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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仿自然鱼道不仅能满足多种鱼类的洄游需要， 同时还增加了河道内鱼类生境的数量与多样性， 近来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重视。 由于仿自然鱼道结构复杂， 断面型式多变、 边坡及底部材质粗糙， 糙率估算困难等， 目前尚无

完善的研究方法。 结合新干枢纽仿自然鱼道工程， 建立了 １ ∶１２ 的整体物理模型试验， 对鱼道初步设计方案的水流

条件进行了论证。 结果表明， 采用常规鱼道的研究方法控制鱼道内底坡、 底宽、 池室长度、 偏移率和透水率等参

数， 然后通过整体物理模型试验进行验证和优化， 可有效地用于指导仿自然鱼道的设计。 与常规鱼道相比， 仿自

然鱼道受断面型式及建造材料的尺寸误差等影响， 鱼道线路内流速差异明显。 特别是鱼道转弯段， 偏移率受弯道

影响， 流速易出现较直线段高或低的情况。 研究成果为工程的设计提供了参考依据， 同时为仿自然鱼道的设计和

研究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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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道是在闸、 坝或天然障碍处为连通鱼类洄游线路而设置的一种过鱼建筑物［１］， 其设计要求是让鱼类

快速发现并顺利通过鱼道， 避免鱼类在下游或鱼道内滞留而延误产卵等生命活动［２⁃３］。 目前， 在世界范围内

修建的鱼道主要可分为两大类： 工程性鱼道和仿自然鱼道。 其中， 工程性鱼道的特点主要是采用 “硬” 材

料（如钢铁、 混凝土等）建成， 主要包括池室式鱼道、 丹尼尔式鱼道和坚缝式鱼道等。 仿自然鱼道一般就地

取材， 采用 “软” 材料（如河卵石、 碎石和原木等）模拟天然河道底部、 边坡和水流情况［４⁃７］。 与其他类型的

过鱼设施相比， 仿自然鱼道不仅满足了不同鱼类的洄游需要， 同时还增加了河道内鱼类生境的数量与多样

性， 自问世以来， 其在德国、 瑞典和日本等国得到较多的实践应用， 在鱼类资源的恢复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８⁃９］。
仿自然鱼道一般分为蛮石斜坡型、 旁通鱼道和鱼坡［１０］３ 类。 这 ３ 类的设计都有相似之处， 且存在混合形

式。 例如， 采用蛮石槛或单个蛮石布置在局部区域提高仿自然鱼道的糙率等。 国内外学者对仿自然鱼道进行

了较多探索。 Ａｃｈａｒｙａ 等［１１］对仿自然鱼道的适应性进行了分析， 表明相对于传统鱼道， 仿自然鱼道更适合用

于中低水头枢纽。 Ａａｒｅｓｔｒｕｐ 等［１２］采用 ＰＩＴ（Ｐａｓ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ｎｄｅｒ）技术监测了丹麦的一条仿自然旁通

鱼道的过鱼情况， 结果表明旁通鱼道可吸引 ９１％的目标鱼类进入鱼道， 但受鱼道长度过长及鱼道内流速过大

的影响， 过鱼效率仅达 ５５％左右。 因此， 仿自然鱼道需首先满足鱼类上溯的水流条件， 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其

生态多样性的作用。 Ｇｕｓｔａｆｓｓｏｎ 等［１３］对一条长 ５００ ｍ 包含急流、 深潭、 漫滩和分叉河道的仿自然鱼道内的生

态多样性进行了观测， 研究表明， 相对于该区域已建的传统仿自然鱼道， 包含深潭和漫滩的仿自然鱼道中生

物种群及其数量最丰富。 何雨艨等［１４］ 采用三维数值模型对蛮石型仿自然鱼道的蛮石排列方式进行了研究，
对比了蛮石对缝排列和错缝排列方式下鱼道内的流场结构， 结果表明， 对缝排列形式下的水流条件更优，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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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自然鱼道的结构型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Ｍｕｒａｏｋａ 等［１５］ 采用物理模型试验对蛮石斜坡型鱼道中蛮石的形

状、 排列方式及其高度对鱼类洄游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研究表明， 仿自然鱼道内水流结构多样性明显， 水流

