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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江口水电站３００m级高坝泄洪
消能关键技术研究

严 沁 之,　邹　婷,　段　斌,　雷 厚 斌,　魏 雄 伟
(国家能源集团大渡河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　要:双江口水电站是大渡河干流上游控制性龙头水库电站,地处高山峡谷、高海拔、高寒地区,泄洪最大水头约２５０m,

最大下泄流量约８２００m３/s,泄洪消能技术难度大.结合双江口水电站泄洪系统＂高水头、大泄量、窄河谷＂的特点,开展了

５０m/s级高速水流水力特性、１２００m３/s级高水头竖井漩流式泄洪洞水力空化特性及掺气减蚀措施、５０m/s级高速水流抗

冲耐磨材料等关键技术进行研究,研究成果和思路为双江口水电站提供有力的安全泄水保障,可供３００m 级高坝泄洪建筑

物设计和建设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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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KeyTechnologyofFloodDischargeandEnergyDissipationof
３００mHighDamofShuangjiangkouHydropowerStation

YANQinzhi,ZOUTing,DUANBin,LEIHoubin,WEIXiongwei
(DaduRiverCo．,LTD,CHNEnergy,Chengdu,Sichuan,６１００４１)

Abstract:ShuangjiangkouHydropowerStationisacontrolreservoirhydropowerstationintheupperreachesof
themainstreamofDaduRiver．Itislocatedinthehighmountainvalley,highaltitudeandseverecoldarea．
Themaximumheadofflooddischargeisabout２５０ m withthemaximumdischargeofabout８２００ m３/s,

whichcausestechnicaldifficultforflooddischargeandenergydissipation．Combinedwiththecharacteristicsof
＂highhead,largedischargeandnarrowvalley＂intheflooddischargesystemofShuangjiangkouHydropower
Station,thekeytechnologiessuchasthehydrauliccharacteristicsof５０m/shighＧspeedflow,thehydrauliccavＧ
itationcharacteristicsof１２００m３/shighＧheadshaftwhirlpoolspillwaytunnel,themeasuresofaerationandeＧ
rosionreduction,andtheantierosionandwearＧresistantmaterialsof５０m/shighＧspeedflowarestudied．The
studyresultsandideashaveprovidedpowerfulsafetydischargeguarantyforShuangjiangkouHydropowerStaＧ
tionwhichcanbeusedforreferenceinthedesignandconstructionofflooddischargestructuresof３００mhigh
dams．
Keywords:ShuangjiangkouHydropowerStation;flooddischargeandenergydissipation;characteristics;key
technologies

０　引　言

对于３００m 级高坝工程,高水头、大泄量泄

洪建筑物的空蚀空化和安全消能问题,是工程建

设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如何保障泄洪建筑

物体型合理、结构安全、水流流态平顺、掺气充分、
出口挑流雾化消能区安全运行一直是近年来水利

水电工程界重点关注的难点[１－５].双江口水电站

心墙堆石坝最大坝高３１２m,是世界在建的第一

高坝[６].大坝上下游水位差大于２４０m,已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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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湾(２２６m)、锦屏一级(２２５m)和英古里(２３０
m)等水电站,最大单宽流量近２６０m３/s,与水布

垭(２６１m３/s)、乌东德(２８０．７m３/s)、糯扎渡(２７９
m３/s)等水电站属同一量级,其泄洪消能难度在

国内外同类工程中处于最高水平[１].由于国内外

３００m 级高坝工程建设经验较少,因此,有必要对

高坝大泄量泄洪消能技术进行研究.

１　工程概况与基本条件

１．１　工程概况

双江口水电站是大渡河干流上游控制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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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金川县境内大渡

河上源足木足河、绰斯甲河汇口以下约２km 河

段.电站设计装机容量２０００MW,多年平均发

电量７７．０７亿kWh,具有年调节能力.电站枢纽

工程由拦河大坝、引水发电系统、泄洪建筑物等组

成.拦河大坝采用碎石土心墙堆石坝,最大坝高

３１２m,坝顶长度６９８．９m,坝体填筑总量约４４００
万 m３.

１．２　洪水条件

双江口水电站坝址处多年平均流量５２４m３/

s,千年一遇洪水流量６９００m３/s,可能最大洪水

(PMF)洪峰流量为８６３０m３/s.
大渡河双江口以上的洪水主要由降雨形成.

