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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阶式溢洪道水力特性计算方法分析

徐啸，张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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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单纯台阶式溢洪道的水力设计方法。对比分析了台阶式溢洪道的水流流态、自掺气发

生点以及消能效果，推荐Ｙａｓｕｄａ公式作为滑行水流和跌落水流界限的判别式，提出了自掺气发生
点和消能率的统一计算公式，给出了台阶段水面线的计算方法。所得成果可以作为单纯台阶式溢

洪道的工程设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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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十年来，台阶式溢洪道因为与碾压混凝土
筑坝技术相结合且消能效率高而得到蓬勃发展。国

外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在中小型水利工程上应用
台阶式溢洪道消能技术［１］。８０年代以后，我国在水
利工程中也开始采用台阶式溢洪道。实践表明，在

单宽流量较小的情况下水流通过台阶式溢洪道时由

于台阶的摩阻作用表面波易于破碎，台阶自掺气和

消能效果显著，而且空蚀破坏不会发生。目前，国内

外对台阶式溢洪道的水力特性已作了较为深入的研

究，这些研究包括台阶上的水流流态、消能效果、掺

气效果、压强特性以及台阶是否空蚀的问题。台阶

式溢洪道已成为中小型水利工程在单宽流量较小时

设计的主要体型之一［２］。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

上，对单纯台阶式溢洪道的水流流态、自掺气特性和

消能特性进行分析，所得成果可作为工程设计的

依据。

１　台阶式溢洪道水流流态

台阶式溢洪道的水流流态可根据其坡度、台阶

高度和单宽流量分为三种，即，跌落水流、滑行水流

和过渡水流。跌落水流实质上就是多级跌水，其特

点是跌落水舌下缘与台阶之间形成自由空腔。其间

台阶上可能有两种流态，即，在台阶上形成完全水跃

（见图 １（ａ））、在台阶上形成不完全水跃（见图 １
（ｂ））。对于完全水跃的台阶式溢洪道可以按跌水
方法计算，对于不完全水跃则由于流态复杂，尚未看

到相关研究成果。滑行水流发生在坡度较陡、单宽

流量较大的台阶式溢洪道上，其特点是在台阶凸角

的连线上形成虚拟底板，在虚拟底板以上水流就像

在光滑溢洪道上一样流过台阶，在虚拟底板以下主

９３２　西安理工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Ｖｏｌ．２７Ｎｏ．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２１２
作者简介：徐啸（１９８６），女，浙江临海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水工水力学及多相流理论。Ｅｍａｉｌ：ｚｊｄ２ｘｘ１３＠１２６．ｃｏｍ。

张志昌（１９５４），男，陕西西安人，教授级高工，研究方向为水工水力学。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ｚｃ＠ｘａｕｔ．ｅｄｕ．ｃｎ。



流与台阶边缘之间会被水流充满，并形成稳定的循

环旋涡，这些旋涡的大小依赖于台阶式溢洪道的坡

度和台阶尺寸（见如图１（ｃ））。过渡水流介于滑行

水流和跌落水流之间，其特点是在一些台阶上水流

可能产生旋涡，而在另一些台阶上可能发生水流跌

落。由于过渡水流不稳定在设计中应予以避免。

图１　台阶式溢洪道上的水流流态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ｓｔｅｐｐｅｄｓｐｉｌｌｗａｙ

　

　　关于台阶式溢洪道跌落水流和滑行水流的界限
问题，主要研究者有 Ｃｈａｎｓｏｎ［３４］、Ｃｈａｍａｎｉ［５］、Ｙａｓｕ
ｄａ［６７］、Ｂｏｅｓ［８］和田嘉宁［９］等，研究的台阶式溢洪道

坡度范围为２．８６°≤θ≤６０°。为了便于比较，本研
究将已有典型研究得到的滑行水流和跌落水流的公

式绘于图 ２和图 ３。由图 ２可以看出，Ｃｈａｎｓｏｎ在
１９９４年提出的公式和２００１年提出的公式有较大差
异，其中２００１年提出的公式是经过反复试验后得出
的，具有一定的可靠性。Ｃｈａｍａｎｉ提出的公式与其他
研究者的公式差别较大，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Ｃｈａｎｓｏｎ、Ｙａｓｕｄａ、Ｂｏｅｓ和田嘉宁所给的公式变化规律
一致，但Ｂｏｅｓ公式的相对坎高偏小。Ｙａｓｕｄａ在２００１
年给出的公式介于Ｃｈａｎｓｏｎ和田嘉宁公式之间，且与
试验点比较吻合，是判别滑行水流较好的公式，即：

