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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石流拦砂坝底扬压力分布及影响因素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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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泥石流拦砂坝底的扬压力会抵消坝体的部分有效荷重，影响其抗倾覆稳定性。为了研究拦砂坝底扬压力的分布规律
及其影响因素，设计制作了拦砂坝模型和扬压力采集系统，开展了不同沟床坡度和不同坝前堆积条件下的扬压力模拟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扬压力自坝踵至坝趾不断减小，且与渗流距离呈线性关系，当坝前有堆积物时相关系数绝对值达到 0.98 以
上；沟床坡度明显影响坝底扬压力的分布。随着沟床坡度的增加，扬压力不断减小，且对坝踵处扬压力的影响较坝趾处更大；
坝底和坝前堆积物的渗透性对扬压力的影响也很显著，它们的渗透性越差，扬压力就越小；坝前堆积物的渗透性还显著影响
扬压力的分布规律，渗透性越差，其分布规律性就越强。研究成果为深入研究泥石流拦砂坝底扬压力的作用过程和作用机制
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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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on distribution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uplift pressure
acting on bottom of debris flow check 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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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plift pressure acting on a bottom of debris flow check dam can counteract partial effective weight and reduce the
overturning stability of the dam. To study the distribution law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uplift pressure, a check dam model and an
acquisition system of uplift pressure were designed and produced. A series of simulation tests of uplift pressure was conducted based
on different gully bed slopes and different accumulations in front of the dam heel.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uplift
pressure linearly decreases from dam heel to dam toe. When placing accumulations in front of the dam, the absolute values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the uplift pressure and the distance to dam heel exceed 0.98. The uplift pressure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gully bed slope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bed slop on the pressure at the dam heel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dam toe. The
permeabilities of materials placed on gully bed and accumulations in front of the dam all have impacts on uplift pressure. The lower
their permeabilities are, the lower the uplift pressure will be. The permeability of accumulation in front of the dam heel also has a
marked impact on the distribution laws of uplift pressure; and the lower the permeability is, the more obvious the distribution laws are.
These research results will be the basis of further study 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uplift pressure acting on a bottom of check dam.
Keywords: uplift pressure; hydraulic conductivity; debris flow; check dams

1

引

言

如四川绵竹文家沟“8.13”特大泥石流[1]、四川都江堰
龙 池八 一沟“8.13” 大 型泥 石流 [2−3] 和 甘 肃省 舟曲

拦砂坝作为调控泥石流的关键工程，在泥石流

“8.7”特大泥石流[4−5]等，都因堵溃效应形成灾难性

灾害治理中得到广泛应用。然而，一旦它失效，因
堵溃效应往往会形成超常规模泥石流，造成灾难。

泥石流。拦砂坝作为泥石流治理的关键工程，自身
安全与稳定对灾害防治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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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拦砂坝模型

塞后也相当于实体坝）。
坝底扬压力作为坝基的一种

梯形体，
采用加厚的 PVC 板制作，底长 800 mm

重要荷载，会抵消部分有效坝重，降低坝体的抗滑

（沿沟道长）
，宽 500 mm（图 2）；顶长 550 mm，

稳定性，影响其稳定与安全。目前，泥石流拦砂坝

宽 500 mm；梯形体高 500 mm，迎水面垂直。坝底

[6−8]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溢流口过流能力及优化设计

、

设有 10 个扬压力传感器（探头）测试孔。

[14−18]

制作坝底的 PVC 板表面光滑，与沟床物质间不

等方面，对坝底扬压力的研究还鲜有报道，尚不清

易充分贴合。为了防止坝底与沟床接触面出现连续

楚其作用过程和作用机制。生产实践中大都参照水

贯通的水流，通过反复试验发现，在坝底粘贴高约

不同坝型防治效果

[9−13]

、坝下冲刷和坝前淤积

工的计算方法确定其大小

[19]

