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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进一步优化拦砂坝溢流口体型， 确定溢流口几何参数取值， 通过物理模拟实验研究了不同拦砂坝溢流口

体型条件下泥石流过坝的流态、 坝后冲刷深度、 消能率变化规律， 并根据拦砂坝埋深设计标准与松散体水下临界

平衡关系， 探讨了溢流口收缩率的合理取值范围， 结果表明： 采用斜面或者大倾角的反弧型溢流口时， 坝后泥石

流落点与坝脚的距离近、 冲刷深度大， 而采用无倾角的反弧型溢流面时， 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冲刷深度，
而且大大增加了坝后泥石流落点与坝脚的距离； 在泥石流规模与溢流面曲率半径相同情况下， 适当增大侧向收缩

率， 有利于增强泥石流体与坝后动床之间的相互作用， 提高泥石流通过坝后冲刷坑的消能率； 当溢流口收缩率在

０ ２～０ ６ 之间时， 冲刷深度满足设计要求， 且泥石流跌落点距坝脚较远， 冲刷坑发展不会危及坝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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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砂坝是泥石流防治中最常用的工程措施之一［１⁃２］， 它可以拦蓄泥石流中粗大颗粒， 减小泥石流规模，
减轻泥石流对下游城镇、 基础设施、 国家重大工程的破坏程度［３］， 在中国［４］ 以及奥地利［５］、 意大利［６］、 日

本［７］等国家都有广泛运用。 虽然拦砂坝在泥石流沟道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由于人们对泥石流形成机

理、 运动规律等研究不深入， 导致拦砂坝体型设计不合理、 关键参数选取不恰当， 常常出现溢流口段泥深

小、 流速低， 坝脚冲刷强烈、 坝体失稳等问题［８⁃９］。 相关研究表明， ６５％的拦砂坝溃决原因是由于坝后冲刷

不断发展， 导致坝体失稳破坏［１０］。 因此， 开展拦砂坝溢流口体型实验研究， 有利于进一步优化拦砂坝结构

体型， 对保护坝基的冲刷侵蚀破坏、 减小拦砂坝的溃决概率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已有文献大多针对清水或者含砂水流条件下水流过坝流态、 水舌运动特征及坝后冲刷深度等问题进行研

究。 张洛［１１］研究了 ３ 种不同宽尾墩收缩率（０ ４４５、 ０ ４９７ 和 ０ ５９８）条件下水流过坝流态、 水面线等水力特

性的变化规律， 结果表明： 收缩比在 ０ ４４５ 和 ０ ４９７ 时均有不同程度的水流溢出边墙的现象， 而收缩率为

０ ５９８ 时， 不存在水流溢出边墙的现象。 不同溢流口收缩率决定了流体过坝的水力特征， 从而对坝后冲刷坑

形态产生影响。 董艳红等［１２］研究了泄水建筑物挑流消能对卵石床质河床的局部冲刷问题， 分析了单宽流量、
含砂量和含砂粒径对冲刷坑深度的影响规律。 韩海骞等［１３］ 利用量纲分析及多元回归法建立了桥墩局部冲刷

深度与阻水宽度、 水流 Ｆｒｏｕｄｅ 数、 动床颗粒粒径的关系， 并通过大量现场实测资料、 近海地区桥墩等构筑

物试验数据验证了计算公式的合理性。 Ａｄｄｕｃｅ［１４］ 给出了最大冲刷深度的估算公式， 得出冲刷深度随着流量

的增加而增大， 随着下游尾水深度的增加而减小。 水流冲刷过程涉及复杂的 “固液两相” 相互作用， 除了

流量、 水深、 动床颗粒粒径外， 还与泄水构筑物体型结构、 流体容重等因素有关［１５⁃１７］， 而专门针对泥石流

溢流条件下的流态特征、 坝后冲刷规律以及溢流口体型结构优化与参数确定等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１０⁃１８］。
本文针对目前拦砂坝溢流口存在的不足， 提出一种新型束流型溢流口结构 “Ｙ” 型溢流口， 通过模拟实

验研究了不同溢流口曲面、 挑流角度及侧向收缩率条件下， 泥石流流态、 泥舌运动、 坝后冲刷深度及消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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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是在物化模型基础上模拟以水流为载体而运动的水生生物（如浮游植物） ［４７⁃４８］， 限于研究生态系统中的

