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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水力学 

1 学科方向 

水力学是研究水的平衡与运动规律及其应用的一门科学，属于应用力学的范

畴。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水力学可以分为工程水力学、计算水力学与水信息学、

生态与环境水力学、渗流水力学、冰水力学等分支学科。其中工程水力学包括水

工水力学、施工水力学、水力控制与电站水力学、通航水力学、溃坝水力学等。 

根据学科发展现状，本调研报告主要就水工水力学、水力控制、火核电冷却

水水力学、生态水力学 4 个方面进行评述。 

水工水力学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水利水电枢纽工程中与泄洪安

全相关的水力学问题，包括泄洪消能与防冲、空化空蚀、水气两相流、压力脉动

与振动、泄洪雾化，以及抽水蓄能电站的水力学问题等，这些研究主要关心的是

工程安全问题；二是水利水电枢纽工程中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水力学问题，如鱼道

技术、分层取水技术研究等。 

水力控制的研究内容包括：管道水击、明渠非恒定流、水力机械自动控制、

冰水力学、系统故障和泄露检测技术、大系统的优化设计和运行 优化、以及现

代计算机数字三维仿真等高新科技等。目前的研究重点是调水工程的水力控制。 

火核电厂冷却水研究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采用直流供水系统的火核电厂

循环冷却水水力学及水环境影响问题的研究，二是工业冷却塔工艺原理与其中的

流体力学与水力学相关问题。 

生态水力学是研究河流湿地和河口等物理过程与生态响应之间关系的学科，

是涉及到水力学等工程学科与生物学、化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的科学。 

2 调研背景概述 

水力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其发展动力直接源于生产需要与环境要

求。我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现状与巨大潜力为水力学学科的发展提出了很高的

技术要求： 

（1）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开发对水工水力学研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水电是一种具有再生性的清洁能源，我国拥有十分丰富的水能资源，大力开

发水电资源是我国的国策之一。我国水电资源大部分集中在西部地区，具有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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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头高、河谷狭窄等显著特点，水工水力学需要解决大量世界级的复杂技术

难题。 

（2）南水北调等大型调水工程的建设促进了水力控制学科的相关研究。 

（3）火核电厂建设对冷却水问题研究一直是备受关注的工程问题与环境影

响问题之一。 

（4）作为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的理论基础，生态水力学研究逐步受到关注

并将得到快速发展。 

本次调研通过对国内外相关学科近 5 年内的主要成果进行跟踪与总结，希望

能对我国水力学学科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一些借鉴。本次调研的材料一方面来源于

ASCE、IAHR、JSCE、FAO、USBR、UNESCO、USAEC、USGS、 EU 等机构

的文献，包括这些机构的出版物与大型国际会议论文集，另一方面来源于国内水

利学报、水力发电学报、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等核心期刊与国内大型会议论文集。 

3 水工水力学 

3.1 国内外的主流研究方向与内容 

由于工程需求不同，目前国内外在水工水力学方面的侧重点有明显不同：由

于实际工程的技术需求较多，我国在水工水力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如泄洪消能布

置、新型消能工开发、掺气减蚀、流激振动、泄洪雾化、通航水力学、水力学原

型观测等方面，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国外研究侧偏重于鱼道与分层取水等与环境

保护相关联的技术问题研究。 

值得强调的是，在水工水力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国外开展的工作较多，目

前国外主要针对阶梯坝面、城市排洪竖井、明渠水跃以及挑流水舌，对水舌掺气

等基础性课题进行了较多研究，相比之下，我国的相关研究较少。 

目前，水工水力学研究领域的主流研究方向与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高拱坝坝身泄洪消能技术研究 

从国内外情况看，混凝土高拱坝已成为目前大型水电站坝型选择的主要方案

之一。在已建高拱坝工程中，以前苏联的英古里双曲拱坝为 高，其坝高为

271.5m。1998 年我国建成的二滩水电站是一座标志性高拱坝工程， 大坝高

242.0m， 大下泄流量 23900m3/s，其中坝身泄量为 16300m3/s。为解决坝身泄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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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能的技术难题，通过大量的技术论证与科学研究，该工程采用了“坝身表孔与

深孔双层泄水孔口布置、下游设水垫塘、通过水舌碰撞促进消能、并辅以岸边泄

洪洞泄洪”的泄水建筑物布置格局与消能模式，建成后经多年实际泄洪考验，表

明是成功的。 

我国目前在建与待建的一批大型高拱坝工程，大都存在水头高、流量大、河

谷狭窄等技术难题，如溪洛渡、白鹤滩、小湾、錦屏、构皮滩等，参见表 1。其

中，溪洛渡与白鹤滩水电站的坝身 大泄量均达到 30000 m3/s 的世界级水平。上

述工程大都沿用了二滩水电站的坝身泄洪布置格局与消能模式，但就每个工程而

言，由于各自的技术特点不尽相同，都需要对坝身泄洪的布置方案进行相应的优

化研究，以适应工程需要。 

表 1  国内外部分高拱坝的坝身泄洪水力学指标 

序

号 
工    程 国家 

坝高

(m) 

落差

(m) 

流量

(m3/s)

泄洪 

功率 

(MW) 

河槽 

宽度 

(m) 

基岩 

情况 

河谷 

形态 

完建 

年份 

1 
錦屏一级枢纽 

中国 305.0
225.0 15400 33960 枯水期

80～100

大理

岩 
V 型 设计 

錦屏一级坝身 2250 10074 22210 

2 
小湾枢纽 

中国 292.0
225.9 20700 45830 枯水期

80～100

片麻

岩 
V 型 设计 

小湾坝身 225.9 16889 37390 

3 

白鹤滩枢纽 

中国 279.0

190.7 44115 82450 
枯水期

50～90

玄武

岩 
V 型 设计 

白鹤滩坝身 
190.7 28200 52590
190.7 30205 56450 

4 
溪洛渡枢纽 

中国 278.0
189.5 52300 97130 枯水期

70～100

玄武

岩 
U 型 设计 

溪洛渡坝身 189.5 31496 58490 

5 英古里 前苏联 272.0 230.0 2500 5040 25 

白云

岩 

石灰

岩 

 1982 

6 
二滩枢纽 

中国 242.0
166.3 23900 38950 枯水期

80～100

正长

岩 
V 型 1998 

二滩坝身 166.3 16300 26560 

7 埃尔卡洪 
洪都拉

斯 
231.0 184.0 8590 15500 100 

石灰

岩 
 1985 

8 构皮滩 中国 225.0 144.0 27470 38760 136 

石灰

岩 

砂岩 

 设计 

由于对双层水舌碰撞所引起的泄洪雾化影响问题有所顾虑，当前我国学者在

进一步研究二滩模式的基础上，正在进行其它模式的研究与探索工作。如对表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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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宽尾墩收缩射流、中孔采用窄缝挑流、通过挑流水舌在纵向的充分拉开，达

到消能目的。这一思路的优点在于能够有效减免双层水舌的碰撞以及由此带来的

泄洪雾化影响问题。当然该类研究目前尚处于探索之中。 

（2）高水头大流量溢洪道与泄洪洞水力学问题研究 

岸边泄洪洞与溢洪道泄洪是常见的泄水建筑物布置方式，较多运用于土石坝

与高拱坝中。对土石坝工程而言，由于坝身不能过流，岸边溢洪道与泄洪洞是

为关键的泄水建筑物；对高拱坝而言，泄洪洞往往是坝身泄洪重要的辅助泄洪设

施，为了确保高拱坝的运行安全与水垫塘检修，我国高拱坝在水力设计中大都采

用了坝身泄洪与岸边泄洪洞并重的设计思路，岸边泄洪洞单独泄洪可以满足宣泄

常年洪水的任务。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05 年底，我国 30m 以上已建与在建大

坝共有 4860 座，其中土石坝 2865 座，占 59％，拱坝 728 座，占 15％。由此可

见，岸边溢洪道与泄洪洞在我国水电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 

目前我国正在建设或已建成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土石坝高坝工程，如双江

口、糯扎渡、水布垭、瀑布沟、天生桥一级等，其中双江口水电站 大坝高达到

312m，位居世界前列，其岸边溢洪道 大泄量 4160 m3/s ， 大单宽流量

260m3/s.m，鼻坎段 大工作水头超过 140m，上下游水位差超过 250m，是国内

外同类工程中的 高水平。国内外一些大型溢洪道的水力指标参见表 2。另外，

目前我国在溪洛渡、小湾、白鹤滩等高拱坝的水力设计中，都布置了数量不等的

大型泄洪洞，其 大泄量均在 3800 m3/s 左右， 大单宽流量在 270m3/s.m 以上。

上述高水头大流量溢洪道与泄洪洞一般都存在如下两方面的水力学技术难题需

要认真解决：一是高流速泄槽段的掺气减蚀问题；二是出口鼻坎的体型优化与下

游消能防冲问题。 

大型溢洪道与泄洪洞因单宽流量很大，水流 Fr 数低，采用常规的掺气坎布

置型式，由于掺气坎下游回溯水流强烈，往往难以形成稳定而完整的掺气底空腔，

从而影响掺气坎的工作效率。针对这一问题，我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性研究，

在传统掺气坎布置型式的基础上，相继提出了 U 型掺气坎、平面凹型掺气坎、V

型掺气坎、变底坡掺气坎等新的掺气坎布置型式，其中一部分研究成果已经得到

设计与工程采用。另外，我国学者还对高速泄槽段的侧壁掺气问题进行了相关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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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内外部分大型溢洪道的泄洪规模（按单宽流量排序） 

序

号 
工     程 

坝高 
（m） 

溢洪道孔口尺寸

（孔数-宽×高） 

泄量(m3/s) 堰顶单 
宽流量 
(m3/s.m) 

泄洪 
功率 

（MW）
总泄量

单孔

泄量

1 天生桥一级 178.0 5-13m×20m 21750 4350 335  
2 东风 163.0 15m×21m 4220 4220 281  

3 
乌东德（面板堆

石坝方案） 
172.0 8-15.5m×24.0m 34805 4350 280.7  

4 糯扎渡 261.5 8-15m×20m 33500 4188 279  
5 水布垭 233.0 5-14.0m×21.8m 18280 3656 261  
6 双江口 312.0 1-16m×22m 4160 4160 260  
7 鲁布革 103.8 2-13m×18m 6459 3230 248  
8 墨西哥马尔帕索  3-15.0m×18.7m 11100 3700 246.7  
9 马来西亚巴贡 205.0 4-15m×19m 14600 3650 243 23303 

10 巴西图库鲁依 91.5 23-20.00m×20.75m 104400 4539 227 60500 
11 巴西依泰普 196.0 14-20.0m×20.3m 62230 4445 222 77150 
12 龙羊峡 178.0 2-12m×17m 8000 4000 222  

13 
委内瑞拉卡罗尼

河古里 
 9-15.2m×20.7m 30000 3333 219 42000 

14 乌江渡 165.0 3-12m×17m 11840 3947 201  
15 瀑布沟 186.0 3-12m×17m 6831 2277 190  
16 哥伦比亚契伏  3-16m×14m 9000 3000 187.5  
17 土耳其凯班  6-16m×24m 17000 2833 177 30600 
18 碧口 101.8 1-15m×16m 2310 2310 154  

大型岸边溢洪道与泄洪洞挑流水舌的归槽与下游冲刷问题通常都十分复杂，

对出口鼻坎布置体型有较高的技术要求，尤其是当溢流中心线与下游河道夹角过

大时这一问题会更加突出。目前，我国大型溢洪道与泄洪洞较多采用异型鼻坎或

扭曲鼻坎等布置型式，尽管体型较为复杂，施工难度较大，但都很好地适应了地

形地质条件，有效兼顾了挑流水舌的归槽与下游消能防冲设计两个方面。如二滩

泄洪洞采用的舌形扩散鼻坎、瀑布沟溢洪道采用的鹰嘴型鼻坎等，都取得了成功。

实际上，对于狭窄河谷大型泄洪洞而言，采用窄缝式挑流鼻坎的布置形式，不仅

体型简洁，易于施工，而且能够有效控制挑流水舌的入水落点并降低下游河道冲

刷，是一种值得研究的鼻坎布置方案。近年来，结合小湾、錦屏等高拱坝大型泄

洪洞的水力设计，我国学者正在进行这方面的相关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在国家“95”攻关期间结合溪洛渡水电站研究“龙

落尾”泄洪洞取得较大进展之后，在其它一些高水头泄洪洞的水力设计中，也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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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龙落尾”模式，如錦屏、白鹤滩等大型泄洪洞都采用了这种布置方式。与以

