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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潜坝是控制分汊型河道河势的常用工程之一，一般位于汊道口门处，该区域流态复杂，建成后潜坝及下

游经常会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刷导致不均匀沉陷，对其进行抛石加固是维持其功能的重要措施。抛石以往多用于
护岸加固工程，传统的抛投落距公式适用于浅水区，对深水区抛石加固工程抛投落距研究不多，对抛投离散程度
的研究更少，很难实现抛石准确定位。本文以长江下游和畅洲左汊口门潜坝加固工程为例，通过分析深水潜坝加
固施工区水流流速的垂线分布规律，引入群体沉速的概念，推导出块石沉速、抛投落距和综合抛投离散参数公式，
并用现场试验资料对其进行了验证和优化，确定了工程量扩大系数，实时实现施工准确定位及有效加固。该研究
将传统的抛投落距公式延伸到深水区，同时对抛投离散程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研究基于现场试验成果，可为潜
坝加固工程和其他类似工程的施工提供更可信的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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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Test and Positioning Analysis of Reinforcement of
Deep Water Submerged Dam by Thrown St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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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bmerged dam is a commonly used structure to control the reaches of a braided river, and it is generally located at the entrance of the
inlet. The flows in these areas are often complex. It may cause downstream scouring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submerged dam and the consequent uneven subsidence. Riprap reinforcemen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maintaining the function of the submerged dam. The conventional riprap reinforcement project is used in the bank protection. The traditional stone-throwing distance formulas are generally applied to shallow water
and related to the water surface velocity, water depth, and the weight of the stones. There is not much study on the riprap reinforcement project in
deep water area,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stone scattering is much les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make the first attempt to conduct-field tests for investigating the throwing distance and the enlargement coefficient, and for optimizing the comprehensive scattering coefficient. These field tests
were performed at the entrance of the left branch of Hechang-bar, which is located at the lower reach of the Yangtze River, China. Based on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velocity, the formula of the fall velocity of stone in deep water area, the formula of the throwing distance and the formula
of the comprehensive discrete coefficient are derived. These formulas are verified by field data. The research extends the traditional throwing distance formula to the deep water area, and discusses the dispersion degree of throwing stones.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submerged dam
reinforcement works or other similar construc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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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坝工程是一常见的河势控制工程，是指设置

肩抛尼龙网石兜和坝坡面抛石设计工程量的扩大系

在枯水水面以下、具有调整水面比降及限制河底冲

数，并推导了尼龙网石兜漂距及石块漂距的计算公

刷等功能的拦截式河道整治建筑物，目的是防止河

式，由试验数据反算出了尼龙石兜和块石的阻力系

[1]

床受过多的冲刷或促进支汊淤积 ，是抑制分汊型河

数。王文森等 [13]对新型梯形透水潜坝的水流特性开

道支汊过快发展的重要河势控制工程之一。工程实

展了相关研究。

践表明：因潜坝工程为水下拦河建筑物，所在水域多

离散系数又称变异系数，是统计学当中的常用

水深流急，且受河道水流多变的外界自然条件影响，

统计指标，主要用于比较不同水平的变量数列的离

施工定位困难；建成后潜坝及下游遭到一定程度的

散程度及平均数的代表性。离散系数是衡量资料中

冲刷导致不均匀沉陷，影响潜坝的正常功能，需维护

各观测值变异程度的一个统计量。离散系数指标有：

加固，加固工程施工定位更加困难。

全距（极差）系数、平均差系数、方差系数和标准差系

潜坝工程等水下拦河建筑物以改变河床局部地
形的方式调整水流结构，进而引导河势，在一定程度
上是带有试验性的。对其设计、施工及运行维护方面
的相关研究成果不多，研究手段多为物理模型或数
[2]

数等。极差（全距）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Vr = R/X ′ ，其中，
X ′为 X 的平均数。

综上，潜坝工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带有试验性 [14]，
缺乏类似工程的成果经验作参考，更无可适用的理

学模型。如：孙东坡等 应用河工模型对管桩潜坝的

论公式，给潜坝施工及加固维护带来一定难度。施工

局部冲刷机理进行了分析，讨论了管桩潜坝在不同

及加固维护过程中如何进行现场定位，如何准确抛

流量时的导流效果，以及坝头局部冲刷坑形成的初

石均匀地对潜坝表面形成保护以及具体的施工工艺、

始、发展、稳定3个阶段；分析了来流流速、单宽流量、

工序和工程量扩大系数等，过去均无先例或类似工

床沙组成、管桩疏密度、迎流角度等因素对管桩潜坝

程可作参考。物理模型试验和数值模拟存在局限性，

[3]