。

泥石流拦砂坝与水工大坝有着本质的不同。泥

2 mm 的隔水薄片，可以有效地防止坝底和沟床物
质间直接形成渗流，提高了试验的成功率。

石流拦砂坝主要是为了拦蓄泥石流物质，不以长期
蓄水为目的，在泄水孔被淤塞之前，可起到“拦大放
小”的作用。水工大坝主要用于长期蓄水，所受的扬
压力除坝底浮托力和渗流压力外，水位以下坝体内
部也会产生扬压力[20]；而拦砂坝则可以不考虑坝体
内的扬压力。由此看来，直接套用水工的方法计算
泥石流拦砂坝所受的扬压力无法得到可靠的结果。
由于设计参数的不确定，泥石流拦砂坝的设计在很
大程度上依靠经验，难以精确设计[21]。
本文利用大型水槽和拦砂坝模型，通过开展不
同条件下泥石流拦砂坝底扬压力模拟试验，分析了
坝底扬压力的分布特征、沟床坡度和坝前堆积物对
扬压力的影响等，为深入研究泥石流拦砂坝坝底扬
压力的作用过程和作用机制奠定基础。

2

试验设计

2.1 试验装置
此次试验设计制作了一个泥石流沟道模型（大
型水槽）
、一个拦砂坝模型和一套扬压力实时测量系
统。
2.1.1 泥石流沟道模型
模型规格为 5 000 mm（长）×500 mm（内宽）
×800 mm（高）（图 1）；骨架采用角钢连接，槽底
为钢板，两侧安装有机玻璃，以便于观察。水槽下
端铰支固定，上端通过滑轮可上、下调节；沟床坡
度在 0º～30º 内可调。

图 2 拦砂坝模型底部扬压力探头布置图（单位：mm）
Fig.2 Layout of uplift pressure sensors arranged at the
bottom of check dam model(unit: mm)

2.1.3 扬压力测量系统
由扬压力探头和数据实时采集系统组成。探头
采用美国 MEAS 公司生产的 KPSI 735 高精度水压
力传感器，直径为 25.4 mm，满量程输出的静态精
度为±0.05%。数据实时采集系统硬件采用 16 通道
采集卡封装而成，采样率 1～100 Hz 可调；软件部
分可实时采集和显示每个通道的压力，并保存为文
本文件，便于后期处理。
2.2 试验材料
此次试验物料主要有两类：沟床物质和坝前堆
积物。沟床土样由粗粒土、砂土和细粒土（粉土和
黏性土）按比例掺合而成。坝前堆积物取自北川县
雷家沟泥石流堆积物，根据需要配置成不同渗透性
的土样。为了防止模型坝下游沟床物质被冲走，并
能快速排掉坝下渗水，在坝趾处堆积了级配范围
0.2～50.0 mm 的粗颗粒土。
2.3 试验方法
此次试验重点研究坝底扬压力的分布、沟床坡
度和坝前堆积物对扬压力的影响等。沟床坡度  设
计为自 10º 开始（实际为 10.5º）
，每增加 2º 测一次，

图 1 泥石流沟道模型示意图
Fig.1 Sketch map of debris flow channel model

直至 24º，共 8 个坡度。为保证坝前水位一致，试
验时均保持漫坝状态。
根据文献[22]的研究，明显影响泥石流堆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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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性的细颗粒上限粒径为 0.1mm。据此，配制了

