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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三峡水库蓄水运用后, 长江芦家河浅滩段将出现局部坡陡流急的航道问题, 石泓大开挖为解决此问题的方案

之一。采用全沙动床模型实验方法, 研究了石泓大开挖方案实施后对改善航道条件、对本河段及上游河段河势变化

可能产生的影响等。研究表明: 石泓大开挖方案将改善本河段的航行条件; 也将使本河段枯水期的主、支汊易位;

改变松滋河的分流特性; 与此同时石泓大开挖方案将加剧上游水位的下降, 并可能因此影响葛洲坝船闸的正常运

行; 挖槽中推移质泥沙的回淤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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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况

长江芦家河河段位于葛洲坝下游约 80 km 处, 上起陈二口, 下至昌门溪, 全长 11 km。陈二口以下约

1 5 km, 有松滋河分流入洞庭湖。河道顺直微弯, 其进、出口较窄, 中部较宽。陈二口附近, 河宽约 1 200 m,

以下逐渐放宽, 呈喇叭状, 至松滋河口处, 展宽至 2 200 m, 河心分布有近代堆积型碛坝卵石心滩, 碛坝枯水

期将河槽分为两泓, 左泓为沙泓, 为枯水期航道; 右泓称石泓, 为洪水期航道。姚港以下河道又逐渐缩窄, 至

昌门溪, 宽度为 1 200m(图 1)。

图 1 芦家河河段及模型范围示意图

Fig 1 Sketch of the Lujiahe shallow reach and its model

自然状态下, 芦家河浅滩演变具有明显的 涨淤落冲 的特征[ 1]。由于受上游关洲汊道洪、枯水主、支汊

易位和松滋河分流的影响, 每年洪水期, 主流趋直, 经石泓下泄, 左边沙泓进口段, 形成大范围的回流和缓流

区, 造成泥沙大量沉积, 淤积厚度可达 10m 以上。而靠主流区的石泓一侧则淤积甚少, 因此每年 5、6月份,

随着水位上涨、沙泓的淤积, 航道由沙泓迁至石泓; 汛后退水期, 河床发生冲刷, 石泓因卵石层顶面高程较

高, 冲刷受阻, 而沙泓则随着主流的左移逐渐冲刷, 至 10~ 11月, 沙泓冲刷至通航设标水深时, 航道又迁至

沙泓。但若汛期来沙量较大或者汛后水位降落较快, 当石泓水深降至不能满足通航要求, 而沙泓又未冲刷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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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设标水深时, 便会产生碍航现象[ 2]。

