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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黄河下游 1950- 1985 年间 218 场洪水资料, 讨论了黄河下游花园口河段洪水起涨和回落过程中河床形态

调整的不同过程。在洪水起涨阶段, 花园口河段河床宽深比以增大为主, 且洪水最大含沙量越大 , 宽深比增大的幅

度越大, 洪峰增幅比在 3以下时, 宽深比随最大含沙量的增大而增大, 洪峰增幅比在 3以上时, 呈随含沙量的增大

而减小的趋势。在洪水回落阶段, 宽深比的变化方向则相反。在含沙量较小时, 河床宽深比的减小主要发生在洪水

起涨阶段, 在含沙量很大时, 河床宽深比的减小主要发生在洪水回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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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期间河床形态自我调整的结果是使特定的水沙能通过河道下泄。Leopold等的研究表明
[ 1]
, 在一般情

况下, 对于冲积河流来说, 在涨水阶段, 河床会下切侵蚀, 河床横断面形态应以变窄深为主。在落水阶段, 情

况正好相反, 河道将会淤积, 水深变浅, 河床横断面形态向宽浅发展。这一结论对于洪水涨落与河床冲淤及形

态变化的研究至今仍被奉为经典。典型的例子是科罗拉多河在亚利桑那州 Lees渡口断面 1956年的一次春季融

雪洪水的涨水过程中, 整个河底不断下切, 河床宽深比不断减小; 在落水过程中, 河道又回淤, 宽深比增大;

整场洪水的作用是使河道略有冲刷, 宽深比减小。Leopold 等认为这一现象是季节性河流和半干旱地区大河的

固有特征[ 1]。很多研究证实了冲积河流具有涨冲落淤的特点[ 2]。当然, 这种变化也不是绝对的, 河道同样可以

在涨水阶段当流量达到一定的值(或平均流速)的情况下淤积而在退水阶段, 同流速的情况下发生冲刷
[ 3]
。

在黄河下游,从桃花峪到河口地区分属不同的河型(图 1) ,桃花峪到高村属游荡型, 高村到陶城铺属过渡

型, 陶城铺以下属微弯型河道。不同河段由于边界条件的影响, 其冲淤特性存在较大的差异[ 4] , 并且不同来源

区洪水[ 5, 6]和洪水挟带的不同粒径的泥沙冲淤调整过程[ 7]也不一样。因此, 像黄河这样以河宽的调整为主的河

流对洪水过程的响应非常复杂, 是否具有Leopold 等研究的河流的冲淤特性和河床形态变化规律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尹学良等认为, 在黄河下游也存在这种情况, 汛期流量较大, 河槽就冲刷, 洪水过程中涨冲落淤的现象

很明显, 各河段都不例外, 在一次洪水过程中, 冲刷一般比淤积多[ 8]。洪水涨落导致河道冲刷和淤积, 从而改

变河床形态, 是自然界河流形状和大小调整的又一控制因素, 有必要利用大样本数据进行系统的研究。但至今

仍未见到这方面的系统研究成果, 一般的成果均是基于个例得出的结论。对于像黄河这样强烈游荡的河流, 利

用大样本数据研究河道冲淤的文章近来有不少, 但研究河道对洪水响应的文章还较少。对单场洪水起涨和回落

阶段的河道冲淤的研究比较多, 但对河道形态变化的响应的研究较少, 因为在不同流量下河床的横断面即使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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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黄河下游河道平面图[ 4]

Fig 1 Plane schematic of the lower Yellow River

有冲淤变形也具有不同的宽深比、河宽、水深等。因此, 要弄清洪水涨落对河床形态变化的影响, 需要区分冲

淤变化和流量变化所引起的河床形态的变化, 这是一个难题, 也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1 洪水过程中河床断面形态调整与流量的关系

以河床宽深比的变化来代表河床横断面形态的变化。张仁等[ 9]在确定黄河下游河相关系时采用下式:

B = 1Q 2 (2- e- s
) 3 (1)

v = 1Q 2( 2- e- s
) 3 (2)

h = Q/ B v (3)

式中 B 为河宽, m; v 为流速, m/ s; h 为平均水深, m; Q 为流量, m3/ s; S 为含沙量, 10- 3kg/ m3; e为自

然对数; 1、 1, 2、 2, 3、 3分别为系数与指数。利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研究所整编的 黄河下游

