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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长江芦家河浅滩段演变特性的新认识
Ξ

陈　立, 谢葆玲, 崔承章, 赵　云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水资源与河流工程系,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根据实测资料, 分析了长江芦家河浅滩段退水过程中沙泓冲刷流量 (Q = 10 000～ 25 000

m 3ös) 的持续时间与当年航道发生青黄不接现象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 利用计算资料, 分析

了三峡建库以后来水来沙过程的改变对沙泓冲淤演变的影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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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芦家河浅滩段位于长江三峡工程下游 120 km 处。上起陈二口 (董 3) , 下至昌门溪, 全长 12

km。河段两头窄, 中间宽, 河段进口处董 3 断面河宽为 1 200 m , 过渡段董 5 断面河宽为 2 100

km。松滋口以下过渡段 (陈二口至荆 12) 被沙卵石组成的江心滩将本河段分为沙泓与石泓, 如

图 1 所示。

图 1　芦家河浅滩段河道平面示意图

F ig111 Sketch of L ujiahe shallow reach of the Yangtze R iver

　　芦家河浅滩段为微弯分汊河段, 因

此沙泓年内遵循涨淤落冲的规律。影响

沙泓冲淤的关键因素是来水来沙条件,

每年汛期涨水时主流右摆走石泓, 悬移

质在左侧的沙泓内落淤; 退水时主流回

归沙泓, 又将淤积的泥沙冲走, 年内冲

淤基本平衡, 多年资料统计表明, 沙泓

最深点高程年内变幅为 10～ 12 m。

与沙泓、石泓年内冲淤变化及主流

摆动相应, 芦家河浅滩段汛期航道在石

泓, 枯水航道在沙泓。当汛后水位降低、

流量退落, 石泓航深不足, 而此时沙泓

又尚未完全冲开, 也不能满足通航设标水深时, 就出现航道青黄不接的局面。

影响沙泓冲淤的关键因素是来水来沙条件, 包括来水来沙的大小及其过程, 特别是汛后的

退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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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修建过程中及建成以后, 下游的来水来沙过程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洪峰流量被削

平, 枯水流量则加大, 这将直接影响沙、石两泓的冲淤演变, 并影响航道的变化。

1　沙泓冲淤与流量的关系

111　沙泓冲淤的模型试验结果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的动床模型试验表明: 试验所选择的水文年内汛期流量增大, 水位上涨

时, 由于此时主流的惯性较大, 且受到松滋口分流较强的吸溜作用, 主流离开沙泓直趋石泓下

泄, 此时在主流的左侧沙泓内, 形成了大面积的回流, 使得泥沙大量落淤, 淤积最严重的部位

在沙泓进口的幸福闸至毛家场。

当汛期过后退水时, 主流的惯性减小, 主流开始向沙泓过渡, 开始冲刷前期淤积的泥沙

(石泓床面由于组成为较粗的卵石而不能冲刷) , 随着流量过程的持续, 前期淤积的泥沙逐渐被

冲刷殆尽, 主流完全迁移到沙泓。

112　沙泓冲淤与流量的关系

现有的资料分析均表明: 当上游来流量大于 20 000～ 25 000m 3ös 后, 沙泓开始淤积, 河床

抬升, 而且随着流量的进一步增大, 主流将完全摆到石泓, 沙泓剧烈淤积。

图 2　董 5 断面 450 m 处沙泓水深与流量关系

F ig121 R elationsh ip betw een discharge and

dep th in sand channel at the Dong25

　　由于董 5 断面位于淤积最严重的幸福闸至毛家

场中间, 因此选其作为代表断面进行分析。把董 5 断

面起点距为 450 m 处沙泓水深与流量的关系点绘如

图 2①, 图中显示出:

(1) 当流量小于 20 000 m 3ös, 由低水向高水上

涨时, 水深随流量增加而增大, 如流量由 7 000 m 3ös

增加到 20 000 m 3ös, 水位上涨 416 m , 而水深则增

加了 417 m , 即此时沙泓微冲;