局部冲刷的影响。王庆国等 通过2维水力模拟计算，

其模拟成果与实际工程情况仍存在不小的偏差。现

对深槽和挡水堰不同组合的修复方案，即在河道横

场试验可如实反映施工区水流的3维特性和复杂的

断面上设置深槽以及纵向上间隔设置挡水堰等工程

施工条件 [15]，随时调整施工方案，为潜坝加固工程的

措施，对减水河段的水力生态修复措施进行研究。胡

施工提供直接依据。本文以长江下游和畅洲左汊口

[4]

宝琳等 运用离散单元法中的2维颗粒流方法建立了

门控制潜坝工程为例，通过分析深水潜坝抛石加固

抛石潜堤模型，分析了刚度和摩擦系数两个细观参

现场试验数据，研究抛投落距、潜坝上下游坝坡抛石

数对模型分析的影响。结合工程实例，合理确定了抛

工程量扩大系数和潜坝坝顶及坝肩尼龙网石兜抛投

石潜堤颗粒流模型的细观参数，克服了传统连续介

工程量扩大系数，推导出深水区块石沉速、抛投落距

质力学的宏观连续性假设，形象而直观的模拟分析

和综合抛投离散参数公式，并用现场试验资料加以

了抛石潜堤的动状稳定破坏。Huang等 [5]通过求解非

验证，在此基础上优化其综合抛投离散参数。

恒定2维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和精确的自由面边界条
件，研究了孤立波与潜堤的相互作用，研究表明坝背
面产生的主旋涡和坝趾的次旋涡可能冲刷堤坝底部。

1 现场试验方案
1.1 工程河段基本情况

Shehab等 [6]研究了标准潜坝和由与河道表面成16°角

和畅洲位于长江下游镇扬河段，工程河段河势

斜面支撑的潜坝的水力特性。另外，近年来，对抛石

如图1所示，右汊为主航道。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主

的施工工艺和技术也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讨和归纳。

支汊逐渐发生改变，右汊进流条件日益恶化；左汊内

[7]

Mikhasek等 详细介绍了使用现代复合材料建造的

鹅头型弯道自然裁直，流程缩短，比降增大，导致和

溢流潜坝。徐健等 [8]通过应用3GPS定位抛石技术，有

畅洲左汊分流比以每年增加3.57%的速度迅猛发展，

效地控制抛石落点精度，改进工程效果。雷国刚、胡

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左汊成为主汊 [16] 。21世纪初，

宁等 [9]总结了多年来长江抛石护岸工程的施工经验，

和畅洲左汊分流比已超过70%。和畅洲左汊潜坝位于

归纳了水下抛石护岸施工工艺流程和质量控制要点。

左汊进口口门处，于2003年9月竣工，其兴建目的主

陶理志 [10]总结了多年来水下抛石施工组织与质量控

要为维持和畅洲汊道河势、控制左汊的迅速扩大、改

制。丰文意

[11]

通过划分施工小区（网格），分析了水

善右汊主航道通航条件。坝体采用充沙塑枕，工程运

利工程抛石工程水下地形测量方法，介绍了水下测

行初期左汊分流比减少约3%。该潜坝工程所在水域

量定位方案，阐述了施工技术的一些相关要求。范兵

水深流急，随着时间的推移，潜坝及潜坝下游遭到一

等 [12]介绍了长江镇扬河段和畅洲左汊口门潜坝加固

定程度的冲刷和沉陷，坝顶普遍降低0.2～0.4 m、部

工程现场试验基本情况，计算分析确定了坝顶及坝

分降低0.6～0.8 m，坝顶局部形成V型冲刷坑。潜坝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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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分流比的作用有所减弱，为促进和畅洲两汊江岸

的建设，对潜坝坝体进行维护加固就显得十分必要

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和长江南京以下12.5 m深水航道

和非常迫切。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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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施工分区和水文观测布置

工程河段河势图及试验段平面布置图

River regime diagram of the project section and the layout diagram of the test section