ａ／ｈｋ ＝１．１６（ｔａｎθ）
０．１６５ （１）

式中，ａ为台阶高度，ｈｋ为临界水深，ｔａｎθ＝ａ／ｂ，ｂ为
台阶水平长度。

图２　滑行水流下限相对ｈｋ／ａ水深与坡度θ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ｋ／ａａｎｄθｏｆｓｋｉｍｍｉｎｇｆｌｏｗ
　

对于跌落水流，由图３可看出，Ｙａｓｕｄａ在２００１
年给出的公式介于 Ｃｈａｎｓｏｎ和田嘉宁公式之间。但
Ｙａｓｕｄａ在１９９９年给出的公式与２００１年的公式有较
大差异，而 Ｙａｓｕｄａ在２００１年提出的公式与田嘉宁

试验点比较吻合，可以作为判别跌落水流界限的依

据。跌落水流上限的公式为：

ａ／ｈｋ ＝１．３＋０．５７ｔａｎ( )θ３ （２）

图３　跌落水流上限相对ｈｋ／ａ水深与坡度θ的关系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ｋ／ａａｎｄθｏｆｎａｐｐｅｆｌｏｗ

　

２　台阶式溢洪道掺气发生点

台阶式溢洪道由于特殊的结构形式在台阶竖直

面容易出现负压，从而易发生空蚀破坏。我国丹江口

水电站在通过单宽流量为１２０ｍ３／ｓ·ｍ时，台阶溢
流面产生负压，台阶面出现了大面积的空蚀坑。目

前，解决空蚀破坏的有效措施是掺气减蚀。所以，台

阶式溢洪道的掺气关系着台阶式溢洪道能否安全

运行。

台阶溢流面的掺气分为自掺气和强迫掺气两

类。强迫掺气即在未掺气以前的台阶上设置掺气挑

坎或掺气分流墩等设施来给台阶式溢洪道掺气。本

文主要研究单纯台阶式溢洪道的自掺气问题。目前，

对溢洪道自掺气问题的研究一般应用紊流边界层理

论，该理论认为紊流边界层发展到水面是掺气发生

的必要条件，水流的表面波破碎是掺气发生的充分

条件。

张志昌［１０］、曾东洋［１１］和骈迎春［１２］都对台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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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洪道的掺气现象和初始掺气发生点进行了研究，

认为台阶式溢洪道上的水流掺气过程与光滑溢洪道

相似，也可分为非掺气区、掺气发展区和掺气充分发

展区。非掺气区是指在水流流经台阶式溢洪道时在

水体中看不到空气掺入的现象；掺气发展区是指从

掺气发生点开始掺气量逐渐增大的过程。当全断面

掺气浓度达到一致时即为掺气充分发展区。研究表

明，台阶式溢洪道的掺气与单宽流量有关。单宽流量

较小则台阶式溢洪道会很快掺气，并迅速达到全断

面掺气。随着单宽流量的增大，初始掺气点位置向下

游推移，水流掺气量减小。当单宽流量大到一定程度

后，就有可能会造成台阶的空蚀破坏。

除了上述研究者外，对台阶式溢洪道掺气初始

发生点的研究还有 Ｗｏｏｄ［１３］、Ｃｈａｎｓｏｎ、汝树勋［１４］、

南京水科院［１５］、Ｂｏｅｓ以及田嘉宁等，他们都根据自
己的试验结果得出了计算掺气发生点的经验公式。

现将各公式用Ｌｃ／ａｃｏｓθ与ｑ／ｇｂ
３ｓｉｎ槡 θ的关系统一起

来绘于图４中。可以看出，掺气发生点随ｑ／ｇｂ３ｓｉｎ槡 θ
的增大而增大，而Ｗｏｏｄ公式掺气发生点位置最远，
可能是因为试验条件和对掺气发生点的判断不一致

造成的。而其他人的公式相对比较集中，其中曾东

洋、骈迎春、田嘉宁、汝树勋和 Ｂｏｅｓ的公式最为接
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根据试验数据，本研究得到

初始掺气发生点的计算公式为：

Ｌｃ
ａｃｏｓθ

＝１４．４８９（ ｑ
ｇｂ３ｓｉｎ槡 θ

）０．５６６ （３）

式中，ｑ为单宽流量，Ｌｃ为初始掺气发生点距堰顶的
堰面距离。

图４　相对掺气发生点与ｑ／ｇｂ３ｓｉｎ槡 θ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ｏｆａ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ｑ／ｇｂ３ｓｉｎ槡 θ