系列典型年条件下的模型试验预测结果表明, 三峡水库蓄水运用初期( 2003年、2004年) ,由于仍有一定数

量的粒径大于 0 05 mm 的悬移质进入本河段, 汛期沙泓进口仍产生相当数量的淤积, 汛后可能产生碍航现象。

当然, 这种碍航现象是暂时的, 依靠疏浚可以解决。三峡水库正式运用后, 枯水流量增大至 5 400m
3
/ s, 芦家

河水道在 4+ ~ 40# 礁之间航道水深可以达到 5 0m 左右, 但因昌门溪水位下降 1 0m 后, 该段航道水面比降和

流速较大。实验结果显示, 当流量为 5400m3/ s时, 2008年水面比降增加至9 5/ 10000, 2022年为 10 2/ 10 000,

航道内水面流速相应由 3 0 m/ s上升到 4 0m/ s左右。由于本河段河床为抗冲性能较强的硬质粘土和卵石胶结

层结构, 因此这种坡陡流急现象, 难以通过河床自动冲刷调整得到改善, 必须进行整治才能满足通航要求。

针对芦家河河段存在的航道问题, 设计部门提出了三个整治方案, 即石泓大开挖、沙泓大开挖和综合整治

三个方案, 其中的石泓大开挖方案的挖槽进口中心线位于陈二口下游约 1 5 km, 距右岸岸边约600m, , 挖槽走

向沿石泓大致与百里洲岸线平行, 至羊家老以下, 逐渐向左岸姚家垸下深槽过渡。挖槽全长约7 5 km。槽底高

程由挖槽前的 31~ 34m下降到 28 0m, 挖槽的底宽 220m , 边坡 1!3。

2 动床模型试验

长江芦家河河段模型范围上起关洲汊道的洋溪, 下迄昌门溪, 全长约 18 km。松滋河模拟长度为 3 km。模

型按照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过后河段的地形制作。

通过清、浑水验证试验, 确定了模型的主要比尺(表 1)。根据原型观测资料分析和水槽试验研究, 选取密

度为 1 05 t/ m
3
的聚苯乙烯塑料沙模拟原型粒径大于 0 05 mm 的悬移质, 用密度为1 47 t /m

3
的无烟煤颗粒模拟

表 1 模型主要比尺

Table 1 Main scale of the model

项 目 名 称 符 号 比 尺 备 注

平面 l 300

几何 垂直 h 100

变率 e 3

流速 U 10

水流 糙率 n 1 24

流量 Q 3∀ 105

沉速 3 33

悬移质 粒径 d 0 32 塑料沙

含沙量 s 0 076  s= 1 05 t#m- 3

时间 s
t 820

粒径 d 11 11 山西煤

卵石推移质 单宽输沙率 b
G 500  s= 1 47 t#m- 3

时间 t 120

卵石推移质。沙质推移质中 0 05~ 0 5 mm 部分占总

量的 90%以上, 但只占床沙质的不到 1%。因此加沙

时归入床沙质一并考虑, 但是实验中床面沙质覆盖层

仍按照河床地形和组成铺放[ 2]。

由于水库运用初期( 2003年)仍有 8 400万 t悬移

质泥沙,而悬移质泥沙起主要造床作用, 因此试验中

按要求加入悬移质, 且河床变形时间比尺由悬移质运

动控制; 2004年为大水中沙年, 该年进入陈二口的

悬移质仅汛期有 2 500万 t, 汛后本河段将以推移质运

动为主, 因此汛后的试验只加入推移质, 其河床变形

时间比尺也转为由推移质运动控制。

3 挖槽对本河段水流条件的影响

( 1) 挖槽对沙泓 4+ ~ 40# 礁之间流态的影响 挖槽后, 由于沙泓过流量的减少和石泓过流量的增加, 以及

石泓出口水流对沙泓来水的顶托壅水作用, 使沙泓 4+ ~ 40# 礁之间坡陡流急现象得到有效的改善: 2004年在

流量为 5400m
3
/ s时, 该段水面比降由6 8/ 10000下降为 2 7/ 10 000, 航道内水面流速也相应降至 2 0m/ s以下。

( 2) 悬移质冲淤对沙泓及石泓挖槽的影响 挖槽后, 2003年汛期两泓进口均发生淤积现象。试验至 2003

年8月, 4# 断面以上石泓挖槽已基本被淤平, 沙泓进口淤积情况与以前试验基本一致[ 2]。汛后退水期, 石泓

挖槽内淤积的泥沙很快冲失, 而沙泓进口淤积物则因为沙泓过流量的减小, 冲刷更加困难, 至 2004年枯水期,

沙泓进口水深仍不能满足通航要求。

( 3) 推移质运动对石泓挖槽的影响 与挖槽前相比, 卵石推移质输移带的横向位置发生变化。挖槽前,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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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量时沙卵石推移质出陈二口深槽后, 由于弯道环流作用, 沿碛坝顶部和石泓方向运动; 而石泓挖槽后, 因