往采用较多的“龙抬头”泄洪洞相比，“龙落尾”泄洪洞由于大部分洞段为有压流

动，水流流速低，泄洪安全更易得到保障；而在“龙落尾”陡坡段，虽然水流流速

加速快、流速高，但高流速段的长度有限，且易于布置坎下回溯水流较弱、通气

情况良好的掺气减蚀设施，从而有助于降低出现空化空蚀的可能性。 

（3）高水头大流量底流消能技术研究 

从底流消能工的工程实践看，目前代表世界上底流消能工 高水平的当属前

苏联的萨扬舒申斯克（Sayano-Shushensk， 大坝高 242m， 大单宽流量 184 

m3/s.m）与印度的德里（Tehri， 大坝高 260.5m，其右岸溢洪道也采用了底流

消能， 大单宽流量 110 m3/s.m）。另外，印度的巴拉克工程（Bhakra， 大坝

高 226m， 大单宽流量 104 m3/s.m）与美国的德沃夏克（Dworshak， 大坝高

219m， 大单宽流量 145 m3/s.m）等高坝工程也采用了底流消能方式。我国目前

采用底流消能的高坝工程有已建的安康（与宽尾墩联合， 大坝高 128m， 大

单宽流量 254 m3/s.m）、岩滩（戽式消力池，与宽尾墩联合， 大坝高 110m，

大单宽流量 299 m3/s.m）、大朝山（戽式消力池，与宽尾墩及阶梯坝面联合，

大坝高 110m， 大单宽流量 194 m3/s.m）、百色（底流消力池与宽尾墩联合，

大坝高 130m， 大单宽流量 178 m3/s.m），都采用了以消力池为主体的消能方式。

此外，五强溪水电站虽然坝高小于 100m，但其表孔底流消力池的 大泄洪流量

高达 51000m3/s， 大单宽流量 298 m3/s.m，目前仍居国内前列。 

从国内外的运用情况看，底流消能在大型高坝水电工程中所占的份额仍较

低。我国目前大部分在建与待建的大型水电站，如三峡水利枢纽、小湾、龙滩、

溪洛渡、糯扎渡、白鹤滩等均采用了以挑流消能为主体的泄洪消能方案。然而，

与挑流消能相比，底流消能更能适应地质条件欠佳的坝址，而且底流消能引起的

泄洪雾化很小，对周边环境几无影响，尤其在目前人们对高坝泄洪雾化等环境问

题日益重视的现状下，底流消能方式具有独特优势。我国近期投入开发的大型水

电站如向家坝、官地等都采用了底流消能方式，就是很好的实例。 

近几年来，我国学者与设计人员，在全面总结传统底流消能工与收缩式消能

工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针对高坝底流消能的特点，提出了一些新的消能型式，如

结合向家坝水电站提出的跌坎型底流消力池泄洪消能方案以及结合官地水电站

提出的斜边墙底流消力池布置方案都颇具代表性。 



www.iwh.com

 

 371

位于三峡水利枢纽上游的向家坝水电站， 大坝高 161m，总装机容量

6000MW，年发电量 307 亿 kWh。该水电站 500 年（设计）和 5000 年（校核）

一遇洪水的 大入库流量分别为 41200 m3/s、49800 m3/s，在各级洪水流量下，

上下游水位差达 91m～85m， 大泄洪功率达 40600MW，属于典型的高水头

大流量泄洪消能问题。为避免泄洪雾化对周边区域工农业生产可能带来的不

利影响，采用以底流消能为主体的消能方式。水工模型试验的结果表明，该

水电站若采用常规的底流消力池方案，消力池内 大临底流速超过 35m/s，

确保消力池安全有很大难度。同时，受坝址处复杂地质条件的影响，大坝主体存

在深层抗滑稳定问题，因而对底流消力池自身的安全性也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

求。为此必须首先设法降低消力池的临底流速。消力池首部设置跌坎的方案，将

高流速的主体水舌引离临底区域，进而达到降低临底流速、保护消力池底板的目

的。在高水头、大流量底流消能工中，国外已有印度的特里水电站及俄罗斯的萨

扬舒申斯可水电站采用跌坎型底流消力池的工程实例。 

2000 年以来，国内多家科研单位配合设计单位－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对

向家坝水电站泄洪消能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试验研究与论证工作，在具体研究

中过程中，以跌坎型底流消力池为基本布置体型，根据中表孔隔墩布置体型的不

同，又相继派生了两种优化布置方案，一是“中表孔闸墩下拉至跌坎末端+中表孔

出口采用不同跌坎高度”的“高低坎”方案，另一个是“中表孔适度收缩+连续跌坎”

的“连续坎”方案，已有研究成果表明，上述两个方案均能够有效降低消力池临底

流速等水力学指标。 

官地电站位于雅砻江中下游四川省盐源县境内，是二滩水电站上游的衔接水

库。电站正常蓄水位 1330.00m，碾压混凝土重力坝 大坝高 168m，总库容 7.83

亿 m3，总装机容量 2400MW。枢纽泄洪建筑物由 5 个表孔溢流坝段和 2 个中孔

坝段组成。为避免挑流消能泄洪雾化的不利影响，减少下游岸坡防护的技术难度

与工程量，官地水电站也采用了以底流消能为主体的泄洪消能布置方案。参照向

家坝水电站泄洪消能研究的成果，官地水电站同样采用了跌坎型底流消力池的布

置思路，同时对溢流表孔也采用了宽尾墩布置体型，从而形成了宽尾墩-跌坎型

底流消力池的联合消能工。经系列水工模型优化试验研究， 终确定的跌坎高度

为 6.5m，研究表明，采用上述消能工后，消力池临底流速得到显著降低， 大

值可以控制在 20.0m/s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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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跌坎型消力池而言，跌坎高度的合理选定至关重要。但跌坎高度的决定

因素较多，与消力池入池单宽流量、入池流速、消力池的长度、尾坎高度、尾坎

下游水位等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表 3 列出了目前国内外几座大型跌坎型底流

消力池的设计与研究资料，从该表可以初步看出，跌坎型消力池的合理跌坎新高

度与消力池入池水流 Fr 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关系：入池水流的 Fr 数越小，所需

要的跌坎高度就越低。当然，对这一问题仍需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表 3  国内外几座大型跌坎型底流消力池 

工程名称 大坝

高(m) 
上游水位

(m) 
消力池底

板高程(m)
入池单宽流量

(m3/s.m) 
入池 
Fr 数 

跌坎高度

(m) 
特里 260.5 835.00 596.00 109.6 12.5 3.50 

萨杨舒申斯

克 
245.0 544.50 318.00 183.7 10.7 4.25-6.00 

官地 168.0 1330.81 1188.00 140.8 8.5 6.50 
向家坝 161.0 381.86 245.00 225.3 6.4 9.00 

（4）新型消能工技术研究 

与国外工程相比，我国水电站普遍存在水头高、泄量大、制约因素多等技术

特点，在泄洪消能布置上往往面临很多困难，具有很高的技术难度。在不断地面

临并克服复杂技术难题的过程中，我国学者在继承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又有

所突破与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型消能工技术，极大地丰富并拓展了大中型水电

站泄洪消能的设计理念。 

宽尾墩技术是我国学者首创的一种新型消能工。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相继

在安康、隔河岩、五强溪、水东、大藤峡、岩滩、大朝山、百色、索风营等水电

站中得到了广泛运用，解决了大量复杂的泄洪消能技术难题。宽尾墩与各种传统

消能方式的联合运用之所以能够增进消能效果， 主要的原因是底流消力池内形

成了不同于常规二元水跃的三元水跃流态，不仅各水股之间存在强烈的碰撞与掺

混作用，各水股与消力池内水垫之间也存在强烈的紊动掺混作用，因而克服了二

元水跃中因来流 Fr 数较小导致消能不够充分的缺陷，大大增强了底流消力池的

消能效率。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在 大坝高 168m 的官地水电站泄洪消能研

究中，首次提出并研究了宽尾墩与跌坎型底流消力池联合的新型消能方式，目前

该项成果已得到工程采用。另外，西北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在 大坝高为

121.84m 的索风营水电站泄洪消能研究中，在传统的 Y 宽尾墩基础上，为充分发

挥阶梯坝面的消能作用，采用了一种新型的“X”型宽尾墩布置型式（所谓“X”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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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由“Y”型宽尾墩切去下部两个内角而形成），研究表明，这种新的宽尾墩布置型

式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阶梯坝面的消能作用，在小洪水工况下促进坝面消能；另

一方面，有利于改善宽尾墩水流相互交汇时的水流流态，从而提高底流消力池的

消能效率。目前，该工程已建成投产。 

近些年来，在我国大型水电站建设过程中，出于加快施工进度、节约工程投

资等方面的考虑，导流洞改建泄洪洞技术受到了很大关注，并由此促进了内消能

工的不断发展。目前，结合导流洞改建永久性泄洪洞技术，我国学者对孔板消能、

洞塞消能、竖井旋流消能、水平洞旋流消能等内消能工模式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一些研究成果已得到工程运用，取得了显著的工程效益。 

我国小浪底导流洞改建成为有压洞多级孔板泄洪洞，在国内外水利水电工程

史上尚数首例。该电站共建设了3条孔板泄洪洞，单洞直径14.5m，其中1#洞 大

泄量1700m
3
/s， 2#与3#洞 大泄量1654m

3
/s，每条泄洪洞内设置了3道孔板环。

在体型论证过程中，相继开展了孔板洞常压与减压模型试验，重点研究了孔板洞

体型、孔板布置、消能机理、孔径比的合理选定、以及孔板自身的空化问题。2000

年4及11月，对1#孔板泄洪洞先后进行了2次原型观测，观测内容有压力、空化、

振动等，观测时弧形工作门 高静水头分别达到了74.56m和98.45m。观测成果表

明，在两组运行水位条件下，3级孔板的平均消能系数分别为1.20、0.60、0.65，

3级孔板消能率超过40%，与模型试验成果比较吻合，也证明了孔板洞具有较高

的消能率。从水流噪声观测结果看，在观测的2组水位条件下，弧门在开启到

0.85~0.92期间，孔板有空化现象出现，但汛后检查尚未发现有空蚀破坏。  

旋流消能主要利用泄水建筑物本身对水流的导引作用，在洞内形成强烈的涡

旋流，使水流做螺旋运动并大量掺气而消耗一部分动能，降低泄洪隧洞内的流速，

达到消能和掺气减蚀两个目的。该种泄洪洞的 大特点是方便布置，消能率高，

对下游运行影响小。由于采用旋流方式衔接水流，在进水口的布置上尤为方便，

且连接段短，洞内流速通常可控制在20m/s以内，另外因可以利用原导流洞，故

可节省工程费用。由于消能率高，对出口的冲刷小，另外不会引起泄洪雾化。根

据涡旋轴的位置，泄洪隧洞旋流可分为竖井旋流和水平旋流两种。前苏联学者在

20世纪80年代曾结合几座高土石坝的设计，开展了大量旋流消能泄洪洞的研究，

包括为印度特里电站（220m高的土石坝）导流洞改建开展的研究。遗憾的是由

于前苏联解体后，针对几座工程开展的旋流竖井式泄洪洞的研究因工程的停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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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实施，也未见到进一步的研究成果报道。瑞士的Vischer和Hager对竖井旋流消

能开展了详细的理论研究，包括了旋流涡室几何体型参数的选取、过流能力与涡

室尺寸之间的关系、竖井内水流流速与消能率的关系，以及下游平洞衔接的体型

设计问题，是国际上比较全面的、较早为设计理论提出的研究成果。我国在上个

世纪90年代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旋流消能。在国内 早应用的是四川沙牌水电

站，采用竖井旋流消能，泄流量为242m
3
/s，水头落差88.0m。水工模型试验表明，

竖井旋流消能率可达73%，洞内流速可控制在20m/s以下。在沙牌工程的基础上，

结合溪洛渡、小湾导流洞的改建利用，开展了高水头、大流量旋流竖井式泄洪洞

的试验研究，并取得了重要进展。近年来结合公伯峡导流洞的改建利用，我国的

设计与研究人员又开展了水平旋流消能方式的试验研究。该洞泄洪水头110m，

单洞泄量1100m
3
/s。试验研究表明，可将水平旋流洞的长度控制在50~60m，消能

率达85%以上，为工程的利用与改建提供了可能。目前该工程已建成并投入运行，

2006年进行了水力学原型观测，结果表明，原型观测结果与模型试验成果吻合良

好，泄洪洞运行正常。  

另外，结合溪洛渡水电站导流洞改建泄洪洞，我国学者对洞塞式内消能工也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性研究。 

