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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研背景 

近二十年来，随着我国水电事业的快速发展和各流域水利工程建设的推进，流域生态环境尤

其是鱼类等水生物物种多样性受到了严重影响。大坝建设阻断了河道，导致河流水生生境片断化，

切断了鱼类洄游通道，阻碍上下游鱼类种质交流，导致鱼类组成结构发生变化，数量锐减，部分

稀有鱼类灭绝，幼鱼存活率降低等。虽然筑坝是河流生态环境受人为影响最显著、最广泛、最严

重的事件之一，但因水利筑坝所具有的发电、防洪、灌溉、航运和城市供水等诸多重要功能的不

可代替性。为了解决水利筑坝与鱼类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之间的矛盾，专家学者和管理者千方

百计地寻找能够缓解筑坝对鱼类洄游和资源阻隔的办法。事实证明，鱼类过坝设施对维持河流生

态系统的连通性、保护珍稀鱼类、提高河流的渔获物产量、维持河流的遗传及生物多样性具有重

要的意义。 

美国对较低的坝都设置鱼梯，例如哥伦比亚河，在太平洋西北部入海。从 1940~1960 年，在

哥伦比亚河建了 14 座大坝，在支流建了 30 座大坝。从河口向上游比较矮的 10 座坝都建了鱼梯，

上游很高的坝如 Grand Coulee、Dworshak、Brownle 等坝未建鱼梯。有鱼梯的坝，成年鱼由鱼梯

上溯，到上游产卵后，孵化成幼鱼，随水流下行，由溢洪道或水轮机泄放到下游河道。有的坝在

鱼梯和诱鱼水道进口旁建旁通管，幼鱼由旁通管泄放至坝下河道。图 1-1 是哥伦比亚河第二级

Dalles 坝鱼道和旁通管实例。此坝 1959 年建成，是 30m 高的混凝土坝，南北两坝端各设一鱼梯、

诱鱼水道和旁通管道。此图是北端鱼道。鱼梯坡度为 1:16，每隔 7.5m 设一跌水，鱼梯流量为 2m3/s。

为了吸引鱼群到鱼梯下端，向下端供诱鱼水流 30~40m3/s。原建的诱鱼水道是泄水渠，1989 年，

为了充分利用水能，改建成小水电厂，装机容量 5MW。鱼梯是混凝土建筑物，管道是高密度聚

乙烯管，这种管很光滑不会碰伤幼鱼，管道坡度为 4%，流速为 7.6m/s。管道出口处选在坝下主

河道流速较大处，以便幼鱼离管后立即随高速水流进入深水，免被鸥鸟吞食。引水渠内设不锈钢

丝栅网防止幼鱼进入小型水轮机。 



 

图 1-1 Dalles 坝北端的鱼梯和泄放幼鱼的旁通管道布置 

在国外水电开发较早的国家，为了保护流域内珍稀的洄游鱼类，水电站鱼道装置的设置已成

为强制性要求。水力机械作为以水流为工作介质的设备，可以作为鱼类输运的有效通道之一。 

1.1 水泵上行过鱼方面的研究 

溯河鱼类通过过鱼设施的一般原理是将洄游鱼吸引到河流中障碍物下游的一个指定位置，使

它们被诱导或主动通过新开辟的一条鱼道洄游，或用一水槽截获并将其转运到上游，利用升鱼机

或集运设备使其被动上溯通过。溯河鱼类通过设施主要有卡车/集运渔船、鱼梯/鱼道（如池式鱼

道、丹尼尔鱼道等）、类天然鱼道、升鱼机、鱼闸、通航船闸等。除上述传统鱼道类型外，人们

在生产实践中发现抽水蓄能水电站在电力负荷低谷时抽水至上游水库的过程中，会将下游水库的

小型鱼类、仔稚鱼或鱼卵等吸至坝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过鱼作用。目前，可供借鉴的实践或者

科学研究包括鱼泵，以及及美国开展的抽水蓄能电站水泵上行过鱼研究。 

（1）鱼泵 

鱼泵广泛应用于渔业，用于从渔网和鱼舱中抽吸和运送出渔获物，是网箱养殖业的重要配套

设施。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研制出不同样式的吸鱼泵，如离心式吸鱼泵、气力式吸鱼泵、真空式吸

鱼泵、射流式吸鱼泵。其中，离心式吸鱼泵对鱼的损伤率较大；气力式吸鱼泵一般不能抽吸活鱼，

只做“海上过鲜”用；真空式吸鱼泵是靠负压原理吸鱼，为保证不对鱼体造成伤害，负压不宜过大，

因此提升高度不会很大，而且真空鱼泵的工作效率偏低。射流式吸鱼泵较前面几种有较多优点，

其结构简单、制造方便、成本低、与真空式吸鱼泵相比，不需要复杂的电气控制系统就可以连续

不间断输送渔获。自从美国 ETI 公司在 1988 年研究成功并拥有专利权后，至今世界范围内已有



200 多台射流式吸鱼泵在使用，遍及挪威、苏格兰、爱尔兰、希腊、加拿大、智利、美国、菲律

宾和我国台湾等世界各地的养殖场。该泵可用来输送活虾及活的鲶鱼、海鲈、海鲷、罗非鱼、鳗

鱼、鲑鱼等鱼类。 

鱼泵用于水电工程为上行鱼提供绿色通道，与养殖业所用的鱼泵不一样，所需的提升高度是

网箱养殖用鱼泵的几倍到十几倍。鱼泵的提升高度越大，功率及管道内的压力就越大，对鱼体的

损伤保持在可控范围内就成为利用鱼泵过坝的关键。目前射流式吸鱼泵最大提升高度不超过 8m，

无法适应抽水蓄能水泵水轮机的扬程需求。 

（2）美国抽水蓄能电站水泵上行过鱼研究 

美国大古力（Grand Coulee Dam）抽水蓄能水电站装有 6 台立式混流泵和 6 台抽水蓄能机组。

混流泵每台流量为 45.3m3/s，扬程为 89~94m，配套功率为 4.78 万千瓦。7#~8#蓄能机组单机抽

水能力为 45.4m3/s，单机电动机功率为 4.96 万千瓦，水轮机工况额定功率为 5 万千瓦；9#~12#

号蓄能机组单机抽水能力为 48.1m3/s，单机电动机功率为 5.15 万千瓦，水轮机工况额定功率为

5.35 万千瓦。利用岸上调节水库调蓄，抽水蓄能机组可提供调峰容量 31.4 万千瓦。 

2004 年，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Pacific Northwest National Laboratory，简称 PNNL)在大古