这种分布除受沟床物质渗透性的影响外，还与沟床

5 种不同细颗粒含量（<0.1 mm）的坝前堆积土样。

坡度和坝前堆积物的渗透性有关。

#

通过渗透仪实测，其渗透系数分别为 1.14（1 堆积
−2

#

−3

影响其分布规律。随着堆积物渗透系数的不断减小

#

（图 4(a)～4(f)），扬压力的分布和变化规律渐趋明

物）、1.75×10 （2 堆积物）
、6.13×10 （3 堆积物）
、
−3

#

−4

坝前堆积物渗透性不仅影响扬压力的大小，还

#

1.95×10 （4 堆积物）
、9.22×10 cm/s（5 堆积物）
。
5 种坝前堆积加上无堆积，共 6 种；每种均做
#

显。这种变化规律可用下式表示：

#

8 个坡度，共计 48 组试验。每组试验均需记录 1 ~8

Pl   l  

探头的扬压力数据，供后期处理和分析。

（1）

沟道长）×500 mm（宽）×100 mm（厚）区域，表

式中： Pl 为距离坝踵为 l 处的扬压力（kPa）
；l 为距
离坝踵的距离（m）；  、  为系数。

面必须平整；②坝底与沟床物质完全充分接触，坝

利用式（1）对不同沟床坡度下，扬压力与距

肩与槽壁紧密贴合并密封，坝体用螺栓固定防治产
生位移；③试验开始和结束均需检查扬压力探头的

坝踵的距离进行了拟合，结果列于表 1。
从表中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当坝前堆积物渗

工作状态。

透性较差时，如 2#、3#、4#和 5#堆积情况下，坝底

试验关键点：①坝底沟床物质铺成 950 mm（沿

3

试验结果

3.1 数据处理
每组试验均在扬压力稳定后开始采集数据，采
样频率设为 10 Hz，采集时间为 3 min 左右。扬压力

扬压力与距坝踵距离的线性关系非常明显；相关系
数绝对值均达到 0.98 以上。
3.3 沟床坡度对扬压力的影响
沟床坡度不同，作用于坝底的水头不同，可由
下式确定：

原始数据直接用 EXCEL 读取；然后绘出沿坝底纵

H l  h cos   l sin 

向 1#～8#（图 2）共 8 个通道的扬压力曲线，观察

（2）

整体变化情况。如果扬压力平稳，可全部视为有效

式中：H l 为距坝踵 l 处的计算水头（m）；h 为坝高，

数据；如果有明显的变化趋势（初始段未稳定），如

设计为 500 mm；θ 为沟床坡度。

图 3 所示，取后部平稳段的数据作为有效数据。为

计算结果如图 5 所示。除 1#和 2#探头外，其余

消除偶然误差的影响，以每个探头有效数据的算术

各探头处的水头均会随坡度增加而增大；距离坝踵

平均值作为该探头的扬压力值。

越远，这种效应越明显。理论上，扬压力也会因水
头增加而变大。然而，从图 4 可以看出，当坝前有
堆积物时，随着沟床坡度的增加，扬压力不断减小；
而且距坝踵距离越近，这种变化趋势越明显。出现
如此相反的现象，可能与坝前堆积物和沟床物质的
渗透性有关。
从表 1 还可以看出，当坝前堆积物渗透性较差
时，式（1）的两个拟合系数（  和  ）的绝对值
均随沟床坡度的增加而单调减小。进一步拟合发现，
这两个系数与沟床坡度的线性关系也很明显。拟合
结果见表 2。
综上所述，试验结果表明，当坝前有泥石流堆

图 3 4#堆积在沟床 16.0º 时各探头原始记录曲线
Fig.3 Original record curves of sensors when gully bed is
16.0º with #4 deposit placed in front of dam heel

积物时，沟床坡度对坝底扬压力的大小和分布均有
显著影响。
3.4 坝前堆积物渗透性对扬压力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研究坝前泥石流堆积物对扬压力

通过处理，此次试验共得到 384 个扬压力数据，
处理结果如图 4 所示。

的影响，在坝前堆积了形状和体积相同，渗透系数

3.2 渗透距离对扬压力的影响

不同的 5 种堆积物。试验结果见图 4。图 6 为 1#、

从图 4 可以看出，拦砂坝底扬压力自上游（坝
踵）至下游（坝趾）逐渐变小，具有明显的规律性。

5#和 8#探头在不同沟床坡度下，扬压力与坝前堆积
物渗透系数的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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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堆积（渗透系数 k=1.14 cm/s）