（5）流激振动 

流激振动是水利工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水工结构的流激振动涉及结构自身

的动力特性和作用于结构的动水荷载两个方面，水流动力荷载作用在结构上诱发

结构振动，反之，结构的随机振动又引起流场的扰动，两者互相作用与反馈，形

成复杂的流固耦合系统运动。水工结构流激振动问题研究通常包括结构的自振特

性分析（干模态分析和湿模态分析）和水流脉动压力作用下的受迫振动分析。 

流固耦合振动控制方程中有 3 个附加项：附加质量阵、附加阻尼阵和附加刚

度阵，在多数研究中，往往略去了附加阻尼和附加刚度矩阵，对附加质量做作一

定的简化处理。虽然现有大型有限元计算程序已可近似计算结构振动诱生的附加

质量阵，但很少能计算附加阻尼阵和附加刚度阵，因此目前用有限元法进行数值

模拟，只能与实测的脉动压力配合，忽略附加阻尼和附加刚度，近似模拟在脉动

压力作用下的强迫振动。 

目前针对水工结构流激振动问题，通常是采取水工模型试验和数值计算分析

相结合的方法，将作用在结构上的水动力荷载分解为 2 部分：一是由水流紊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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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水流脉动压力，由水工模型试验测定；二是由于振动引起的附加扰动流场

所产生的动水压力，通过运动方程中的附加质量阵来等效，并假定附加扰动流场

对脉动压力的影响很小且可以忽略不计。问题归结为求解考虑水体附加质量影响

下，结构在脉动水流作用下的随机振动问题，首先对水力模型试验测得水流脉动

压力进行频谱分析，并考虑脉动压力的时空相关性，将测点水流脉动压力转换为

有限元计算的节点荷载，然后用随机振动计算方法求解结构的流激振动动力响

应。由于流固耦合界面可以根据需要分割成若干单元，除了传统的水流点脉动压

力测量，也可以直接同步测定计算单元上的脉动荷载，在重力相似模型上同步记

录若干个面脉动压力的历时过程，作为荷载输入到有限元动力计算，同时发挥水

力模型与有限元计算的长处，预报结构的强迫振动。对于水工结构的流激振动问

题， 后归结为结构的有限元动力分析，目前的大型有限元计算程序，如 Ansys、

Adina，在动力学分析方面的功能都比较完善和强大，可以进行模态分析、谐响

应分析、谱响应分析、瞬态动力学分析，足以分析水工结构在脉动压力转换成的

荷载作用下的动力响应问题。 

由于有关流固耦合的结构动力分析理论还不成熟，数值计算分析中基于假定

条件得出的动水荷载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差异。因此，在流固耦合问题的研究中水

弹性模型试验起着重要作用，通过水弹性模型试验与数值计算分析方法相结合，

互相验证，以提高问题研究结果的可靠度。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外的试验研究

均采用变态水弹性模型，通过调整模型的断面尺寸保证模型的整体刚度近似相

似，采取附加质量的手段使模型的质量分布近似相似。目前，国内在水弹性模型

材料的研制方面有了明显进展，针对水工结构的常用材料（混凝土和钢材）研制

的水弹性模型材料可以基本满足模型材料的弹性模量相似和密度相似，已经分别

用于溪洛渡拱坝、拉西瓦拱坝、溪洛渡泄洪洞检修闸门和闸门的水弹性模型试验

研究，通过水弹性模型试验直接测量其动力响应，取得了比较满意的结果。 

（6）高坝泄洪雾化问题研究 

泄洪雾化是目前水利水电建设中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一般而言，泄水

建筑物在泄洪时，高速水流都将产生雾化降雨，这种非自然降雨对坝区交通、下

游岸坡稳定、电厂输变线路的安全、下游正常的工农业生产，以及附近居民的日

常生活等均构成一定的威胁与影响。尤其是高水头、大流量的水电工程，其泄洪

雾化的规模与危害十分惊人，如二滩水电站 1999 年泄洪时，强烈的雾化降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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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下游岸坡的坍滑；白山水电站 1986 年及 1995 年两次开闸泄洪，均在坝下形成

较严重的溅水雾化现象，水舌风、暴雨、飞石对水电站的正常运行造成了严重影

响。可见泄洪雾化是关系到工程安全的重大课题之一。另外，随着人们环境意识

的逐步提高，泄洪雾化作为环境问题也开始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我国水电界对泄洪雾化问题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乌江渡水电站

与梅山水电站相继开展了原型观测研究。近年来，在吸收已建工程经验教训的

基础上，我国水电界对泄洪雾化问题的重视程度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目前

各大中型待建工程如小湾、溪落渡、向家坝等，大都开展了泄洪雾化预测研究。

正确预测泄洪雾化的影响范围及其降雨强度，对于下游岸坡防护设计、重要建

筑物防雾廊道的设计，以及合理制订泄水建筑物的运行调度方式等都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但泄洪雾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水、气两相流物理现象，其影响因素

众多，包括泄水建筑物的体型及泄洪方式、上下游水位差、流量、入水流速与

角度、下游水垫深度、下游地形、当地气象条件等都是有关联的影响因素，同

时在时间上也有其随机性的一面，为此研究的难度很大。 

从目前国内外在泄洪雾化方面的研究情况看，国外在该方面的研究报道比

较少见，而我国的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多，这与我国水电工程水头高、流量大、

雾化问题更加突出有密切关系。我国对泄洪雾化问题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原型

观测、实体模型模拟、理论分析 3 大类。而国外学者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射流雾

化机理的理论研究，曾有研究者通过实验分析得出用水力学因子表示的雾化临

界条件，以及雾化频率同 Re 数、Weber 数的关系。 

多年来，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陈惠玲与武汉大学梁在潮分别致力于泄洪雾

化的物理模拟试验与理论计算研究，并取得了较多成果，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对

泄洪雾化现象及其物理过程的认识与理解，也大大提升了工程界与学术界对高

坝泄洪雾化问题的重视程度。尽管如此，由于泄洪雾化问题的独特复杂性，无

论是实体模拟试验研究还是理论计算都存在较多难点与争议，如理论计算因涉

及到挑流水舌的掺气、破碎、入水激溅、扩散漂移等十分复杂的物理过程，受

认识深度的局限性所限，计算模型本身不得不做出许多概化与假定；实体模拟

研究中，模型律如何确定也始终未得到完全解决。上述问题直接影响了实体模

型试验与理论计算结果的可靠性与准确度，同时也制约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在实

际工程中的应用。基于上述原因，近几年来在水工水力学界，人们又将目光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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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到已建工程泄洪雾化的原型观测方面，目前基于大量原型观测资料的经验分

析方法被公认为是研究雾化问题的一种既切合实际又准确度较高的方法。实际

上，无论是实体模型试验或是理论计算也必须采用原型观测数据作为检验或率

定之用。长期以来，我国在泄洪雾化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原型观测资料。利用这

些资料，进行科学归纳整理，可以得到一些颇具价值的成果。如曾有学者在估

算泄洪雾化范围时以坝高作为主要控制参数，建立了雾化纵、横向范围及高度

与坝高的经验关系；也有学者认为雾化影响区范围与鼻坎水头之间存在近似的

线形关系。然而上述研究考虑的自变量因素往往是单一的，难以全面正确地反

映泄洪雾化复杂的物理机制与影响因素的多样性，从而也直接影响了上述成果

在实际中的运用。 

近年来，在原国家电力公司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支持下，中国水

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孙双科等基于国内多座已建工程泄洪雾化的原型观测资料，

采用统计分析、工程类比，及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方法，建立了一套定量预测泄

洪雾化影响范围与降雨强度分布的经验公式与基于空间任意坐标点处泄洪雾化

降雨强度的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并在小湾、瀑布沟、官地、双江口水电站

泄洪雾化预测研究中得到了初步运用。 

（7）鱼道水力学研究 

鱼道是在闸坝或天然障碍处为沟通鱼类洄游与下溯通道而设置的一种过鱼

建筑物。近年来，随着国民环境意识与综合国力的提高，鱼道作为水生态保护与

修复的有效工程措施之一，在我国水利建设与水电开发中开始受到普遍重视，正

逐步成为热点研究课题之一。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鱼道建设与运行管理已达到很高的技术水平，其中以

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日本 具代表性。相比之下，我国无论在鱼道设计还

是运行管理方面都与世界先进水平有明显差距。由于经济实力与重视程度不够，

近 30 年来，我国的鱼道建设与相关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我国在上世纪 6、

70 年代修建的一批旧式鱼道，大多运行效果欠佳，部分已被废弃，其主要原因

在于未能充分认识鱼道独特的水力特性，导致在水力设计上存在明显缺陷。 

从文献资料看，加拿大、美国等国内学者在竖缝式鱼道研究方面仍较多采用

大比尺水力学模型试验方法，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通过数值模拟方法计算各级

水池内的水流流态。无论是实体模型试验还是数学模拟计算，研究的重点在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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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态与布置体型的优化研究，在评价水流流态的优劣时，引入了单位水体消能率

的概念与具体量化指标。 

竖缝式鱼道具有水层深厚、垂线流速分布相对比较均匀、水流流态良好、对

上下游水位变动的自调节能力强等技术优势，能够适合不同鱼类沿不同水深通过

鱼道。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大量研究成果表明，竖缝式鱼道的

过鱼效果令人满意，该类鱼道不仅适用于个体较大、克流流速较高的鮭科鱼类，

对于 20 多种非鮭科鱼类同样具有很好的过鱼效果。德国学者的研究表明，通过

对竖缝式鱼道过流底板进行加糙，可使一些克流流速很低的鱼类通过鱼道。从国

外鱼道建设的现状看，竖缝式鱼道已成为目前 为流行的鱼道布置型式。2006

年，北京市水务局在上庄新闸建设中，从水生态修复与水生物多样性角度出发，

设计了兼具生态放流功能与过鱼功能于一体的生态鱼道，并委托中国水利水电科

学研究院进行了水力学模型试验，对竖缝式鱼道的布置体型进行了优化研究，目

前该鱼道工程已经建成并投入运行，成为我国北方地区为数不多鱼道工程，受到

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我国广西省长洲水利枢纽采用了横隔板鱼道布置型式，通过改变横隔板断面

形状与组合，在同一断面形成不同的流速分区，以适应不同大小鱼类的过鱼要求。 

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在鱼道设计中开始注重过鱼功能与生态、景观的和谐

统一，提出了一种新型的鱼道布置型式－自然型鱼道，并在实际工程了得到了较

多采用。这种鱼道充分利用自然地形条件，通过在河道中布置大小不一的各种漂

石，改变流场分布，为鱼类的洄游或下溯提供良好的水流流态。自然型鱼道由于

无需采用钢筋混凝土材料，因此具有生态功能，真正实现了水利工程与生态环境

的和谐统一，很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8）分层取水型电站进水口水力学研究 

大中型水电站由于水深较大，通常会形成稳定的温度分层型水库，在这种情

况下，若采用常规的深式电站进水口，其下泄的低温水会对下游河道的水生生物

带来不利影响，在有灌溉需求的地区，对农作物的正常生长也可能会产生不利影

响。对此，采用分层取水式进水口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措施。 

我国早先的分层取水主要运用于规模较小、对水温有要求的灌溉型水库。这

些灌溉水库的坝高大多低于 40m，采用的分层取水口主要有竖井式和斜涵卧管式

两大类。竖井式采用进水塔或闸门井，通过启闭机启闭控制流量和水温。我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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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云江水库（ 大坝高 21.5m）就采用了竖井加 3 层闸门的分层取水塔布置型

式，3 层闸门的底坎高程分别为 147m、152m、157m；四川冷家沟水库与总岗山

水库则采用了竖井+多层翻板闸的分层取水塔布置型式，可以适应水库水位的变

化完全取用表层水。斜涵卧管式沿梯级斜管在不同高程设置进水口，以盖板塞作

启闭；江西省的枫溪水库（ 大坝高 17.5m）采用了斜涵天桥盖板的分层取水布

置型式，在斜涵上高程 64.3m、67.2m、70.1m、73.0m 处设置了 4 个取水口以实

现分层取水。相比而言，斜涵卧管式只能适用于取水深度、流量较小的水库，而

竖井式则可运用于取水流量较大的水库。 

国内外文献检索表明，对于大多数具有高坝大库的水电站而言，为了实现分

层取水的目的，一般都采用进水口分层布置方式或在传统的岸塔式进水口加设前

池的布置方式。前者是将进水口沿垂直方向分若干层布置，分层数和各层孔口中

心高程根据水库特性、运行调度方式、进水口尺寸以及对下泄水温的要求，结合

地形条件综合确定，后者是在传统的岸塔式取水建筑物基础上增加一道叠梁门及

其启闭设备，以叠梁门挡住中下层低温水，水库表层水通过叠梁门顶部孔口进入

引水道，运行时根据水库水位变化情况，开启或关闭相应数量的叠梁门，以达到

表层取水，避免下泄低温水的目的。就上述两种分层取水进水口的工程运用看，

因前池型布置型式相对而言结构更为简单、工程量小、且维修方便，因而得到了

较为广泛的运用。如日本 大坝高 129m 的下久保水电站与 大坝高 155m 的宫

濑水电站都采用了这种模式，我国 大坝高为 200.5m 的光照水电站也采用了这

种模式。有必要指出的是，光照水电站是我国第一座在高坝工程中实施分层取水

的大型工程，目前该工程正在建设之中。 

对于分层取水进水口而言，需要解决的水力学问题包括进水口的水流流态、

局部水头损失，以及闸门快速启闭过程中非恒定水流对进水口结构的不利影响

等。美国与日本在该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与工程实践，并出版了相关

的设计指导书。 

相比而言，我国的相关研究只是刚刚起步，与国际先进水平尚有明显差距。

2006～2007 年，结合光照水电站、三板溪水电站与錦屏水电站，中国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对叠梁门分层取水技术的水力学问题进行了试验研究。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大型水电站而言，采用分层取水式电站进水口往往会大