力抽水蓄能水电站 5 号机组上采用传感器鱼测试了其通过水泵上行至引水渠、Banks Lake 这一过

程中的加速度及压力数据，从而研究真鱼进入水泵上行过程中所经历的的水力条件与环境，评估

这一过程中真鱼的损伤和成活情况。水泵转轮叶片数 7，转速 200rpm，流量 45.3m3/s，叶轮进口

直径 2.286m，转轮出口直径 4.27m，出口边宽度 0.482m。 

试验发现，除了紧邻转轮区域外，流道内湍流很弱，流态良好。传感器监测到的湍流强度和

时间，与大型轴流转桨式水轮机流道内传感器监测的湍流情况相当，但是比 Bonneville 大坝过

鱼溢洪道流场湍流强度弱很多。由此可见，真鱼在水泵流道中因湍流而造成损伤的风险很小。

Cada 等在 1997 年总结了水轮机流道内压力对真鱼的影响。总结发现，闭鳔和通鳔鱼都能承受快

速的压力上升，不会受伤或者死亡，但是真鱼承受压力降低时不是这样的，快速的压力降低可能

造成鱼鳔的膨胀、扩大，从而造成鱼鳔的破裂以及其他器官、组织的损伤。闭鳔和通鳔鱼在经历

快速的压力降低时都容易受到损伤。如果鱼经历的最低压力不低于其适应压力的 60%，鱼鳔鱼

就能避免鱼鳔损伤。目前，在大古力水电站泵叶轮吸力面的低压对红大马哈鱼（kokanee）的影

响，还无法确定。 

比较传感器鱼进入叶轮所需的时间和两个连续叶片进水边到达传感器鱼进入叶轮位置所需

的时间，预估撞击概率。平均撞击概率采用蒙特卡罗模拟法（Monte Carlo simulation）预估。撞



击概率范围为 7.55%（鱼长度为 60mm）~38.9%（鱼长度为 300mm）。大多数（约 77%）红大马

哈鱼（长度 180mm）通过水泵上行时没有与过流部件产生撞击，且没有因湍流而造成损伤。在

23%的可能与过流部件产生撞击的上行鱼中，根据文献中关于撞击鱼死亡概率经验，预计约有

60%可以到达 Banks Lake，且没有可见外伤。假设红大马哈鱼在流道中没有因压力造成损伤或者

死亡，则 90%以上的红大马哈鱼（长度 180mm）可以通过水泵上行至 Banks Lake 且没有严重损

伤。由此可见，利用水力机械在泵工况上行过鱼是可行的。 

1.2 鱼类下行过坝措施及存在的问题 

美国建造鱼梯和泄放幼鱼设施已有 60 余年历史，鱼梯是成功的，而泄放幼鱼设施的效果不

理想，迄今还在不断探索改进，还没有一个国家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鱼类下行过坝（降河洄游）

的方法。目前鱼类下行过坝的通道有运输过鱼、溢洪道、幼鱼旁路通道、水表面通道、水轮机等。

过坝通道不同，鱼类过坝的成活率也不同。 

（1）运输过鱼 

从 1981 年开始，美国陆军工程师团在许多大坝（如哥伦比亚河中部的 McNary 大坝以及蛇

河下游美国陆军工程师团所属的 3/4 的大坝）旁路系统中收集鲑鱼幼鱼，然后用船或卡车将其运

到下游。利用船或卡车将位于下游河道的洄游鱼类运输到大坝上游，是哥伦比亚蛇河流域鱼类过

坝的重要方式。但是，机械运输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且在捕捞和运输过程对鱼类的伤害

是不可控的。 

（2）溢洪道过鱼 

绝大部分水库泄洪时，溢洪道闸门自下而上打开，水流和鱼类可从下部溢出。在哥伦比亚蛇

河流域，溢洪道被认为是大量鱼类通过的最好方式。但利用溢流道过鱼也存在不利的方面。对于

鱼类通过溢洪道下行，一项研究表明，4~18m 落差造成鲑鱼和美国鲱鱼的死亡率为 2.4%。如果

水流流速超过了 16m/s，那么下行的鱼类就非常危险了。因此水库上游应设立拦鱼栅避免鱼类直

接由溢洪道下行。目前开发出的可让鱼类通过水电站溢洪道的可移动溢流堰，造价很高。 

（3）旁路通道过鱼 

幼鱼旁路系统是在水轮机进水道内设置淹没式滤网，引导幼鱼进入竖井，上升并通过侧口进

入横穿大坝的旁路水道中，下行进入坝下河道；或是被装上特制的驳船或卡车运到下游河段。在

哥伦比亚和斯内克河下游的 8 座大坝中，有 7 座设有幼鱼旁路系统。下芒纽门托坝、立陶古斯坝、

下格兰奈特坝、麦可纳利坝设有鱼类运输设备，幼鱼经旁路系统后进入集中区域，被装上特制的

驳船或卡车运到下游河段。这个特制的驳船要求：驳船中的水沿途不断与河水进行水循环，以便



对河水的化学物质和气味留下烙印；驳船有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一旦河水发生污染，可以将驳

船水口关闭；如果在某些区域气体过饱和，驳船上还要有一套抽吸系统，可以帮助减少水中的溶

解气体。但采用幼鱼旁路系统，常规工程中很难配有横穿大坝的旁路水道，即便是有，也具有很

大的施工难度，需要很高的施工成本；若是采用驳船和卡车运鱼，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且在运输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幼鱼死亡。 

