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堰塞湖溃决人工结构体滞洪效果实验研究
陈晓清１，赵万玉１’２，高全１’２，贾世涛３，朱兴华１＇２
（１．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４１；
２．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１０００４９；３．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３１）

摘要：汶川地震后唐家山、小岗剑等堰塞湖的应急处置中都采用了开挖泄流槽这一措施，但出现了溃决流量超
过了下游城镇防洪标准的危险情景。为控制堰塞湖排泄洪水超过下游区域的防护能力，排泄后期在泄流槽中加入
人工结构体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措施。通过室内模型实验，在泄流槽排泄后期抛投不同型式的人工结构体进行流量
调控，包括四面体实体结构、四面体实体结构串、四面体实心框架结构和四面体实心框架结构串４种型式。通过抛
投人工结构体与未抛投人工结构体的对比实验，发现：１．前者比后者溃决洪峰流量减小了２６．６％～６１．７％，说明
人工结构体在控制溃决洪峰流量方面有显著效果；２．通过流量综合分析，提出人工结构式优选次序为：四面体实心
框架结构串、四面体实体结构串、四面体实心框架结构、四面体实体结构；３．从残留体高度上看，未抛投人工结构体
的坝体残留高度为原始坝高的１／３，堰塞体后部基本上是冲刷到底，而抛投了人工结构体的坝体残留高度为原始坝
高的１／２，说明人工结构体控制堰塞坝下切侵蚀方面有较显著的效果。且从制作工序、制作时间和制作成本三方
面，探讨了四面体实体和四面体实心框架结构的适用性，在施工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使用四面体实心框架结构更为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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堰塞湖作为山区常见的山地灾害类型之一，对

于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截流方面的设计和经验＂。９Ｊ，

下游的居民造成严重的威胁和危害。汶川地震诱发

提出了在堰塞湖排泄后期加入人工结构体来控制洪

约２５７处堰塞湖…，对汶川地震灾区造成严重的威

峰流量的初步构想Ｍ’１０ Ｊ。本文尝试将人工结构体应

胁，曾一度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心Ｊ。唐家山堰塞

用于堰塞湖应急排泄的后期洪峰调控，通过人工结

湖、绵远河小岗剑（上）等诸多堰塞湖采取开挖泄流

构体的堰塞湖溃决滞洪实验，初步验证其滞洪效果，

明渠进行应急排险【３。Ｊ，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角度

为人工结构体在堰塞湖溃决后期调控洪峰流量的应

来看，可以算作是堰塞湖应急处置成功的典型案例；

用设计提供基础数据，为将来堰塞湖工程处置取得

但是就排泄后期溃决洪峰流量过大、并对下游造成

更好效果提供参考。

洪水淹没灾害而言，堰塞湖应急处置工程措施还有

１人工结构体在堰塞湖后期滞洪的可

待于进一步改进【６Ｊ。为了充分保障堰塞湖下游区
域的安全，急需在堰塞湖溃决后期采取措施控制洪

行性分析

峰流量。
目前，国内外还没有一套措施应用于堰塞湖溃

１．１

决后期洪峰流量控制。针对这一问题，陈晓清等鉴

人工结构体在截流中的启示
截流是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中的关键性项目，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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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河水迫使其流向预定通道的工程措施。向流水中