主汛期为６~９月.洪水单、双峰过程均可发生,
起涨快,而退水缓慢;一次洪水过程一般为５~７
d.洪水具有洪量大、洪峰相对不高、峰形较为肥

胖、历时长的特点.

１．３　地形及地质条件

双江口水电站坝址区两岸山体雄厚、河谷深

切、谷坡陡峻,临河坡高１０００m 以上,自然坡度左

岸３５°~５０°、右岸４５°~６０°,呈略不对称的峡谷

状＂V＂型谷;出露地层岩性主要为燕山早期木足

渡似斑状黑云钾长花岗岩和晚期可尔因二云二长

花岗岩.坝址区无区域性断裂切割.除F１断层

规模相对较大外,主要由一系列低序次、低级别的

小断层、挤压破碎带和节理裂隙结构面组成;同
时,两岸岩体发育条数众多、随机分布的岩脉.

２　泄洪消能工程布置及特点

２．１　总体布置及特点

双江口水电站泄洪建筑物布置情况及工程特

性分别见图１和表１.其中,洞式溢洪道总长２
１７２．２０３m,最大流速约５０m/s,最大单宽流量近

２６０m３/s,最大泄量约４２００m３/s;竖井泄洪洞最

大泄洪水头约２５０m,最大流速为３２m/s,最大

泄量约１１００m３/s~１２００m３/s;放空洞工作闸

门挡水水头高达１２０m,最大流速为４０m/s.总

体来说,双江口水电站泄洪规模大,泄洪消能技术

难度较大[８].鉴于上述工程特点,本节着重介绍

洞式溢洪道、竖井泄洪洞和放空洞的布置情况及

泄洪消能难点.

图１　双江口水电站泄洪建筑物布置图

表１　双江口水电站泄洪建筑物工程特性表

泄洪建筑物 洞式溢洪道 深孔泄洪洞 竖井泄洪洞 放空洞

布置型式

实用堰进口

无压直坡隧洞

挑流消能

短有压进口

无压直坡隧洞

挑流消能

短有压进口
“漩流竖井”式

漩流竖井＋挑流

长有压进口
“龙伸腰”式
挑流消能

进口高程/m
出口高程/m

２４７８．００
２３４８．７０

２４４０．００
２３０４．９３

２４７５．００
２２６４．１６

２３８０．００
２２７３．１５

工作门尺寸(m×m) １６×２２(宽×高) ９×１０．５(宽×高) ９×７(宽×高) ７×６．５(宽×高)
洞身断面(m×m) １６×２３(宽×高) １１×１６(宽×高) １８(涡室直径)１２(竖井直径) ９×１３．５宽×高

最大泄流量(m３/s) ４１３８(校核洪水) ２７６８(校核洪水) １１９６(校核洪水) １２８６(２４６０m 水位)

２．２　洞式溢洪道

洞式溢洪道布置于河道右岸,由进口段、无压

洞段、明槽段和出口挑流鼻坎段(见图２)组成.
由于溢洪道明槽起始段坡度由１．５％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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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２％,变化较大,使得陡坡段水流沿程加速问题

突出,若掺气减蚀设施体型设计不当,极易产生空

蚀破坏.此外,为控制溢洪道泄槽流速过高带来

的抗冲磨问题,溢洪道出口鼻坎位置较高,出口鼻

坎下游消能范围也较大,要求泄洪水舌在不同泄

洪工况下均能顺利归槽困难较大,大泄量时泄洪

雾化对左岸岸坡的影响也较为显著.

２．３　竖井泄洪洞

图２　双江口水电站洞式溢洪道出口段剖面图

　　漩流式竖井泄洪洞由后期导流洞改建而成,
由短有压进口、无压隧洞上平段、涡室、竖井、无压

隧洞下平段及出口挑流鼻坎组成.涡室和竖井

(见图３)直径分别为１８m 和１２m.

图３　 双江口水电站旋流式竖井泄洪洞剖面图

由于竖井泄洪洞水头高、泄量大、流速快,其
空化空蚀问题突出、掺气减蚀技术难度较大,如何

保证各级流量进入竖井泄洪洞后均能起旋、贴壁

进入竖井、保证中央通气空腔顺畅、侧壁掺气可

行,是解决竖井泄洪洞空化空蚀、掺气减蚀问题的

关键点.