(a) 坝前无堆积

(c) 2#堆积（渗透系数 k=1.75×10−2 cm/s）

(d) 3#堆积（渗透系数 k=6.13×10−3 cm/s）

,
#

−3

#

(e) 4 堆积（渗透系数 k=1.95×10 cm/s）

−4

(f) 5 堆积（渗透系数 k=9.22×10 cm/s）

图 4 不同坝前堆积和沟床坡度下扬压力随距离变化趋势
Fig.4 The trend of uplift pressure with distance to dam heel for different bed slopes and deposits
in front of the dam heel

从图 6 可以看出，坝底扬压力随堆积物渗透系
数的降低而降低。究其原因，主要与堆积物导致的

流导致的细颗粒移动，可能会影响扬压力的变化。
因此，试验结果会有部分数据和整体相背离的情

有效水头损失有关。堆积物渗透系数越小，克服渗

况，但整体的规律性是可以确定的。

流阻力的能量损失（水头损失）越大。因此，在坝
前水位相同情况下，渗透系数越小，作用于坝踵的

4

结果分析

有效水头就越小，相应地坝底各处扬压力就越小。

坝底所受水的作用力称为扬压力，包括浮力和

需要说明的是，坝底和沟床物质接触面，因渗

渗透压力两部分[23−24]。泥石流拦砂坝的高度相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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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扬压力与距坝踵距离线性拟合结果表
Table 1 Linear fitting results of uplift pressure and distance to dam heel
0#堆积
(坝前无堆积)

 /(º)

截距  斜率 

1#堆积
(k = 1.14 cm/s)

2#堆积
(k = 1.75×10−2 cm/s)

3#堆积
(k = 6.13×10−3 cm/s)

4#堆积
(k = 1.95×10−3 cm/s)

5#堆积
(k = 9.22×10−4 cm/s)

相关系
相关系
相关系
相关系
相关系
相关系
截距  斜率 
截距  斜率 
截距  斜率 
截距  斜率 
截距  斜率 
数R
数R
数R
数R
数R
数R

10.5º

3.24

−2.50 −0.981

3.03

−2.51 −0.979

2.42

−2.33 −0.996

2.46

−2.49 −0.994

2.28

−2.26 −0.997

2.06

−2.08 −0.990

12.0º

3.19

−2.44 −0.977

2.95

−2.36 −0.983

2.32

−2.18 −0.996

2.32

−2.31 −0.993

2.19

−2.23 −0.997

1.98

−1.94 −0.989

14.0º

3.04

−2.03 −0.942

2.90

−2.35 −0.987

2.22

−2.11 −0.998

2.20

−2.23 −0.993

2.10

−2.16 −0.996

1.80

−1.79 −0.991

16.0º

3.04

−2.07 −0.952

2.85

−2.32 −0.987

2.11

−1.99 −0.998

2.05

−2.09 −0.994

2.00

−2.07 −0.996

1.68

−1.71 −0.991

18.0º

3.05

−2.11 −0.957

2.80

−2.29 −0.988

2.05

−1.95 −0.997

1.93

−1.98 −0.993

1.92

−2.02 −0.995

1.58

−1.63 −0.992

20.0º

2.95

−1.95 −0.956

2.76

−2.29 −0.988

1.98

−1.85 −0.996

1.83

−1.89 −0.992

1.81

−1.82 −0.996

1.45

−1.54 −0.992

22.0º

2.98

−2.14 −0.966

2.76

−2.35 −0.990

1.88

−1.73 −0.996

1.75

−1.83 −0.992

1.74

−1.75 −0.995

1.36

−1.46 −0.991

24.0º

2.91

−2.00 −0.976

2.73

−2.42 −0.989

1.80

−1.64 −0.995

1.66

−1.75 −0.990

1.62

−1.59 −0.995

1.24

−1.35 −0.990

注：表中相关系数为皮尔逊相关系数；括号中数据为坝前堆积物的渗透系数。

图 5 不同沟床坡度下坝底各探头处的计算水头
Fig.5 Calculated water heads of all sensor locations for
different gully bed slopes