３　台阶式溢洪道的消能效果

近年来，科技工作者通过模型试验和原型观测

对台阶式溢洪道的消能率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一

致认为台阶式溢洪道的消能效果远大于光滑溢洪

道。台阶式溢洪道的消能率计算公式为：

η＝
Ｅ０－Ｅ１
Ｅ０

＝ΔＥＥ０
（４）

式中，Ｅ０和Ｅ１分别为坝前断面总能量和坝址处的总
能量，η为消能率。

张志昌、曾东洋、骈迎春对台阶式溢洪道的消能

效果进行了研究［１０］，认为台阶式溢洪道消能率的主

要影响因素是台阶的总高度、坡度和上游来流量。当

坡度为３０°～６０°时，对于给定的上游来流量来说，
增加台阶步高，则消能率有所增加。Ｙｉｌｄｉｚ分别对坡
度为３０°、５１．３°和６０°的台阶式溢洪道进行了试验
研究，认为当流量一定时坡度为３０°和５１．３°的能量
耗散随台阶高度的增加而增大，说明台阶高度对消

能效果影响较大。但是当坡度为６０°时，台阶高度对
消能率的影响较小［１６］。

除上述研究者外，Ｓｏｒｅｎｓｅｎ［１７］、Ｃｈａｎｓｏｎ、石教
豪［１８］和田嘉宁等都对台阶式溢洪道消能效果进行

了研究，并提出了各自的计算公式，但这些公式目前

尚未统一，有的甚至相差较大。本研究根据张志昌、

曾东洋、Ｙｉｌｄｉｚ、石教豪和Ｓｏｒｅｎｓｅｎ的研究资料，考虑
来流量、台阶高度、坝高和坡度等因素的影响，点绘

了消能率η与
ｈｋ

Ｐ＋Ｈ０＋ａ
ｔａｎθ的关系，如图５所示。

由图５可以看出，在坡度相近的情况下所有人的试
验点都比较集中，且随着坡度的增大，消能率总趋势

增大。拟合消能率的计算式为：

η＝Ａ（
ｈｋ

Ｐ＋Ｈ０＋ａ
ｔａｎθ）２＋Ｂ（

ｈｋ
Ｐ＋Ｈ０＋ａ

ｔａｎθ）＋Ｃ

（５）
式中，Ａ、Ｂ、Ｃ为系数，Ｐ为坝高，不同坡度对应的系
数见表１。

图５　消能率η与
ｈｋ

Ｐ＋Ｈ０＋ａ
ｔａｎθ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ηａｎｄ
ｈｋ

Ｐ＋Ｈ０＋ａ
ｔａｎθ

　

１４２　徐啸等：台阶式溢洪道水力特性计算方法分析　



表１　不同坡度情况下公式（５）中的系数Ａ、Ｂ、Ｃ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Ａ、Ｂ、Ｃｗｈｉｃｈ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ｌｏｐｅｓｉｎｆｏｒｍｕｌａ（５）

坡 度 ／（°）
公式（５）中的系数

Ａ Ｂ Ｃ
３０ －６１．６７９ －３．３０３６ ０．９８６

４９．６～５１．３ －０．３５８２ －２．４１４２ １．０７２４
６０ －２６．５５２ ２．６３０４ ０．８４１４

将计算得出的数据与实测资料进行对比，绝大

多数误差在３％以内，其中个别点误差在１０％左右，
不影响试验的精度。

４　台阶式溢洪道水面曲线的计算

对于台阶式溢洪道水面曲线的计算问题，付

奎［１９］和罗启北分别进行过研究，其中，罗启北主要

研究台阶式溢洪道正常水深的计算问题，而付奎主

要研究台阶式溢洪道沿程水面曲线的计算问题。付

奎得出的公式［１９］为：

ｈ２ ＝ｈ１－
λｑ２ΔＬ

ｇｈ１＋ｈ( )
２
３＋

αｑ２

２ｇｈ２１ｈ
２
２
ｈ２２－ｈ( )２

１ ＋ｉΔｌ

（６）
式中，ｈ１和ｈ２为计算流段前后断面的水深，λ为沿程
阻力系数，Δｌ为计算流段的长度，α为动能修正系
数，ｉ为台阶式溢洪道的坡度，ｑ为单宽流量。

付奎的公式中没有ｃｏｓθ一项，说明该公式适用
于宽浅明渠且坡度θ＜１０°的情况，沿程阻力系数λ
采用蔡克士大（А．П．Зегжла）的明渠阻力系数，其
粗糙高度采用ａｃｏｓθ，动能修正系数α取１．７～２．０，
不考虑局部水头损失的影响。对于一般的明渠，α＝
１．０５～１．１，而付奎的公式中取α＝１．７～２．０没有
说明来源，也没有说明局部水头损失对水面线的