初级生产者。 另一个分支是以某一物种及其栖息地为研究对象， 模拟生物体及周边环境演替过程， 为物种保

护和生态修复提供决策。 因此， 在模型建立和模拟的过程中， 需要结合模拟的目的对模型结构和尺度进行权

衡选择。
２ ３　 模型参数取值及不确定性分析

生态模型涉及参数较多， 大多数不像物化参数那样存在精确值。 Ｊｏｒｇｅｎｓｅｎ 等［２７］ 列出了生态模型中

１２０ ０００个参数， 对于未包括在内的参数， 有如下方法： 生物生长过程中的参数， 可采用异速生长原则； 对

于生态毒理模型参数， 可通过化学结构推测化合物的性质； 使用模型限制条件（如 Ｅｘｅｒｇｙ）估计未知参数或

不确定参数； 通过子模型和整体模型的率定确定参数； 根据现场实测或室内实验得到参数； 基于密集观测数

据的三次样条函数逼近法等［４９］。 在确定了模型参数基础上， 对模型进行验证必不可少， 验证内容包括模型

是否在长期模拟中稳定、 是否与所期待的结果吻合、 检验模型中理想化噪声序列。 在模型率定和验证之后仍

需对模型进行实践检验， 所用数据往往异于模型验证。 因此只有当数据的数量和质量较高、 系列较长时， 模

型的可靠性才能得到保障。
生态模型的不确定性来自于模型结构的选择、 参数取值、 目标函数、 外部强制函数等。 自然界是一个非

常复杂的系统， 每一个生态过程都受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因素影响， 某些因素的不确定性是无法降低的。 目前

用于模型不确定性分析方法很多， 如一阶误差分析、 蒙特卡罗方法、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 最大似然方法、 贝叶斯

法、 离散 Ｂａｙｅｓ 法、 神经网络法、 遗传算法、 模糊数学法、 傅立叶敏感性检验法和敏感性分析等。 通过全局

灵敏度分析［５０⁃５１］， 可以确定模型各参数对输出结果影响的大小。 Ｃａｒｉｂｏｎｉ 等［５２］系统阐述了生态模型中如何运

用灵敏度分析来完成模型的识别， 并在 Ｌｏｔｋａ⁃Ｖｏｌｔｅｒｒａ 模型和鱼类种群动力学模型进行示范。 Ｎｏｅｌ 等［５３］ 将分

层统计模型应用于生态模型的不确定分析。 对于风险评价类模型可使用安全系数来考虑不确定性。

３　 生态模型在河口管理中的应用

早期河口管理的工作主要是解决特定的问题， 如减少某种杀虫剂的影响、 污水的深度处理、 湿地的修

复。 目前以及今后河口管理的目标应朝着综合管理的方向开展， 从整体论角度出发解决河口海岸生态环境问

题， 同时需考虑全球气候变化、 能源短缺等， 实现资源集约化管理， 维护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可持续。 在能源

短缺的时代， 建设生态工程是海岸带可持续管理的基础。 生态模型的应用是建立自我组织系统和生态系统修

复的重要依据， 通过模拟系统内部产生的动力在不稳定和非均质的环境中重新组织系统的过程， 预测系统未

来的演化趋势， 为生态工程的长期有效管理提供工具。 模型作为生态工程设计和生态修复的有力支撑， 同时

还为河口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风险评价和综合决策管理奠定了科学基础。
３ １　 生态工程及生态修复

针对河口地区日益增加的生态环境压力， 建设人工生态工程以及对受损生态系统进行修复是维护系统健

康稳定、 提升系统服务价值的主要途径。 作为淡水与海水的掺混地带， 上游径流和近海海水的水量和水质条

件是维持系统有序发展的主要环境因素。 将水文学模型与描述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生态学模型结合， 研究外

界条件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及反馈过程和机制， 是认识生态系统对水文过程响应的主要手段。 Ｍｉｔｓｃｈ 和

Ｗａｎｇ［５４］建立水文⁃生态耦合模型， 通过不同输入参数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模拟分析河口湿地恢复对磷的需