潜坝加固现场试验选取断面1+000～1+060作为

同而变化，其布设原则是保证每条波束的扫测覆盖

试验段，其长度为60 m。该段加固工程内容全面，工

率为100%，并且有一定的重叠宽度。现场试验施工

程量大小合适，该段坝顶黄海高程位于–14～–16 m，

抛投监测共计20 d，部分监测日期上、下午各测一次。

坝脚处河床黄海高程位于–17～–20 m，坝脚最大水

每个监测测次均覆盖了当天的施工范围。测量范围

深约24 m，水流流速相对较大，整体代表性相对较好。

包含试验区，长约120 m，宽约170 m。

1.2 施工现场试验方案
现场试验时间为2012年4月19日到2012年6月
14日，期间施工河段进口流量、出口水位的变化过程

Fig. 2

2012−06−08

2012−05−29

2012−05−19

2012−05−09

2012−04−29

流量
水位

图2

试验段流量、水位变化过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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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m3·s−1)

见图2。

Flow and water level process line of section

试验段坝体防护方案计划对上、下游坝坡坡面
进行抛护厚1.2 m的块石加固，对坝顶沉陷部分抛填
1.2 m厚（10 m宽）尼龙网石兜、坝顶及坝肩抛护厚
1.2 m的尼龙网石兜（25 m宽，其中坝体纵轴线向上游
10 m、向下游15 m）加固。试验段平面布置图见图1。
施工期间水下地形使用多波束测深系统进行水

2 抛石定位分析方法
2.1 抛投落距现有公式
抛投物自水面入水点至河床着落点产生的纵向
和横向水平距离称为抛投落距。目前涉及抛石落距
的计算公式主要有谢鉴衡公式、长科院公式和《长
江中下游护岸工程技术要求》推荐公式 [11,17] ，可统
um h
一用 L = k 1/6 来表示，其中， k 为综合系数， um 为水流
W
表面流速（m/s）， W 为块石重量（kg），其中谢鉴衡公
式和《长江中下游护岸工程技术要求》推荐公式中
k 取0.80，长科院公式中k 取0.93，目前该公式在长江
护岸工程中得到广泛应用 [18]。
2.2 施工区垂线流速分布规律
考察单个石块在水流中的运动，在水流的推动下，
流速越大，石块的运动速度越接近于水流速度，且顺
水流的运动速度与水流流速的分布规律是相同的[19]，
仅在时间上有一定滞后。为方便研究，在计算水流流
速较大（表面流速不小于1.7 m/s）区域的抛投落距时
用水流流速来近似代替块石顺水流的运动速度。
在施工抛投块石瞬间，可认为局部水体为高含

区原有水下地形图，利用外业采集软件对扫测水域

沙水流，垂线流速宜采用指数流速分布公式 [20–21]：
( y′ )m
u = um
（1）
h
式中， um 为水流表面流速，h为水深，u为距河底为y′ 处

沿顺水流方向布置测线，测线布设的间距随水深不

的流速，m为指数。

下河床扫测，该系统由RESON8125多波束、光纤罗经、
声速仪、相位差分GPS、外业采集软件组成。根据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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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流速u沿垂线积分[22]，可得 um = (1 + m)U ，其中，
U 为垂线平均流速。为求得指数m的值，对试验段的

水流表面流速和垂线平均流速进行了观测，流速观
测点见图3，通过点绘表面流速与垂线平均流速，建
立线性关系式 um = 1.100 5U ，该式为试验段的水流表
面流速和垂线平均流速的近似关系式，从而得该试
水流表面流速 um/(m·s−1)

验段m = 0.100 5。
3.00
2.50
2.00
1.50
1.00
0.50
0
0.50

1.00

1.50

2.00

2.50

3.00

垂线平均流速 U/(m·s−1)

图3
Fig. 3

试验段实测表面流速与垂线平均流速线性关系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sured surface velocity and vertical average velocity in test section

2.3 动水中抛投体沉速
块石沉速

2.3.1

目前泥沙沉速计算公式大多基于单颗泥沙在清
水中的情形推出的，由于张瑞瑾 [23]紊流区沉速公式
√
γs − γ
ω = 1.044
gd 用 于 粗 颗 粒 时 ， 沉 速 显 著 偏 小 ，
γ
且没有考虑块石形状对沉速的影响，块石在紊流区
的沉速公式采用：
ω0 =