３．４　放空洞

放空洞由中期导流洞改建而成,采用有压接

无压的布置型式,由进口段、有压隧洞段、闸门竖

井段、工作闸门室段、无压隧洞段及出口段组成,
其剖面图见图４.

３　可研阶段开展的泄洪消能关键技术研究

在可行性研究阶段,通过开展双江口水电站

泄洪消能关键技术研究,为泄洪消能工程方案设

计提供了技术支撑.通过大量的模型试验、理论

研究和数值分析等研究工作,在水力空化特性、掺
气减蚀措施、河道雾化问题、抗冲耐磨材料选用等

关键技术上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７].

３．１　高水头、１２００m３/s级竖井漩流式泄洪洞水

力空化特性及掺气减蚀措施

通过竖井泄洪洞单体模型试验,测量泄洪洞

沿程的压力、水面线等,调整、优化进出口体型及

布置,包括上平段体型优化、涡室体型优化、竖井

及出口体型优化.模型按重力相似准则设计,模
型比尺为１∶３０的正态模型,经过三次优化多次

比选,最终确定竖井收缩段出口直径增大至１１
m,调整掺气室直径至１６m.优化结果如图５所

示,试验结果表明:
(１)各种工况均满足要求,双江口水电站后期

导流洞改建竖井旋流泄洪洞是可行的,优化后的

涡室在很小流量下就能顺利起旋,涡腔保持较好,
并且上下贯通;水流出竖井后,下平段流态平顺,
无水流窜起较高的不良流态.

(２)各种工况下,涡室及竖井壁面压力均为正

值;设置掺气室是可行的,并且掺气效果较好,但
是掺气后,竖井底部的脉动压力有所增加,可通过

增加竖井底部水垫的深度来解决.
(３)消力井出口处的压坡段因水流紊动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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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双江口水电站放空洞部分隧洞段剖面图

图５　旋流式竖井泄洪洞优化后体型图

脉动压力较大,还需在掺气室、竖井底部及出口处

做加强处理.

３．２　放空洞水力特性及流道空蚀防治措施研究

　　通过枢纽整体水力学模型试验,验证泄流能

力、进口流态、洞身段及挑坎出口水力特性,优化

设计,提出了合理的进、出口和洞身布置体型、掺
气减蚀形式及出口挑坎形式.通过建立１∶４０的

放空洞单体水工实验模型,对龙抬头宽度１１m
方案、９m 方案以及调整后的优化方案(见图６)
进行试验分析,试验结果表明:

(１)各种工况下,各级掺气坎上均可见明显掺

气水流现象,且其上掺气浓度在２％左右,优化方

案拟定的各级掺气坎的体型、位置和设计的掺气

保护长度是合理可行的,能满足掺气减蚀的要求.
(２)龙抬头抛物线段没有再发生负压;抛物线

段最小空化数约为０．１４;明洞段在库水位２４６０
m 时空化数均小于０．３,均需加设掺气设施.

(３)在有压段出口两侧加贴条形挑坎后,优化

方案体型的侧墙掺气效果明显变好.
(４)仅通过中导闸室段补气能满足长洞段需

图６　放空洞龙抬头修改前后体型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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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要求,长洞段之间可不设置补气设施.
(５)出口挑坎体型拟定还应结合施工导流运

行工况的要求作进一步优化.

３．３　河道冲刷及雾化分区研究

本工程泄洪建筑物布置紧凑,轴线与下游河

道交角大,泄洪水舌归槽、河道冲刷及雾化影响问

题突出;根据双江口洞式溢洪道泄洪工况资料,并
通过对RBF(径向基函数)网络学习,建立起泄洪

雾化神经网络预报模型,结合百年洪水、设计洪

水、校核洪水工况下溢洪道的挑流水舌的水力学

特性,同时将下游地形数字化,得到泄洪雾化的等

值线分布情况.
(１)洞式溢洪道和深孔泄洪洞泄洪雾化雨区

位于洞式溢洪道下游约５５０m 范围内,预计零降

雨区在洞式溢洪道下游７００m 范围以外.
(２)竖井泄洪洞泄洪雾化雨区位于洞式溢洪

道下游约２３０m 范围内,预计零降雨区在竖井泄

洪洞下游３５０m 范围以外.由于竖井泄洪洞出

口距离电站交通洞口较近,因此,泄洪雾化可能对

交通会有一定影响.
(３)由于放空洞出口距离电站交通洞口较远,

故泄洪雾化对电厂交通影响很小.