河床演变基本资料汇编 中所列的从1950- 1985年共218场各测站具有实测流量过程的降雨型洪水系列资料的

流量、含沙量及河宽、流速分别代入式 (1)可求得花园口和利津站的 1、 2、 3 及相应的相关系数 R1, 代入

式(2)可求得 1、 2、 3及相应的相关系数 R2(表 1)。

表 1 花园口和利津站河相关系各系数和指数

Table 1 Coefficients and exponents for hydraulic geometry relationships at Huayuankou and Lijin station

站 名 1 2 3 R1 1 2 3 R 2

花园口 7 75 0 63 - 0 58 0 65 0 31 0 23 0 76 0 65

利 津 87 30 0 21 - 0 27 0 75 0 22 0 28 0 71 0 91

图 2 花园口和利津站各级流量下的 B/ h

Fig 2 B/ h values under different discharge

at Huayuankou and Lijin station

孙口由于受漫滩洪水的影响很大, 相关性很差, 不作讨论。由

此, 根据大致处于冲淤平衡时的含沙量
[ 4]

(花园口约 30 kg/ m
3
, 利津

约 35 kg/ m3) , 可以计算出洪水过程中各级流量下的河宽、水深和宽

深比。根据这些计算值, 将其中花园口和利津站各级流量下的宽深

比点绘成图 2。从图 2中可以看出, 在河道基本没有冲淤变形或冲

淤变形较小的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在花园口河段宽深比随着流量的

增大而增大, 而在利津河段, 宽深比随流量的增大而减小。从张仁

等[ 9]的计算结果来看, 孙口河段的宽深比也随流量的增大而减小。

要确定起涨和回落阶段河床宽深比的变化, 需要有一个参考标

准, 即在河床断面形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 河床宽深比随流量的变

化情况。这个标准状态应该代表洪水起涨和回落 2个阶段的平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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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且在洪水过程中河道没有发生大的冲淤过程。图2所示的花园口和利津站这种不同的变化趋势是在近于冲淤

平衡的状态下得出的河床形态特征值变化随流量变化的关系, 主要由河型及其横断面形态的不同特点所决定, 而

与河道的冲淤过程关系不大, 可以近似地作为判定洪水起涨和回落阶段断面形态变化的参考标准状态。将这种标

准状态与实测情况相比较, 就可以得出洪水起涨和回落阶段河道由于冲淤变化而引起的河床形态变化特点。

2 花园口河段洪水涨落过程中河床断面形态的调整
2 1 河床横断面形态调整与洪峰增幅比的关系

图3( a)、3( b)分别点绘了花园口站洪水起涨阶段洪峰流量( Qmax)下的宽深比与洪水前起始流量( Qb)下的宽

深比的变化( B/ h )max / ( B/ h ) b和洪峰增幅比( Qmax / Qb)的关系和洪水回落阶段洪水终了流量( Q a)下的宽深比与

洪峰流量( Qmax)下的宽深比的变化( B / h) a/ ( B / h) max与洪峰减幅比( Qmax / Q a)的关系(每场洪水起始和终了流量

均取相同值,即 Qb= Q a , Qmax / Qb= Qmax/ Q a , 起始和终了两个值中, 一个是实测值, 另一个采用线性插值确

定)。图中虚线根据图2的数据转化而来, 代表河床断面形态在没有发生冲淤变化或冲淤变化不大的较为稳定

的情况下宽深比随流量的变化而相应变化的关系, 实线代表河道发生冲淤的实测变化过程的平均情况。在起涨

阶段(图 3( a) ) , 实线的斜率大于虚线的斜率,二直线相交, 在流量增幅较小时, 虚线在实线上方, 宽深比比参考

状态下的略小, 表明宽深比减小; 当流量增幅较大时, 实线在虚线上方, 宽深比比参考状态下的大, 表明宽深比

增大。在回落阶段(图 3( b) ) , 情况则相反。

图 3 黄河花园口断面宽深比变化与流量变化的关系

Fig 3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ations of width to depth ratio and discharge

2 2 河床横断面形态调整与洪水含沙量的关系

图4点绘了花园口站洪水起涨与回落阶段宽深比的变化与最大含沙量( Smax)的关系, 并区分了不同流量变

图 4 花园口站洪水过程中河床形态变化与最大含沙量的关系

Fig 4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variations of width to depth ratio and the maximum sediment concentration

at Huayuankou station during fl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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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的影响。从总体上看, 在洪水起涨阶段, 宽深比以增大(与参考标准态比较)为主, 且洪水的最大含沙量越大,