√

4
3Cd

√

下沉过程中块石与挟块石运动的水流体积比代替，
显然 S v 与块石的抛投速率相关，设时间 t 内抛投块石
Vs
的体积为 Vs ，则 S v 用 S v =
来估算，其中， Bs 为抛
Bs uωt2
投有效宽度（m）， u 、ω 分别为水流流速和块石沉速
（m/s）。
ω
从式（3）可知比值 为一恒小于1的参数，为方
ω0
便讨论暂定为 K1 。
尼龙网石兜沉速
尼龙网石兜可视为人工大石块，在紊流区的沉
速公式仍可用式（2）计算，单个尼龙网石兜的尺寸为
( ) 13
6V
2.0 m×2.0 m×0.6 m，其等容粒径 dd =
=1.661 m，
π
(
)−4/3
c
阻力系数Cdd = 0.45 √
=2.241。由于抛尼龙网石
ab
兜速度较慢，平均抛一个尼龙网石兜需2 min [25] ，因
此可不考虑抛投体沉降过程中的相互影响。由于其
各项参数明确，用式（2）计算得到尼龙网石兜沉速为
ωd0 =2.605 m/s。
2.3.2

y=1.100 5x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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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s − γ
gd
γ

（2）

式中： ω0 为块石沉速，m/s；Cd 为阻力系数，Cd = 0.45
(
)−4/3
c
； γs 为块石容重，kg/m3，考虑到施工块石的
√
ab
孔隙率及密实程度，工程上一般取 γs =1 700 kg/m3； γ
为水的容重，取 γ =1 000 kg/m 3 ，kg/m 3 ； g 为重力加速
( ) 13
6V
2
度，m/s ； d 为块石的等容粒径，d =
，m；V 为块
π
石体积，m3。
由于施工过程中块石抛投速度较快，且多为连
续抛投，块石在下沉过程中会受到彼此的相互影响，
块石的沉速将和单颗粒在清水中的沉速有所差异，
其运动过程和受力情况较为复杂，在这里借用褚君
达粗颗粒群体沉速公式[24]：
ω
′
= (1 − 1.4S v )m
ω0

（3）

式中： ω0 为单颗泥沙在清水中的的沉速；ω 为群体流
速，即浑水中泥沙颗粒下沉过程中彼此受到影响而
ω0 d
产生的流速；指数 m′为沙粒雷诺数（ Red =
）的函
ν
2
数，其中， ν 为运动粘性系数，单位为m /s，在紊流区m′
取1.4； S v 为以体积百分比计的含沙浓度，这里用抛石

2.4 动水中抛投落距计算
dx
dy
由流速和沉速的定义得， u = ， ω = ，两式相
dt
dt
√
√
( y′ )m
u dx
4
γs − γ
gd
除，得 = ，把u = um
、ω = K1
ω dy
3Cd
γ
h
及 y′ = h − y 代入，得：
(
)m
h−y
um
h
dx
=
（4）
√
√
dy
4
γs − γ
K1
gd
3Cd
γ

两边积分，得：

(

)m
h−y
um
wL
wh
h
dx =
dy,
√
√
0
0
4
γs − γ
K1
gd
3Cd
γ

得：
L=

1
m+1

√
K1

um h
√

4
3Cd

γs − γ
gd
γ

（5）

式（5）为水中抛投体落距的统一计算公式。
2.5 综合抛投离散参数计算公式
为讨论和计算方便，这里提到的离散参数指标
均采用极差系数。根据定义和本工程特点，综合抛投
离散参数为抛投物散落区域面积与预定抛投区域面
积之比，纵向抛投离散参数为沿水流方向抛投物散
落区域的投影长度与预定抛投区域长度之比，横向
抛投离散参数为垂直水流方向抛投物散落区域的投
影宽度与预定抛投区域宽度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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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尼龙网石兜而言，由于尼龙网兜的限制作用，
可认为其综合抛投离散参数为1，施工的主要问题是
确定抛投落距。
对块石而言，由于其粒径、形状及运动过程中的
相互影响，其离散参数的影响因素较多。根据定义，
纵向抛投离散参数为：
Lmax − Lmin
φz =
+1
L0

（6）

式中， Lmax 为最大抛投落距， Lmin 为最小抛投落距， L0
为预定抛投区域长度。把式（5）代入式（6），即得：
√
√

 Cd max
um h
Cd min 
φz =
−
√

 + 1
dmin
dmax
4 γs − γ
g
K1 (m + 1)L0
3 γ
（7）
式（7）即为抛投纵向离散参数计算公式，横向离
散参数计算公式与此类似，只是将纵向流速改为横
√
Cd
向流速。从式（7）可知，抛投离散参数与 um 、h 、
d
的最大差值成正比，与 K1（群体沉速与单颗粒沉速之
表1
Tab. 1
类别
尼龙网石兜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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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L0成反比。