冲稳定性【ｌ ３１；唐洪武、姚仕明等都通过试验表明，六

抛投料物填筑戗堤称之为进占，两岸进占后预留的

边四面透水框架具有较好的促淤效果【１４－１５］；李学海

河道泄流口称为龙Ｅｌ【７ Ｊ。龙口处单宽流量大，流速

等研究了高落差、大流速情况下四面体实体结构的

高，场地狭窄，抛投强度受限制，难度较大。历史上

稳定特性¨引。这些研究和应用表明，四面体结构有

利用梢料、麻袋、石料、土粒，南方常用卵石竹笼、砾

较高稳定性，在堰塞湖后期溃决流量控制中有望发

石和杩槎等材料进行堤防堵口及截流旧Ｊ。在现代

挥良好的效果。

截流工程中多使用大块石和混凝土异形体等人工结

１．２四面体结构滞洪原理

文献［１４］详细阐述了抛投材料稳定性的相关

构体，利用大型自卸汽车及推土机进行施工。在大
中型水电工程截流时，常采用人工结构体作为截流

因素分析，例如确定稳定标准、止动和起动、滑动和

的抛投材料。人工结构体一般采用混凝土六面体、

滚动、与抛投材料相接触的边界条件、单体和群体、

四面体、四脚体以及混凝土构架等（图１）。我国使

抛投体稳定与水流作用的关系等问题。国际上，首

用最广泛的截流材料是混凝土四面体结构，在葛洲

次建立抛投材料稳定性关系的是前苏联水力学学者

坝大江截流、三峡工程导流明渠截流等工程中曾采

Ｓ．Ｖ．Ｉｓｂａｓｈ教授¨７ Ｊ，他根据戈尔瓦河等截流实验整

用过这种形式的截流材料¨１Ｉ。

理出的半理论半经验公式——伊兹巴斯公式

…·历

堰塞湖溃决后期与截流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
最大相似处在于水流进入泄流槽时进口与截流时龙

㈩

口具有相似的水力条件——流速快、流量大。而不

式中ｙ为起动流速；Ｋ为综合稳定系数；ｙ，为抛投

同之处在于：截流时通过人工结构体的充填龙口逐

材料重度；７。为水重度；Ｄ为抛投材料化引为球体

渐缩小，水流的流量逐渐减小、流速先增加后逐渐降

时的直径；ｇ为重力加速度。

低，直至完全没有出流；堰塞湖溃决后期在溃决洪水

该公式在目前截流计算中广泛应用。四面体实

的强烈侵蚀作用下，溃决口不断扩大、加深，流量快

体结构的抗冲稳定性主要以起动流速为判别标准，

速增加至最大值，当库容快速下降后，流量才逐渐下

起动流速越大说明该四面体结构在水流中的稳定性

降至入库流量值，相应流速也是经历一个增加达到

越好，由式（１）可见其与结构体重度、综合稳定系数

最大值然后逐渐降低的过程。鉴于此，在堰塞湖溃

和等效球体尺寸大小等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与

决后期可以往泄流槽中加入人工结构体，控制溃决

河流泥沙动力学中推移质泥沙起动原理相同［１８－１９］。

洪水的下切侵蚀作用、稳定排泄槽底，从而控制流量

正四面体实体结构四个面是全等的正三角形，它的

的快速增长，使堰塞湖溃决洪峰流量不超过下游的

重心到每个面的距离都相等，因此在水流的冲击作

防护能力，这一思路总体是可行的。

用下不容易发生滚动。四面体实体结构的体形决定

目前，截流使用的人工结构体中以四面体实体

了它通常是以三角形的底边着地，顶点朝上的姿势

结构的研究和应用最为广泛。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受力。由于具有尖角，单个四面体实体结构即使发

前苏联就将透水框架四面体应用于河道护岸¨引；杨

生滚动时，它也能够在河床面上出现一角嵌入床面

火其模拟研究了四面六边框架群在涌潮作用下的抗

的姿势稳定下来ⅢＪ。当连续抛投时，四面体可以相

ａ．混凝土六面体，ｂ．混凝土四面体，ｃ．混凝土四脚体，ｄ．钢筋混凝土构架

图ｌ截流材料‘“１
Ｆｉ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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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重叠，而且还改变了一个顶点朝上的受力姿势，可