(2) 当流量由 20 000 m 3ös 继续增加时, 水深增

加很小; 如流量由 20 000 m 3ös 增加到 25 000 m 3ös

时, 水位上涨了 111 m , 沙泓水深却只增加了 011 m ,

即实际上沙泓床面淤高了 1 m ;

(3) 当流量由 25 000 m 3ös 增加到 36 000 m 3ös 时, 水位涨了 212 m , 沙泓的水深反而减小

了 013 m , 亦即沙泓床面实际淤高了 215 m , 此时沙泓的淤积速度已超过水位上涨的速度。

根据图 2 的资料, 可从另一方面分析退水期流量退落时, 沙泓冲淤变化与流量间的关系。由

于流量超过 25 000 m 3ös 后, 主流在右汊的石泓, 所以分析仅限于流量小于 25 000 m 3ös 的范围。

　　当 15 000 m 3ös< Q < 25 000 m 3ös 时, 随着流量的减小, 水位下降, 但沙泓的水深却基本保

持不变, 这说明此时沙泓处于冲刷状态, 而且冲刷的速度与水位下降的速度相一致, 甚至比水

位下降的速度略快一些, 表现在一定范围内, 流量和水位降低, 沙泓的水深反而有增加的趋势。

当 10 000 m 3ös< Q < 15 000 m 3ös 时, 随着流量的降低, 水位下降, 沙泓的水深也开始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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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此范围内, 沙泓水深减小的速度还比较平缓, 小于水位下降的速度, 即此时沙泓仍然在冲

刷, 只是冲刷的速度大大减缓。

当Q < 10 000 m 3ös 后, 此时流量降低、水位下降, 流速减小, 水流的挟沙能力大大减小, 此

时水流已经不能冲刷沙泓床面的泥沙, 沙泓的水深迅速减小。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正如涨水期当流量大于 20 000～ 25 000 m 3ös 后沙泓开始淤积一样,

在退水期, 当流量为 10 000 m 3ös< Q < 15 000 m 3ös 范围内时, 有利于沙泓的冲刷, 尤其是当 15

000 m 3ös< Q < 25 000 m 3ös 时更甚。这一范围的流量持续时间的长短, 将直接影响以后的冲刷

能否在流量降低时保证沙泓有足够的水深, 而不至于出现碍航现象。流量在 10 000 m 3ös< Q <

25 000 m 3ös 范围内持续的时间越长, 越有利于沙泓河床的冲刷下降; 此流量段持续的时间越短,

则越不利于沙泓河床的冲刷, 越容易出现青黄不接的碍航现象。

2　退水过程与碍航的统计分析

从 10 月、11 月份有最小维护水深数据记载的 34 年实测资料看[1 ] , 10 月份不能达到通航设

标水深的有 12 年, 占 35% , 11 月份不能达到通航设标水深的有 19 年, 占 56% , 可见航道维护

遇到困难集中在这一时段, 为此统计了 1950 年至 1986 年历年汛后 10～ 12 月份 10 000～ 25 000

m 3ös 流量段的持续时间, 见表 1。
表 1　历年 10～ 12 月份 10 000～ 25 000 m 3ös 流量段持续时间统计

Table 11 D uration s for Q = 10 000～ 25 000 m 3ös from October to D ecember over the years

来水情况 年份

碍航年份

持续时间

öd

来沙情况 年份

不碍航年份

持续时间

öd

来沙情况

丰水年 1964 33 中沙 1954 30 丰沙
1965 30 中沙 1968 60 丰沙
1983 35 中沙 1974 25 丰沙

中水年 1953 44 丰沙 1950 40 少沙
1957 38 中沙 1951 42 少沙
1962 43 中沙 1952 44 中沙
1967 44 中沙 1955 55 中沙
1973 25 中沙 1956 28 丰沙
1980 27 少沙 1958 34 丰沙
1981 32 丰沙 1961 60 中沙

1963 60 中沙
1966 44 丰沙
1970 33 中沙
1975 48 中沙
1976 49 少沙
1977 46 中沙
1982 41 中沙
1984 26 中沙
1985 44 中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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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来水情况 年份

碍航年份

持续时间

öd

来沙情况 年份

不碍航年份

持续时间

öd

来沙情况

枯水年 1969 38 少沙 1959 39 中沙
1972 36 少沙 1960 45 少沙
1979 37 中沙 1971 40 少沙

1978 39 少沙
1986 37 少沙

　　表中的统计结果表明:

