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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前文提出的平面二维混合模型进行了验证与实际工程应用。模拟了概化顺直河段在不同冲淤条件下的河

岸后退过程。将混合模型应用于实际工程问题, 模拟了黄河下游花园口游荡型河段的河床纵向与横向变形过程。通

过对断面平均水位、流速分布、断面形态变化等计算值与原型观测值的对比, 两者符合较好。表明该混合模型不仅

能较好地模拟出河道内的水沙运动与河床纵向冲淤过程, 而且能模拟出滩岸的后退与淤长过程, 尤其能模拟滩岸

的冲刷与崩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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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考虑外界因素引起滩岸土体强度的变化, 在床面发生淤积的条件下, 近岸水流直接冲刷坡脚是引起

滩岸崩塌的必要条件; 如果水流既能使近岸床面发生冲刷, 又能侧向冲刷坡脚, 那样势必会加剧滩岸崩塌。目

前许多研究者一般仅考虑床面冲刷时的滩岸变形过程
[ 1, 2]

, 很少考虑床面淤积时的滩岸后退过程。不过从实测

资料分析, 黄河下游滩岸的冲刷与崩塌一般都是在非汛期床面淤积的条件下发生的。在汛期水流漫滩, 主槽在

纵向冲深的同时, 滩地是淤积的。此时由于滩地上阻力大、流速小, 水流对河岸的侧向侵蚀可以忽略不计。根

据钱宁教授的分析, 游荡型河段的滩岸崩塌, 主要是由近岸水流直接冲刷引起的[ 3]。此外崩塌后的土体对滩岸

冲刷过程也有影响[ 4, 5]。

为研究床面不同冲淤状况对河岸冲刷过程的影响, 本文首先模拟概化河段的河床变形过程, 并对计算结果

进行分析。然后以黄河下游花园口至来童寨的游荡型河段为实际研究对象, 模拟该河段河床的纵向及横向变形

过程, 并将计算结果与原型观测值进行对比。

1  概化河段河床变形过程的模拟

假定有一概化顺直河段, 长 8 km, 宽 800m, 共划分为 80 ! 23个网格。初始河岸坡度和高度分别为 60∀和

4 0m。该河段出口断面水位保持为 103 m。假设进口处悬移质含沙量很小, 计算中取 2 kg/m3, 流量为

2 000m
3
/ s。图 1( a)为床面冲刷时进口断面形态随时间的变化过程。主槽在不断冲刷下切的同时, 河槽逐渐展

宽。30 d后左、右滩岸后退距离都达到 50m, 每隔 10 d的后退距离分别为 19 3 m、15 9 m、13 2 m。30 d后河

床纵向总冲深为 1 27m, 每隔 10 d的冲刷深度分别为 0 63m、0 40 m、0 24m。因此在进口水沙过程不变的条

件下, 河床纵向冲刷速率、滩岸后退速率都随时间增加而减小。如果该河段进口处含沙量较大, 取 30 kg/ m3,

流量为 1 500m
3
/ s, 其余计算条件不变。图 1( b)为床面淤积时进口断面形态随时间的变化过程。在河床纵向淤

积的情况下, 河岸冲刷后退的速率明显减小, 30 d后河岸仅后退 32 6m。

从概化河段的模拟结果来看, 当床面处于冲刷时, 在河岸可冲刷的情况下, 由 2个重要原因可以减缓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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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冲淤条件下的断面形态变化

Fig 1 Cross sectional profiles variations under different scour and deposition conditions