３．４　５０m/s级高速水流抗冲耐磨材料的选用

双江口水电站泄洪洞最大流速约５０m/s,最
大单宽流量近２６０m３/s,材料的冲蚀、磨蚀等问

题突出.虽然本工程泄水建筑物沿程采用掺气设

施可减免空蚀破坏,但高流速过流表面采用抗空

蚀材料是泄水建筑物抗空蚀的重要措施之一.通

过不同技术方案对混凝土的抗冲耐磨性进行研

究,并结合工程抗磨要求,初步选用硅粉混凝土作

为护面材料,用C４０、C５０硅粉混凝土做全面衬砌

保护,同时严格控制过流面的不平整度.同时,选
择在抗冲磨混凝土中使用低热水泥,且在其表面

加铺防护材料,延长抗冲磨混凝土使用寿命.

４　实施阶段需要深化研究的关键技术

在实施阶段,为更加符合现场实际情况,有必

要针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化研究,以达到技术可行、
安全可靠、运行方便、经济合理的建设目标.

４．１　竖井泄洪洞空化空蚀的防治

在实施阶段还需进行减压状态和常压状态下

涡室、竖井段和压坡段的水流流态比较;研究减压

状态下各种运行工况试验段的压力分布、水流空

化噪声及水流空化特性;在出现空化水流的情况

下,分析产生空化水流的原因,提出相应的改进措

施.

４．２　泄洪水舌归槽及雾化神经网络模型的优化

泄洪系统出口挑流水舌分布范围对河道冲刷

及岸边流速分布影响很大,泄洪水头变化较大,挑
流水舌存在小流量干砸本岸,大流量冲刷对岸和

岸边流速过大的风险,导致河道开挖、岸坡防护范

围及工程量较大,因此有必要在可研阶段物理模

型试验基础上,对泄洪建筑物挑坎体型开展进一

步优化工作.一方面优化网络模型的学习方法,
以增加学习的稳定性和收敛性;另一方面,还需不

断补充新的原型观测资料,通过网络模型的不断

学习,提高模型的预测范围和精度.

４．３　高速水流抗冲耐磨材料研究

在抗冲耐磨材料研究方面,已有多种材料应

用于工程实践中,这些材料各有特点和利弊,工程

应用上出现问题的也较多,对高强抗冲耐蚀混凝

土的抗冲蚀机理和高性能混凝土的研究方面有必

要进一步研究.
根据抗冲磨混凝土的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双

江口水电站各料场骨料的压碎指标不足,配制

C４０以上抗冲磨混凝土较难,需进一步开展双江

口水电站的抗冲蚀材料研究,确定抗冲磨混凝土

技术方案的同时提高混凝土抗裂性能,也为抗冲

耐磨混凝土温控计算提供试验参数和依据,保障

泄洪消能结构耐久性和运行安全性.

６　结　语

双江口水电站泄洪系统水头高、泄量大,泄洪

建筑物的空蚀、空化和安全消能问题突出.通过

采用物理模型试验并辅以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

洞式溢洪道、深孔泄洪洞、竖井泄洪洞、放空洞洞

身水流与压力分布.同时开展了高水头、１２００
m３/s级竖井漩流式泄洪洞水力空化特性及掺气

减蚀措施、５０m/s级高速水流抗冲耐磨材料的选

用、出流挑坎型式及下游河道冲刷及雾化影响问

题等一系列关键技术的研究.随着双江口水电

工程建设的深入推进和工程技术的不断提高,
还需在竖井泄洪洞空蚀空化体型优化、减轻放

空洞闸门有害震动措施、挑坎体型优化、高强度

抗冲耐磨混凝土材料配制等方面的关键技术进

行深入研究. (下转第１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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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江口水电站高坝泄洪消能研究成果较为丰

富,并明确了实施阶段泄洪系统工程技术研究方

向和主要内容.以上研究成果和思路,为双江口

水电站泄洪系统建设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可供

３００m 级高坝泄洪建筑物设计和建设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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