条件适合不同种类的水生生物， 不同的鱼类其所需的蛮石排列方式不尽相同， 在鱼道的设计中， 需根据过鱼

对象来设计蛮石的排列。 综上表明， 对于仿自然鱼道， 需结合过鱼对象的洄游特性及当地的实际地形， 选择

适宜的鱼道方案。
在河道中存在闸坝阻隔时， 仿自然鱼道是保障生态畅通的最佳替代方案， 但由于其结构的复杂性， 断面

型式多变、 边坡和底部材质粗糙， 糙率估算困难等， 目前还没有完善的研究方法或设计准则［１６⁃１７］。 本文以

新干仿自然鱼道为例，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 采用整体物理模型试验对鱼道初步设计方案的水流条件进行了

研究， 并提出相应的优化措施。

１　 工程概况

江西赣江新干航电枢纽工程地处赣江中下游， 是赣江赣州以下河段六级开发方案的第五级， 枢纽位于吉

安市新干县三湖镇上游约 １ ５ ｋｍ 处， 上距峡江水利枢纽约 ５６ ｋｍ， 是一座以航运为主， 兼顾发电等综合利用

功能的航电枢纽工程。 该区域鱼类资源丰富， 经济鱼种类较多。 为解决鱼类洄游问题， 拟在电站厂房右岸滩

地上修建过鱼效果较佳的仿自然鱼道。 鱼道过鱼保护对象主要是赣江干流洄游鱼类和江湖半洄游等鱼类， 其

中主要以 “四大家鱼” 等江湖半洄游鱼类为主， 同时为原有珍稀鱼类（如鲥鱼）重新回到赣江中下游创造基

本条件。
研究表明， 鱼类使用侧线、 内耳和神经丘来感应水流流动， 各种鱼类最低感应流速大多在 ０ ２ ｍ ／ ｓ 左

右， “四大家鱼” 等鱼类的极限流速约为 １ ２ ｍ ／ ｓ［１８］。 本鱼道内的流速应在 ０ ２ ～ １ ２ ｍ ／ ｓ 范围内。 结合前期

环评资料， 确定该鱼道的主要过鱼季节为每年 ４—７ 月。 结合实际地形， 鱼道底坡初步定为 １ ∶１２０。 上游鱼

道出口适应水位为 ３２ ０～３２ ５ ｍ； 下游进口适应水位为 ２４ ７～２８ ９ ｍ。

２　 物理模型

２ １　 建模依据

仿自然鱼道与隔板式鱼道有相通之处， 均是采用加糙的方式消杀水流能量， 在短距离内实现降低水流流

速， 提供洄游通道的功能。 影响仿自然鱼道水流条件的主要因素有： 底坡、 池室宽度、 池室长度、 阻水断面

透水率及上下池室主过流断面偏移率。 其中， 过水（鱼）槽的透水率 ω 可据式（１）计算：

图 １　 仿自然鱼道过鱼槽概化

Ｆｉｇ 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ｌｉｋｅ ｆｉｓｈｗａｙ

ω ＝
Ａｃ

Ａ
（１）

式中： Ａｃ为过水（鱼）槽过水面积； Ａ 为池室过水面积，
见图 １。 相邻过水（鱼）槽相对位置即偏移率 Ｒ 可据式

（２）计算：

Ｒ ＝ ｄ
Ｂ

（２）

式中： ｄ 为相邻竖缝中心线距离； Ｂ 为鱼道底宽， 见图 １。 鱼道底坡、 边坡和底宽一定时， 隔墙透水率、 过

水（鱼）槽位置以及池室长度是影响鱼道流速的主要因素。
前期数值仿真模型研究表明［１９］， 当隔墙透水率达到 ０ ２５ 后， 鱼道消能效果显著降低， 故隔墙透水率应

小于 ０ ２５； 缩窄断面偏移率过小达不到消能效果， 过大则可能导致流线过度弯曲， 过水（鱼）槽偏移率介于

０ ３～０ ６ 之间较为合适； 池室长度对过水（鱼）槽流速大小影响显著， 池室越长， 过水（鱼）槽流速越大， 池

室长度小于８ ｍ较为合适； 池室宽度变化对过水（鱼）槽最大流速及其平均值的影响较小； 边坡坡度变化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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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鱼）槽最大流速影响不大。
鱼类进入鱼道进口后， 其过鱼效果主要取决于鱼道池室缩窄断面的流速及池室内的流态。 要求鱼道过水