宽深比增大的幅度越大。区分不同的流量级, 当洪峰增幅比在 3以下时, 宽深比随最大含沙量的增大而增大,

点子主要集中于图的左下部, 当洪峰增幅比在 3以上时, 宽深比有随含沙量的增大而减小的趋势, 点子主要集

中于图的右上部。在洪水回落阶段, 宽深比的变化方向则相反, 宽深比以减小为主, 且洪水的最大含沙量越大,

宽深比减小的幅度越大。含沙量很小(小于 15 kg/m3)和含沙量很大(大于 300 kg/ m3)时, ( B / h) a / ( B / h) max净减

图 5 高含沙洪水期河床断面变化过程示意图

Fig 5 Schematic of channel transverse form variations

during hyper concentrated floods

小, 洪峰减幅比大于 3 的洪水的 ( B / h ) a/ ( B/ h ) max大多减

小。以上分析表明, 在含沙量较小时, 河床宽深比的减小

主要发生在洪水起涨阶段, 在含沙量很大时, 河床宽深比

的减小主要发生在洪水回落阶段。

从图 5[ 10]所示的典型断面形态变化情况可以看出, 高

含沙洪水起涨阶段, 河床横断面形态以变宽浅为主, 在回

落阶段以变窄深为主。高含沙洪水对黄河下游游荡段河道

的河床断面形态的塑造被分为高滩、深槽的塑造和主槽的

强烈冲刷 2个阶段
[ 10]
。实际上, 根据图 5, 分为4个阶段更

恰当, 即: 漫滩前主槽淤积阶段, 漫滩后形成高滩深槽阶

段, 主槽强烈冲刷阶段和洪峰后主槽回淤阶段。前 2个阶

段处于洪水起涨阶段, 后 2个阶段处于洪水回落阶段。

2 3 河床横断面形态调整对洪水起涨和回落阶段不同响应过程的原因分析

洪水起涨阶段, 随着流量的增加, 水流流速和对河床的剪切力迅速增加, 从而也增大了水流的挟沙力。为

保持一种输沙平衡状态, 必须有相应的泥沙补充。如果上游泥沙的补充率小于水流挟沙力的增加率, 水流就会

侵蚀河床, 从河床获得泥沙的补充。一方面, 由于水流对河底的剪切力增加, 会使河底下切加深, 另一方面,

水流会侵蚀河岸, 使河宽增大,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水流的挟沙能力。花园口河段当含沙量较小时, 泥沙的

补充略小于水流的挟沙力, 水流以侵蚀河底为主, 水深的增加率大于河宽的增加率时, 宽深比减小。如果上游

来沙的补充率大于水流挟沙力的增加率, 多余的泥沙就会在河道里淤积, 改变河床形态, 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