求， 确定恢复河口湿地所需输入水量。 Ｔｉｍｃｈｅｎｋｏ 等［５５］建立了营养物质初级生产及消耗平衡模型， 以下泄流

量相关的水体滞留时间为参数， 建立流量与生态系统的关系， 根据河口有机污染程度的不同， 确定上游电站

所需下泄的流量。 孙涛等［５６］概述了基于典型生物资源保护目标、 基于生境保护目标以及基于多目标整合分

析 ３ 种类型的河口生态系统需水量计算模式， 探讨了其中的关键科学问题。
生物能量学中的能流分析， 可以合理地调整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关系， 使能量持续高效地流向对人类

最有益的部分， 常被应用于河口生态系统的恢复、 重建等研究领域， 如采用对照湿地研究人工植物引种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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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溢流口体型对应的收缩率取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ｉｌｌｗａｙ ｔｙｐｅｓ

溢流口形态 进口宽度 Ｂ ／ ｍ 出口宽度 ｂ ／ ｍ 收缩率 η

体型③ ０ ２０ ０ ０６ ０ ７

体型④ ０ ２０ ０ ０８ ０ ６

体型⑤ ０ ２０ ０ １０ ０ ５

体型⑥ ０ ２０ ０ １２ ０ ４

　

图 ２　 实验样品颗粒级配曲线

Ｆｉｇ 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泥石流过坝流态

拦砂坝溢流口的几何形状对过坝泥石流的流态影响明显。 采用体型①中的斜面型溢流面， 泥石流过坝沿

溢流面下泄， 并以溢流面相同的倾斜角度向坝后消能池入射， 由于泥石流出流方向与水平方向夹角较大， 所

以跌落点距离坝脚近， 如图 ３（ａ）所示； 在体型①的基础上， 改变溢流面曲线， 在保证坝体厚度和出口高度

不变的情况下， 将原来的平面变成曲面， 减小泥石流出流的角度， 从而增加了泥石流沿水平方向速度分量，
在一定程度上增大跌落点距坝脚的距离， 如图 ３（ｂ）所示； 当溢流通道出口设置为水平时， 泥石流出流时竖

直方向的速度分量为 ０°， 水平方向的分速度即为泥石流流速， 同时较高的溢流口收缩率， 也在一定程度上

增大了出流泥深和速度， 使得泥石流跌落点距坝脚的距离明显增加， 如图 ３（ｃ）所示； 随着溢流口收缩率减

小， 泥石流出流泥深和速度逐渐减小， 泥石流跌落点距坝脚的距离逐渐减小， 如图 ３（ｄ）所示。 束流型溢流

口除了通过适当减小出口宽度来增加泥石流出口流深进而增大出流速度外， 通过两侧边墙的束流作用， 可以

达到两侧泥石流向中心汇集的目的， 从而实现中心线上泥石流与两侧泥石流之间的相互掺混、 碰撞、 摩擦，
有利于泥石流动能的消减， 减弱泥石流的冲刷破坏强度。

图 ３　 不同体型下流态变化

Ｆｉｇ ３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ｉｌｌｗａｙ ｔｙｐｅｓ
２ ２　 坝后冲刷坑形态

坝后泥石流的泥舌形态决定了坝后泥石流的冲刷坑形态及最大冲刷深度的位置。 由于束流型溢流口侧墙
的约束作用， 泥石流的主流均位于溢流口的中心线上， 冲刷坑的最深位置基本上也在消能池的中心线上。 采

用体型①和体型②时， 泥舌跌落点距离坝脚近， 泥石流下泄过程中其动能转变为势能， 并以较高的速度冲击

坝后动床， 大量松散颗粒物质被起动， 并沿泥石流向下游运动， 形成较深的冲刷坑； 当溢流口曲面反弧出口

为 ０°， 出口宽度为 ０ ０６ ｍ 时， 由于溢流口收缩率高， 溢流口出口处的流速和流深均较大， 泥舌纵向拉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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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对冲刷坑的冲击破坏作用也比较明显， 所以形成的冲刷坑跨度距坝脚较远， 但是冲刷深度较大； 随着溢