3 现场试验结果及讨论
3.1 抛投落距
和畅洲左汊口门控制加固工程所在区域水深流
急，水流条件异常复杂，和传统的护岸抛石加固工程
有一定区别，在工程区开展抛投落距现场试验对确
定合理的抛投落距公式是十分有帮助的。鉴于暂无
适用的现有公式，现场试验抛投落距初期采用 L =
Vh
0.8 1/6 计算。由于相对于块石的粒径、形状及运动工
W
程中相互影响等诸多不确定性，尼龙网石兜作为人
工大石块考虑，式（5）中各项参数明确，且取值多为
定值，为该式的计算和验证带来一定方便。试验结果
Vh
表明，尼龙网石兜按落距公式 L = 0.8 1/6 进行的抛投
W
现场试验，抛投有效率仅为60.4%，需对综合系数进
行适当调整。随后按式（5）计算的落距进行抛投定位，
抛投有效率达到95.1%（表1），抛投准确率有显著提
高，说明采用式（5）来精确计算抛投体落距是可行的。

抛投落距的现场探索试验结果

Field exploration test results of throwing distance

–1

抛投体积/m 流量Q/(m ·s ) 水位读数/m 流速/(m·s–1) 平均水深/m 实际定位落距/m 落在目标区域块石/m3 抛投有效率/%
72

34 600

2.29

1.7

17.29

5.9

43.5

60.4

72

36 700

3.33

1.7

18.50

11.0

68.5

95.1

对于本试验采用的尼龙网石兜， L = 0.349um h，抛

积 um h相关， um h越大，其离散参数越大。为研究群体

投落距仅与施工区水流表面流速和水深相关，若改
um h
um h
写成 L = k 1/6 形式，则 L = 1.395 1/6 ，其中， um 为水流
W
W
表面流速，可见与传统抛投落距公式相比，形式基本

块石散落的分散度，绘制了整个试验阶段的抛投物

一致，系数上有较大变动。
3.2 综合抛投离散参数
对尼龙网石兜而言，由于尼龙网兜的存在及规
格的统一，可认为其抛投精确定位的关键问题是确
定抛投落距，且按式（7）计算离散参数等于1，与定性

增量分布图，见图4。现场试验阶段 um h最大值出现在
2012年5月21日11：50，该时刻流量为47 500 m3/s，表
面流速为2.47 m/s，水深为19.5 m。假设抛投速率为
6 m3/s， u、 ω均按2 m/s估算，抛石施工宽度取10 m，则
K1=0.719，将各参数代入（7），可得 Lmax − Lmin=15.29 m，

单边最大偏离距离约7.65 m。为消除统计的偶然误差，
统计了试验期间地形0.5 m以上增量的平面分布，考
虑到上游坝面块石滑落和下游坝面持续冲刷的影响，

认识基本一致，这里重点讨论块石的综合抛投离散

上下游界线外抛投物增量最大长度分别为8.1和7.9 m，

参数。

与计算值甚为相近，说明式（7）来计算块石综合抛投

试验加固工程抛石粒径范围为 d =0.40～0.60 m，

离散参数是可行的。取上游坝面区拟抛护平均宽度

形 状 大 致 方 正 ， 厚 度 不 小 于 20 cm， 宽 度 约 为 厚 度

14 m，下游坝面区拟抛护平均宽度16 m，坝顶和坝肩

1.0～1.5倍，长度约为厚度1.5～3.0倍，得Cd =0.590～

区为抛投有效区，则得现场试验抛石纵向离散参数

1.227，从而计算得到 ω0= 1.728～3.052 m/s。在施工过

φz = 1.510 。由式（7）可知，综合抛投离散参数还与块

程中，应先计算平均落距。计算中取平均阻力系数
0.405
0.908，平均块石粒径0.5 m，则 L =
um h ，亦可写
K1
0.888 um h
为L =
，其中， K1 为群体沉速与单颗粒沉速
K1 W 1/6
的比值。

石形状、大小及抛投速率相关。

从式（7）可知，离散参数和水面流速与水深的乘

1）尼龙网石兜工程量扩大系数
扩大系数指考虑抛投体存在离散现象及其他施
工不利因素而采取的相应工程量扩大倍数，一般情
况下扩大系数应大于综合离散参数。尼龙网石兜工
程量扩大系数与抛投定位的精准程度相关，主要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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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抛投落距，离散程度相对较小，本试验抛投落距