石泓的河床高程降低, 虽然在大流量时对分流比的影响不大, 但由于推移质的运动受底流的影响很大, 因此此

时卵石推移质出陈二口深槽后直接进入石泓挖槽内, 形成沿挖槽宽度方向均匀分布的沙波, 并逐渐向下游推

移, 在CS42
#
断面以上, 沙波沿挖槽全断面分布, 其下渐趋挖槽右侧, 沿挖槽右侧凸岸方向运动。

从试验结果看, 到 2004年末, 石泓挖槽内推移质泥沙淤积的最大厚度为 1 m, 河床高程仍在 29 m 左右,

即使出现 3 086m3/ s的枯水流量, 石泓进口的水深仍保持在 3m以上, 但随着推移质泥沙的继续推进, 枯水时

石泓能否保持足够水深, 需要进一步研究。

4 挖槽对上游河道、本河段河势的影响

( 1) 枯水期沙、石两泓分流比的变化 试验中在 4+ 断面观测分析了枯水期挖槽前后沙石泓分流比的变化,

见表 2(表中列出的挖槽后的分流比值为2004年情形)。

从表中可以看出, 挖槽前沙泓为主槽; 挖槽后沙石泓的分流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主槽由沙泓改为石泓。

表 2 枯水期挖槽前后沙石泓分流比变化

Table 2 Comparison of diversion ratio in dry

season before/ after chamfering

流量

/( m3#s- 1)
方 案

沙泓分流比

/ %

石泓分流比

/ %

4487

5400

挖槽前 72 28

挖槽后 41 59

挖槽前 68 32

挖槽后 37 63

造成沙石泓主支槽易位的原因是:

∃ 自然情况下, 毛家花屋 % 火箭闸一带河床高程较高。左侧沙
泓最底点高程在 30 5m 以上, 右侧石泓高程约为 31~ 33m, 中部碛

坝高程接近35m。该断面对上游河段的水位和河床变形起一定的控制

作用, 石泓挖槽槽底高程降到 28m, 比该断面沙泓最低点还低 2 5m。

& 相同水位下, 挖槽后石泓的过水面积增加并超过沙泓的过水

面积。挖槽前石泓的过水面积小于沙泓, 占总过水面积的 41% , 挖

槽后石泓的过水面积大于沙泓, 是沙泓的 1 3倍。

必须指出的是, 上述分析针对建库后2004年的情形, 此时沙泓因 2003年所造成的悬移质淤积已经基本冲

刷恢复, 沙泓进口的高程与挖槽前基本相等。

挖槽后河段枯水期河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除了沙、石两泓主、支汊地位发生变化外, 河段出口主流流向

也发生变化: 在自然情况下, 枯水季节主流走沙泓, 经姚港 % 昌门溪弯道凹岸的导流后, 平顺地进入下游河

段; 挖槽后, 主流直抵姚家垸以下(接近昌门溪) ,弯道的导流作用几乎消失, 对与下游河道水流的平顺衔接将

产生一定的影响, 应进一步深入研究。

( 2) 挖槽对松滋河分流特性的影响 挖槽后石泓进口高程的降低和石泓过水面积的加大也影响了松滋口的

分流特性。一方面石泓进口高程的降低使得松滋口门与干流河床的高差加大, 挖槽前后松滋口门河床与石泓挖

槽进口的高差由原来的 5 5m增加到 7 5m; 另一方面, 石泓过水面积的增加也降低了松滋河口门处的水位。

表 3 挖槽前后沿程水位降低值

Table 3 descendent of water stage due to the chamfering

流量

/ ( m3#s- 1)

水位减低值/ m

伍家口 4# 4+ 姚港

4460 0 68 0 54 0 46 0 13

5400 0 53 0 50 0 45 0 11

11330 0 36 0 25 0 21 0 08

29547 0 17

40706 0 05 0 04 0 04 0 01

挖槽前后松滋口分流特性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 加大了松滋河的断流流量。挖槽前松滋河断流流量