流口收缩率减小， 泥石流出流泥深和速度逐渐减小， 泥石流的冲刷破坏能力减弱， 冲刷深度逐渐减小， 不同

泥石流规模和容重条件下， 冲刷坑深度及冲刷坑最深点位置分布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不同体型条件下冲刷坑形态

Ｆｉｇ ４ Ｓｃｏｕｒ ｈｏｌ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ｉｌｌｗａｙ ｔｙｐｅｓ
２ ３　 消能率变化

束流型溢流口条件下， 泥石流下泄过程中的消能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① 泥石流在通过溢流道过程中，
由于两侧边墙的束流作用， 使得靠近导流侧墙的泥石流向中心汇集， 与沿中心线方向运动的泥石流发生相互

混掺、 摩擦及碰撞作用， 进而消减泥石流的动能； ② 泥石流以舌状形式跌入下游消能池， 并与消能池中的

泥石流相互作用， 消减泥石流的大部分动能， 使得泥石流速度减小， 进而减弱对下游沟床及岸坡的冲蚀及掏

刷。 不同体型条件下， 泥石流入射消能池的入射角及入射流速不同， 所以消能率有所不同。 从不同规模条件

下的平均消能率看， 体型①、 体型③的消能率都在 ７０％以上， 具有较高的消能率， 体型⑤的消能率较低， 为

５８ ８５％（表 ２）。

表 ２　 不同体型条件下坝后消能率（ρ＝１ ５０ ｇ ／ ｃｍ３） ％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ｓ

泥石流规模 体型① 体型② 体型③η＝ ０ ７ 体型④η＝ ０ ６ 体型⑤η＝ ０ ５ 体型⑥η＝ ０ ４

Ｖ＝ ０ １６ ｍ３ ６３ ３８ ５６ ０２ ６６ ４３ ５７ ４８ ５２ ３４ ４２ ０３

Ｖ＝ ０ １０ ｍ３ ７６ ３８ ６５ ７３ ７５ ３７ ７２ ９４ ６０ ５８ ６７ ９７

Ｖ＝ ０ ０６ ｍ３ ７９ １７ ６７ １６ ７８ ０８ ７３ ７０ ６３ ６１ ７１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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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伯努利能量守恒方程可得

ｚ１ ＋ ｈ１ｄ ＋ α１

ｖ２１
２ｇ

＝ ｚ２ ＋ ｈ２ｄ ＋ α２

ｖ２２
２ｇ

＋ ｈｗ （２）

将两参考断面的高程以高程差的形式表示， Δｚ＝ ｚ１－ｚ２， 即

Δｚ ＋ ｈ１ｄ ＋ α１

ｖ２１
２ｇ

＝ ｈ２ｄ ＋ α２

ｖ２２
２ｇ

＋ ｈｗ （３）

消能率 η 可以表示为

ζ ＝ １ －
ｈ２ｄ ＋

ｖ２２
２ｇ

Δｚ ＋ ｈ１ｄ ＋
ｖ２１
２ｇ

（４）

式中： ｚ１、 ｚ２为两参考断面的高程值； ｈ１ｄ、 ｈ２ｄ为两参考断面处泥石流的流深； ｖ１、 ｖ２为两参考断面泥石流的

平均速度； α１ 和 α２ 为两参考断面动能修正系数； Δｚ 为两参考断面的高程差； ｈｗ为水头损失。

３　 溢流口体型比选与关键参数确定

通过对比不同体型条件下， 泥石流的过坝流态特征、 落点距 ｌ（泥舌入射下游动床后形成冲刷坑的最深

点距坝脚的距离， 如图 ５ 所示）、 泥石流的消能率等差异， 从溢流口体型在实际工程中的适用角度来讲： 体

型①和体型②不适用于拦砂坝溢流口， 原因在于： 体型①中溢流面为平面， 出口与水平方向夹角大且出口高

程低， 不利于出流泥舌的纵向拉伸。 体型②中虽然以曲面代替了平面， 使得出口与水平方向的夹角有所减

小， 但是纵向拉伸效果不明显， 落点距偏短， 坝后冲刷坑深度较大， 在坝后强烈的冲刷作用下， 溯源侵蚀发

展迅速并很快影响到拦砂坝基础， 威胁到坝体的整体安全； 体型③中将出口设置为水平， 使得泥石流出流的

竖向分速度为 ０， 泥石流所具有的势能全部转化为水平方向上的速度， 且溢流口具有较高的收缩率， 使得出

口泥深和流速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有利于泥舌的纵向拉伸， 从实验结果也可以看到， 在 ６ 种不同体型结构