力学相似原理与模型试验设计方法归Ｊ，以唐家山堰

以卡人其他的四面体实体结构中，使之产生了四面

塞湖为原型，设计室内模型实验。经过比较几何比

体实体结构群。这样，起动整个的四面体实体结构

尺为１：１００、ｌ：２００、１：２５０、１：５００和１：１ ０００下的

群需要更大的起动流速，只有把结构群冲散才能够

流量比尺、坝体颗粒级配，并结合场地条件、供流设

把单个的四面实体体结构冲走。当成串抛投时，效

施、测试设备等条件，比较优缺点，最终选用几何比

果比起单个结构体可能更为理想，在水流的作用下，

尺１：２５０、流量比尺１：９８８ ２１２的模型比尺。由此，

若能够起动单个四面体实体结构发生滑动或者滚

模拟堰塞体概化为底长２．８ ｍ、顶长１ ｍ、宽１ ｍ、高

动，而串在一起的其他四面体实体结构会阻止单个

０．６

四面体结构发生滑动，即使能够滑动，但滑动距离不

塞湖最大库容３．１６

远，这样就增加了结构体的稳定性。

ｍ３，实验实际最大库容１６．５０ ｍ３；照考唐家山２０

ｍ，上、下游坝坡坡比均为１：１．５；参考唐家山堰

一遇洪峰流量３

因此，四面体型式的人工结构体应该堰塞湖溃
决后期控制流量的优选结构类型之一。

９２０

Ｘ

１０８

ｍ３，概化模拟库容２０．２２
ａ

ｍ３／ｓ，概化为３．９７ Ｌ／ｓ的模型

流量，为了密弥补最大库容的差距，实验中入库流量
小幅放大到４．４３

２实验设计

Ｌ／ｓ。

模拟实验在中国科学院东川泥石流观测研究站
进行，实验装置由供流装置、蓄水池、水槽实验段、尾

２．１

设计思路

水池４部分组成（图２）。供流装置包括进水管、水

基于上述人工结构体控制堰塞湖溃决后期流量

位调节装置、前池和三角堰，其中前池的尺寸为长

的可行性及四面体结构在截留中的优越性，开展四

１．８

ｍ、宽２．２ ｍ、高１．４ ｍ；紧接蓄水池，其尺寸为长

面体结构调控堰塞湖溃决洪峰室内模拟实验，在排

６．０

ｍ、宽４．０ ｍ、高１．４ ｍ；下接模拟河道的水槽，其

泄流量增长到较高水平时抛掷不同构型的四面体结

尺寸为长８．５ ｍ、宽１ ｍ、高０．９ ｍ，槽底纵比降为

构，通过观测坝库内水位变化，结合高清数码录像观

１％，其中在水槽中间设置观测断面，观测断面安装

测，比较不同构型四面体结构调控排泄流量的效果，

钢化玻璃；水槽末端设立尾水池，其尺寸为长４．０

验证四面体结构的滞洪效果，并初步优选出最优结

ｍ、宽４．０ ｍ、高０．５

ｍ。

图２中①②为数码摄像机，摄像机①俯拍实验

构型式。
为了使试验结果在应用中有更高的适用性，本

全景，包括堰塞体溃决、泄流过程以及抛投人工结构

次模拟实验以唐家山堰塞湖为原型，根据试验场地、

体的有关情况；摄像机②用于正面拍摄堰塞体溃口

控制装置、测试设备、模拟坝体材料等因素综合考

变化情况。

虑，进行近似定量实验。

２．３实验物料配制
试验场所在蒋家沟，是典型的泥石流流域，位于

２．２实验装置
堰塞湖溃决模型试验尚处于探索阶段，参照水

云南省的东北部，系长江上游金沙江一级水系小江右

排水装置

图２实验模型平面图
Ｆｉ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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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的一条支甜ｃ。蒋家沟内的砾｛ｉ土．级配很宽．包含