（4）水表面通道过鱼 

对鱼类进行表面收集的思路是提供刺激鱼类下行的水流，利用它们自然的下行行为辅以相关

的导鱼、诱鱼设施，引导它们进入溢洪道、旁侧通道下行过坝，或引导鱼类进入收集区通过机械

运输的方式下行过坝。为保障幼鱼水表面收集技术成功，取决于如下两点：一是幼鱼能够寻游表

面收集区；二是收集区的物理特性和运行产生的流场必须吸引或至少不排斥幼鱼。采用水表面通

道，幼鱼被诱导收集后的下行无论采用机械运输还是溢流堰过坝，都无法避免会对鱼类造成伤害。 

（5）水轮机流道过鱼 

鱼类通过水轮机下行时，机械性或水力性因素会造成鱼类的损伤和死亡。水轮机过机鱼的损

伤率和存活率与很多因素有关，文献所介绍的数据也各不相同。20 世纪 70 年代，初步的试验表

明，通过美国哥伦比亚河水电站水轮机的洄游鱼类直接损伤率在 15％范围内。有研究表明，通

过冲击式水轮机的下行鱼类死亡率几乎达到 100%；通过混流式水轮机下行时，存活率为

60~90%(与鱼的大小和转轮速度有关)；通过轴流转浆式水轮机时，存活率为 85~95%；轴流式和

混流式水轮机在低水头和低转速情况下鱼类的死亡率要小，而一些灯泡式水轮机对鱼类的威胁最

小。鱼类通过常规水轮机的死亡率可超过 30%，水轮机设计不同，过机鱼死亡率不同。鱼友型

水轮机的过机鱼成活率会远远高于常规水轮机。 

（6）鱼类下行过坝措施小结 

对鱼类通过各种设施下行过坝的成活率进行评估后发现，目前所有下行过鱼设施都会对鱼类

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且有些过鱼设施工程造价高、施工难度大，还可能影响水电站的发电量：

①机械运输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且捕捞和运输过程对鱼类的伤害是不可控的；②鱼类通

过溢洪道下行的成活率与流速和水头有很大的关系，虽然溢洪道是目前较常用的鱼类下行过坝措

施，但其效果很不理想；③采用幼鱼旁路系统，常规工程中很难有横穿大坝的旁路水道，若是采

用驳船和卡车运鱼，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且在运输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幼鱼死亡；

④采用水表面通道，幼鱼被诱导收集后仍需要通过机械运输或者溢流堰过坝。事实上，无论采用

哪种下行鱼类过坝措施，都无法避免会有一部分鱼类随着水流中的主流动进入水轮机，通过水轮



机下行。因此，降低水轮机对鱼类的伤害，提高鱼类过坝存活率，对水轮机及其流道进行改造十

分重要。有研究表明，鱼类通过设计良好的水轮机的存活率要高于通过溢洪道的存活率。 

1.3 需求分析 

水电作为技术最成熟、供应最稳定的可再生清洁能源，在全球能源供应中占有重要地位。随

着能源需求和碳减排压力的增大，水电在未来还将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但是水电站建设对生态环

境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鱼类的生存和繁衍。随着社会环境保护意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的

日益提高，我国各纲领性文件均明确指出要做好生态保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

发展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合理开发水能资源，“在保护生态和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加快水能资源

的开发利用”。《十二五规划纲要》也要求“在做好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水电”，

以促进我国水电开发逐渐向环境友好、可持续方向发展。而水电大坝建设阻断了河道，导致河流

水生生境片断化，切断了鱼类洄游通道，阻碍上下游鱼类种质交流，导致鱼类组成结构发生变化，

数量锐减，部分稀有鱼类灭绝，幼鱼存活率降低等。 

人类正在做出各种努力，改善筑坝对河流生态系统尤其是鱼类的影响。其中通过过鱼设施来

改善河流生态系统的连通性，是减小筑坝对鱼类影响的重要方面。而鱼友型水轮机作为解决鱼类

下行过坝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为国家解决水电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提供一种新的动力装备，

促进水电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使社会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最大化，同时也为国家制定

和实施相关环保政策、法规、标准提供技术支撑。 

其次，我国老旧水电站的增效扩容改造给鱼友型水轮机的研究及推广应用提供了契机。我国

有相当一部分水电站修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受当时人力、物力、科技等条件的限制，存在水

轮机效率偏低，抗空化、抗磨损、抗振动性能差等问题，严重影响水电站的可靠运行。随着这些

水电站运行时间的增加和水电设备技术水平的提升，一大批老旧水电站设备需要升级改造。而水

利部、财政部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工作的全面实施，更是为老旧水电站机电设备的升级改造提

供了资金支持，为鱼友型水轮机的研究和推广应用提供了便利条件和市场空间。 

而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启动了鱼友型水轮机的研究，我国在该领

域的研究还处于空白。在生态保护和我国水电建设的新形势下，亟待启动鱼友型水轮机基础理论

和工程实践的研究。本调研对鱼友型水轮机的研究及应用成果进行系统调研，主要调研资料见参

考文献，包括学术数据库查阅的科技论文和会议论文、专著、美国相关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 

 

 