(1) 丰水年情形, 碍航年份 10～ 12 月份沙泓冲刷流量即 10 000 m 3ös< Q < 25 000 m 3ös 的

持续时间为 30～ 35 d, 而非碍航年份则持续 25～ 60 d。

(2) 中水年情形下, 碍航年份 10～ 12 月份沙泓冲刷流量即 10 000 m 3ös< Q < 25 000 m 3ös

的持续时间 25～ 44 d, 而非碍航年份则持续 26～ 60 d。

(3) 枯水年情形下, 碍航年份 10～ 12 月份沙泓冲刷流量即 10 000 m 3ös< Q < 25 000 m 3ös

的持续时间 37～ 38 d, 而非碍航年份则持续 37～ 45d。

　　很显然, 10 000 m 3ös< Q < 25 000 m 3ös 流量段的持续时间较长时, 航道出现青黄不接的可

能性较该流量段持续时间较短时要小得多。

表 1 中统计的 10 000 m 3ös< Q < 25 000 m 3ös 流量段的持续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汛后

退水过程的陡与缓, 此流量段的持续时间很短时, 退水过程必然很陡; 反之, 此流量段的持续

时间很长时, 退水过程必然很缓。由于天然情况下河流的来水过程多呈多峰型, 因此计算退水

率较困难, 而改为统计 10 000 m 3ös< Q < 25 000 m 3ös 流量段的持续时间则可不受此限制。

以 1977 年和 1979 年为例: 二者均为中水中沙年, 但汛后退水时, 1979 年 10 000 m 3ös< Q

< 25 000 m 3ös 流量段的持续时间为 37 d, 而 1977 年则持续了 46 d, 相差 9 d 之多, 即 1979 年

退水过程较 1977 年陡一些, 其结果是 1979 年航道在倒槽期出现青黄不接, 而 1977 年倒槽期航

道情况良好。

必须指出的是, 退水过程中利于沙泓冲刷流量的持续时间固然是影响倒槽期内沙泓是否具

有足够航深的重要因素, 但它还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 例如汛期涨水时泥沙淤积的影响: 根据

前面的分析知, 当流量大于 25 000 m 3ös 时, 沙泓即大量淤积, 因此在相同的典型水沙条件下,

涨水期大于 25 000 m 3ös 流量的持续时间也将影响汛后退水过程中沙泓能否被及时冲开。

3　三峡建库后水沙过程的改变对航道的影响

三峡工程建成后, 改变了天然情况下的来水来沙过程, 就来流情况而言, 主要表现在每年

10～ 11 月份 (即蓄水期) 下泄流量减小, 而 1～ 4 月份 (消落期) 枯水季节下泄流量增加, 6～

9 月份基本处于敞泄状态。从来沙情况讲, 上游来沙大部分被拦在库内, 下泄水流挟沙处于次饱

和状态, 10～ 11 月份 (蓄水期) 下泄沙量及含沙量很小, 约占全年的 3%～ 6% , 1～ 4 月份 (消

落期) 下泄沙量及含沙量均极小, 全年 80%～ 90% 的泥沙集中于泄洪期。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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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三峡水库建成前后各时期平均排沙情况

Table 21 Average sed imen t desilting condition s of d ifferen t per iods before

and af ter the con struction of the Three Gorges Project

时

段

全年 (1～ 12 月) 泄洪期 (6～ 9 月) 消落期 (1～ 4 月) 蓄水期 (10～ 11 月)

