ 为初始水深、 流速和冰流量基本一致条件下， 不同墩径情况下的冰塞平衡水位结果图。 图 ４（ａ）显

示无桥墩与 ２ ｃｍ 桥墩的最终结果基本吻合， 说明桥墩直径较小时， 平衡水位结果包括动态水位演变结果均

与无桥墩条件下差别不大； 图 ４（ｂ）显示 ４ ｃｍ 桥墩的壅水结果显著高于 ２ ｃｍ 桥墩， 图 ４（ｃ）则显示 ２×２ ｃｍ 桥

墩布置的壅水值相比又高于 ４ ｃｍ 桥墩， 这表明， 随着桥墩直径的增大以及桥墩数量增多， 水流过墩水头损

失增大， 冰塞平衡壅水值也将显著增大。 值得一提的是， 图 ４ 中水流条件均趋于小于 ３ １ 节提及的初始临界

值条件， 即需满足冰塞能够发展至桥墩上游的前提条件， 有关冰塞发展不能过桥墩条件下的规律结果尚有待

进一步分析论证。

图 ４　 不同桥墩布置条件下冰塞平衡水位增值结果对比

Ｆｉｇ ４ Ｂａｃｋｗａｔｅｒ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ｉｃｅ ｊａｍ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ｒｉｄｇｅ ｐｉｅｒｓ

４　 结　 　 论

针对桥墩影响下的冰塞壅水现象， 采用试验方法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工作， 分析结果表明， 存在一定的初

始临界条件， 当初始水流条件小于临界值时， 平衡冰塞能够发展至桥墩上游， 反之则不能； 在冰塞演变及水

位变化的动态过程中， 试验观测发现了桥墩对冰塞的冲刷现象， 提出了冲刷输冰流量的概念， 且桥墩直径越

大， 该参数值越大， 相应的动态演变过程越复杂； 分析各初始试验工况对水位增值的影响， 结果表明， 有桥

墩与无桥墩情况下基本一致， 即初始水深越小、 流速越小、 冰流量越大， 则水位增值越高， 若改变桥墩布置

条件， 分析表明， 在冰塞能够发展至桥墩上游且水流条件和来冰流量完全一致的前提下， ２×２ ｃｍ 桥墩布置

条件下的平衡冰塞水位高于 ４ ｃｍ 桥墩， 且后者又高于 ２ ｃｍ 桥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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