2 研究进展 

2.1 学科发展动向 

2.1.1 鱼类通过水轮机下行过坝损伤机理研究 

水轮机系统内几何形状复杂且流态变化迅速，过机鱼会受到严重的损伤。水轮机过机鱼的存

活率与鱼在水轮机系统内的通过路径有很大的关系。美国陆军工程师团(USACE)对水轮机过机鱼

存活率进行了研究，将鱼类通过水轮机流道下行可能的损伤分为机械、压力、剪切力和空蚀等四

类损伤。鱼类在转轮附近区域最容易受到损伤，因为在转轮附近鱼类会与转轮叶片接触造成机械

损伤，且该区域流态复杂，压力、剪切力及紊流变化较大，也会造成过机鱼的损伤。  

（1）机械损伤，包含擦伤、碾磨损伤和撞击损伤。鱼类在水轮机流道内与水轮机元件的摩

擦可造成过机鱼的摩擦损伤，损伤程度与水轮机流量、流速、叶片数及流道的几何形状有关。碾

磨损伤发生水轮机流道的间隙内，比如轴流转桨式水轮机转轮叶片与轮毂体、叶片与转轮室之间

的间隙，夹入间隙中的鱼可能受到碾磨损伤。摩擦和碾磨造成的过机鱼损伤很难精确预估，并且

碾磨造成的一些损伤症状也可能因为其他类型损伤造成。鱼与流道内的物体相撞也可能造成损

伤。鱼受撞击的概率取决于鱼的大小、水轮机转轮叶片个数和间距、水轮机转速、水流流速和泄

水量等。转轮圆周速度越高，过机鱼撞击死亡率越高。针对Bonneville大坝的最小间隙转轮和原

始轴流转桨式水轮机以及McNary大坝水轮机物理模型（模型和原型之比为1：25），研究出过机

鱼叶片撞击概率预估模型，并通过水轮机过鱼撞击损伤现场试验和平衡浮力小球通过水轮机模型

时的叶片撞击试验，对叶片撞击概率预估模型进行了评估。不是所有与叶片相撞的过机鱼都会死

亡，撞击死亡率是变化的。通过试验研究发现，转轮叶片进口边比较厚钝时，即便速度很快，过

机鱼在进口边的撞击损伤也很小，试验中好几种鱼都没有因撞击而死亡；叶片型线很窄时，过机

鱼在叶片前缘的撞击会产生严重的损伤。此外还发现，质量小的鱼能随着流线绕过叶片，质量大

的鱼由于惯性太大，与叶片撞击的概率高很多。因此，过机鱼在水轮机流道内的撞击损伤率预估

和撞击概率预估同样的重要。Turnpenny 等研究表明，鱼在传统水轮机内的撞击死亡率与鱼的长

度、进水边厚度以及撞击速度有关。在机械致鱼受伤或死亡的原因中，鱼的进水边撞击受伤或死

亡为主。strike鱼类伤害预估模型可以用来预测不同水轮机过机鱼的成活率，ARL的研究人员对

如何采用该模型预估水轮机叶片撞击所造成的鱼类死亡率进行了详细解释，有助于设计者对水轮

机过机鱼的成活率进行预估、推测。 

（2）压力损伤。鱼在水轮机系统内经受快速的压力改变，会造成损伤，损伤程度取决于鱼



的种类、鱼承受的压力大小和压力变化率。Cada等人总结水轮机流道内压力对鱼类的损伤情况，

闭鳔和通鳔鱼都能承受快速的压力上升而不会受伤，但是鱼类承受压力降低时的情况不一样，快

速的压力降低可能造成鱼鳔的膨胀和扩大，从而造成鱼鳔的破裂以及其它器官和组织的损伤，闭

鳔和通鳔鱼在经历快速的压力降低时都容易受到损伤。Montgomery Watson等人在实验室让虹鳟

鱼经历不同的压力变化，研究鱼类的损伤情况。采用气体增压系统（计算机控制）控制试验腔内

的压力变化。试验腔内压力经历初始增压阶段（在30~60s时间内，从大气压增压至300kPa）、降

压阶段（在0.1s时间内，压力降低至水的汽化压力）、低压阶段（保持压力在水的汽化压力附近

约0.25s）、压力恢复阶段（在30~60s时间内，压力恢复至115~120kPa）。这一压力变化过程被认

为是鱼类经过McNary大坝水轮机转轮叶片区域时所能遭遇的最坏的压力变化过程。虹鳟鱼长度

为9~10cm，被分为20组，放入试验腔中进行压力损伤试验。有文献采用压力容器、真空泵和空

气压缩机组成的管路系统模拟水力机械内压力变化过程，观察并解剖分析不同体长的鲤鱼和草鱼

经历压力变化后的损伤情况。研究发现，负压状态下的压力变化过程会对鱼的生存构成威胁，鱼

的主要损伤是鱼鳔破损，致使鱼身失去平衡甚至死亡；经历相同的压力变化过程，0.25kg小鲤鱼

和0.5kg大鲤鱼的损伤率较小，在5％~15%左右，而草鱼损伤率较大，约62%~95%左右。 

（3）空蚀损伤。空化汽泡在低压区形成，当汽泡随着水流运动到压力高于汽化压力的区域

时，汽泡会迅速溃灭。汽泡溃灭会产生高压冲击波，强度与汽泡大小、溃灭区水压、溶解气体量

等有关。汽泡溃灭中心产生的高压达10MPa量级，压力从中心向外逐渐减弱，鱼类经过附近会受

到损伤。在实验室中，当小鲑鱼受到的压力从汽化压力瞬时回到环境压力时，空化汽泡溃灭产生

的高压冲击波致使小鲑鱼死亡率为50%。Turnpenny 等人采用水下火花发生装置来产生空化汽

泡，在0.5mm电极间隙之间产生的汽泡在1.4ms时间内迅速发展到最大尺寸8~10mm，然后在0.1ms

时间内溃灭。试验中，一组连续汽泡在试验鱼头部及身体周围溃灭，并没有对试验鱼造成组织损

伤，但这并不代表水轮机内的空化不会造成过机鱼损伤。水轮机空化会在转轮叶片上形成凹坑及

损坏，而在以上试验中，汽泡溃灭并没有在铜板上形成凹坑。由此可见，水轮机空化汽泡溃灭所

产生的破坏能量远远高于以上试验中空泡溃灭产生的能量。Foster水电站水轮机运行空化系数为

临界空化系数的1/2~1/3时，过机鱼存活率最高。Lower Granite大坝的试验表明，机组分别在最优

效率和空化工况运行时，过机鱼损伤情况没有显著的差别。但是两种工况下的空化都不严重。也

有研究表明，Lower Granite大坝过机鱼死亡率为2~6%，其中观察的损伤中19%是由压力引起的。 

（4）剪切力损伤。剪切力最大值出现在固体与水流的交界面处，如叶片前缘、轮叶和导叶

处。当鱼进入水轮机系统的剪切应力“损伤”区域时，鱼会受到伤害，有时甚至是致命的。损伤程



度取决于鱼的种类、大小和进入剪切区的方式。Johnson等人将大马哈和虹鳟鱼幼鱼输入36cm直

径的管路，管路出口直径收缩为10cm或者15cm，淹没在水槽中，试验鱼从管口出来进入水槽，

研究管口射流对试验鱼的损伤。当射流流速为17.5m/s时，没有试验鱼死亡；当流速为20.4、23.6

和28m/s时，试验鱼平均死亡率分别为2.4%、7.2%和31%。该试验中，造成试验鱼死亡的原因除