为了比较人工结构体在堰鹰湖溃决后期控制洪

ｒ粘粒、粉粒、砂砾和砾石等组分，片·｛·＞２ ｍｍ的成

．蛰流量的效果，除丁４组抛投不『Ｈ结构体形式的实

分占整个重债的５０％以上．枯牲成分『Ｊｉ ３％一２０％，

验外．还实施ｌ组来抛投人ｒ结构件的实验。实施

其余为耪粒和砂粒。

的５组实验均为开挖人工泄流槽的形式泄由；ｃ．泄流

由于店家…堰塞坝的丰要物质组成为含粒径较

槽横断面形状为梯形断面，具体的断面Ｋ寸为上底

大块石的砾石上，其中粒径较大的块石占有比例为

宽３５帅．Ｆ底宽１２

３０％一４０％。按照模型比尺进行缩小后，为中细颗

保持一致．包括堰摩坝体物质组成和颗粒级配、＾库

坝的土体颗粒缀配，保证吏验堰塞体巾２０…５０

粒含量较多的砾于ｉ土。在实验巾．参照唐家山堰塞
粒径的告量约占３０％，ｃ２０ ｍｍ的土体直接采用蒋

ｃｍ，深度１０ ｃｍ，实验条件尽聃

泷量、测量仪器及其采样频率、泄流槽断面尺、】等。
ｚ

５实验琉量调试与越抉流量观测
预先进行宴验流量调试，设置台适的流量．避免

家淘泥右流堆积土体的＜２０ ｍｍ土样。

因流量过大导致没有采集数据使堰塞体迅速溃挟，

２４实验内窖

或者因流最小使堰塞体溃丧时间过长。实验＾库流

实验采用日莉截留，ｐ广泛采用的四面体实体结
构外．还采用陈晓清等提出的一种四面体宴体结构

量采取固定流量．通过直角二＝三角形薄壁堰漉最公式
计算得出入库流量Ｏ＝＾４３

Ｌ，ｓ。

的改进型——叫面体宴心框架结构””，该型结构针

渍决漉量是本实验最为芰健的参数之一．由于

对堰塞期排ｆｌ｜｝槽在溃堤期间洪水经蚀作用、沟床急

溃陡流量在坝后很难观测，实验采用间接铡置法米

剧变化而凹ｎ不平、一般的四面体实体结构稳定性

进行估算。在坝前库底埋置高精度的孔隙水雎力传

不是撮佳的情况进行改进的。

感器监测坝前水位．在实验过程中实时测量水压力，

主要内容是抛投四面体实体结拘、四面体实体

计算出不ｌ司时刻的水位高度值，同时可以计算得到

结构串、蚪ｍ『体实心框架结构，四面体宴心框架结构

不同时刻的库容。堰塞坝溃决流量通过堰塞湖水量

串等４种型式的人工结构体，从溃决流量的削减程

平衡方程旧，计算
Ｊ口

度分析不同类利的人工结构体对堰塞蚬溃决后洪峰

＝｝＝Ｏ．一仉
ｍ
’

流最的控制效果。
实验过程中采用了两种四面体结构，一种姓由
水泥制作的四面体实体结构，边长１２ ｃｍ，甲均质量

’。

（２）

式中∥为堰塞湖库容；Ｉ为时问；０．为人库流量；
仇为通过｛！｜Ｉ口的出赢量。

为３６５ ｇ（图３）；另一种是由４根嘲钢焊接而成的四
面体实心框架结构（闰４），』￡～段同定在一点，另一

３实验流程

段在空阿ｆ，组成等三棱锥的４个顶点。圆钢直径
２２

ｍｍ．长度为８ ｃｍ，平均质馈为９８２ ｇ。结掏串由

相应４个单体结构串联『『ｌ『成。

田３口Ⅲ体女体镕犄

３１实验准备阶段
选取云南东川蒋家淘内砾石土．将其进行＜２０

目４口面体女。桎女镕目
ｎＢ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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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和２０—５０ ｍｍ颗粒筛分，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