（鱼）槽内水流流速小于过鱼对象的极限流速； 池室内主流明确， 允许有一定回流（消能要求）， 但回流又不

能过于剧烈， 范围不能过大， 以免小型鱼类迷失方向， 延误上溯时间。 因此， 整体模型试验的目的是分析整

个鱼道内的流场， 研究不同水位组合、 不同过水断面和不同补水流量下的过鱼效果， 验证每级池室间水头差

是否能满足设计要求。
２ ２　 模型设计与制作

结合前期研究成果， 初步选定鱼道横断面为梯形， 各级水池采用天然石块自然堆集而成。 鱼道全长为

１ ２２５ ｍ（鱼道中心线展开长度）； 底坡 ｉ 为 １ ∶１２０； 鱼道边坡为自然堆石护坡， 坡度在 ｉａ ＝ １ ∶１ ～ １ ∶２之间； 采

用人工堆石将鱼道沿程分隔形成一个个水池以消减鱼道上下游水头差， 池室长 Ｌ 为 ７ ２５ ｍ（水平长度）； 池

图 ２　 新干枢纽仿自然鱼道工程整体模型

Ｆｉｇ 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ｌｉｋｅ ｆｉｓｈｗａｙ
ｏｆ Ｘｉｎ′ｇａｎ ｈｙｄｒｏ⁃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间落差为 ６ ０４ ｃｍ； 鱼道底宽 Ｂ 为 ５ ８ ｍ， 底部铺 ０ ５ ｍ
厚当地卵石； 池室偏移率 ω 为 ０ ４２； 透水率 Ｒ≤０ ２５；
过水（鱼）槽底宽 ｂ 为 １ ０ ｍ； 隔墙坡度为 １２ ∶１； 池室个

数为 １１５ 个（不含休息池）； 利用开挖深潭作为休息池，
休息池数目为 ４ 个； 进口高程为 ２３ ０ ｍ（鱼道底板高

度）； 出口高程为 ３０ ５ ｍ（鱼道底板高度）； 设计流速为

１ ２ ｍ ／ ｓ； 最大运行水头为 ７ ８１ ｍ。 鱼道包含两个工程

段， 其一为位于鱼道中部的穿坝段， 其二为进口前方

２０ ｍ左右的过渡段。
为了尽量减小缩尺效应， 采用较大比尺的物理模型

进行研究。 模型几何比尺为 １ ∶ １２， 占地约 ６０ ｍ×２０ ｍ。
模型满足重力相似准则， 相应的流速比尺为 Ｖｒ ＝ Ｌ１ ／ ２

ｒ ＝
３ ４６４， 流量比尺 Ｑｒ ＝Ｌ５ ／ ２

ｒ ＝ ４９８ ８３１。 整体模型见图 ２， 隔墙横断面见图 ３。

图 ３　 典型断面横剖面（单位： ｍ）
Ｆｉｇ ３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３　 试验工况及测流技术

依据初始资料， 新干鱼道进出口水位、 水深见表 １。 由表 １ 中资料制定与鱼道水力条件相关的水位组合

试验工况。

表 １　 鱼道初始方案进口、 出口水位条件

Ｔａｂｌｅ １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ｓｈｗａｙ′ｓ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ｉｔ ｉ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ｃｈｅｍｅ
工况 上游水深 ／ ｍ 下游水深 ／ ｍ 上游水位 ／ ｍ 下游水位 ／ ｍ 实测鱼道流量 ／ （ｍ３·ｓ－１）
Ｄ１ １ ７ １ ７ ３２ ０ ２４ ７ ２ ８６
Ｄ２ ２ ０ １ ７ ３２ ５ ２４ ７ ３ ３３
Ｄ３ ２ ０ ４ １ ３２ ５ ２７ １ ３ ２５
Ｄ４ １ ５ ４ １ ３２ ０ ２７ １ ２ ４７