幅增加工程投资，另外有的型式会导致进水口水头损失增大，对电站的发电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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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影响，因此，应根据不同工程的特点与实际需要，审慎对待。 

（9）抽水蓄能电站水力学问题研究 

抽水蓄能是电力系统中作为调节手段的一种先进技术，在国内外已经取得了

显著的经济效益。20 世纪 60～80 年代是国外抽水蓄能电站发展的 快时期，30

年间全世界抽水蓄能电站的容量增加了近 30 倍，已成为大型电力系统构成中不

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世界各国抽水蓄能电站的建设又取得了较大发

展。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电力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为提高电网的运

行质量，调整能源结构，我国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相继建成了广

蓄、天荒坪、宜兴等大型抽水蓄能电站，还有多座大型工程如西龙池、张河湾、

宝泉、呼和浩特等也在建设之中或已建成。 

对抽水蓄能电站而言，进/出水口体型布置研究、高压岔管水头损失系数，

以及调压井布置等，对电站的安全运行与发电效益具有直接影响，一直是水力设

计的重点内容之一。近年来，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结合张河湾、呼和浩特等

具体工程，从消减反向运行工况下上、下水库进/出水口拦污栅断面的负流速出

发，对抽水蓄能电站进/出水口的水力特性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优化布置方

案。 

文献检索的结果表明，由于抽水蓄能电站进/出水口双向水流流态的特殊复

杂性，国内外大部分工程问题的相关研究多以实体模型试验研究为主，采用数值

模拟方法进行研究的报道不多见，这种情况在若干年前尤为突出。近年来，随着

计算机技术与数值模拟方法的快速发展，数值仿真技术越来越多地运用于解决工

程水力学问题，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Guang（1996）、Tagomori（1989）、Takata

（1992）、Constantinescu（1997）等对进水口水流现象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与研

究；Agouzou M.，Vu 和 Shyy 等分别于 1990 年计算了尾水管及蜗壳内的的流动；

美国 Iowa 大学 IIHR 的 Charles C. Song 等 1988 年在紊流计算中引入弱可压概念，

利用大涡模拟对水轮机转轮内部的流动进行了模拟尝试；日本学者在高压引水岔

管的设计中，目前已普遍采用了以数值模拟计算为主的优化设计方法；国内学者

对进/出水口与高压三岔管的水力特性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与优化研究。但总体

而言，国内外对于抽水蓄能电站的水力学问题，大多数研究还都是针对个体工程

而进行的，尚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今后应予以加强。 

（10）水工水力学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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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水力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实体模型试验、数值分析计算及原型观测。前两

者是国内外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方法，由于实际工程中水流现象的复杂性，尽管近

年来数值模拟方法得到了较大发展，但距离解决实际问题仍有一定差距，目前水

力学研究的手段更多的还是采用实体模型试验。而实体模型试验，受模型材料、

模型比尺、模型相似律等复杂因素的影响，通常都存在缩尺影响问题，尤其在高

速水流的空化空蚀与掺气减蚀等研究中，缩尺因素影响问题更为突出，为解决这

一问题，开展水力学原型观测研究，通过原型观测结果与模型试验成果的对比分

析，建立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认识并消除比尺效应影响的可靠方法。由于原型观

测的经济投入太大，国外开展的研究工作较少，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则比较出

色。 

我国历来十分重视水力学原型观测工作。特别在近20年来，随着一大批大型

水电工程陆续建成并投入运行，相继对一些重要工程开展了水力学原型观测，如

乌江渡、东江、东风、鲁布革、隔河岩、五强溪、安康等工程的泄洪观测，二滩

全面的水力学原型观测，小浪底孔板洞的泄洪原型观测，以及三峡泄水建筑物和

船闸水力学原型观测等等。通过一系列的原型观测工作，不仅加深了对水工水力

学关键技术问题的认识，为验证实体模型试验成果以及提供数值模拟参数起到了

关键作用，而且促进了量测手段的日益丰富与技术的不断发展，并锻炼了队伍。 

水力学原型观测能否取得预期目标，很重要的条件是观测仪器与设备，包括

感应器、接受仪器、数据的采集与分析，在这些方面，我国已走在世界前列。相

比而言，国外对泄水建筑物进行原型观测工作的不多，加拿大麦卡坝洞塞式泄洪

洞和龙抬头式泄洪洞的首次运行中开展了通气量的原型观测，瑞士苏黎士工业技

术大学近年来也开展过泄洪洞水力学原型观测，巴西的福兹杜阿里亚和委内瑞拉

的古里溢洪道开展过通气量的观测，但是像我国这样全方位的开展水力学原型观

测的并不多见。 

近年来，我国对重要的大中型水电工程在建成并投入运行后都要求进行水力

学原型观测，为验证泄水建筑物运行的安全性、完善设计规范和改进模型试验方

法等提供了丰富翔实的数据资料等，成为现代水工水力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手段之一。可以预见，在未来数十年内，随着一大批大中型水电站陆续建成并投

入使用，水力学原型观测技术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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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学科发展新动向和值得关注点 

本学科值得关注的新方向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高坝泄洪雾化预测及对策研究； 

（2）高坝底流消能技术的进一步研究与完善； 

（3）高坝泄洪安全的评价体系、方法与相关技术研究； 

（4）梯级电站泄洪运行调度中的综合水力学问题研究； 

（5）鱼道水力学问题研究。 

3.3 综合分析与评价 

水工水力学是水力学研究领域内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分支之一，主要解决工程

建设中涉及的工程水力学问题，因而其学科发展与研究水平与水工建设的现状与

技术需求密切相关。 

就世界范围而言，目前水能资源开发的重点在亚洲，而亚洲的重点在中国。

统计数据显示，2005 年世界上各大洲在建水电工程的总装机容量，南美洲占

13.0％，非洲占 3.4％，欧美发达国家约占 5.3％，而亚洲则占 78.3％。在亚洲诸

国中，我国的水能开发高居首位，以 2005 年在建的 60m 以上大坝为例，我国为

117 座，远远高于日本的 43 座、印度的 16 座。我国的水能资源得天独厚，位居

世界第一。我国大陆水电的理论蕴藏容量为 6.94 亿 KW，技术可开发容量为 5.42

亿 KW，年发电量为 2.47 万亿 KW.h。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在电力体制改革

中市场竞争机制的成功引入，大量社会资本开始涌向水电，我国水电开发渡过了

资金制约的困难时期，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至 2004 年 8 月，我国水电装机已

突破 1 亿 KW。根据电力发展规划与“西电东送”的战略目标，到 2010 年、2020

年，我国常规水电装机容量将分别达到 1.94 亿 KW、3.28 亿 KW，抽水蓄能电站

装机容量将分别达到 1800 万 KW 和 5000 万 KW。 

从技术角度看，我国高坝建设普遍存在高水头、大流量、窄河谷的技术特点，

而且对于许多大型水电站而言，上述难点往往同时存在，对水工水力学研究提出

了很高的要求，也大大促进了学科发展。近年来，我国正在和即将建设三峡、溪

洛渡、小湾、向家坝、白鹤滩、錦屏、双江口等一批战略性工程，其规模巨大，

工程与社会条件十分复杂，技术难度很大。世界上其它国家的高坝建设，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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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那样的水工水力学技术难题，如南美洲的巴西与委内瑞拉、亚洲的伊朗与土

耳其都有几座巨型水电站工程，这些工程或是坝高很高、或是泄流流量很大、或

是下游河道狭窄，但其综合技术难度均明显低于我国在建中的几座高水头大流量

水电站。如巴西的依泰普水电站与图库鲁伊水电站 大泄量分别高达 62200m3/s、

100000m3/s，但由于下游河道宽阔，泄水建筑物的单宽流量都不是很大；伊朗与

土耳其的几座水电站，尽管坝高较高，下游河道也十分狭窄，但泄流流量不大，

因而其水工水力学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均不如我国那么突出。 

通过不懈努力与大量创造性工作，我国在水工水力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

技术成就，目前在泄洪消能布置、新型消能工开发、掺气减蚀、空化空蚀、压力

脉动与振动、导流与截流、泄洪雾化、水力学原型观测等研究领域已处于世界领

先水平。但在水工水力学的基础性研究领域，如水气两相流研究等方面，国外开

展了许多研究工作，尽管由于问题的高度复杂性以及受室内试验模型缩尺因素的

影响，上述研究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毕竟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值得我国借鉴

学习。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水电年发电量占经济可开发量的比例已经

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美国为 79.8％、日本为 80.6％、加拿大 65.9％、法国与意

大利更是高达 95％以上，其水能资源开发已进入资源制约阶段。坝工建设已由

传统的水能重视阶段转入环境重视阶段，关注的重点在于水库与大坝的供水功

能、水质、航运、以及建坝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为尽量减免对鱼类资源与下

游工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与工程实践，如鱼道

技术、分层取水技术等已经相当成熟，很值得我国借鉴与参考。 

3.4 对本学科发展的若干建议 

（1）我国水工水力学研究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围绕高坝建设，水工水力

学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随着一系列实际工程问题的不断提出与解决，水工

水力学将会得到较大发展。 

首先，从水工水力学的发展历史与现状看，国内外存在很大差异与不同。由

于西方发达国家水电开发的高峰期早已过去，其水工水力学研究的重点已从工程

水力学转向生态水力学与水利信息学，而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与此相比，

我国目前正处于水电建设高峰期，而且还将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因而存在大

量的工程技术需求，传统的工程水力学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其次，由于国民环境



www.iwh.com

 

 384

意识的不断提高，目前我国对水电开发过程中的环境影响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

为泄洪雾化预测研究、鱼道技术、分层取水技术等研究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舞台。 

当前世界上水电建设的重心在我国，水工水力学研究的中心也在我国。从国

家电力发展规划与水电开发的形势看，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水能资源

开发将一直处于高峰期，为满足工程实践需要，我国水工水力学研究仍有大量的

工作要做。如高拱坝坝身泄洪消能技术、高水头泄水建筑物掺气减蚀技术、高坝

底流消能新技术、导流洞改建永久泄洪洞、开发高速水流水力特性的原创性流体

计算软件等，都将是未来的重点研究内容。 

（2）水工水力学的基础性理论研究亟待加强。 

从发展历史与现状看，水工水力学仍然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性学科，其

研究方法目前仍以试验研究为主要技术手段，在解决实际工程问题时，往往需要

已建工程成败的经验教训与研究者的既有经验。由于该学科发展的源动力直接来

源于实际的生产课题，受时间与经费等的制约，大部分研究只能立足于满足具体

工程的生产需要，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与总结。水工水力学研究的上述特点决

定了该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尽管国内外在工程实践上取得了很大

成就，对有关问题的认识水平有一定提高，但相对而言理论研究进展缓慢，如高

速水流水气两相流理论、空化空蚀理论、泄洪消能与岩石冲刷理论、高速水流数

值模拟计算理论等在近 2、30 年内都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理论认识与发展的不

足，也制约了水工水力学的进一步发展。 

为加快水工水力学的进一步发展，更好地满足工程技术需求，应高度重视对

工程水力学相关理论的研究力度。实际上，目前，国内外在水工水力学研究中均

已积累了大量的试验研究资料与水力学原型观测资料，对上述资料进行全面系统

的总结与整理，是理论研究取得突破可供选择的捷径之一。 

（3）要尽快开发适用于高速水流数值模拟计算的原创性计算软件。目前，

我国学者在水工水力学研究中普遍采用了 Mike、StarCD、Fluent 等通用性大型

商业软件，但上述计算软件，在解决与高速水流有关的工程水力学问题时仍有不

少问题，难以运用于工程实际。需要尽快开发研制出适应高速水流特性的专门计

算软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这方面的技术需求不多，只能靠我国学者自行努力。 

（4）对大坝建设中环境制约因素的研究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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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重视水电工程建设中的环境评价问题，并积极寻求减免其不利影响的工