组溃决实验的流量过程曲线（图５），其中竖线为抛

配置。为了防止水流沿侧壁及底板渗流，在侧壁及

投相应人工结构体的时间。

底板设置３道截水墙，然后在主槽内堆积堰塞体，堆
积方式为每隔一定厚度进行洒水击实。
３．２实验阶段
１．在完成堆积堰塞体之后，在坝前库底埋置１
个孔隙水压力传感器监测库水水位，孔隙水压力监
测数据采集通过电脑来记录。实验开始，打开水阀，

【－∞．１＼删壤爨释

先启动抽水装置将水抽入供流装置前池，水流充满
蛎∞｛５；∞弱∞埒加０

前池后通过直角三角形薄壁堰进入蓄水池，水流逐

０

渐流向堰塞体。同时，孔隙水压力传感器开始采集

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０００

溃决时间，ｓ

数据。
２．在坝前水位达到３５ ｃｍ时停止供水，浸泡２

图５不同类型人工结构体的堰塞坝渍决流量过程线
Ｆｉｇ．５

ｈ，模拟唐家山堰塞湖水位上涨缓慢程度，水位线以

Ｏｕｔｂｕｒｓ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下土体处于饱和状态。期间孔隙水压力传感器采集
频率为５ ｓ一次，记录水位上涨情况，仪器精度为１

由图５可以发现，抛投人工结构体４组实验的
溃决流量峰值，与未抛投人工结构体实验溃决流量

ｍｍｏ
３．２

ｈ之后，打开水阀继续供水，设置孔隙水压

峰值相比，减小了２６．６％一６１．７％。表明在堰塞湖

力传感器采集频率为１ Ｓ一次。待水流开始通过预

溃决后期抛投人工结构体控制洪峰流量的措施是可

先开挖的泄流槽时，堰塞湖开始溃决，观察堰塞体溃

行的。

决情况，记录坝前水位下降过程以及溃决全部过程，

表１列出了不同形式人工结构体的相对于溃决

包括坝体出现裂缝的时间、位置、尺寸、玻璃侧壁的

原点的抛投时间、最大溃决流量、抛投后流量放大倍

渗透情况以及流速（采用浮标法）等内容。摄像机

数（该值为抛投人工结构体后的最大洪峰流量／抛

①俯拍堰塞坝过流、溃决过程以及抛投人工四面体

投时刻对应溃决流量）以及抛投人工结构体后出现

结构的有关情况；摄像机②正面拍摄堰塞坝溃口变

的洪峰点与抛投点的时间差。由表１知，由于各型

化过程，并辅助拍照，以确保准确记录实验的全过

式的人工结构体的抛投时间不同、抛投时刻对应的

程，为后期实验数据处理提供直观依据。

溃决流量不同，难以简单优选出何种结构型式对于

４．目测坝前水位下降速度比较快时，选择时机
抛投人工四面体结构，用来控制溃决流量。

溃决洪峰流量最优。
如果简单地以最大溃决流量为依据判断各人工

５．待水流冲刷坝体达到冲刷稳定时，即坝前水

结构体的溃决洪峰控制效果，必须以抛投时间相同

位不会发现明显下降时，停止供水。同时，孔隙水压

或者抛投时溃决流量相当为基本条件，否则判识结

力传感器停止采集，然后测量水流冲刷后纵剖面比

果意义不大。由表１知，两大基本条件均不满足，因

降，以坝底长度为测量范围。

此这里就不作这样的判识。

６．抛投不同类型的人工结构体，如实心四面体
结构、实心四面体结构串、四面体框架结构、四面体
框架结构串，重复操作实验，操作步骤如前。

４实验结果分析

抛投后流量放大倍数反映了抛投入工结构体后
该结构体控制溃决洪水的能力大小，因此，该参数可
以作为判断各人工结构体溃决洪峰控制效果的依
据。对比４种人工结构体对堰塞湖溃决洪峰控制效
果，以抛投人工结构体后流量放大倍数越小越优为
标准，则从最好到一般依次为：四面体实心框架结构