　 　 鱼道底部中心线上布置有 １３ 个水位测点， 采用水位测针测量鱼道沿程各池室的水位落差及水面线， 水

位取不同时段的 ３ 次测针读数的平均值， 测针的精度为 ０ １ ｍｍ。 在 ２５ 个典型位置的过水（鱼）槽布置了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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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 使用无线旋桨流速仪对过水（鱼）槽处的流速进行测量， 量程为 １ ０ ～ ３００ ｃｍ ／ ｓ， 在穿坝工程段中部采

用已校验的 ＡＤＶ 流速仪对无线旋桨流速仪的参数进行了复核。 由于仿自然鱼道过水（鱼）槽实际宽度较宽，
因此， 每个断面分左、 中、 右布设 ３ 根测流垂线， 每根测流垂线至少布设 ４ 个测点（水深较大的工况， 垂向

测点数多达 １０ 个）， 每个点位测量时长约 ３ ｍｉｎ， 测量频率为 ２５ Ｈｚ， 取其平均流速作为该点的流速值。 同

时， 为验证池室及各深潭内是否出现不良流态， 还利用 ＡＤＶ 三维流速仪对典型池室及深潭内的流场进行了

测量， ＡＤＶ 量程为 ０ ５～４００ ｃｍ ／ ｓ。

３　 水流条件

３ １　 初始方案

由模型试验的结果可知， 尽管鱼道池室底宽、 池室长度、 过水（鱼）槽尺寸以及偏移率相同， 但受鱼道

线路弯曲程度、 碎石堆积而成的隔墙尺寸误差、 边坡等的影响， 鱼道线路上各过水（鱼）槽上测点的流速也

各不同。 Ｄ１ 工况中， 上、 下游水深均为 １ ７ ｍ 时， 鱼道下泄流量为 ２ ８６ ｍ３ ／ ｓ。 结构段平均流速为０ ２３ ｍ ／ ｓ；
观察室平均流速为 ０ ５８ ｍ ／ ｓ； 各过鱼槽的平均流速在 ０ ７５ ～ １ １８ ｍ ／ ｓ 范围内， 在偏移率受弯段影响的过水

（鱼）槽内， 测点流速易出现较直线段高或低的情况， 见图 ４（ ａ）。 Ｄ１ 工况中， 所有测点流速均未超过

１ ２ ｍ ／ ｓ， 且过水（鱼）槽断面两侧的流速在 ０ ７ ｍ ／ ｓ 左右， 接近鱼类的喜爱流速， 适宜鱼类的洄游。 流速总

体自上游至下游无增大趋势， 说明初始方案的底坡、 过水（鱼）槽断面型式能够满足设计要求。
Ｄ１ 工况沿程水面线见图 ４（ｂ）， 水面线基本与底坡平行， 在局部底坡变化处略有变化， 总体变化不大。

图 ４　 初始方案 Ｄ１ 工况（上、 下游水深 １ ７ ｍ）流速及水面线

Ｆｉｇ ４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ｃｈｅｍｅ ｉ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Ｄ１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ｄｅｐｔｈ ｉｓ １ ７ ｍ）

采用三维 ＡＤＶ 测流设备对典型池室及深潭处的流场进行了测量。 结果表明， 无论是断面较窄的池室、
较宽的池室， 弯道段的深潭， 均主流明确， 流速在设计流速范围内， 且在两个隔墙之间低流速区为鱼类的休

憩提供了场所， 见图 ５、 图 ６。

图 ５　 Ｄ１ 工况典型池室流速分布（单位： ｍ ／ ｓ）
Ｆｉｇ ５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ｏｏｌ ｉ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Ｄ１

在 Ｄ２ 工况条件下， 上游水深为 ２ ０ ｍ， 下游水深为 １ ７ ｍ， 该工况可能出现局部流速偏大的情况。 考虑

到新干鱼道底坡为 １ ∶１２０， 底坡较缓， 且仿自然鱼道底部结构粗糙， 消能效果好， 不同于底坡较陡的常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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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Ｄ１ 工况深潭 ２ 流态（单位： ｍ ／ ｓ）
Ｆｉｇ ６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ｄｅｅｐ ｐｏｏｌ ｉ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Ｄ１