含沙量 输沙量 排沙比 含沙量 输沙量 占全年 含沙量 输沙量 占全年 含沙量 输沙量 占全年

ökg·m - 3 ö亿 t ö% ökg·m - 3 ö亿 t ö% ökg·m - 3 ö亿 t ö% ökg·m - 3 ö亿 t ö%

建

库 1124 5156 1161 4141 7913 01172 01925 1616 01736 01608 1019

前

　1 01367 1165 2197 01535 1148 8917 01021 01013 0178 01144 01088 5133

建 2 01356 1159 2186 01524 1144 9016 01021 01013 0182 01134 01069 4134

库 3 01402 1180 3124 01599 1164 9111 01021 01013 0172 01148 01092 5111

后 4 01471 2112 3181 01707 1193 9110 01021 01013 0161 01167 01103 4186

　5 01574 2157 4162 01855 2136 9118 01021 01013 0151 01196 01121 4171

　　根据长江科学院提供的计算资料, 统计了三峡建成后 1961～ 1968 年典型水沙条件下泄过程

中汛后退水期 10 000 m 3ös< Q < 25 000 m 3ös 流量持续时间, 并与自然情况进行比较, 如表 3。

表 3　建库前后 10～ 12 月份 10 000～ 25 000 m 3ös 流量段持续时间统计对比

　Table 31 Con trast of duration s for Q = 10 000～ 25 000 m 3ös from October to D ecember before and af ter the

con struction of the Three Gorges Project

年

份

碍航年份持续时间öd

建库前
建库后 (水位)

156 m 175 m

年

份

不碍航年份持续时间öd

建库前
建库后 (水位)

156 m 175 m

1962 43 50 40 1961 60 61 50
1964 33 61 50 1963 60 61 50
1965 30 61 50 1966 44 61 50
1967 44 50 50 1968 35 50 50

　　从表中可以看出: 无论天然情况碍航与否, 无论是何种方案, 三峡建库以后下泄水流过程

中, 汛后退水期沙泓冲刷的时间加长, 尤其是碍航的 4 个年份, 冲刷历时由天然情况下的 30～

44 d, 增加到 156 m 方案的 50～ 61 d、175 m 方案的 40～ 50 d, 因此从来水过程看, 建库后的

变化有利于沙泓航道水深的恢复。

从来沙过程看: 由于来沙含沙量的减少, 一方面汛期沙泓的淤积减少, 另一方面汛后退水

期来水处于挟沙次饱和状态, 更加有利于沙泓的冲刷, 因此三峡工程建成后水沙条件的改变有

利于芦家河浅滩段航深的维护。

4　结　　语

(1) 从 10 000～ 25 000 m 3ös 流量段汛后的持续时间的长短, 来分析来水来沙过程对芦家河

浅滩段沙泓河床冲刷的影响是一种粗略的定量的分析研究。正如文中所指出的, 还需要考虑其

他因素, 例如涨水期的泥沙淤积量等。

(2) 从三峡水库建成后其下游来水来沙过程的改变来看, 至少对汛后沙泓的冲刷、保证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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泓有足够的航深是有利的。当然, 三峡水库建成后其下游来水来沙过程的改变, 也有可能造成

芦家河浅滩段下游河床的更加严重的冲刷调整, 由此使得水面比降变陡, 影响航行安全等问题

则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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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 is on Fluv ia l Process of L uj iahe Sha llow

Reach of the Yangtze R 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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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uhan U niversity of H y d rau lic and E lectric E ng ineering ,W uhan 430072, Ch ina)

Abstract: T he navigat ion channel of L u jiahe Shallow R each of the Yangtze R iver is d ivided

in to tw o: sand channel and gravel channel by the channel bar nam ed“qiba”. T he incom ing

condit ion of th is reach including flow and sedim en t has a sign if ican t effect on the fluvia l p rocess

of the navigat ion channel. Based on the field data and model experim en ts of moveab le bed, the

effect of p rocess of the discharge on scou ring of the sand channel after the flood peak has been

analyzed.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sedim en t depo sited in the sand channel du ring the flood

season w ill be scou red w hen the flow discharge keep s in the range of 10 000～ 25 000 m 3ös.

A fter the con struct ion of the T h ree Go rges P ro ject, the incom ing condit ion of f low and

sedim en t in th is reach w ill change great ly, in w h ich the du ra t ion of the flow discharge keep ing

in the range of 10 000～ 25 000 m 3ös w ill increased to som e ex ten t, therefo re the phenom enon

of tempo rary cu t t2off of the navigat ion channel w ill be imp roved.

Key words: shallow reach; incom ing condit ion of flow and sedim en t; f luvia l p rocess;

navigat ion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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