４．１溃决流量
溃决洪峰流量是本实验中最重要的参数之一，
所有实验按照６０ ｓ采样一次计算溃决流量，以水流
完全通过泄流槽的时刻点作为坐标系原点，绘制５

万方数据

串、四面体实体结构串、四面体实体结构、四面体实
心框架结构。但是四面体实心框架结构与四面体实
心结构的抛投后流量放大倍数非常接近，难以分辩
何种更优。

Ｆ……ｏ日ｌ…‘ＩＩｍ“ＥｌＩＩｂ…挑…
襄Ｉ｛月＾Ｉ结构体的镕＊参披

Ｆａｂｌ｜＿Ｉ

洪峰点‘ｊ抛投点时问差反映了抛投人工结构体

ｎ．Ｊ口Ｌ不同导致人ｒ结构体的溃决洪峰嫂粜不同。丛

后该结构体拧制溃决洪水在时问斤耐的效率高低．

于矧一结构型式下结构中的控制嫂粜应谖优于单个

因此，浚参数－｜ｒ眦作为判断拜人Ｔ结构体溃决洪峰

结构体的拧制嫂粜这一基本常识．综合而占．从溃决

控制效果的俄姑。对比４种人ｌ结掏体对堰塞湖溃

流量来看，人１．结构体型式忧进刑式依狄为：删Ⅲ体

挺洪峰控制效果．以弛投人Ｔ结＋句体后洪峰点与抛

实心框架结构串、刖耐件实体结构半，四面体实心框

投点时删嚣越小越优为标准．则从最好到一般依次

架结构、四断体实体结构。

为：四面休实心框架结构、畔面体实傩结构串，四谢

４

２残留体高度

体实心框架结构：Ｉｌ、四面体宴体结构，但是四而休

残留坝体高度也是人Ｔ结构体对堰摩湖溃央洪

实体结构串和叫断体变心框架结构串的口ｔ蜂点与抛

峰控制敛粜的币委评价参数之一。对５组实验．枉

投点时问菇１Ｅ常接近，雕以分蝌ｆｕ』种型优。

赜决到坝体基本稳定后测艟世流精的纵断丽肜惑，

上述不同的比较分析结米，从悄嘶反映了抛投

蚓６是堪寒堋ｉ！｝｝挟后残箭体泄流精的纵削嘲图。

…

量“

如
如

－’＿Ｉ

－＿＿】

十｝％￥，ｃｍ

—ｔ＊＆ｋＩ＊目“

删＾：。Ｉ｛ｃ“Ⅵ镕日 制ｉｊｌｌ。Ⅲ∞％Ｈｍ

”ｍ【自ｆＩｑ“％ｍ

口６堰ｌ埙目击后的臻留毫麈示毫目

ｎ＾６

ｓｋ咖ｈｍｐｄ“呻ｈａｎＩ“口训ｍｄ ｄｈ南Ｉａｋｃ

目７口面体镕目∞＊蛀％目

Ｆｌ＿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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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６，未对后期溃决流量采取措施进行控制