冲刷: 一是河槽宽度增大, 导致过水面积增大, 流速较小, 水流挟沙力减小, 从而减少对床面的冲刷; 二是从

河岸冲刷与崩塌下来的泥沙数量部分满足了悬移质水流挟沙力的要求, 因而可减少从床面冲起的泥沙数量。此

外, 随着河岸冲刷的发展, 从河岸冲刷和崩塌下来的土体有一部分堆积在坡脚边, 增加了河岸的稳定性, 从而

使河岸后退速率减小。另外由于过水面积增大, 作用于岸壁的水流切应力减小, 也会导致河岸后退速率减缓。

当床面处于淤积状态时, 由于河岸相对高度减小, 增加了河岸的稳定性, 故河岸后退速率比床面冲刷时要小。

2  花园口河段河床变形过程的模拟

2 1  花园口河段概况

黄河下游花园口河段右岸多为人工大堤与挡水石坝所防护, 左岸一般受高滩所控制, 大堤均不临河。该河

段宽为4~ 8 km, 属典型的游荡型河段。横断面主要由主槽(深槽)和滩地组成。滩地一般分为 3级, 即边滩、低

滩及高滩[ 3, 6]。边滩和低滩的侧向冲淤变化, 对整个断面的变形都有很大的影响。由于本文主要模拟枯水期该

河段的河床变形, 因此在这里主要考虑边滩的横向冲刷情况。

该河段淤积物组成特点是上段比下段粗, 深层比表层粗, 主槽比滩地粗
[ 6]
。花园口断面和来童寨断面主槽

床沙 d50分别为 0 092mm、0 077mm。由于滩地的淤积物一般比主槽细, 按照文献[ 7]中的分类标准,可以判断该

河段的滩岸土体属于粘性土, 因此可采用前文建立的粘性土河岸的二维混合模型模拟该河段的河床变形过程[ 8]。

2 2  计算条件

图 2  计算网格图

Fig 2 Sketch of 2 D computational meshes

根据实测资料的完整程度, 本文选择花园

口至来童寨河段为研究对象, 该河段总长约

15 7 km, 时段初共设有 19个实测断面。研究

时段从1961年 6月 1日到6月24日。本文选择

的计算宽度比高水位时的水面宽度略大, 一般

为1 3~ 3 0 km。总共划分网格数为 80 ! 20, 最

大空间步长为 355m, 最小为 50m(图 2)。

由于要进行长时间的河床变形过程模拟,

计算量特别大, 通常把实际的非恒定过程概化为梯级式的恒定过程来进行计算。本次计算在进口处给定流量过

程以及悬移质来沙过程, 在出口处只给定水位过程。共划分24个时段, 每个时段的步长为 1 d。

2 3  计算结果的分析与验证

( 1) 沿程水位  为验证二维水流子模型的计算精度, 首先对水位进行分析。由图 3可知, 时段初断面平均

水位的计算值与实测值相比, 两者符合较好。两者最大相差0 30m, 出现在东六堡断面附近, 这与该断面宽浅

散乱, 由三个汊道组成, 而实测水位一般仅给出有限几个测点水位的平均值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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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河宽变化过程  由于只有花园口断面有完整的水文资料, 因而本文只给出该断面水面宽度计算值与实

测值的对比, 从图 4可以看出, 在时段初由于断面概化的原因, 计算值( 750m)略小于实测值( 800m)。随着滩

岸的冲刷和崩塌, 水面宽度逐渐增加。大约在 6月15日附近, 水面宽度达到最大值( 1 100m)。随后水面宽度基

本不变。这是由于初始时刻, 水面宽较小, 过水面积小, 水流对滩岸冲刷强, 河宽增加快; 随着滩岸后退, 河

床向宽浅方向发展, 过水面积增大, 主槽内流速降低, 水流对滩岸的冲刷程度减弱, 河宽基本不变。由于该时

段内水位变化幅度很小, 约 0 25m, 可以认为水面宽度增加不是由水位上升引起的。因此水面宽度的增加量,

即为滩岸冲刷后退的距离。由于滩岸冲刷后退, 使得时段末的河宽比时段初增加了近 37%。

  图 3 1961 年花园口断面平均水位计算值与实测值对比    图 4  1961 年花园口断面水面宽计算值与实测值对比

   Fig 3 Comparison between calculated and observed water        Fig 4 Variation process of water surface width

levels along the reach at Huayuankou section, 1961 at Huayuankou section, 1961

( 3) 流速与含沙量分布  图 5给出了花园口断面在时段初与时段末纵向垂线平均流速的计算值与实测值对

比。由图可知时段初流速分布的计算值与实测值符合较好, 在河道中心处, 由于水深较浅, 故流速小, 而岸边

水深大, 流速也较大。在时段末, 由于计算水位偏大(比实测值偏大约 0 1m) , 故流速偏小, 尤其在河道中心

处, 计算值与实测值偏离较大。图 6给出了进口断面悬移质垂线平均含沙量的计算值与实测值对比。从图中

看, 含沙量在河道中心处略小于河岸附近, 这与河道中心处水深较浅有关。而在岸边附近, 计算值与实测值符

合较好。

图 6 1961 年花园口含沙量横向分布计算值与实测值对比

Fig 6 Comparison between calculated and observed depth averaged

concentrations at Huayuankou section, 1961

图 5  1961年花园口流速横向分布计算值与实测值对比

Fig 5 Comparison between calculated and observed depth averaged

velocities at Huayuankou section, 1961

本文还给出了不同时段计算区域内的流速分布 (图 7)。从时段初的流速分布来看, 由于来流流量

( 1080m
3
/ s)较小,水位较低, 河道内部分滩地露出水面, 在东六堡与八堡断面之间有一大片心滩露出。随流量

增大, 当进口流量达到 2030m
3
/ s时, 水位上涨, 河道内原先露出水面的部分滩地被淹没。另一方面, 由于部

分断面滩岸的冲刷与崩塌, 导致水面宽度增大。在时段末, 流量减小到 1 360 m
3
/ s时, 河道内水位下降, 部分

滩地又露出水面。由于部分断面在高水位时发生淤积, 原先过水的区域都变成了露出水面的滩地。而由于滩岸

的崩塌后退, 原先是露出水面的计算节点, 变成了水面以下的计算节点。

( 4) 典型断面形态变化  图 8给出几个典型断面的断面形态变化过程。图 8( a)表示花园口断面的形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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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不同时段的流场