程技术措施，在水工水力学研究范畴，需要将泄洪雾化预测、鱼道水力学、分层

取水水力学等作为重点问题开展研究。 

（5）枢纽安全运行和科学管理问题 

在不远的将来，随着我国一大批巨型水电站的不断建成与投产，大坝安全运

行与科学管理问题将会受到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应对其泄洪安全与运行调度方式

开展深入研究，从水力学角度，提出泄洪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与分析方法，进一

步完善泄水建筑物的水力学安全监测技术。 

针对中小型水电站，需开展溃坝水力学问题研究，包括溃坝机理、溃坝过程

分析分析、以及风险分析等方面。 

另外，水力学原型观测研究可以有效弥补并修正水工模型试验中缩尺因素的

影响，从而正确认识泄水建筑物的水力特性并对其安全运行提出合理化建议。因

此对水力学原型观测的实施方法与获取资料的后处理与深入分析也应是关注的

研究课题。 

4 水力控制 

4.1 学科发展概述 

水力控制学科是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修建调水工程的情况下诞生的。在国

外， 早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400 年前的古埃及，从尼罗河引

水灌溉至埃塞俄比亚高原南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埃及文明的发展与繁荣。据

不完全统计，全球已建、再建或拟建的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有 160 多项，主要分

布在 24 个国家。地球上的大江大河，如印度的恒河、埃及的尼罗河、南美的亚

马逊河、北美的密西西比河等都可找到调水工程的踪影。 

我国是世界上 早进行调水工程建设的国家之一。1400 年前开凿的大运河，

当属我国跨流域调水的鼻祖，而始建于 2200 年前的都江堰引水工程则成就了四

川“天府之国”的美誉。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为解决缺水城市和地区的

水资源紧张状况，我国又修建了 20 座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如：江苏江水北调

工程、天津引滦入津、广东东深供水、河北引黄入卫、山东引黄济青、甘肃引大

入秦、山西引黄入晋、辽宁引碧入连、吉林引松入长、甘肃景电扬水，以及正在

建设的南水北调工程等。南水北调工程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计划过的 庞大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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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年调水总量达 450 亿 m3，可基本缓解黄淮海流域、胶东地区和西北内陆

河部分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的状况，并逐步遏制因严重缺水而引发的严重生态环

境问题。  

我国现有城市 600 多个，严重缺水城市达 400 多个，其中特别严重缺水的城

市有 110 多个，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这些城市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大规模调水工程建设势在必行。 

与单个的水电站、泵站不同，长距离调水工程的建设复杂得多，调水工程通

常是将不同地区的水坝、水库、明渠﹑隧洞、倒虹吸管、闸门、泵站、自动监测

监控系统通过水力有机联系起来。为了提高运行效率和输水安全性，我国的大型

调水工程正朝着全系统自动化， “数字工程”和“管理信息工程”的方向发展，如

引黄入晋、南水北调工程和引滦入津工程等。其关键基础之一是建立全系统运行

水力系统实时仿真平台，实时模拟水流的运动、调节装置的调节过程，制定全系

统经济运行计划，以及对系统故障、泄漏的实时监测监控，涉及到管道水击、明

渠非恒定流、冰水力学、系统故障和泄露检测技术、大系统的优化设计和运行

优化、地理信息系统、现代计算机数字三维仿真等高新科技。2003 年杨开林在

《关于“数字南水北调工程”的设想》一文中提出了水力控制的概念，并在《调水

工程设计新思想的探索》一文中定义水力控制是一门研究应用工程、运行的措施

和方法将水流的运动限制在预先规定的范围内的科学。 

调水工程水力控制主要研究两类命题： 

正命题。在已知水工、机电、自动监测监控系统配置的条件下，研究整个工

程水力控制的动/静态特性及其 优控制策略和方法； 

反命题。在已知调水工程水力控制要求的条件下，研究水工、机电、自动监

测监控系统的 优配置。 

应用水力控制理论规划设计调水工程的关键：首先是科研必须贯穿全过程，

包括前期的总体规划、中期的技术设计，以及后期的实时运行调度研究；其次是

建立工程的整体水力控制模型，全面、系统地考虑水坝、水库、泵站水泵、渠道、

管涵、调压设施、自动监测监控系统的有机联系，进行技术经济比较，以达到安

全、可靠、经济的综合目的。由于水工、机电、自动监测监控系统是按照水力控

制 优运行的要求配置的，所以工程投资效益可以得到 大程度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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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控制学科的概念被提出以来，得到了较快发展，初步形成了学科的理论

体系。同时应用水力控制理论完成了两大工程的总体规划设计。一是南水北调中

线北京段管涵输水工程，提出采用管涵输水方案代替原来的明渠输水方案，规划

设计的 4m 内径的 PCCP 输水方案被设计院采用实施，节省工程投资 6 亿多人民

币。二是引渤济锡海水西送工程，该工程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型长距离输海水工程

（杨开林，2007）。 

调水工程的水力控制是一门交叉学科，主要涉及学科包括：管道水击，明渠

非恒定流，水力机械自动控制（水轮机调节，变速泵调节，渠道闸门调节），冰

水力学，系统故障和泄露检测技术，大系统的优化设计和运行 优化，以及现代

计算机数字三维仿真等高新科技。 

管道水击理论是由俄罗斯科学家儒可夫斯基（Жуковский）1897 年创立的。在水

力瞬变理论发展过程中，阿利维（Allievi）、托马（Thoma）、克里夫琴科（Кривченко）、

Streeter 和 Wylie 等作出了杰出贡献。阿利维创造了水击分析的数学方法和图解

法，成为水击领域其后 50 年研究的基础。托马提出了调压井稳定的判别准则，

迄今是水电站调压井设计的依据。克里夫琴科（Кривченко）提出了水电站水击的图

解法，利用水轮机模型特性曲线确定水轮机的边界条件，并提出了水轮机理想关

闭程序和合理的关闭程序的概念。Streeter 和 Wylie 等人提出了水击的特征线计

算方法，成为目前普遍采用的计算机数字计算方法，为水击理论在工程中的广泛

应用奠定了基础。在国内，很多专家对水击理论的发展也作出很大贡献。常近时

创立了水电站水击的水轮机内特性分析方法。杨建东研究了水击过程中因压力降

低导致液体汽化形成的两相流动。杨开林研究了调压井脱空进气的瞬态两相流，

采用拉格朗日方法描述气体在管道中的流动。索丽生研究了经典水锤理论难以解

释的“与频率有关的瞬变流”现象，提出了“复波速”的概念和集“频率响应分析”与

“快速傅里叶变换”为一体的“脉冲响应法”，为分析诸如高粘性流体、岩石隧洞、

塑料管道中的瞬变流开辟了新的途径。韩军 、王光谦 、 韩文亮针对固液两相

流的特点，建立了水击计算的运动方程及连续方程。刘保华在水击计算方面作了

大量工作，推动了水击理论在水利水电工程的普遍应用。目前，水力瞬变理论发

展比较成熟，已由一维发展到二维、三维，在工程设计中获得广泛应用。对管道

水击的控制不仅可以采用工程措施，如设置调压井、空气阀、减压阀、增加机组

转动惯量等，而且可以采用运行措施，如对水轮机导叶、水泵蝶阀实行两段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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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渠非恒定流理论是由法国科学家圣维南在 1871 年创立的，他建立的一维

明渠非恒定流基本方程一直是分析渠系水流运动的基础。由于圣维南方程是一对

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在一般情况下不存在解析解，只能采用数值计算的方法求解。

目前在调水工程中研究中常用算法是：显示差分法（Chaudhry），特征线方法

（Wylie 和 Streeter），隐式差分法（普里斯曼（Preissman）。目前，明渠非恒定流

计算方法也可以求解明满交替流和管道水击。 

对水力机械自动控制的历史是由水电站水轮机调速器开始。早在 19 世纪末

期，世界上就有了调速器。在上世纪 50 年代，水轮机调节理论逐渐发展起来，

Paynter 和 Howey 作了早期的研究，提出了理想调速器的 优整定公式。稍后，

寿梅华分析了水轮机特性对稳定性的影响。1975 年 Throne 和 Hill 在水轮机调节

理论研究中引进了状态空间法，建立了包括电网影响在内的调节数学模型，奠定

了现代水轮机调节理论研究的基础。在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伴随着微机调速器

的诞生，我国水轮机调节理论得到迅速发展。陈乃祥、王仲鸿、梅祖彦将状态反

馈控制器设计方法引入水轮机调速器设计；叶鲁卿、刘育骐、魏守平等人在我国

首先开始研究用微机控制水轮机调节及各种控制算法；肖天铎、董兴林、沈祖诒、

陈嘉谋、沈宗树、常兆堂、孔兆年、杨开林等系统分析了水轮机调节系统的稳定

性和调速器参数的 优整定。随着大型变速泵在调水工程中的应用，变速泵调节

前池水位的理论逐步发展起来。杨开林（2000）研究了引黄入晋输水工程变速泵

的调节，提出了变速泵控制前池水位动态特性的数学模型，通过实例，研究了

PID 水位调节器控制参数比例增益、积分增益、微分增益和转速限制器等对前池

水位调节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王涛（2003）将神经网络与常规 PID 控制结合，

利用神经网络来实现 PID 控制器参数的在线整定。 

渠系自动化研究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由法国人首先研制了一系列水力自动

化装备，并提出了水力自动化灌溉的控制方式。到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垦务局

已开发了一系列适用于渠道自动化的算法，如小人算法、EL-FLO 算法、P+PR

算法等。20 世纪 60 年代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通讯、电子技术

的飞跃及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提出了一些新的渠系控制算法并编写了相应的

软件程序，同时还发展了一些实施中央自动监控的灌溉系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法国的普洛斯旺灌区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输水道工程。加州调水工程实现了自动

化集中监控，有些渠系的控制工程已实现无人看管，达到了很高的现代化管理水

平。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随着近年来许多调水工程的兴建，加大了研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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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应用还很少。在这方面，王长德、董兴林等人做了早期的研究。 

管道泄漏是一种常见的事故。即使管道在铺设时达到设计质量标准，但是由

于管道的老化、管道断裂、腐蚀、磨损等原因，泄漏仍旧不可避免。在我国，一

些小城镇供水管网中水量净漏失率有的达到14%。管道一旦发生泄漏事故，除了

影响正常的生产外，还会因为流体流失造成经济损失，以及对环境产生污染等后

果，特别是当输送液体有强腐蚀作用，如海水等。长管道的泄漏检测，包括泄漏

位置和泄漏大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在国际上，管道输水系统的泄漏

检测研究也越来越引起重视，研究的热点主要是瞬变检测法。瞬变检测法可分为

时域方法和频域方法。早期的研究主要是时域方法。采用时域方法，一般需要测

量管道进出口流量及水压随时间的变化过程（杨开林，1994，1996）。目前国际

上泄漏检测的频域法是研究重点。国际著名瞬变流专家Chaudry（1987）的研究

表明，管道中稳定的水力波动可以在时域或者频域中分析，当在时域中分析时，

从瞬态过渡到稳定波动的收敛过程缓慢；但是，当在频域中分析时，由于是直接

确定系统的频域响应，花费的计算时间小得多。Mpesha, Gassman, Chaudhry(2001)

研究了上游为水库（水位恒定）、下游为可以制造正弦周期扰动的阀门条件的管

道系统泄漏检测频域数学模型。研究表明，与时域法不同，频域法只需测量一个

位置，如阀门处的流量和压力信号，就可以完成泄漏检测任务，并且具有很高的

定位准确性。王通，阎祥安，李伟华（2005）采用类似频域模型，但将阀门的扰

动修改为快速关闭，产生一个流量脉冲扰动，通过瞬态压力值(传递函数)的谐波

分析，实现输油管道有无泄漏的检测。Wang, Lambert, Simpson, 

Liggett,Vítkovský(2002)提出了一个适用一条等直径简单管道的泄漏检测方法，将

泄漏等效为一个水力阻力衰减因子，采用付里叶变换求解水击偏微分方程，通过

分析付里叶变换各分量频率特性确定泄漏大小和位置。Lee, Vítkovský, Lambert, 

Simpson, Liggett (2005)研究了更复杂的情况，考虑了非恒定流水头损失系数的影

响，基于系统的频域响应，比较不同峰值之间的相对大小确定泄漏位置。Sang 

Hyun Kim (2005) 考虑了层流和紊流非恒定流水头损失，把脉冲响应法应用于泄

漏检测，并采用拉氏变换得到系统的频域响应模型，并采用遗传优化算法（Genetic 

Algorithm）来确定泄漏量和定位。这些方法的共同点是：在确定泄漏位置和泄

漏量的过程中，需要求检测点水压或者流量付氏频域函数的逆变换。换言之，现

有频域法不是纯粹在频域范畴内分析求解，它们需要部分时域信息，对于复杂系

统有时会很困难。杨开林、郭新蕾等正在研究调水工程管道系统泄漏检测的全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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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法。 