四面体实体结构和四面体实心框架结构不仅体

时，坝体残留高度约为坝高的１／３，并且在坝体后半

积大而且重量也很大，因此装运和抛投也比较困难。

部分基本上冲刷到底；而抛投了４种不同类型的人

施工过程中采用自卸汽车运输，并且都需要用吊装

工结构体后，坝体的残留高度则不同，抛投位置均在

设备装车。四面体实体结构占用空间大，自卸汽车

上游边坡与坡度较小的下游边坡转折处。通过分析

的空间不能够合理利用，增加工作量；四面体实心框

发现，人工结构体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堰塞坝

架结构在装运时可以叠放，提高工作效率。

的下切侵蚀，堰塞坝后半部分的残留高度均远远高
于未抛投人工结构体的残留高度。

抛投时可采用装载机直接推入河道，但排险过

程中危险陛较大，而且在道路受阻的情况下，施工设

单个四面体实心框架结构和四面体实体结构串

备很难进入施工现场。可以考虑将结构体放置在泄

稳定沟床效果更为理想，堰塞坝的残留高度约为实

流槽两侧，随着下切侵蚀和侧蚀程度的加深，溃口不

际坝高的１／２，单个四面体实心框架结构进入河道

断地扩大，让其自动进入泄流槽控制流量。因此，需

之内，以三点着地、顶点朝上的姿势嵌入河床，很容

要合理计算结构体排放在离泄流槽中心位置多远的

易保持稳定（图７）。而四面体实心框架结构串和单

距离时，进入泄流槽的溃决流量为最大流量。

个四面体实体结构的效果欠佳，主要原因可能在于
四面体实心框架结构串的抛投方法欠妥，成串抛投

６结论

时，应与水流方向保持一致，而不能垂直于水流方
向，在溃决流量较大时不排除有整体向前滚动的可

本文通过室内模型实验，分析了堰塞湖溃决流

能性；单个四面体实体结构的重量较轻，并且迎水面

量、残留体高度等方面的特征，对堰塞湖溃决人工结

较大，在水流湍急的河道中，没有保持稳定的状态就

构体的滞洪效果进行探讨，并且对人工结构体施工

可能被冲走了。

技术进行了初步探讨。初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１．通过抛投人工结构体与未抛投人工结构体

５施工技术

的流量过程曲线对比，前者比后者溃决洪峰流量减
小了２６．６％一６１．７％，说明人工结构体在堰塞湖

水利工程中截流时所用四面体结构主要是由混

溃决后期能够发挥显著的滞洪效果；通过流量综合

凝土加重后浇灌而成，三峡工程截流时所用等四面

分析，对于堰塞湖溃决后期滞洪效果而言，人工结构

体结构单边长２．５ ｍ，单个块体重达２０ ｔ，截流龙口

体型式优选次序为：四面体实心框架结构串、四面体

平均流速达７ ｍ／ｓ以上，２０ ｔ重量的块体也会被冲

实体结构串、四面体实心框架结构、四面体实体结构。

走ⅢＪ。因此在结构体内增加了一定比例的废钢材

２．从残留体高度上来看，未抛投人工结构体的

来增加重量，等四面体结构是截流中极具代表性的

残留高度约为坝高的１／３，堰塞体后部基本上是冲

抛投材料。在堰塞坝应急和常规排险中，四面体结

刷到底；而抛投了人工结构体的残留高度为坝高的

构将作为永久性和一次性的结构，因此在制作过程

１／２，说明人工结构体在控制堰塞坝下切侵蚀作用方

中需要考虑诸多因素，可以从制作工序、制作时间和

面有较显著的成效。

制作成本３方面来考虑。

３．从制作工序、制作时间和制作成本等三个方

四面体实体结构采用混凝土浇筑，需要加工大

面来考虑实心四面体结构和四面体框架结构的适用

量的模板，在达到一定强度之后才能够拆模使用，而

性。在可施工的条件下，使用四面体实心框架结构

且制作工序复杂、制作时间较长，不便于控制时间，

更为理想。

并且堰塞坝体也不适合开展大规模的加工厂。相对

本文仅对堰塞湖溃决人工结构体的滞洪效果问

而言，混凝土的四面体实体结构成本较低，但是制作

题进行了初步实验尝试，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实验组

的模板需要耗费大量的材料，在完工之后无法回收

数较少、实验人工结构构型较少等；还有许多问题有

利用；四面体实心框架结构的４根杆件采用钢筋混

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如人工结构体的抛掷时机、不

凝土结构，可以预先制作４根杆件的交接处，然后可

同尺寸人工结构块体的滞洪效果、人工结构体的快

在现场拼装或者现场浇筑，施工比较方便，并且施工

速施工方法等。希望更多的同行参与本项研究，为

时间便于控制，但成本相对较高。

堰塞湖工程处置规范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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