(a) 1#探头扬压力与渗透系数

表 2 沟床坡度与式（1）中系数  、  的拟合结果
Table 2 Linear fitting results of gully bed slopes and
coefficients (  &  ) of formula (1)
与系数 β 的拟合结果

与系数 α 的拟合结果

坝前堆积
类型

截距

斜率

相关系数**

截距

斜率

相关系数**

2#堆积

2.82

−2.34

−0.995

−2.74

2.49

0.993

#

2.97

−3.05

−0.991

−2.92

2.76

0.983

#

4 堆积

2.72

−2.46

−0.999

−2.79

2.59

0.987

5#堆积

2.62

−3.15

−0.996

−2.50

2.62

0.986

3 堆积

(b) 5#探头扬压力与渗透系数

注：坝前堆积物渗透性很好时，扬压力与沟床坡度关系不明显，故 0#
和 1#堆积未进行拟合。相关系数为皮尔逊相关系数。

工建筑要小得多，坝底的水力坡度也低得多。根据
估算，此次试验的坝下最大水力坡度约为 0.42，最
大平均渗流速度约为 10−5m/s 数量级；流速极微小，
流速水头可忽略不计[25]。水工大坝承受的扬压力是
一种体积力，作用于坝体内部。泥石流拦砂坝不以
长期蓄水为目的，实体坝可视为不透水结构。因此，
本文研究的扬压力主要指作用于坝底面的扬压力，
应看作是一种面力[21, 25]。
水在渗流过程中，由于黏滞性产生的摩阻力导
致能量不断被消耗，水头不断降低，扬压力会不断

(c) 8#探头扬压力与渗透系数

图 6 坝底不同位置扬压力与坝前堆积物渗透系数的关系
Fig.6 Relationships between uplift pressures and
hydraulic conductivities of deposits in front of dam h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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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验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

为“均匀”质土，渗透系数也相同。在相同条件下，

（1）当坝底为均质土时，自坝踵至坝趾沿程

土中各处的水力坡度相同，作用于坝底的水头则呈

的水头不断降低，扬压力也呈线性降低；当坝前有

线性减小，引起的扬压力也呈线性减小。试验结果

堆积物时这种变化规律更加明显。

#

#

表明，自 1 ～8 探头距坝踵距离逐渐变远，扬压力
随之变小；试验结果与上述分析相吻合。

着沟床坡度的增加，扬压力整体变小；当坝前有堆

水的渗流主要由质量力驱动。质量力作用于水
[25]

的每个质点上，包括重力和惯性力

（2）沟床坡度对扬压力的分布影响显著。随

。试验中渗流

积物时这种变化规律更加明显。沟床坡度的变化对
坝踵处扬压力的影响较坝趾处更大。

速度微小，惯性力忽略不计。假设水力坡度与沟床

（3）坝前堆积物渗透性越差，作用于坝底的

坡度方向一致，随着沟床坡度的增加，重力沿水力

有效水头就越小，坝底的扬压力整体就会越小。坝

坡度方向的分力会逐渐变大，克服摩擦阻力的能量

底和坝前堆积物渗透性对扬压力的大小和分布影响

就越大，水流速度也越大。根据达西定律：

显著。

v  kJ

（4）本文试验结果表明，扬压力是泥石流拦

（3）

砂坝底一个不容忽视的荷载。它不仅降低坝体的有

式中：v 为水流的平均流速（m/s）；k 为土的渗透系

效荷重，而且扬压力差对拦砂坝的抗倾稳定性也很

数（m/s）；J 为水力坡度。

不利。

水流速度越大，水力坡度越大（渗透系数视为
常数）
；水力坡度大表示水头损失大。因此，沟床坡

致谢：汪惠、田小平、杨进兵和贾利蓉等参与了相关试
验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度越大，水头损失就越大，形成扬压力的有效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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