目前水利工程运行的计算机仿真正向三维数字化仿真的方向发展。仿真内容

不仅继承了传统上的过程数值模拟，如水力瞬变和水力控制动态过程的数值计

算，而且引入了计算机三维数字化技术对规划设计的景观(如输水线路、组成元

件形状、甚至地理环境条件、水流的运动等)进行三维建造，营造一个直观形象

的立体虚拟水力系统，为决策者提供一个全面、快速、直观、形象的了解规划设

计和运行全貌的窗口（杨开林，2004）。数字三维视景仿真技术在水利工程中的

应用时间不是很长，许多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外的三维仿真软件以科

学计算可视化为主，虽然本身功能强大，但针对性不强，且对设备和资金的要求

很高，不利于推广使用。相对而言，在水利工程三维视景仿真方面，国内的研究

进度很快。随着“数字南水北调”（杨开林，2003）、“数字都江堰”、“数字黄河”

等研究相继开展，取得了一些成果。钟登华（2002）应用基于 GIS 的三维可视

化模块进行工程施工全过程的仿真研究，实现了工程施工进度、施工过程的动态

三维可视化；“数字都江堰”三维可视化基于 OpenGVS 开发完成（清华大学，

2004），实现了流域整体浏览到局部可视化仿真功能，并结合水调模型和地理信

息系统进行了数值模拟与可视化系统集成方面的研究。崔巍(2007)针对调水工程

线路长、覆盖地域广、工程地理信息量大等特点，重点解决了大型地形场景实时

生成、调度与管理。郭新蕾（2007）提出了变地形比例的处理方法，通过大地形

的生成、变比例拉伸和调度优化，使系统能够在普通 PC 机上流畅的实时漫游并

能弥补仿真中视觉局限的不足，增强了仿真系统全局的直观表现力。郭永鑫

（2007）利用 GIS 空间建模及栅格分析技术，对长距离输水工程在考虑多种影响

因素的前提下备选线路的优选方法，并利用 Google Earth 提供的卫星影像资源在

三维视景环境中对所选线路进行比对、优化，为工程选线的规划勘测设计提供了

一种便捷、高效、经济的新思路。 

值得关注的是，在寒冷地区修建调水工程，必须考虑冰水力学问题，我国的

南水北调工程就面临这一问题。加拿大、美国、挪威、中国、日本、俄罗斯等国

家对冰问题开展了较多研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Clarkson大学沈洪道等

开始从事冰研究，在河冰、海冰、冰力学等方面都有突出成果，在河冰方面，提

出了冰花、冰块、冰盖、冰塞、冰坝形成及其发展的数学模型，还进行了工程应

用。Beltaos在《RIVER ICE JAME》一书中[12]，描述了冰坝形成、演变和消失过

程，介绍了冰坝预报和模拟的数学和实体模型以及野外观测等内容，书中包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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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量工作成果的积累和总结。俄罗斯大部分地区处于高纬度，境内河流众多，

冬天寒冷，在冰研究方面成果比较突出，特别是前苏联。《苏联冰情研究》中，

详细描述了俄罗斯境内众多河流结冰过程、冰塞冰坝、冰盖、解冻、冰下径流的

观测数据，并给出河流冰情的计算方法。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开始了冰情

观测和研究。1994年陈赞廷建立了黄河下游冰情预报数学模型，1998年可素娟建

立了黄河上游冰情预报数学模型，这两个冰情预报数学模型采用经验和理论结合

的方法，至今仍在黄河防凌中发挥作用。杨开林等研究了河道冰塞的数值模拟。

茅泽育等通过分析建立了河道中水内冰形成及演变的垂向二维紊流数学模型。单

纯的试验研究在国内研究较少，王军等通过一系列水槽试验研究了冰塞形成与演

变的一般机理和相应的规律。杨开林、王涛等研究了应用神经网络模型预报冰情，

为黄河上游宁夏、内蒙古河段研发一套集冰情、水情信息的采集、传输、处理与

冰情、水情的预报、会商及决策于一体的冰情实时预报专家系统。 

4.2 本学科发展新动向和值得关注点 

（1）长输水管道系统泄露监测技术研究； 

（2）基于 GIS 系统的调水工程规划、设计理论，包括计算机线路选择理论； 

（3）多变量复杂输水系统的优化调度和控制研究； 

（4）流凌、冰盖条件下渠系的闸门的水力控制； 

（5）调水工程水力控制的计算机数字三维数字仿真； 

（6）研究新的水力控制方法和设施等。 

4.3 综合分析与评价 

水力控制学科是一门我国自主创新集成性学科，形成历史不长，发展较快，

在许多调水工程的规划、设计、安全运行建设中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一门

新兴学科，它的发展不仅是对相关学科进行集成，还要根据调水工程建设的发展

要求发展新的理论，研究新的问题，尽快形成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 

4.4 对本学科发展的若干建议 

在 21 世纪，我国将大规模建设调水工程。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水力控制学

科的发展不仅需要人才，而且需要科学研究试验室作为基础。目前我国不仅调水

工程水力控制是空白，而且连成规模的渠道闸门自动控制试验室也缺乏。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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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调水工程冰水动力学研究在我国基础较差，水平离国际先进水平有一定距离，

需要加快冰水动力学物理试验室建设。 

因此，建议尽快筹建国家级调水工程水力控制物理试验室与国家级冰水动力

学物理试验室。 

5 火核电冷却水 

5.1 本学科发展新动向和值得关注点 

（1）火核电厂循环冷却水水环境影响问题研究 

受电厂自身效率所限，火/核电厂在生产大量的电能的同时，也将产生大量

的废热，在我国火/核电中有一半以上电厂以直流排放方式将废热排放到湖泊、

水库、海洋等环境水域。如此大量的废热排放到环境水体中会带来电厂自身取水

温度的升高以及受纳水域的环境问题。 

我国是研究电厂冷却水问题较早的国家之一，开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随着

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电能的需求不断增加，相应电厂的装机容量不断加大，电厂

冷却水影响问题也日益突出，综观国内外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当前冷却水问题研究

的现状可见，有关直流供水冷却水问题的研究主要有 3 个方面，即由冷却水引起

的各种污染的预报和控制问题，如何更加准确模拟预报不同条件下冷却水排放对

取水温度和环境水体的影响；由冷却水带走的电厂废热回收和利用问题，如何提

高电厂热效率；冷却水工程或冷却装置的规划问题，如何提高自然水体的冷却效

率。在上述问题中，如何处理好电厂安全经济取排水与水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已

成为厂址规划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电厂废热排放与国家“十一五”期间倡导的

“建立节约型社会”也是矛盾的，火/核电厂在提供电能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能

量浪费，为此采用合理的废热回收利用方法也是非常必要的。但现阶段在某些技

术手段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如何兼顾电厂取水安全与环境保护已成为电厂建设中

需首要解决的问题。随着我国对环境问题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环境保护在工程

建设中已处于“一票否决”的地位，作为电厂直流排放可能带来的废热影响必须在

项目规划之初即采取合适的手段进行研究，为电厂规划决策提供依据。 

国内外从事电厂冷却水环境影响预报方面研究工作的单位有很多，也取得了

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我国自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了电厂冷却水方面的研究，首

先始于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工作，其后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河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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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广东水利科学研究院等一批科研单位与高校陆续开展了相关的研

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原型观测、实体模型试验和数值模拟等 3 种手段。 

原型观测是对已建工程进行现场观测，能够真实地反映在自然环境条件下温

排水的输移扩散特性，为科学研究提供宝贵的原始资料，但通常工作量大、费用

高，测量结果的精度也会受到测量仪器的限制和当时当地特定的自然环境的影响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自然环境在原型观测中相当重要）。同时，原型观测无法获

得工程规划设计阶段所需要的预测信息，因此多用于检验理论分析结果、模型试

验和不同的数值模拟方法的可靠性和精度，以及为总结某些基本规律提供依据。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先后进行过大港电厂、湖南株洲电

厂、香港南丫电厂等工程进行了冷却水的现场观测调研。 

我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了电厂冷却水方面的研究工作，以中国水科院陈

惠泉为首，于 1958 年首次直接用温差水体为介质开展了冷却水实体模型试验研

究并取得成功，提出了考虑温差效应及水气交面散热效应模型相似条件。其后，

结合工程需要，开展了大量模型试验和基础性研究，如：温排水出流近区掺混问

题研究、水面蒸发散热系数研究、模型变态率影响问题研究等。这些成果为后来

的一系列研究奠定了基础。 

冷却水排放环境影响实体模型试验是在传统的水工模型上增加温度变量，除

考虑水力相似外，还考虑了热力相似。与原型观测相比，降低了费用并且能够直

接反映复杂的物理现象，缺点是由于场地、试验费用等条件的限制，模型模拟范

围一般仅限于取排水口近区水域。模型试验的理论基础是模型相似律，对于任何

一种现象，模型试验现在还无法同时满足所有的相似准则，必然存在相似准则的

取舍问题，为此导致了试验结果与实际情况会存在一定的差距，如：模型试验平

面扩散较强，立面扩散偏弱，强化了温差异重流作用等等。为此，也不断有后人

对模型相似性等问题作出进一步的研究，如：中国水科院赵振国从运动方程出发

对模型试验相似律作了新的推导，考虑了水流的运动结构，包括温排水的近远区

和分层与不分层等差别，提出了模型中弗劳德数和密度弗劳德数必须同时与原型

相等的原则。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对增强温排水排放水力、热力特性机理的认识、

提高试验成果的精度均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 

随着计算机的发展，数值模拟在科学研究和工程设计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

高，从国内外冷却水问题研究发展情况看，采用完善的数学模型进行模拟分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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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厂冷却水问题研究的发展方向。关于冷却水问题的数值计算模型有很多，一般

采用水动力方程和温度输运方程联合求解，而应用 广泛的模型是沿水深平均的

平面二维浅水环流模型。温排水的三维数值模型多采用 K-ε 紊流模型，根据实

际的不同情况对方程进行适当的修正或简化来描述水流和温度输运。按照坐标变

换与计算网格，有笛卡尔坐标下的结构网格和贴体坐标下的非结构化网格，也有

两者结合的混合模式。按照方程的离散方法有：有限差分离散、有限元离散、有

限体积离散等等。数学模型有其自身的许多优点，如：研究工作支出较少；不受

试验场地的影响，可以做任意范围的计算；速度快，周期短，可以较快得到研究

结果；可以考虑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可以完全自由地选择流动参数；可以

进行全尺度“试验”，不存在比尺效应等等。但数学模型也存在其局限性，在不考

虑数值计算格式与方法影响的前提下，其模拟的结果取决于对物理现象本质的把

握及其准确的数学描述，迄今为止人们对温排水在环境水体中的输移、扩散等问

题的认识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为此数值模拟手段还有待不断改进与深化。 

国内外关于环境水体温排放影响问题的数值研究成果很多。英国学者

Harleman 在 1968 年进行了恒定流态和非恒定流态下的电厂冷却水的热扩散规律

的研究。1970 年 Motz 和 Benedict 针对对恒定均匀的来流建立了热射流的积分

模型（M-B 模型），接着 Stolzenbach 和 Harleman 建立了恒定非均匀环境流情况

下的热射流积分模型（S-H 模型）。Dunn.W.E.Policastio.A.J 和 Paddock.R.A.（1975）

在潮汐河道中，利用非恒定的一维数学模型与准三维的射流模型进行叠加，

Watanaba（1975）在冷却池中发展了一种分层流的远、近区结合方法，近区用

Stolzenbach-Harleman 的表面射流，远区分两层，用有限元法计算。John T.Kaufman

和 E.Eric Admas 于 1981 年提出了一种近区与远区结合的方法，在整个区域内挖

掉一个半圆，在近区内用射流积分模型给出半圆上的远区边界条件，远区用有限

元法计算。在近区常按射流或浮射流建立积分模型，远区则以一维或者二维浅水

环流对流扩散方程求解，由于近远区的范围很难准确划定，为此两者的衔接还存

在一定的问题。有时根据工程实际情况，一维模型也能够满足要求，郝红升、李

克峰等人对河道一维非恒定流水温进行数值预测。随着计算机性能的不断提高，

二维模型的研究日趋成熟， McGuirk 和 Rodi 早采用水深平均形式的 K-ε紊流

模型计算冷却水岸边排放近区的温度分布。江洧采用建立在三角形网格上的破开

算子有限元方法离散方程，进行了惠州 LNG 电厂平面二维温排水计算，这种方

法能适用复杂地形，且具有收敛速度快，计算精度高等优点。郝瑞霞、齐维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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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分步杂交法（采用三角形网格系统，将计算的每一时间步长分成两步进行，