减小水流的挟沙力。花园口河段含沙量大的洪水多为漫滩洪水, 洪水起涨初期泥沙大量淤积在河槽里, 使河底

抬高, 河床宽深比增大。洪水起涨后期, 流量再增大便迅速漫滩, 漫滩程度不断增大, 由于滩地水流明显较主

槽弱, 使滩地的淤积明显大于主槽, 形成相对的高滩深槽。随着淤积的发展, 河宽缩窄, 水流挟沙力相应提

高, 使主槽可由淤积转为冲刷状态。这一过程为高滩、深槽的塑造过程[ 10]。洪水起涨初期淤积使宽深比增大,

后期滩地淤积和主槽冲刷使宽深比减小。

在洪水回落阶段, 由于流量的降低, 水流流速、对河底的剪切力和水流挟沙力相应减小。对于含沙量较小

的洪水, 在起涨阶段通过河道的侵蚀使泥沙的补充适应了水流的挟沙力, 当挟沙力减小时, 多余的泥沙就会淤

积于河道, 产生回淤。当含沙量很小时仍会冲刷河道。对于含沙量很大的洪水, 特别是高含沙洪水, 由于起涨

后期泥沙在滩地的大量淤积和主槽的冲刷, 使洪水回落后, 当流量减小时, 水流归槽, 形成相对的窄深河道,

水流挟沙力再次增大。而且当进入高含沙水流的范畴时, 水流输送泥沙的能量需求减小, 使得多余的泥沙能够

随水流下泄, 并且还会使河底发生冲刷, 形成窄深的河道, 宽深比迅速减小。这一过程为高含沙洪水对游荡河

段塑造的第 2阶段即主槽的强烈冲刷阶段
[ 10]
。由于河道的冲刷, 河底物质变粗, 抗冲性增强。当流量继续减

小时, 河道不能继续侵蚀下切, 水深减小, 水流不再具有高含沙水流的性质, 水流挟沙能力减弱, 多余的泥沙

大量淤积在河道里, 造成水深减小, 宽深比增大。这一过程为高含沙洪水对游荡河段塑造的第 3阶段即回淤阶

段。主槽强烈冲刷与回淤两者相抵消的结果, 前者可能是主要的, 这使宽深比在洪水回落阶段减小。

上述推论已得到许多研究成果的证实。孙东坡[ 11]的研究表明, 高含沙洪水刚进入前期宽浅河床运行时,

挟沙能力较低, 总是引起河槽严重淤积, 降低平滩流量, 并使后续洪水大量漫滩。滩地与主槽水流在流速和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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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能力上均有明显差异, 从而使滩槽水沙产生强烈的横向交换作用。于是滩地开始强烈淤积, 主槽则由淤变

冲。江恩惠等[ 12]的研究也表明, 高含沙洪水形成的窄深河槽是以前期河床的严重淤积为代价的, 高含沙洪水

形成的窄深河槽难以长久维持下去, 接下来的便是河道的淤积。

需要指出的是, 图 3和图 4点子很分散, 只体现出大体的变化趋势, 具体到每一场洪水, 则不一定都体现

上述规律, 表现出明显的 !涨冲落淤∀ 或 !涨淤落冲∀ 的趋势, 具体情况较为复杂。以上讨论的只是横断面的

情况, 对于整个河段, 则会出现冲淤相间的情况。正如 Leopold等[ 1]指出的那样, 河床在上游方向某一地方的

冲刷会使河道下游的某一地方发生淤积。

利津河段和花园口河段具有完全不同的河床特性, 利津河段为限制性弯曲河型, 河床横断面相对较窄深,

在流量增大时, 水深的增加率大于河宽的增加率, 宽深比减小(图 2)。如果用同样的方法分析利津断面洪水涨

落过程中河床形态的调整, 由于在起涨和回落阶段, 宽深比的变化幅度都不大, 且只与流量变幅有关, 与含沙

量的关系不大, 不能明确判断起涨和回落阶段河床形态调整的差异。孙口河段为过渡型河段, 宽深比的变化受

生产堤和大堤的影响很大, 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区分起涨和回落阶段的差异。

3 结 论

黄河下游花园口河段, 河床横断面形态调整对洪水的起涨和回落过程有不同的响应模式, 且与洪水的洪峰

增幅比和含沙量密切相关。从总体上看, 在洪水起涨阶段, 花园口河段河床宽深比以增大(与标准参考态比较)

为主, 且洪水最大含沙量越大, 宽深比增大的幅度越大。当洪峰增幅比在 3以下时, 宽深比随最大含沙量的增

大而增大, 当洪峰增幅比在 3以上时, 宽深比有随含沙量的增大而减小的趋势。在洪水回落阶段, 宽深比的变

化方向则相反, 宽深比以减小为主, 且含沙量越大, 宽深比减小的幅度越大。含沙量很小(小于 15 kg/m
3
)和含

沙量很大(大于 300 kg/ m
3
)时, ( B / h) a/ ( B / h) max净减小, 洪峰减幅比大于 3的洪水的( B/ h ) a/ ( B/ h )max大多减

小。在含沙量较小时,河床宽深比的减小主要发生在洪水起涨阶段,在含沙量很大时,河床宽深比的减小主要发

生在洪水回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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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 deformation at the wandering braided reaches of

the lower Yellow River at rising and falling stages

during the period of flood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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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218 flood events data of the lower Yellow River from 1950 to 1985, different channel transverse ad

justment at Huayuankou reaches of the lower Yellow River at rising and falling stages during flood events are distinguished At

the rising stage, the width to depth ratio at Huayuankou reaches exhibits the tendency of generally increasing The higher the

maximum sediment concentration of the flood events, the larger the width to depth ratio When the flood peak increasing rat io

is lower than 3, the width to depth ratio is in direct rat io to it. When it is higher than 3, the width to depth ratio is in inverse

ratio to it At the falling stage, the situation is just on the contrary When the maximum sediment concentration of the flood

events is lower than 15 kg/m
3
or higher than 300 kg/ m

3
, the width to depth ratio is in net decrease When the flood peak in

creasing ratio is higher than 3, the width to depth ratio of the most flood events will decrease The deformation of the channel

during flood events is firmly related to sediment concentration When the sediment concentration of the flood events is low, the

decrease of the width to depth rat io is mainly at rising stage. When the sediment concentration of the flood events is high, the

decrease of the width to depth ratio is mainly at falling stage

Key words: riverbed form adjustment; rising and falling stages of flood events; the lower Yellow River; Huayuankou 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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