Fig 7 Velocity fields at different time intervals

过程。在该时段内, 床面持续淤积, 而水面宽度逐渐增加。

在水流的持续冲刷下, 右滩岸 23 d内崩塌后退距离约 170m,

滩岸侵蚀速率达 7 4m/ d; 而左滩岸 23 d内崩塌后退距离约

200m, 滩岸侵蚀速率达 8 8 m/ d。另外该断面单位河长的纵

向淤积量为224m3, 横向变形量为 390m3, 包括右滩岸冲刷

171m3, 左滩岸冲刷 219 m3, 左、右滩岸冲刷和崩塌的总体

积约为床面淤积量的 1 74倍。由此可见, 滩岸冲刷和崩塌在

黄河下游的河床变形中, 具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时段末花园

口断面地形的计算值与实测值相比, 两者符合较好; 对河床

的纵向淤积, 在河道中心处计算值偏大; 而在两岸附近计算

值偏小。尽管如此, 计算结果总体上仍能很好地反映出花园

口断面在非汛期小流量情况下, 河床纵向淤积和滩岸冲刷后

退的变形过程。东大坝断面右岸附近发生贴边淤积, 同时心滩发生冲刷和崩塌, 导致深槽有向左岸移动的趋

势; 而左岸深槽位置向右摆动, 大约向河道中心移动近 100m, 这与原型观测值相当符合(图 8( b) )。吴厂断面

右岸岸边在淤积的同时, 右岸深槽向左摆动近270m(图 8( c) )。由此可见, 在黄河下游的泥沙数学模型中, 不仅

要考虑计算外边界处滩岸的冲刷与崩塌, 同时也必须考虑计算区域内心滩的崩塌后退问题。从石桥西断面的冲

淤情况来看(图 8( d) ) , 整体变化不大, 但计算结果与实测值存在一定的误差。河道主槽向哪个方向发展, 不仅

取决于来流的水沙条件, 同样与滩岸抗冲程度有关。对于出口处的刘窑和来童寨断面(图 8( e)和图 8( f) ) , 由于

右滩岸土体的抗冲程度小, 发生冲刷和崩塌。最明显的是来童寨断面, 在主槽纵向冲深 1 0 m的同时, 右滩岸

在24 d内冲刷后退近 130m, 滩岸后退速率达 5 4m/ d。

图 8  典型断面形态计算值与实测值对比

Fig 8 Calculated and observed cross sectional profiles at different sections

从这些典型断面的变化图来看, 计算结果能较好地反映非汛期花园口- 来童寨游荡型河段的河床冲淤变化

特性, 同时也给出了不同断面的滩岸冲刷与崩塌过程。由于计算网格固定, 无须在每计算一个时段后修改计算

区域, 因而所费机时较少。另外该混合模型基本能模拟出主槽位置的摆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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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本文对前文提出的平面二维混合模型进行了验证和实际工程应用。首先模拟概化顺直河段滩岸的冲刷与崩

塌过程。然后以黄河下游花园口- 来童寨游荡型河段为研究对象, 模拟了该河段的河床变形过程, 通过分析计

算结果,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1) 在床面淤积或冲刷过程中, 河岸都可发生冲刷和崩塌, 但在床面冲刷时, 由于河岸高度和坡度都增

加, 导致岸坡稳定性降低, 因而河岸后退速率相对较大。

( 2) 通过对花园口- 来童寨游荡型河段河床变形过程的模拟, 表明本文建立的二维混合模型, 不仅能较好

地计算出河段内的水沙运动过程, 而且能模拟出河床的纵向冲淤、滩岸的后退与淤长过程, 并且计算结果与原

型观测值符合较好。

( 3) 影响滩岸冲刷与崩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对从滩岸冲刷和崩塌下来的土体转化为床沙和悬沙的比例,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另外目前尚不能准确地计算滩岸发生冲刷与崩塌的纵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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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for the longitudinal and lateral deformation of riverbed in

the lower Yellow River, 2, application of a 2 D composite model

XIA Jun qiang, WANG Guang qian, WU Bao sheng

(Key Laboratory for Water and Sediment Sciences of Education Ministry , Tsinghua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numerical model proposed in the previous paper is tested in this paper Through simulating bank retreat pro

cesses for a schematic river reach under different bed score and deposition conditions, it indicates that the rate of bank retreat

during scouring is greater than that in deposition Then, the full bed de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Huayuankou Laitongzhai wan

dering reach in the lower Yellow River is simulated numerically, and good agreements are obtained between calculated and pro

totype measured data such as the water level, velocity fields, and cross sectional profiles variations Both example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odel is capable of simulating the longitudinal deformation of riverbed, and the process of bank retreat and ad

vance, especially the bank lateral erosion and failure process

Key words: 2 D composite model; bank erosion; the lower Yellow River; wandering 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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