了剪切力和湍流外，还包括其它一些损伤机理因素。Groves等人将试验鱼通过有一定角度的管路

冲入水槽中的淹没射流，射流速度为9~37m/s。试验推断，瞬间（时间约1ms）的局部速度快速

变化会造成鱼类损伤。Turnpenny等人采用Groves的试验方法测试了剪切力对鱼类的影响。水射

流速度分别取5、10、15、19和20m/s，试验鱼通过导管诱导至射流中心，待鱼回到水槽的平静水

域后通过捞网将鱼捞出，检查试验鱼受到的损伤。Morgan等人研究了剪切力造成鱼类死亡的回

归方程。在水槽中，将幼鱼引入高速的淹没射流附近，射流通过圆形喷嘴射入水槽，速度为

0~23m/s。通过逻辑回归法对试验鱼受到的损伤进行分析。当射流速度为9.1m时，最大剪切力为

1600Pa，试验鱼的轻微损伤，比如鱼鳞损伤。虽然对剪切力对鱼类的损伤机理进行了一些试验研

究，但是分析发现，剪切力和湍流对鱼类的损伤机理很难在实验室进行深入研究。剪切力和湍流

对过机鱼的损伤很难精确地描述和量化。 

表 2-1 ARL/NREC 鱼友型水轮机设计及评估准则 

准则描述 阙值 依据 

圆周速度 低于12.2m/s（6.1m/s较好） 
使转动部件和静止部件之间的剪切力和旋涡最小

化，降低撞击损伤。 

最小压力 68.8kPa 
研究中，下行鱼可以适应206kPa压力环境，当压力

低于30%适应压力时，鱼类出现死亡。 

压力变化梯度 低于550.3kPa/s 
假设在轴流转桨式水轮机中，压力随时间变化梯度

为1100.6kPa/s时会造成鱼类损伤。 

剪切力 低于180m/s/m 
灰西鲱（一种脆弱的鱼类）的试验证明，剪切力为

180m/s/m不会造成试验鱼的损伤。 

叶片数及叶片 

进水边总长 
最小化 叶片数少及进水边长度短，可降低撞击概率。 

转轮与转轮室 

的间隙 
不多于2mm 

间隙越小，机械损伤概率越低；USACE的轴流转

桨式水轮机试验中间隙为3mm。 

流道尺寸 最大化 叶片间过流量增大，可降低过机鱼的摩擦损伤 

其他 

转轮和活动导叶之间距离尽

量大，过机鱼从进口到出口

的经历时间尽量短 

轴流转桨式水轮机比混流式水轮机过鱼环境更加

友好。混流式水轮机活动导叶和转轮之间距离小，

导致过机鱼的摩擦及碾磨损伤概率高。 

（5）鱼友型水轮机生物设计准则。过机鱼伤害机理以及生物设计准则是鱼友型水轮机研制

的基础。ARL/NREC 和 Voith Hydro 研究小组在进行鱼友型水轮机研制时发现缺少必要的生物设

计标准。虽然国外曾进行过一些鱼类通过水轮机损伤机理的研究，但因为这些研究并不是以建立



鱼友型水轮机生物设计准则为目标，缺少导致鱼类损伤的相关数值（或阀值），几乎没有可用于

指导鱼友型水轮机研制的数据资料。ARL/NREC 研究小组在鱼友型水轮机研发中采用的设计及

评估准则见表 2-1，其中新型鱼类友好型水轮机设计参数为流量 28.3m3/s，水头 23-30m。 

2.1.2 鱼友型水轮机的设计 

鱼友型水轮机设计的最终目的是，使过机鱼受到的损伤或死亡率最低，同时高效发电，实现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最大化。鱼友型水轮机发展至今，代表性研究成果如下。 

（1）ARL/NREC 鱼友型水轮机  

在美国高级水轮机系统计划（AHTS）的支持下，ARL/NREC 研究团队致力于设计一种不

同于混流式或轴流式水轮机的新型水轮机转轮，最大限度地降低过机鱼的损伤。新型水轮机的设

计目标是过机鱼存活率高于 96%，效率至少为 90%。该研究团队以导水机构和转轮的水力设计

为核心进行了研究。 

ARL/NREC转轮基于泵叶轮的形状，尽量减少叶片数、降低转速、降低转轮叶片上压力随时

间及速度随距离的变化梯度、尽量减小转轮和转轮室的间隙、尽量加大流道尺寸，且所有这些有

利于鱼类通行的设计所引起的水轮机效率下降要尽量小。为了获取相同的能量，叶片数量减少后，

叶片相应加长，而叶片的高度不变。叶片呈螺旋状绕中心体包卷。该几何形状可逐渐降低压力，

将可能损伤鱼类的水流流速突变减到最小。ARL/NREC鱼友型水轮机转轮见图2-1。 

 

图 2-1 ARL/NREC 鱼友型水轮机转轮 

对ARL/NREC鱼友型水轮机在中试模型试验台上进行过鱼试验，以评估水轮机水力性能和过

机鱼成活情况。通过模型试验结果换算得到原型机组最高效率为90.5%。模型机组过鱼试验表明，

美国鳗鱼的总存活率超过98%，白鲟鱼的存活率高于硬骨鱼（如虹鳟鱼），过机鱼在叶片进口边



的撞击是造成过机鱼立即死亡的主要原因。 

随着鱼友型水轮机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研究者将更多的鱼友型水轮机设计概念融入

ARL/NREC鱼友型水轮机，对其进行优化设计，并设计不同参数的水轮机。同时，也在不断推动

ARL/NREC鱼友型水轮机的工程应用。ARL/NREC鱼友型水轮机的工程应用研究旨在，保证过机

鱼成活率比旁通道（或溢流道）高或者与之相当，但在经济性上更具竞争优势。以水头28m、流

量42.5cm3/s为设计工况进行了ARL/NREC鱼友型水轮机优化设计，对水轮机蜗壳、活动导叶和固

定导叶、转轮及尾水管进行了改进，以保证过机鱼的成活率、提高机组效率，并降低机组制造成

本。优化前后，ARL/NREC转轮三维结构对比见图2-2。数值计算结果显示：优化前后转轮内压

力和剪切力变化梯度相似，优化后转轮内最低压力更高，优化后水轮机在设计工况点的效率更高。

同时，完成了ARL/NREC水轮机的结构设计和受力分析。在Voith水力机械试验台上对优化后的

ARL/NREC鱼友型水轮机进行了模型试验，模型和原型转轮直径之比为1：8.71，转速为900rpm。

通过模型效率换算所得的原型机组效率接近94%。加工中的模型转轮见图2-3。目前ARL/NREC

鱼友型水轮机已经具备应用于实际水电站的条件。 

 

（a）优化前 

 

（b）优化后 

图 2-2 优化前后 ARL/NREC 鱼友型水轮机转轮结构对比图 



 