道不允许出现上游水深大于下游水深的工况， 新干鱼道设定了本工况。 在 Ｄ２ 工况中， 尽管上游水深大于下

游水深， 各个池室流速多样性较好， 隔墙缩窄断面左、 中、 右， 顶层、 中间层、 底层流速差异较大， 流速分

布依然符合中间流速大、 两侧流速小的规律； 一些断面流点流速超过 １ ２ ｍ ／ ｓ， 但是该断面两侧或者上下水

层均存在明显低于 １ ２ ｍ ／ ｓ 的区域可供鱼类上溯。 流速总体自上游至下游无增大趋势。
在 Ｄ３、 Ｄ４ 工况中， 下游高水位时， 鱼道过水（鱼）槽左、 中、 右测点流速分布规律与 Ｄ１、 Ｄ２ 工况相

同， 满足设计流速的要求。 但是下游进口结构段在下游高水位工况时水深大， 过水断面过大， 导致流速偏

低， 局部流速低于鱼类的平均感应流速 ０ ２ ｍ ／ ｓ。 在低流过低区域， 鱼类不易感知流速进而上溯。 故需对结

构段尺寸进行优化。
３ ２　 优化方案

初始方案中， 各个过水（鱼）槽均露出水面， 在鱼道进口附近， 仿自然鱼道隔墙高度超过 ４ １ ｍ， 受高度

的影响， 采用天然石块自然堆集无论从结构施工还是从仿自然鱼道型式都已不妥。 同时， 下游高水位工况

时， 鱼道内局部流速已低于鱼类的平均感应流速 ０ ２ ｍ ／ ｓ。 减小隔墙高度后， 由于鱼道为梯形断面， 高水位

工况时下游鱼道过水断面会显著增大， 鱼道内流速更小， 更不易满足感应流速的要求。 因此， 需对鱼道的结

构进行调整、 优化。
对各优化措施下的水流条件进行验证， 确定最终优化方案如下： ① 将鱼道整体抬高 ０ ５ ｍ， 即上游出鱼

口高程抬高至 ３１ ０ ｍ， 下游进鱼口高程抬高至 ２３ ５ ｍ； ② 靠近出口的前 ６ 个隔墙高度保持 １ ６ ｍ 不变， 其

后至深潭 ３ 范围内鱼道隔墙高度统一降低为 １ ４ ｍ； ③ 深潭 ３ 下游鱼道池室底宽由 ５ ８ ｍ 改为 ３ ０ ｍ， 顶宽

不变， 各深潭底面积保持不变； 深潭 ３ 下游鱼道隔墙高度统一改为 １ １ ｍ， 将该段过水（槽）偏移率由 ０ ４２
改为 ０ ３７， 即隔墙竖缝中心线偏移距离由 ２ ４ ｍ 减小为 １ １ ｍ； ④ 针对下游高水位工况下进口前方工程段流

速相对较小的情况， 建议在仿自然鱼道进口端的第一道隔墙与工程段衔接处设置第 ２ 个进鱼口， 见图 ７。 尽

管当前布置方案下两个进鱼口仅能单独运行， 但保留两个进口对于后期鱼道适应性管理有利。 典型过水

（鱼）槽断面示意见图 ８， 最终优化方案的试验工况见表 ２。
表 ２　 最终优化方案鱼道进口、 出口水位条件

Ｔａｂｌｅ ２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ｓｈｗａｙ′ｓ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ｉｔ ｉ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工况 上游水深 ／ ｍ 下游水深 ／ ｍ 上游水位 ／ ｍ 下游水位 ／ ｍ 实测鱼道流量 ／ （ｍ３·ｓ－１）
ＤＹ１ １ ２ １ ２ ３２ ０ ２４ ７ ２ ０５
ＤＹ２ １ ５ １ ２ ３２ ５ ２４ ７ ２ ８３
ＤＹ３ １ ０ ３ ６ ３２ ０ ２７ １ １ ６７

注： 优化方案中， 鱼道进、 出口底高程抬高 ０ ５ ｍ。

　 　 隔墙变矮后， 下游低水位工况（下游水深 １ ２ ｍ）， 即 ＤＹ１ 和 ＤＹ２ 工况中， 鱼道各过水（鱼）槽流速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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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优化方案整体模型示意