前半步采用特征线法，主要考虑对流效应；后半步采用集中质量的有限元法，主

要考虑扩散效应）进行了潮汐水域流速场和温度场的二维数值模拟。陈凯麒、李

平衡等人以改进型分步杂交法为计算手段，通过二维守恒浅水环流方程及能量方

程模拟了湖泊、水库的流速场、温度场。张继民、吴时强等人分析电厂温排水流

动特性，并对平面二维温排水数学模型中的参数进行了分析，给出了横向扩散系

数、纵向扩散系数以及表面综合散热系数的常用估算方法、估值区间以及实测计

算方法。马进荣、张晓艳等人通过在水流方程计算时采用实际水深进行垂向积分

概化，温升方程的计算采用掺混层厚度垂向积分概化，考虑了平面二维温排水数

学模型的热水上浮效应。杨芳丽、谢作涛等人采用有限体积法及 SIMPLE 算法离

散求解方程，建立基于非正交曲线坐标下非交错网格的平面二维温排水数学模

型。上述的浅水模型往往无法处理近区中水流的卷吸、流速分布等现象，但是其

质量守恒比较容易实现，电厂排热量也比较容易给出，困难之处是排取水口处的

水流速度条件。虽然在理论上精细的模拟排取水口形式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对于

大范围的数模计算，网格划分过小很难实现，该类模型更加适应于远区温排水对

流扩散现象的模拟。水深平均的紊流模型，与浅水模型相比增加了关于水深平均

的紊流动能κ 与紊动能耗散率ε 的方程。二维的数值模拟对温排水大范围的环境

影响具有较好的结果，但对于排水口近区不能详尽地模拟。完全的三维模型一直

是温排水数值模拟的研究方向。胡振红、沈永明等以 N-S 方程和κ ε− 湍流模型

为基础，针对水温和盐度分层流的流动特性，考虑了浮力对紊动的影响，建立了

温度和盐度分层流的κ ε− 模型。郝瑞霞、韩新生对浮力修正的κ ε− 紊流模型，

采用三维离散型边界拟合坐标变换下的控制体积法，进行了泉州湾水域某核电冷

却水工程的潮汐水流和热传输的三维数值模拟研究]。郝瑞霞、陈惠泉等人用有

限体积法对浮力修正的κ ε− 模型进行离散，对离散方程组采用 SIMPLE 算法对

天然河道上冷却水工程进行数值模拟。方神光，王颖等人对κ ε− 紊流模型，采

用非均化网格和混合离散格式，通过选取适当的紊流参数和壁面参数模拟了横流

中单矩形孔热水浮射流的κ ε− 模型。但迄今为止，完全意义上的三维模型还很

少见。另外，蔡惠文、孙英兰等人对温排水数值模拟扩散方程中热污染源项的简

化条件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源项计算公式。曾玉红、槐文信针对不同的射流参

数和环境流体参数下的有限水深平面垂直射流，采用混合有限分析法，对近区以

稳定浮力表层形式排放和由于近区漩涡产生二次吸附的非稳定排放两种流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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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混合流体的流速场和温度场进行了数值模拟。杨中华、槐文信在对流动环境

中平面热水负浮力射流进行数值模拟的基础上就近区特性进行分析，得到了不同

排放角度和射流比下涡心和分离点位置等特征量的值，分析了水面上流速、温度、

湍动能及其耗散率变化规律，对涡心断面上的动量方程和湍动能平衡进行了研

究。M.J.Baptist and W.S.J. Uijttewaal 等人在详细分析温排水的输移和掺混上，应

用 DELFT3D 模型和 THREETOX 模型预报温排水的排放规律。Lars Ekebjearg 和 

Peter Justesen 把 Quickest 格式从一维应用到二维用以计算对流扩散方程。有关

温排水对环境溶解氧、生态影响的数值模拟方面，黄锦辉、李群等人利用质量守

恒方程，根据鸭河口水库的环境特征，选取合适的参数，对温排水入库对溶解氧

影响进行了预测。金腊华、黄报远等人分析湛江电厂温排水引起的温升对浮游生

物和鱼类的影响等。总之数值模拟手段以其方便、经济、快捷，能够适用于大水

域问题的研究而日趋引起广泛重视，已成为电厂冷却水环境影响问题研究的发展

方向。 

（2）海水冷却塔与排烟冷却塔 

目前，已经有些工程因为环境保护的原因，由海水直流冷却改为循环冷却方

式。如：浙江国华宁海发电厂二期工程的装机容量为 4×1000MW 燃煤机组。为

了减少电厂排水对海域的热污染，保护海洋环境和维持生态，二期工程将采用循

环冷却方式。同时为达到排放要求，二期须设计增设湿法脱硫装置，但是经过脱

硫后的烟气排放在我国还是一个新技术。目前国内配 1000MW 大容量机组的冷

却塔还未有先例，而直接使用海水作为循环水系统补充水又为冷却塔设计、建设

及施工增加的难度。因此，大型海水冷却塔及脱硫排烟中存在很多关键技术需进

行深入研究以确保工程建设的质量，同时提高我国冷却塔的设计建造水平。 

海水冷却塔是以海水作为冷却介质和补充水的冷却塔，其特点是冷却介质的

含盐量较高，具有一定的腐蚀性，提高冷却倍率有一定难度。目前城市用水中约

80%是工业用水，工业用水中约 80%是工业冷却用水。如果海水冷却塔能较好的

应用，对于节约淡水资源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我国沿海淡水缺乏的城市，更适

用采用海水冷却塔。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英国 FletWood 电厂就建成了世

界上第一个海水冷塔，至今已经有了近 50 年的历史，期间很多国家和地区建成

了自然通风、机力通风横流式或逆流式各种冷却塔，应用较多的有美国、日本、

德国等，单塔水量已经达到 199800m3/h，塔高达到 200m，用于与百万千瓦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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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电厂机组配套。他们较好的解决了海水的浓缩倍率、海水腐蚀、海水冷却效

率低、微生物及海水飘滴污染等方面的问题。目前浓缩倍率已经达到 1.5 倍，并

开发出了与海水冷却塔相适应的淋水填料、收水器、配水管、水泥、防垢阻蚀药

剂及防止海藻微生物技术等。 

为了减少燃煤电厂对大气造成的严重硫污染，目前，新建燃煤电厂都须设置

脱硫装置，较为普遍是采用湿法脱硫工艺。经过湿法脱硫后的烟气温度由原来的

约 200℃降低为约 60℃，脱硫后的烟气含硫量仍有 400mg/m3，烟气温度低，如

果直接排放于大气，在大气中扩散范围小，使局部地区硫污染仍超标。为解决该

问题，必须使冷却的烟气重新加热，然后排放，为此会增加运行成本和投资。国

外专家提出了利用冷却塔排放烟气。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 RWE

（ Rheinisch-Westfälisches Elektrizitätswerk AG）公司的 14 个燃煤发电机组（6

台 600MW 和 8 台 300MW 机组）采用了排烟塔，德国有 17 个燃煤机组总装机

容量 7200MW（其中有 3 台为 1200MW 机组）采用了排烟塔技术。国外对排烟

塔排烟后的空气污染情况进行了风洞试验，结果证明排烟塔排烟可较好地扩散烟

气，另外还进行了排烟装置对冷却塔效率影响、冷却塔的材料选用与腐蚀、排烟

器布置与优化等系列研究。 

迄今为止，国内电厂尚没有一个工程采用海水冷却塔工艺。20 世纪 90 年代

始，我国开始将海水冷却塔技术列入“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取得了可喜

进展，100m3/h 海水循环冷却工业试验已经完成，现在 3500m3 /h 示范工程正在

天津碱厂进行。主要研究成果在海水缓蚀剂、阻垢分散剂、菌藻杀生剂和海水冷

却塔等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填补了国内空白。为解决天津大港电厂扩建冷

却水问题，华北电力设计研究院对海水冷却塔进行了一些探索，取得的主要成果

是关于海水冷却塔的冷却塔效果与淡水冷却塔的差别，而有关塔的结构、运行等

方面的相关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为此该电厂海水冷却塔方案一直未得以工程

实施。目前国内 大型冷却塔是为 600MW 机组配套的自然通风冷却塔，其面积

达 10000 ㎡，高度约 150m，而配套 1000MW 机组冷却塔面积将超过 10000 ㎡，

高度将超过 150m，除前述海水冷却塔遇到问题要解决外，还要对大型塔的配水

方式、配风要求、冷却塔的淋水填料布置以及冷却塔的结构设计等问题进行研究。

2005 年起国华宁海电厂组织进行了海水冷却塔的的工艺、结构、防腐及水质稳

定等方面进行了该工程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www.iwh.com

 

 398

排烟冷却塔在国内已经由国外公司在北京进行建造，华北电力设计院进行了

一些前期的研究。该新型冷却塔需进行包括结构及工艺方面各种问题的研究，才

能使该塔在工程中得以顺利实施。 

5.2 综合分析与评价 

温排水运动是相当复杂的水力、热力现象。从现有研究情况看，基本都是针

对单个电厂具体工程问题进行，而从整个水域角度考虑问题尚不多见，特别是结

合环境水域生态要求开展的研究工作更是鲜见。1990 年初中国水科院曾针对上

海黄浦江沿岸电厂群以及秦山核电电厂群开展过类似的大水域水环境影响的研

究工作，但也基本局限在给定环境水体条件下的电厂冷却水排放环境影响预报层

面。基于水环境保护的目标，未来的冷却水问题必将基于更大范围的水域开展研

究，电厂的建设必须服从于环保的要求。但迄今为止，现有传统的实体模型试验

手段模拟范围有限，而现有数值预报模型又难以精准地模拟电厂群中各电厂温排

放之间的热量“叠加效应” 及“加和作用”，对大水体热量的“累积效应”缺乏预测

能力，因而对电厂群所在大水域热容量的评估乏力，为此亟待开发新的预报模型。

同时，针对不同水域建立相应的大水域电厂群数据库以及水环境管理信息系统。 

近年来随着管理科学、信息科学、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高速发展及其相互

交融，管理信息系统（MIS）的产生和发展有了坚实的基础。建立起信息化的模

型，在此基础上组建现代火、核电厂水环境管理信息系统是把电厂循环冷却水环

境影响预测与环境容量评价提到先进水准的必由之路，也是大水域电厂群建设及

运行高效管理的必由之路。 

海水冷却塔与排烟塔的技术掌握在冷却塔的企业内部，很少有公开的成果与

资料报道，国内目前虽然已经进入了工程实施的阶段，但对于技术本身的基础研

究与系统研究还未真正开展，国家“十一五”攻关项目中将海水冷却塔研究列入

其中的海水综合利用项目中，但研究局限于海水的水质稳定处理，与该技术的工

程应用有相当的距离。而排烟冷却塔的研究国内处于开始阶段。 

5.3 对本学科发展的若干建议 

（1）开发新的冷却水数值预报模型 

研制开发面向工程的电厂群多排、取水口的温排水及污物（随温排水一起

排放）的输移扩散全场水质（以温度为主参数并含低放射性核素、余氯及其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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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态参数）数值预报模型。对内陆水库、河道（环境容量小、生态因子多），

以及河口、近岸海域（盐度、水质及水生态复杂）不同环境特点的水域，针对性

地建立近、远区结合的全场扩散模型。对一般视为“浅水型”水域的模拟对象，这

类模型应是近区三维、远区平面二维相耦合的模型；对非“浅水型”水域，这类模

型应是三维模型或准三维模型。模型均应能精细地模拟近区射流卷吸掺混特性；

盐度或温度异重分层流动特性，以及多排放源、汇间的加和、协同作用造成的累

积效应；能准确模拟远区散热及各环境、生态因子对流扩散的水动力稀释效应，

以及其自身衰变过程。总之，模型应能较好地反映环境状态，预报各种因子随时

间演化的过程及其定量描述等。 

由于完善数值模拟模式及确定其基础参数（系数）；检验或验证数值模型的

精度等都有赖于实体模型试验及相关的实验，为此，数、物模间应有以下方面的

配合： 

近区的数值模拟应与冷却水机理性试验相结合来深入研究各种温排水排放

方式（水面排放或水下排放、水平排放或垂直排放）中近区射流卷吸掺混及对流

扩散规律，以修正对其进行数值描述的模型及其基本参数，并以试验结果检验数

值模拟的精度。  

模型中所需的必要参数和边界条件的处理是研究水质模型的技术关键之一，

要通过现场观测以及机理性研究来获取，则实体模型试验和相关的试验研究是重

要的手段。如：水面散热系数是热扩散模型中极重要的计算参数，现行的国内水

面综合散热系数公式适用于淡水、正气温和正水气温差场合，而海域、负气温和

负水气温差条件下的综合散热系数则亟待试验研究来确定；分区模型的近、远区

扩散系数的合理选定，要采用数值模拟和模型试验相结合的方法，并通过与原型

观测相结合的途径进行验证。 

（2）开展不同水域火/核电厂冷却水排放环境容量及排放标准研究 

在对我国现有及其规划中的火/核电厂装机容量、冷却水排放情况及其受纳水域

特点、生态环境要求等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分析基础上，对不同水域的生态系统

状况进行分析研究，根据不同水域生态系统特别是需重点保护对象对电厂冷却水

排放（水温、液体放射性流出物浓度等）的适应情况，建立相应的冷却水排放环

保标准，这一标准不但需考虑环境水域温升，而且需考虑水域绝对温度变化情况。

同时在充分考虑生态系统需求的基础上，提出与水温等的标准相对应的 大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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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标准。本项研究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① 不同水域生态系统对冷却水（温排水、液体放射性流出物）排放要求分