图 2-3 制造过程中的 ARL/NREC 水轮机转轮 

（2）VOITH 小组关于鱼友型水轮机的设计概念   

同样是在AHTS的支持下，VOITH研究小组通过分析水轮机内部流动特性，探索导致鱼类损

伤的原因，提出鱼类友好型设计概念。这些概念可以用于已有水轮机的更新改造，也可用于新的

水轮机设计。主要的设计概念如下。 

鱼友型轴流转桨式水轮机设计概念：水轮机以高效率运行，没有空蚀，以降低鱼类的损伤概

率；消除转子中心体、叶片和转轮室附近的间隙，以降低鱼类的碾磨损伤概率；优化布置固定导

叶与活动导叶位置，以消除撞击损伤的可能性；抛光所有的表面焊缝，以降低对鱼的摩擦损伤等。 

鱼友型混流式水轮机设计概念：减少叶片数，加大流道尺寸，增加叶片长度，以降低鱼受撞

击和擦伤的概率，并维持相同的容量；采用较厚的叶片进口边，使转轮的效率-水头特性曲线更

平坦，这意味着机组在高水头运行时叶片进口边不发生空化，水流脱流减少，且可以降低鱼类在

叶片进口边的撞击概率（过机鱼沿着叶片进口边绕流通过的概率提高）；降低导叶的悬臂(向外伸

出部分)，以消除产生有害涡流的间隙；增加导叶和转轮之间的距离，以降低鱼类在导叶出口边

和转轮之间受到碾磨损伤的可能性；使导叶与固定导叶对齐；提高固定导叶、导叶和尾水管锥管

的光滑度，以减少对鱼的潜在摩擦损伤等。 

（3）最小间隙转轮   

最小间隙转轮（简称MGR）的概念为，除结构上必须的间隙外，叶片与轮毂、叶片与转轮

室之间无间隙或者间隙尽可能小。最小间隙转轮设计可以减小与间隙相关的碾磨、空化、剪切力

及湍流所引起的过机鱼损伤。轴流转桨式水轮机通过将轮毂体和转轮室的形状从圆柱体-球体-圆

锥体改为整个球体，从而使叶片全部包入转轮室，消除轮毂体、叶片和转轮之间的间隙。传统转



桨式水轮机转轮和最小间隙转轮结构对比见图2-4。 

 

图 2-4 传统转桨式水轮机转轮（a）和最小间隙转轮（b）结构对比图 

（4）美国瓦纳普姆水电站鱼友型水轮机   

格兰特县PUD的工程师和Voith的代表组成研究团队，以美国瓦纳普姆Wanapum水电站（共

10台机组）为依托进行鱼友型水轮机研究。研究内容包括：转轮尺寸和叶片数的改变、降低转轮

安装高程以改善空化性能、延长固定导叶以改善流态、活动导叶和固定导叶对齐、尾水管改型等

等。通过这些综合设计研究，使水轮机内部流态更平稳，提高水力性能。最关键的设计为，转轮

叶片从5个改为6个，叶片长度变短，以便于采用全球型的轮毂体设计。所需要的装机容量通过增

大转轮直径（由285英寸增加到305英寸）和降低安装高程来保证。对研发的新型水轮机进行全流

道模型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新水轮机转轮内部的流动特性得到显著改善，流动更加顺畅，水轮

机效率平均提高3%。此外，新设计使流道内剪切力降低至过机幼鲑鱼所能承受的剪切力临界值

以下。根据试验结果，对新型水轮机固定导叶和活动导叶进行了进一步优化设计。 

 

图 2-5 鱼友型水轮机转轮 

新设计的鱼友型水轮机安装在Wanapum水电站，2005年2月完成了启动试验。新设计的鱼友



型水轮机转轮见图2-5。格兰特县PUD采用8850尾幼鲑鱼进行了过机鱼存活率试验。试验表明，

新水轮机过机鱼存活率的整体加权估值为97.82%。2005年12月，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FERC）

批准格兰特县PUD采用新水轮机设计对余下的9台机组进行更新改造。 

（5）最小间隙导叶   

对于低水头水轮机，导叶在全开位置时是向外伸出的，这是由于导叶开度大、且节圆直径与

水轮机进口直径之比小。导叶全开时其下部的尾流形成很大的剪切力和极强的紊流，会损伤经过

的鱼类。针对这一问题，ALSTOM的设计人员提出了一项与传统导叶相适应的新设计方案，即

完全消除导叶外伸结构，该设计方法称为“最小间隙导叶(MGGV)”。这一创新设计是采用回转表

面底环嵌入物，每只导叶处有一个嵌入物，嵌入物的形状保证了在任何导叶开度下导叶与底环之

间无间隙，见图2-6。MGGV的应用可以完全取消导叶外伸结构，极大地减小流场中的剪切力区

和导水机构下游区域的紊流，从而提高过机鱼的存活率。此外，CFD分析和模型试验都表明，采

用传统导叶和最小间隙导叶，水轮机效率几乎没有改变。 

 

图 2-6 最小间隙导叶(MGGV) 

（6）上流式水轮机   

上流式水轮机将传统的向下出流式水轮机改为向上出流式，在设计思路中兼顾了环保因素和

能量性能的需求，整个水轮机系统结构简洁、紧凑。传统的向下出流式水轮机和上流式水轮机结

构对比见图 2-7。 

上流式水轮机保护过机鱼的主要设计特点为： 

①采用向上开放式出流，无尾水管。这种尾水出流方式可以增加空气的溶入量，消除空化，

从而避免剧烈的压力变化，减少由此引起的过机鱼鱼损伤。 

②应用竖直的压力平衡针阀，取代导叶，减少了机械碰撞引起的过机鱼损伤。 

 

 

 



 

(a)                     (b) 

图 2-7 传统的向下出流式水轮机（a）和上流式水轮机（b）结构对比见图 

2.1.3 鱼友型水轮机水力性能和过鱼能力的评定方法 

ARL/NREC研究团队对ARL/NREC鱼友型水轮机在模型试验台上进行过机鱼试验，以评估水

轮机水力性能和友好过鱼能力。该实验在Alden实验室进行，也是第一次对水轮机进行中试规模

的生物学评估。水轮机模型转轮直径为1.22m，模型转轮和原型转轮直径之比为1:3.25。试验在两

种水头和转速下进行（12m水头下240 rpm和24m水头下345rpm），进行了有活动导叶和无活动导

叶的测试。试验在一个2000马力水泵驱动的闭式循环系统进行，通过测功机控制转速并吸收水轮

机出力。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一共试验了6种鱼，约42700尾，是目前已经进行的水轮机流道鱼类