影响。

台阶式溢洪道一般坡度较陡，国内外应用较多

的坡度在３０°～６０°之间。现根据明渠恒定非均匀流
理论，对台阶式溢洪道水面曲线的计算进行推导。

棱柱体明渠水面曲线计算的一般公式为：

（ｉ－Ｑ
２

Ｋ２
）ｄｌ＝ｃｏｓθｄｈ＋（α＋ζ）ｄ（ｖ

２

２ｇ） （７）

式中，Ｑ为流量， 槡Ｋ＝ＡＣ Ｒ为流量模数，ζ为局部阻
力系数，ｉ为台阶溢洪道坡度，ｖ为断面平均流速，ｈ
为水深。由上式得水面曲线的一般差分方程为［２０］：

Δｌ＝
Ｅｄ－Ｅｕ
ｉ－Ｊ

（８）

式中，Ｅｄ表示流段下游的比能，Ｅｕ表示流段上游的
比能，Ｊ表示流段的平均水力坡降。断面比能计算

式为：

Ｅ＝ｈｃｏｓθ＋（α＋ζ）ｖ
２

２ｇ
平均水力坡度为：

Ｊ＝Ｑ
２

Ｋ２
＝ ｖ２

Ｃ２Ｒ
（９）

式中，ｖ、Ｃ、Ｒ为计算流段上下游断面的平均流速、平
均谢才系数和平均水力半径。谢才系数为：

Ｃ＝１ｎＲ
１／６ （１０）

式中，ｎ为糙率。对于台阶式溢洪道，可用曼宁斯处
克勒公式计算，即：

ｎ＝ Δ１／６

７．６６槡ｇ
＝（ａｃｏｓθ）

１／６

７．６６槡ｇ
（１１）

式中，Δ为绝对粗糙高度，这里取Δ＝ａｃｏｓθ，ａ为台
阶高度，计算中以米计。

对于台阶式溢洪道，动能修正系数α取为１．１，
局部阻力系数ζ目前尚无研究成果，这里暂时取为１
和０，根据计算和试验结果对比加以调整。

算例：某台阶式溢洪道由 ＷＥＳ曲线段、光滑直
线段、台阶段和反弧段组成，模型布置见图６。堰上
水头为２５ｃｍ和３０ｃｍ，单宽流量为０．２６０２ｍ３／ｓ和
０．３５０２ｍ３／ｓ，溢洪道坡度为５１．３°，台阶高度为５
ｃｍ，实测台阶起始断面水深分别为９．１ｃｍ和１１．５
ｃｍ，水面曲线用式（８）计算，计算时分别取ζ为１．０、
０和０．６，计算结果如图７所示。可以看出与实测值
相比ζ＝１．０时，计算值偏大，ζ＝０时计算值明显偏
小，取ζ＝０．６时计算值与实测值吻合较好，所以计
算时取ζ＝０．６。图中实测值从某一点水面线开始
升高，即为掺气发生点，掺气发生点以后为掺气水流

的水深，掺气发生点以前为未掺气水流的水深，而水

面线计算的一般方程只能计算未掺气水流的水深，

可见考虑局部水头损失后的计算结果是可行的。

图６　台阶式溢洪道模型布置图
Ｆｉｇ．６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ｔｅｐｐｅｄｓｐｉｌｌｗａ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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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堰上水头３０ｃｍ时取不同ζ值计算水面线的结果比较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ζｗｈｅｎｗｅｉｒｈｅａｄｉｓ３０ｃｍ
　

图８是堰上水头为２５ｃｍ时用式（６）和式（８）计
算的水面线与实测结果的比较，可以看出采用 ζ＝
０．６，用公式（８）计算的水面曲线精度较高。

图８　堰上水头２５ｃｍ时水面线计算的结果比较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ｈｅｎｗｅｉｒｈｅａｄｉｓ２５ｃｍ
　

５　结　论

Ｙａｓｕｄａ公式（１）和（２）最适合于作为判别滑行
水流和跌落水流流态的界限公式；提出了台阶式溢

洪道自掺气发生点和消能率的统一计算方法；给出

了台阶式溢洪道台阶段未掺气水流水面线的计算方

法，与实测值相比本研究的计算精度较高。以上研

究成果可以作为单纯台阶式溢洪道设计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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