中， 该体型下泥舌纵向拉伸效果最明显， 泥石流能过消能池时落点距最长， 有利于保护拦砂坝基础的安全，
该体型适用于拦砂坝坝基及下游消能池修建于基岩之上的情形。

图 ５　 相关变量及其含义

Ｆｉｇ ５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在山区沟道中一般都堆积了大量的崩塌、 滑坡堆积物， 拦砂坝坝址不一定能修建于基岩面上， 很多情况

下都只能修建于泥石流堆积体上， 如果坝后冲刷过于强烈而不利于拦砂坝的安全， 所以需要对溢流口体型作

进一步改进， 通过实验可以看到： 仍然保持出口水平的情况下， 通过改变溢流口的收缩率， 能够保证出流泥

舌具有一定的纵向拉伸效果， 使得落点距增大， 且能够大大减小泥石流坝后冲刷深度。 图 ６ 给出了拦砂坝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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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口收缩率与最大冲刷深度以及收缩率与落点距的对应关系。 由图 ６ 可知： 最大冲刷深度随着溢流口收缩率

的增大而增大； 落点距也随着溢流口收缩率的增大而增大。 对于一般山区沟道内的中小型拦砂坝（坝高 ５ ０～
１０ ０ ｍ）， 坝基在原泥石流堆积层中埋深 １ ５ ～ ２ ５ ｍ， 可满足设计要求， 即基础埋深达到整个坝高（基础埋

深＋地面坝高）的 ２５％ ～ ３０％。 从实验结果看， 当溢流口收缩率 η＜０ ６ 时， 冲刷坑深度即小于坝体高度的

２５％， 即可满足泥石流堆积层上修建拦砂坝的设计要求（拦砂坝修筑于基岩面上时， 溢流口收缩率可适当增

大）， 如表 ３ 所示。 在估算落点距 ｌ 时， 假定： ① 坝后冲刷坑内固体颗粒临界稳定休止角按水下休止角 α ＝
３８°计算； ② 最大冲刷深度 ｈｄ达到基础埋深 Ｈｄ所在高度， 且为整个坝体高度的 ２５％ （图 ６）， ｈｓ为有效坝

高， 则

ｈｄ ＝ Ｈｄ ＝ １
４
Ｈ ＝ １

４
（Ｈｄ ＋ ｈｓ） （５）

即

ｈｄ

ｈｓ

＝
Ｈｄ

ｈｓ

＝ １
３

（６）

在水下临界休止角情况下（α＝ ３８°）， 由几何关系得

ｈｄ

ｌ
＝ ｔｇα ＝ ｔｇ３８° ＝ ０ ７８ （７）

式（７）代入式（６）得
ｌ
ｈｓ

＝ １
３ × ０ ７８

＝ ０ ４３ （８）

即落点距 ｌ＞０ ４３ｈｓ， 则可以避免坝脚冲刷问题， 当 η＝ ０ ２ 时， ｌ＝ ０ ４９ｈｓ。
表 ３　 不同收缩率下参数取值（ρ＝１ ５０ ｇ ／ ｃｍ３）