Ｆｉｇ ７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图 ８　 优化方案典型断面横剖面示意（单位： ｍ）
Ｆｉｇ ８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与初始方案相同， 鱼道线路上各过水（鱼）槽上测点的流速各有不同； 各过（水）鱼槽中间流速相对于两侧较

大。 下游隔墙变矮后， 除前 ６ 个过鱼槽外， 其他过鱼槽刚好被水面淹没， 大部分水流仍由过水（鱼）槽流向

下游， 小部分水流由隔墙上方直接流向下游， 见图 ９（ａ）。
深潭 ３ 上游隔流墙变矮后， 该范围内过（水）鱼槽流速相较于初始方案有所下降； 深潭 ３ 下游池室底宽由

５ ８ ｍ 减小至 ３ ｍ 后， 受底宽影响， 过（水）鱼槽偏移率由 ０ ４２ 减小至 ０ ３７， 其内流速有所增大， 但平均流

速仍在 １ ２ ｍ ／ ｓ 的设计流速范围内， 各过（水）鱼槽流速满足鱼道设计要求， 见图 ９（ｂ）。

图 ９　 优化方案 ＤＹ１ 工况 （下游水深 １ ２ ｍ）典型池室流态及平均流速

Ｆｉｇ ９ Ｆｌｏｗ ｐａｔｔｅｎ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ｉ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ＤＹ１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ｄｅｐｔｈ ｅｑｕａｌ １ ２ ｍ）

在下游高水位工况（下游水深 ３ ６ ｍ）， 深潭 ３ 下游鱼道过水断面会显著增大， 大部分区域流速小于目标

过鱼对象的平均感应流速， 需通过补水增大鱼道内流量改善水流条件。 根据试验成果， 对工况 ＤＹ３， 建议在

深潭 ３ 和深潭 ２ 处各补水 １ ｍ３ ／ ｓ， 可使鱼道形成流速大于 ０ ２ ｍ ／ ｓ 的贯通性上溯通道。 补水管架设在岸坡上，
补水管管径 １ ２ ｍ， 孔径 ０ ３ ｍ， 共 ８ 个孔， 开孔总面积占管面积的 ７２％。 为防止鱼类由于洒水造成的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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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声以及含氧量增加等原因， 导致鱼类在洒水处聚集， 最终采用底部冒水方式进行补水， 见图 １０。 在该补

水方式下， 深潭处的流速分布见图 １１。 由图 １１ 可知， 补水方案对主流干扰较小， 且不会因补水流量集中导

致鱼类在补水位置聚集， 补水效果较好。

图 １０　 冒水补水方式示意与照片

Ｆｉｇ １０ Ｓｋｅｔｃｈ ａｎｄ ｐｈｏｔｏ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

图 １１　 深潭 ３ 冒水式补水 １ ｍ３ ／ ｓ 流速分布（单位： ｍ ／ ｓ）
Ｆｉｇ １１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３ｔｈ ｄｅｅｐ ｐｏｏｌ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ｏｆ １ ｍ３ ／ ｓ

４　 结　 　 论

仿自然鱼道比通常意义的工程性鱼道更能满足生物多样性要求， 并能产生新的流水生物群落， 因此， 在

实际工程中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 由于仿自然鱼道断面型式多变， 结构复杂， 目前还缺乏有效的研究手段。
论文以新干仿自然鱼道为研究对象， 建立 １ ∶１２ 的整体物理模型， 结合鱼道的运行条件和前期研究基础， 对

其初步设计方案中鱼道内的流场进行了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
（１） 采用常规鱼道的研究方法控制鱼道内底坡、 底宽、 池室长度、 偏移率和透水率等参数， 再通过物

理模型试验进行验证和优化， 为仿自然鱼道的研究和设计提供了参考的思路。
（２） 与常规鱼道相比， 仿自然鱼道受转弯较多、 石料体型不规则而产生的尺寸误差以及边坡坡度变化

等影响， 鱼道线路内流速有所差异， 特别是鱼道转弯段， 偏移率受弯道影响， 流速易出现较直线段高或低的

情况， 需重点验证弯段内的流速。
（３） 仿自然鱼道内常采用边坡较缓的梯形断面， 受石料堆积高度的限制， 下游高水位时鱼道过水断面

显著增大， 需在适宜的地方采取相应的补水措施， 保障过鱼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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