存活情况最密集和严格的评价。根据试验要求对鱼进行标志，采用特别设计的一套装置将鱼慢慢

引导至水轮机进口，并可以引导鱼进入到水轮机内部的不同位置（高度）；鱼从尾水管出来进入

收集箱后，立即检查鱼的受伤和死亡情况，并观察96小时，以确定任何潜在的死亡率。同时，在

该模型试验中还测量相关流动参数，计算水轮机水力效率，从过机鱼生存情况和水力效率两方面

对鱼友型水轮机的设计进行评估。通过模型试验对不同种类、不同尺寸的鱼通过该新型水轮机的

成活率进行了研究。 

美国陆军工程师兵团研发中心（ERDC）采用无色空心小球代替过机鱼对 ALSTOM 研发的

最小间隙转轮和常规转轮进行了模型试验，衡量转轮性能和过机鱼的下行情况。通过高速摄影系

统记录无色空心小球通过固定导叶、活动导叶及转轮区域的过程，分析确定小球与水轮机部件的

碰撞情况及剪切应力区；使用三束两色激光多普勒测速仪确定流动分布、流速量级和方向、湍流

等。使用激光多普勒测速仪还可以确定流动分布、流速的量级及方向、湍流和确定存在剪切应力

的区域。在固定导叶和活动导叶前的引水管路中注入小球。在三个不同深度上注入的小球分别在

叶片顶部、叶片中部和靠近轮毂处通过转轮。用高速摄像机记录小球通过转轮的轨迹。分析每一

个小球以便确定小球同固定导叶和活动导叶表面的接触程度。观察每一个小球是否在运动方向上



突然变向，以此来确定何处为高剪切应力区。在每一个试验工况下的每一处释放小球的位置都对

约 350 个小球进行了研究。对每一个小球的表面接触程度分值和运动方向改变分值平均之后就得

到了转轮三个区域(叶片端部、叶片中部和轮毂)处的总的分值。还同时计算了严重表面接触和运

动方向严重改变所占的百分比。分别在被支墩隔开的尾水管流道内的截面上测量流速。根据测得

的速度值还可以计算水流在每个被支墩隔开的尾水管流道内的流量分配情况及流态。上述速度值

还可以用来确定尾水管内的流动紊乱程度。比较了采用不同转轮时的小球试验结果。模型试验结

果表明，最小间隙转轮实现了在保持常规轴流转桨式水轮机效率水平的同时，还能够改善水轮机

中过机鱼的通行环境。 

在Bonneville大坝1号水电站6号和4号机组上将常规轴流转桨式水轮机转轮更换为最小间隙

转轮。1999年11月到2000年1月，USACE在6号和5号机组（常规转轮）上进行幼年鲑鱼通过水轮

机下行的现场试验，测试、比较鲑鱼的存活率。两种转轮相比：经过轮毂附近的过机鱼存活率都

很高，为97%或者更高；经过叶片中间的过机鱼存活率相当，为95%～97%；经过最小间隙转轮

叶片外缘过机鱼的存活率比经过常规转轮叶片外缘过机鱼的存活率高3%。 

美国能源部（DOE）的科学家在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PNNL)和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RNL)

用装有一排传感器的小设备研究鱼经过不同大坝结构和搅拌机类环境的过程，采用设备收集的数

据来帮助工程师进行设计优化，从而提高鱼经过这些水力环境的成活率。这个小设备被命名为“传

感器鱼”（sensor fish）。传感器鱼能够自由移动，且记录通过水轮机环境时所承受的应力，是目

前最好的试验装置。 

CFD数值方法在鱼友型水轮机研究工作中的应用目前仅限于水力模型设计。ARL/NREC研究

小组在水力设计过程中用一维模型来评估现有转轮功率性能，用准三维模型来优化转轮的几何尺

寸，用三维CFD数值模拟方法分析水轮机中的水流特性并进行评价。Voith小组利用了对转桨式

和混流式水轮机的所有方面和元件的CFD分析结果。该小组利用其水力发电和生物学经验，以及

CFD工具，增进对水轮机水流速度和压力分布的了解，以及导致鱼类伤害的原因，进行鱼友水轮

机设计，完成鱼友型型水轮机设计概念的研究。美国IT电力公司（IT Power Ltd）采用CFD技术，

strike鱼类伤害预估模型（fish injury prediction model ）以及传统设计工具完成了鱼友水轮机的概

念设计。美国IT电力公司发现新设计轴流式水轮机的效率与现有类似的水轮机相当，但叶片撞击

引起的鱼类伤害大大降低。 

在我国，关于鱼类上行过坝措施相对较多，对鱼类下行过坝的关注比较少，鱼友型水轮机的

研究还处于空白。目前，我国鱼类下行主要是通过溢洪道或者水轮机直接下坝，对鱼类造成很大



影响。如何保证鱼类安全的下坝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还需要进行专题攻关。 

2.2 专家观点 

（1）在国外水电开发较早的国家，为了保护流域内珍稀的洄游鱼类，水电站鱼道装置的设

置已成为强制性要求。洄游鱼类上行过坝主要是通过鱼道，鱼道的设计和应用在国外有悠久的历

史，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都有大量的鱼道。美国建造鱼梯和泄放幼鱼设施已有60

余年历史，鱼梯是成功的，而泄放幼鱼设施的效果不理想，迄今还在不断探索改进。为了达到理

想的下行过鱼成活率，国外的一些水电站建成后，耗费了大量资金进行结构改造。国内有关过鱼

设施的研究、设计和应用一直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已经建设的鱼道有不少已经废弃，在使用的

鱼道中，有不少过鱼效果不如人意。鱼类下行过坝的高死亡率是长期以来一直被关注的问题，鱼

类下行过坝受伤害的机理并不清晰。为此，调研和系统了解国外下行鱼道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包

括鱼类过坝受伤机理、生态友好的水轮机设计等等，对我国鱼友型水轮机设计和鱼类的有效保护

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在我国，关于鱼类上行过坝措施的研究相对较多，对鱼类下行过坝的关注比较少。目

前，我国鱼类下行主要是通过溢洪道或者水轮机直接下坝，对鱼类造成很大影响。如何保证鱼类

安全的下坝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还需要进行专题攻关。因此，要考虑如何结合国家的鱼类保

护规划，将洄游鱼类下行过坝设施的设计也纳入水利水电工程开发建设的规划中，并引起重视。 

（3）对鱼类通过各种设施下行过坝的成活率进行评估后发现，目前所有下行过鱼设施都会

对鱼类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且有些过鱼设施工程造价高、施工难度大，还可能影响水电站的发