Ｔａｂｌｅ ３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ｓ （ρ＝１ ５０ ｇ ／ ｃｍ３）

体型

Ｖ＝ ０ １６ ｍ３ Ｖ＝ ０ １０ ｍ３ Ｖ＝ ０ ０６ ｍ３

落点距离
ｌ ／ ｍ

冲刷深度
ｈｄ ／ ｍ

相对距离
ｌ ／ ｈｓ

相对深度
ｈｄ ／ ｈｓ

落点距离
ｌ ／ ｍ

冲刷深度
ｈｄ ／ ｍ

相对距离
ｌ ／ ｈｓ

相对深度
ｈｄ ／ ｈｓ

落点距离
ｌ ／ ｍ

冲刷深度
ｈｄ ／ ｍ

相对距离
ｌ ／ ｈｓ

相对深度
ｈｄ ／ ｈｓ

体型③η＝ ０ ７ ０ ４２ ０ １４ １ ００ ０ ３２ ０ ３５ ０ １２ ０ ８３ ０ ２９ ０ ３４ ０ １０ ０ ８１ ０ ２４

体型④η＝ ０ ６ ０ ３４ ０ １１ ０ ８１ ０ ２５ ０ ３１ ０ １０ ０ ７４ ０ ２４ ０ ２９ ０ ０８ ０ ６９ ０ １８

体型⑤η＝ ０ ５ ０ ３０ ０ ０８ ０ ７１ ０ １８ ０ ２８ ０ ０７ ０ ６７ ０ １７ ０ ２６ ０ ０６ ０ ６２ ０ １４

体型⑥η＝ ０ ４ ０ ２６ ０ ０６ ０ ６２ ０ １５ ０ ２６ ０ ０５ ０ ６２ ０ １２ ０ ２５ ０ ０５ ０ ６ ０ １１
注： 有效坝高 Ｈｓ为 ０ ４２ ｍ。

图 ６　 落点距及冲刷深度随收缩率变化规律

Ｆｉｇ ６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ｏｕｒ ｄｅｐｔｈ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通过函数拟合， 落点距离与收缩率的函数关系：
ｌ
ｈｓ

＝ ０ ３７ｅ１ ２０η 　 　 　 　 　 Ｒ２ ＝ ０ ７９６ １ （９）

坝后最大冲刷深度与溢流口收缩率之间关系：
ｈｄ

ｈｓ

＝ ０ ０４ｅ２ ７２η 　 　 　 　 　 Ｒ２ ＝ ０ ８６３ ５ （１０）

利用已建立的拟合公式（９）和式（１０）， 可以获得较

小收缩率条件下的量纲一落点距和冲刷深度（图 ６）， 当

收缩率 η＞０ ２ 时， 满足落点距大于 ０ ４３ｈｓ的基本条件，
即合理的溢流口收缩率取值范围： η ⊆ ０ ２， ０ 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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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１） 采用斜面（体型①）或者出口角度较大的反弧型溢流面（体型②）， 泥舌落点距偏小， 泥石流较高的

速度冲击坝后动床， 形成较深的冲刷坑， 坝后冲刷坑溯源发展可能危及坝基安全； 采用出口角度较小的反弧

型溢流面时， 有利于增加坝后泥石流落点与坝脚的距离。 随着溢流口收缩率的减小， 泥石流出流泥深和速度

逐渐减小， 泥石流的冲刷破坏能力减弱， 冲刷深度逐渐减小。
（２） 侧向束流型溢流口的消能率由两部分组成： ① 由于两侧边墙的束流作用， 使得靠近导流侧墙的泥

石流与沿中心线方向运动的泥石流相互混掺、 摩擦及碰撞， 进而消减泥石流的动能； ② 泥石流跌入下游消

能池后与消能池中的泥石流相互作用， 消减泥石流的大部分动能。 不同体型结构下的消能率达到５８ ８５％～
７３ ２９％， 说明侧向收缩的束流型溢流口具有较高的消能率。

（３） 在保持反弧型溢流面出口水平条件下， 通过回归拟合建立了泥石流落点距与溢流口收缩率以及坝

后冲刷深度与溢流口收缩率之间的函数关系， 确定了泥石流堆积层上修建泥石流拦砂坝时溢流口收缩率的合

理取值范围。 对于一般山区沟道内的中小型拦砂坝， 溢流口侧向收缩率在 ０ ２ ～ ０ ６ 之间时， 坝后冲刷深度

能满足设计要求， 且泥石流通过拦砂坝后具有较长的落点距， 坝后冲刷坑发展不会危及坝体安全， 从而确保

了拦砂坝安全运行。
由于泥石流运动的复杂性及非恒定性， 目前对新型溢流口体型下的过流能力、 溢流口表面的抗磨蚀性

能、 溢流通道结构力学特性及坝后冲刷深度等问题的研究仍不深入， 尚需要开展大量的研究工作， 深入研究

泥石流与新型结构体及泥石流与坝后冲刷坑的相互作用规律， 以期更好地为山区泥石流防灾减灾工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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