发生位移。鉴于抛块石的离散情况也相对不易掌握，

采用 L = 0.349um h计算。现场试验初期工程量扩大系

潜坝坝坡块石抛护较难控制，抛投的效果相对差一

数均采用1.2，各抛投单元的实际增厚率（实际增厚与

些，试验测量也表明部分断面没有达到规定的控制

设计增厚的比值）见表2。

指标，这里控制指标用增厚率来衡量 [26]，它能直观反
映抛投的有效性，其中断面增厚率为断面实际增量

抛投石兜 504 m3
抛投块石
562.4 m3

抛投块石 200 m3

面积与断面设计增量面积的比值，单元增厚率为单
元实际抛投增量与单元设计抛投体积的比值。从现
场试验监测数据来看：扩大系数采用1.2时，断面平均
增厚率为78.16%，且各断面实际增厚率难以都达到
65%的要求；扩大系数采用1.5时，断面平均增厚率为

高程/m

4
3
2
1

121.94%，除边界断面CS1+000和CS1+060断面增厚
率低于65%外，其余均符合要求；扩大系数采用1.7时，
断面平均增厚率为141.74%，边界断面CS1+000和
CS1+060断面增厚率有所增加，但仍低于65%，其余

(a) 试验初期

断面均符合要求。因此，依据经济实用的原则，根据
增厚率与扩大系数的比值对比（图5），坝坡块石抛护

抛投块石
1 896.9 m3
抛投增量
1 030.4 m3

4
3
2
1

工程量扩大系数按1.5进行设计和计算，以达到预期

高程/m

抛投石兜 3 024 m3
抛投增量 2 934.3 m3

的工程效果。

比值/%

抛投块石
2 033.7 m3
抛投增量
1 610.9 m3
增减量分界线

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K=1.2
K=1.5
K=1.7

0

10

20

30

40

50

60

断面位置

图5

(b) 试验结束

图4
Fig. 4

Fig. 5

试验阶段抛投物增量分布

Incremental distribution of throwing objects in the
experimental phase
表2

尼龙网石兜实际增厚率统计表

单元编号

G

H

I

平均

实际增厚率/%

108.5

119.6

126.6

118.2

试验观测结果表明，由于采用1.2倍的工程量扩
大系数，实测平均增厚率在120%左右，实际上也证
明了尼龙网石兜综合抛投离散参数为1，只要落距精
确，抛投较为精准，离散程度小。
2）块石工程量扩大系数
抛投块石工程量扩大系数与抛投定位的精准程

增厚率与扩大系数比值对比

Comparison chart of ratio between thickening rates
and expansion coefficients

从前面抛石的纵向抛投离散参数计算值φz =1.510
可知，综合抛投离散参数可作为工程量扩大系数的
一个重要指标，对指导施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 结

语

抛投落距是水下抛石施工准确定位的关键要素，
天然实际河道中其影响因素复杂。传统的抛投落距
公式在长江护岸工程中得到广泛应用，适用范围主
要为流速不大的近岸水域，将其应用于流速较大的
深水区抛石工程中存在不小的偏差，同时也缺乏对
抛投离散程度的系统研究。

度、抛投的离散程度密切相关。其中抛投落距采用式

本文通过分析深水潜坝加固施工区水流流速的

（5）计算，它与水流流速、水深成正比，与块石形状、

垂线分布规律，引进群体沉速的概念，推导出深水区

粒径等相关；抛投离散程度用综合抛投离散参数来

块石沉速、抛投落距计算公式。并对动水中块石抛投

表示，用式（7）计算，综合抛投离散参数越大，其工程

离散参数进行探讨，建立了综合抛投离散参数的计

量扩大系数相应也越大。

算公式，界定了最优离散参数的范围，分析了其主要

潜坝坝坡采用抛石防护，由于抛石相对于尼龙

影响因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综合抛投离散参数与

网石兜质量较轻，且抛投位置有一定的坡度，石料易

抛投工程量扩大系数的关系，并在现场试验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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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初步验证，可有效指导类似工程的施工，大幅提高
深水区抛投的有效率。
由于试验过程中未取得块石形状参数与级配等
详细资料，导致试验期间块石散落分布不均匀，后续
研究可考虑块石形状参数与级配资料等因素，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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