电量。机械运输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且捕捞和运输过程对鱼类的伤害是不可控的；鱼类

通过溢洪道下行的成活率与流速和水头有很大的关系，虽然溢洪道是目前较常用的鱼类下行过坝

措施，但其效果很不理想；采用幼鱼旁路系统，常规工程中很难有横穿大坝的旁路水道，若是采

用驳船和卡车运鱼，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且在运输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幼鱼死亡；

采用水表面通道，幼鱼被诱导收集后仍需要通过机械运输或者溢流堰过坝。 

事实上，无论采用哪种下行鱼过坝措施，都无法避免会有一部分鱼随着水流进入水轮机，通

过水轮机下行。因此，降低水轮机对鱼类的伤害，提高鱼类过坝存活率，对水轮机及其流道进行

改造十分重要。有研究表明，鱼类通过设计良好的水轮机的存活率要高于通过溢洪道的存活率。 

（4）在我国，鱼友型水轮机还是一类比较陌生的机型，现在似乎没有太大价值，没得到应

有的重视。但是，随着环境和生态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水轮机伤鱼问题会越来越引起公众的注

意，以致于要求采用鱼友型水轮机。因此，关注世界上鱼友型水轮机发展动态、展开鱼友型水轮



机基础科学的研究，是有长远意义的。再则，鱼友型水轮机中的某些设计概念，如最小间隙转轮，

可以融入当前水轮机的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5）鱼友型水轮机概念的提出是水利工程对自然进行生态补偿的有效措施。从水轮机设计

与运行方面考虑提高过机鱼的存活率是切实可行的一项措施。目前有些国家在积极开展鱼友型水

轮机的研究，以减少对鱼类的伤害，提高水轮机的过鱼能力。但由于水轮机高效运行的结构要求、

鱼类通过水轮机受伤机理的复杂性及鱼类本身的生理特性，鱼友型水轮机的设计与研究还需进一

步展开。 

（6）缺少过机鱼损伤机理的系统研究，需研究并建立鱼友型水轮机生物设计准则。卡达等

人在 DOE 和 AHTS 委员会成员的支持下，提出了生物学的临时设计准则，并建议对有关生物学

设计准则作进一步研究，建议对需要的鱼种通过模型水轮机进行试验研究。过机鱼在叶片进口的

撞击是造成过机鱼损伤的主要因素之一，建议以叶片厚度、鱼类撞击速度及撞击角度为试验参数，

测试不同种类、尺寸试验鱼的损伤率和成活率。 

3 展望 

（1）鱼友型水轮机研究的技术展望 

①过机鱼伤害机理和鱼友型水轮机生物设计准则研究 

a. 我国大型水电基地所在河流内珍贵洄游鱼类特点调研。调研我国大型水电基地河流内珍

贵洄游鱼的鱼种以及鱼的大小分布；调研这些鱼类的生物特性、行为特性等，为研究提供数据资

料。 

b. 过机鱼伤害机理试验研究。设计试验系统，研究水压力、水流剪切力、空化特性以及机

械障碍对试验鱼（不同大小、不同种类）行为特性以及伤害情况的定量化影响，并观察不同试验

环境下鱼类的行为特性和反应。 

c. 鱼友型水轮机生物设计准则的研究。在确定试验鱼所能承受的流动特性限值，如空化系

数和空化程度、剪切力限值、压力限值的基础上，针对流场速度梯度、压力梯度、空化特性等水

力因素及过流通道的结构形式和几何尺寸，通过理论分析和数值计算，建立以保护过机鱼为目标

的水轮机生物设计准则。 

②基于生物设计准则的鱼友型水轮机设计理论及关键技术研究 

a. 鱼友型水轮机设计理论和设计方法研究 

针对过机鱼机械及湍流损伤机理和生物设计准则，从叶片和导叶的个数、型线及相对位置关



系、转轮旋转速度、流道尺寸、水力流道内可能对鱼类产生伤害的间隙、可能对鱼类产生伤害的

结构等出发，研究设计理论和方法。 

b. 鱼友型水轮机研制 

基于鱼友型水轮机设计理论和过机鱼伤害机理，开展以导水机构、转轮、水轮机运行为核心

的多目标、多参数优化设计研究，设计多个鱼友型水轮机模型。 

③鱼友型水轮机过鱼模型试验及伤害比尺效应研究 

研究水轮机过机鱼的投放、诱导、收集、追踪观测方法以及鱼类伤害评价方法，建立水轮机

过机鱼伤害模型试验系统，进行水轮机过机鱼模型试验，研究过机鱼伤害比尺效应。 

a. 水轮机过机鱼的投放、诱导、收集方法研究 

b. 水轮机过机鱼行为轨迹追踪观测方法研究 

c. 鱼类伤害等级评价方法研究 

d. 水轮机过机鱼伤害模型试验平台建立 

e. 水轮机过机鱼比尺效应研究 

f. 过机鱼损伤室内检测与评定方法研究 

④预期目标 

a. 揭示过机鱼伤害机理，建立鱼友型水轮机生物设计准则，研究成果将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b. 基于过机鱼伤害机理和生物设计准则，建立鱼友型水轮机的设计理论和设计方法，形成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鱼友型水轮机设计理论体系和关健设计技术。 

c. 建立先进的过机鱼伤害模型试验系统，提出过机鱼投放、诱导、收集、追踪及伤害评定

方法。 

d. 揭示水轮机几何尺寸、流量、水头、压力等绝对参数以及单位流量、单位转速等相对参

数对过机鱼伤害程度的比尺效应。 

（2）鱼友型水轮机的示范和推广应用展望 

①与现有的其它鱼类下行过坝措施——捕捞运输、旁路水道、溢洪道相比，从工程成本和工

程施工难易度来看，采用鱼友型水轮机过鱼更具有的推广应用优势。 

②利用大坝的生态流量，安装鱼友型水轮机发电。这样一方面可以保护鱼类，另一方面可以

提高发电效益，可以大大降低鱼友型水轮机的推广应用难度。 

③选择中低水头水电站，建立鱼友型水轮机示范工程，以宣传水电站对鱼类的保护，逐渐弱

化人们因水电站影响鱼类生存环境而反对水电建设的观点，为水电建设保驾护航。政府相关部门



及协会应加大鱼类通过鱼友型水轮机下行过坝的宣传，引导水电站安装鱼友型水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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