析研究。 

② 不同水域火核电厂冷却水排放标准及环境容量的研究。 

（3）开发基于环境容量要求的火/核电厂冷却水排放专家咨询系统 

依照水域火/核电厂冷却水排放环保标准，以及该水域自然条件等特征，与

上述水环境影响预测技术等相结合，建立基于不同水域环境容量的电厂冷却水排

放专家咨询系统，用于电厂环保评价咨询服务以及受纳水域电厂整体开发规划基

于环境容量的可行性研究。 

（4）开展火/核电厂热污染源减排－余热利用问题的研究 

对于直流供水电厂，热污源减排的 佳途径是电厂循环水余热的综合利用，

即在电厂温排水排入受纳水域前尽可能取出部分或大部分余热，使温排水降低温

度后再排入水域（减排），将极大地降低电厂温排水对水域环境的热影响，而其

余热的有效利用则能实现电厂温排水这一“未利用能”的再开发。 

（5）海水冷却塔工艺研究 

主要包括大型冷却塔的尺寸优化（针对不同的淋水填料与不同进风口高度及

塔总高度进行优化）、大型冷却塔配水布置研究、大型冷却塔（与 1000MW 机组

配套）冷却塔配风配水及海水塔热力计算研究、与海水冷却塔运行相适应的塔芯

材料（包括填料、喷头、收水器及水管）研究与开发。 

（6）排烟冷却塔工艺研究 

主要包括冷却塔排烟污染物的扩散特性的研究、排烟塔热力设计计算方法研

究、排烟冷却塔排烟对环境的影响的研究、建立排烟塔对环境影响的评价方法等。 

6 生态水力学 

6.1 本学科发展新动向和值得关注点 

（1）与生物保护相关的水力学问题研究 

生态水力学是一个多学科综合研究，研究的出发点基本上是以探讨生物与非

生物作用过程的机理。近年来，伴随着河流的生态保护与恢复，水流与生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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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过程之间关系的研究得到高度重视。以鱼类、底栖生物等指示性生物为研究对

象，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中以鱼类的研究 为普遍。 

鱼类等水生生物的保护是近年来生态水力学发展中关注的非常重要的内容，

鱼类行为与水文、水力学的关系，鱼类的游泳能力与水体水动力学条件的关系，

鱼道建设中的相关水力学问题等均受到关注（Ian Cowx,1998,Christos,Katopodis，

2005）。鱼类的洄游，被认为与水文过程、流速特征密切相关，这也是目前水库

生态调度、鱼道建设、栖息地保护的理论基础。特别是针对鱼道的建设，开展了

大量的水力学研究研究（JOSEPH,2004）。鱼类与生物、化学、物理因素的作用

关系是改善鱼类洄游过鱼设施，确定水流过程、栖息地的价值的重要因素，通过

这些因素间相互作用关系，可以确定鱼类的迁徙途径、聚集地带和影响鱼类运动

的流态特征，为保护鱼类提供依据。2000 年对澳大利亚鱼道专业调查结果表明，

鱼道的入口是鱼道有效性的基本要素，认为是鱼道设计中应优先研究的内容，包

括适当的位置、适宜的入口、合适的诱鱼流速（通过增加附加的水流）等。目前

对鱼类的行为与水力学的关系研究中主要针对鲑鱼等洄游性鱼类，对非鲑鱼等鱼

类的研究相对较少(Christos,Katopodis，2005)。 

鱼类的游泳能力和水动力学关系的研究主要针对鱼类的停留、运动、跳跃和

加速度与水流介质的作用。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中，也提出了鱼类的感应流速、

喜好流速、极限流速等，并确定鱼类上溯克流能力等概念，为鱼类洄游和鱼道的

设计选型提供支持。 

在充分了解鱼类的行为和游泳能力的基础上，国内外在 近 20 年，以实体

模拟为手段，对不同类型的鱼道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对鱼道内可能影响鱼类的一

些重要水力学参数的研究仍然非常有限，包括对流速的分布、涡流的大小和强度，

紊动等可能影响鱼道效果的重要参数的研究。不同鱼类对不同鱼道形成的流态特

征的响应是另一个重点。 鱼道研究多针对低坝、堰等拦河建筑物，在欧洲、美

国和日本均有关鱼道水力学的研究和设计手册（USBR,1996）。针对高坝过鱼，

目前也有关于集鱼船、鱼闸等设施，在集鱼过程中的诱鱼设施的水力学研究也是

重要内容（Ian Cowx &R,Welcomme，1998, Marmulla,2001）。 

（2）栖息地模拟 

栖息地的模拟一直以来是生态水力学研究的重点，研究内容包括栖息地尺度

与水力学、水文学、河床形态变量的关系、栖息地模拟技术开发与应用等方面。 



www.iwh.com

 

 402

栖息地尺度的表征变量一直是研究的课题，如欧盟等将表征栖息地的分为

Pico-habitat、微观、中观、宏观、景观生态尺度等 5 个尺度（Atle Harby，2004），

不同尺度的栖息地用不同水力学变量来表征。如在 Pico-habitat，以剪切力、纵向

和横向湍流特征、河床边界层及局部流速为主要表征标量；在微观尺度上，以湿

周、局部流速、水力比降、地表与地下水的水力联系，湍流特征等为表征变量，

在中观尺度上，以平均流速、流速的空间变化、剪切力和水深等为变量，这些研

究对建立水力学与河流栖息地保护理论之间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不同尺度上

水文、水力学、河床演变的指标变量的研究应用，构成了河流生境恢复的重要内

容，也是建立生物因素与非生物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重要研究内容（Piotr 

Parasiewicz，2003）。 

在栖息地模拟研究中，以水动力学为基础的实体栖息地模拟得到较大的发

展。目前开发的软件包括：一维模型 PHABSIM，二维模型 RIVER2D（Peter 

Steffler，）、MesoHABSIM (Piotr Parasiewicz,2004) HABIOSIM、CASIMIR 和 River 

System Simulator(Christos,Katopodis，2005)等，这些模型在一定地域内均有应用。

通过模拟和调查得到流速（平均、底部、表层或其他层的流速）、水深、基质（颗

粒大小、糙率、剪切力等），建立水力学参数与生物（主要为鱼类）栖息地之间

的关系，建立栖息地保护的准则，如适好曲线、栖息地利用曲线，并应用于微观、

中观和宏观尺度栖息地的保护。IIHR-Hydro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nd WL|Delft 

Hydraulics 开发了关于贝类种群动力学模型，应用三维水力学模拟开展栖息地模

拟（J.A. Daraio，2006）。 

（3）水与植被相互作用的水力学问题 

河、湖、湿地、河口的水生植被的恢复是水域生态恢复的重要内容，水生植

物的阻力特性和植被河流的流动特性的研究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对水力学和底栖

生物和水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基础（Eric van Dijk,2006）。欧洲国家为应

对全球变暖带来的问题对河道内植被对洪水输移能力的影响，对水流与植被、泥

沙的相互作用进行深入研究（Howe,2004）。芬兰赫尔辛基工程大学水资源实验

室将“自然明渠水力学”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通过现场、室内实验、建立模型，

研究由于植被引起的水流阻力，并应用到河流的管理中。在河流生态恢复中，水

生植物的恢复始终是一个重点，涉及湿地、湖库岸边、河道及漫滩，改变了河湖

的水力学特征。主要研究热点包括多植被河流糙率、不同植被组成（如沉水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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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水植物等）对水力特性的影响，水流-泥沙-植被的相互作用机理等方面。 

（4）生态流量管理与河流生态恢复 

为了缓减工程开发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影响，恢复河流的连续性、完整性，研

究和评估支持河流健康的生态流量过程得到深入的研究。由于河流生态系统的复

杂性、生物与非生物要素相互作用的不确定性，生态流量的评估理论与方法非常

多，但目前普遍认识到河流水动力学和河床演变的动力学特性是生态完整性和生

物多样性非常关键的要素。生态流量的评估方法包括水文学、水力学、生境指标、

栖息地-水动力学模拟、综合系统方法等（Raymond W，2003，BRIAN D，2006,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92）。 

不同方法的应用与资料的条件、恢复的目标、生物的重要性等因素相关，实

体栖息地模拟为河流的生态流量管理提供了工具。欧美国家在河流生态恢复管理

中，将鱼类等生物作为生态恢复目标，栖息地的重建与管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生态水力学模拟为河流生态保护所需的流量、流速、水深等参数提供依据。 

在美国陆军工程师团的“河流生态恢复的水力学设计”（Ronald R,2001）中涉

及 小流量设计、主河道造床流量、栖息地和水工建筑物流量（考虑栖息地功能

和水工建筑物的稳定性）等。这些设计从保护生物、河床稳定性、洪水安全等角

度来综合考虑河道的设计。 

6.2 综合分析与评价 

我国生态水力学的发展起步较晚，但目前正在积极开展，大坝建设对生态的

影响、重要生物栖息地模拟、生态需水、鱼道建设、河流的生态恢复等方面都有

积极进展。就广度而言，与国外的研究比较接近，但在研究深度和实践应用方面

存在明显的差距。 

在鱼道建设方面，我国已建成的鱼道还没有成功运行的范例，凸现我国在这

方面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国外的研究认为，鱼道的水力设计在鱼道建设中具有重

要地位，因此研究鱼类与水力学之间的关系，提高过鱼设施过鱼效率，结合工程

建设，通过学科交叉，开展相关生态水力学问题，对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非常重

要(Marmulla,2001)。 

栖息地模拟是生态保护和恢复的重要技术手段，特别是在实体栖息地的模拟

中，水力学理论是基础。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基本处于概念阶段，由于生态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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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科学科的交叉机制没有建立，对于不同尺度的栖息地水力学表征变量的研

究几乎为空白。 

我国的河流生态需水研究虽然得到了较广泛的开展，但至今没有在河流的管

理中得到普遍应用，生物学与水文学、水力学、河床演变之间关系的研究，多还

停留在宏观水平，而在国外认为水力学是建立这些关系中会起到桥梁的作用。因

此，研究探讨河流生态恢复中的水力学问题，对于指导我国恢复河流生态环境具

有重要的意义。 

6.3 对本学科发展的若干建议 

科技的进步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技术、经济的限制已不是主要因素，而协调

开发与生态保护成为水利水电开发中重要的限制性因素，在加强水利水电建设的

同时，给生物以空间，营造适宜的生境，是水利科技工作面临的新课题。与生物

相关的水工建筑物的设计，是传统水工水力学与生命学科的重要结合点，也是建

设生态友好的水利水电工程的重要内容。 

比照发达国家水利水电学科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伴随着大规模工程建设的

高峰过去以后，面临的是全面的工程管理和生态修复，可以预期河流的生态修复

将是我国水利工作者未来面临的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无论从国家宏观需求

层次，还是学科建设层次，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亟待大力开展有

关应用基础性和探索工程应用实践的研究。综观世界各国河流的生态修复的研

究，无不以生态、水文水力学、河床演变等学科作为基础的学科来发展生态水力

学。河流的生态修复从概念、规划、设计的理论与方法处于起步阶段，是水利学

科的重要生长点，而生态水力学是其中的基础理论（USACE，2004）。 

应通过水力学、水文学、河床演变、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的交叉，积极追踪

国际学科热点，开展基础研究；积极开展基于生物生活史与水文、水力学之间的

关系，水力学过程对于生物行为影响的研究；开展栖息地模拟技术研究，探讨不

同空间尺度、时间尺度下生态水力学学的表征变量及其生态意义，为河流的生态

保护与恢复奠定理论与方法基础。 

应从国家需求出发开展应用基础研究，解决工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以水利

水电工程为支撑，重点开展与过鱼设施相关的水力学问题研究，改善低坝鱼道水

力学设计理论与方法，探讨高坝过鱼技术的水力学问题，开展基于生态的消能（如

过饱和气体的生态效应）、下泄低温水的缓减等相关水力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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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生态修复为基点，结合水流过程的生物学效应基础研究，研究河流、湖

泊、湿地修复的水力学问题研究。重点开展水库大坝的生态调度管理，不同尺度

的栖息地建造的水力学设计，围绕目前我国城市河流生态、景观建设的形势，开

展与河道生态修复的相关水力学研究，如开展近自然河流的生态水力学设计理

论、水流-植被-泥沙-污染物相互作用等方面的研究。 

生态水力学在国际上和国内都是一个新型的学科，未来的发展需要开展与生

物、环境等学科交叉研究，紧密结合我国水利工程建设的生态保护和河流生态恢

复中存在的问题，预期会成为水力学学科发展的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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