为7 500m3/ s左右; 而挖槽后, 松滋河断流流量增加至 9 000 m3/ s 左右。 & 挖槽后松滋河的分流比减小。在

2004年, 当流量为 11300m
3
/ s时, 松滋河分流比约减少 15%。当流量从 20000 m

3
/ s增加至 40 000 m

3
/ s时, 松

滋河分流比相应减少 7% ~ 4%。

随着下游河床冲刷下切, 芦家河河段水位的普

遍降低, 松滋河分流比还有进一步减小的趋势。

( 3) 挖槽对上游河道侵蚀基准点的影响 由于

芦家河河段距离上游葛洲坝仅 80 km, 因此芦家河

河段河床高程的下降将降低上游河段的侵蚀基准

点, 加剧建库后河道的冲刷下切; 而且本河段水位

的下降可能影响葛洲坝船闸的正常运行, 在试验中

对比了挖槽前后本河段水位的变化情形, 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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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看出:

∃ 挖槽对枯水流量水位的影响极为明显。以挖槽进口上游最近的水位观测断面伍家口水位为例, 在枯水

流量为 4460m
3
/ s时, 伍家口水位降低0 68m左右。在枯水流量为5400m

3
/ s时, 伍家口水位降低 0 53m左右。

这将直接影响到葛洲坝三江下引航道的水深, 而且随着昌门溪下游河床的不断冲刷下切、昌门溪水位的不断下

降, 伍家口水位还会进一步下降。

& 挖槽对洪水位的影响很小。当流量为 40 706m3/ s时, 伍家口的水位仅下降 0 05m。

∋ 从挖槽上游进口到下游出口, 沿程水位的降低值逐渐减小, 到姚港断面, 挖槽前后的水位变化很小。

上述水位的变化仅限于 2003年、2004年的情况。从长远看, 芦家河河段下游河床的冲刷下切将导致本河

段及上游河段水位的进一步降低; 同时, 上游推移质来沙的减少, 本河段也将冲刷下切, 平衡后本河段及上游

河段的水位还会降低, 将加剧上游河段的冲刷下切, 不利于葛洲坝船闸的正常运行。

5 结 论

在本文的实验范围内, 石泓大开挖整治方案实施后, 航道问题得到了较大的改善。虽有卵石推移质进入挖

槽, 但尚未影响航深, 即使出现 3086m
3
/ s的枯水流量, 石泓挖槽也可以保证足够的通航水深; 沙泓有可能出

现的 坡陡流急 问题也得到了缓解。

石泓大开挖方案使石泓的过水断面明显增大, 河床显著降低, 因此使本河段的河势发生改变, 沙石泓的

主、支汊易位, 石泓变成主槽、沙泓成为支槽; 松滋河断流流量增加, 分流比降低; 枯水流量水位显著降低,

将影响葛洲坝下引航道的水深等等。

挖槽内远期是否会发生回淤现象, 石泓挖槽进口是否会淤废, 还有待进一步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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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hamfering of the Shihong section in Lujiahe

shallow reach of the Yangtze River

CHEN Li, CUI Cheng zhang, XIE Bao ling

( Colleg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 Wuhan University ,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and Sediment Science of Education Ministry ,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may brings about a new problem to the Lujiahe shallow reach, and

chamfering the Shihong ( the right thalweg) is one of the measures suggested Based on the model experiment , the effect of

chamfering has been studied, proving that chamfering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lag in depth in the navigation channel of sha-

hong ( the left thalweg) and escarpment and riffle as well, and improve the navigat ion condition of the whole reach completely

Meanwhile, chamfering will make the main flow translocation with the lateral branch in dry season, and decrease the discharge

diverting rat io of the Songzihe River( an important tributary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his reach) from the Yangtze River, etc

However, the extra descendent of water stage of the upper reach resulted by the chamfering may foreclose the normal navigat ion

condition of the Gezhouba Ship Lock, etc

Key words: shallow reach; river patteren; chamfering; navigation channel training; alluvial process; Yangtze River; Lujia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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