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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实测资料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引入  空代时! 假说, 分析研究了丹江口建库后汉江下游河流再造床过程

的时空演替现象。分析表明, 河流再造床过程在冲刷延展、河床粗化、含沙量及其特征、岸滩侵蚀以及河型变化等

方面具有较典型的时空演替现象。产生时空演替现象的根源在于河流自调整作用在同一变源下空间和时间响应的

一致性, 是过程的相似。输入水沙条件的变化、水库下游河道支流入汇、河床边界条件的变化以及因此导致的不同

调整方式是引起时空演替复杂响应的主要原因。如能排除干扰、建立时空演替现象的数学模式将有助于水库下游

河流调整的分析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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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的兴建, 改变了下游河道的水沙条件, 引起了河流的再造床过程。在此过程中, 往往有剧烈的河床粗

化、岸滩侵蚀, 河床大幅度的调整导至河型转化, 给下游的生态、防洪、航运等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河流再造

床的过程和结果, 一直是河道整治和地貌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空代时! 假说是现代地貌学的基本理论之一。该假说认为: 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 对空间过程和对时间

过程的研究是等价的; 在缺少绝对数量方法的情况下, 有时可认为地貌空间集合体可代表地貌体的时间序列。

 空代时! 假说在地貌的研究中取得较大成功。如 Davis
[ 1]
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空代时假说创建了侵蚀循环学

说; Lobeck
[ 2]
把发现从华盛顿山到大西洋海岸这一剖面中, 地貌的发育体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Ruhe

[ 3]
和 Sav

igear
[ 4]
对野外资料的研究表明, 地貌体确实存在时、空替代现象 在空间上分布的不同类型可以推演到时间

序列上, 代表地貌发育的不同阶段。用空间变量代替时间变量曾为一种非常流行的解决地表过程长期演化的地

貌学方法。

在室内河流自然模型水槽试验中, 张欧阳[ 5]认为游荡型河流的时、空演替过程可相互代替, 并提出了水

深、曲率、比降和效能率的时空相似。我们在水槽试验以及前人研究
[ 6]
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河流自然模型试

验中的  空代时! 现象, 并引入该理论为模型时效和试验时间的定性判定中提供指标。

水库下游河流再造床过程本质上也是一种地表过程,  空代时假说! 同样可以在相当的范围内解释许多现

象。本文以丹江口水库建成后汉江中下游的演变为例, 来分析河流再造床过程中的时空演替现象。

1 汉江中下游再造床过程中的时空演替现象

丹江口水库总库容 209 7亿m
3
, 有效库容 98亿~ 102亿m

3
, 是典型的年调节水库。该水库于 1967年 11月

蓄水运行后, 改变了下泄的水沙过程, 洪峰被消减调平, 枯水流量加大, 中水流量持续时间增长, 流量年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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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际变幅减小。水库蓄水运行初期, 拦沙率达 98% , 基本为清水下泄, 引起汉江下游河道含沙量、输沙量的

减小。为适应新的水沙条件, 下游河道也发生了一系列的调整变化, 开始了河流的再造床过程。在此过程中,

时间系列(同一断面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和空间系列(某一时段随空间的变化规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具有较典

型的时空演替特征。

1 1 冲刷延展的时空演替

水库下游河道再造床过程中, 最直观的时空演替现象就是河道冲刷的延展。由于水库清水的下泄, 下游河

道普遍有一个冲刷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 河道冲刷由横向(断面)和纵向(沿程)延展, 都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据童中均、韩其为的研究[ 7] : 丹江口水库于 1960年滞洪, 1968年蓄水。在滞洪期, 冲刷已达到碾盘山,

全长 223 km。蓄水后, 到 1972年, 冲刷已经发展到距坝 465 km 的仙桃。水库运行 13年后, 大坝到光化 26 km

的河段已完全稳定, 不再有泥沙补给。光化到太平店长40 km 的河段, 也只在洪水时河床才会冲刷。在太平店

至襄阳43 km 的河段, 基本上只有推移质运动。至 1986年冲刷最显著的河段位于襄阳至皇庄长 131 km 的河段,

并有逐渐下移的趋势。沿程冲刷的阶段性与同一河段随时间变化的阶段性是一致的(图 1)。此时同一河段断面

随时间的冲刷延展和同一时刻河流沿程的冲刷延展具有相似性, 呈现出典型的时空演替特征。

图 1 下游汉江冲刷延展的时空演替

Fig 1 Replacement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process of erosion development in lower Han River

1 2 河床粗化的时空演替

河道冲刷的结果是河道下切、河床组成的粗化和新的抗冲覆盖层的形成。丹江口水库建成后, 由于含沙量

远小于水流挟沙力, 汉江河床组成普遍存在粗化现象。这种粗化既包括水流对河床的冲刷和分选, 也包括上游

带来的粗颗粒与床沙中细颗粒的交换。同样, 河床的粗化也有较典型的时空演替现象。表 1是建库前后各站床

沙中径对照, 由于各站的河床组成不尽相同, 我们采用了更能反映河床粗化程度的相对粗化率 M i :

M i =
d
i
50- d

0
50

d
0
50

∀ 100% (1)

表 1 建库前后各站床沙中径对照 mm

Table 1 Compare of median diameters of bed load before and

after the building of Danjiangkou reservoir

站 名 黄家港 襄阳 皇庄 仙桃 蔡甸

1959年 0 24 0 15 0 12 0 11 0 105

1980年 19 4 0 82 0 18 0 13 0 115

M i 79 83 4 47 0 50 0 18 0 10

式中 d
0
50和 d

i
50分别为建库前和建库后 i 时段的床

沙中径。由表 1可见, 在同一时间内, 相对粗化率

从下游到上游是依次增大的; 而对于任何测站的河

床粗化过程, 在河床粗化完成之前, 相对粗化率都

是随时间变化而逐渐增大的, 因此河床粗化过程也

具有时空演替的特点。

1 3 含沙量和悬沙中径的时空演替

由于水库下泄清水, 水库下游河流含沙量显著减小。但由于沿程的河床冲刷、岸滩侵蚀以及支流汇入, 含

沙量沿程增加。而具体河段由于上游河段的不断粗化, 河床冲刷所能补充的泥沙日益减少, 含沙量不断减小,

输沙总量也相应减小。由于河床的组成变细, 细颗粒补给减小, 输沙颗粒有逐渐增大的趋势。图 2为汉江中下

游建库后平均含沙量和悬沙中值粒径的时间和空间变化趋势。由图 2可见, 空间系列(逆流方向)和时间系列的

变化趋势是相当一致的。

在局部河段的河势调整如岸滩侵蚀甚至河型变化方面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时空演替特征。如许炯心[ 9]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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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库后宜城河段河岸相对河底的抗冲性 ( wc / bc ) 随时间逐渐减弱, 河岸侵蚀速率先减小后增大。下游汉江沿

程各站均有类似的变化规律, 空间上展现的趋势也大致如此(图 3)。

图 2 1979 年空间系列与皇庄站时间系列对比

Fig 2 Compare of spatial process and temporal process in Huangzhuan station in 1979

图 3 建库后河岸相对河底的抗冲性( wc/ bc)空间系列与时间系列的演变趋势

Fig 3 Tendency of relative anti erosion ( wc/ bc) in spatial and temporal process after the building of Danjiangkou reservior

2 时空演替现象分析

2 1 时空演替的根源和方向性

时空演替的根源在于空间和时间对同一变源相同的响应方式,是过程的相似。对于系统内任何一部分, 变源

作用的时间越长,响应越剧烈; 同时变源在空间上的传播是有过程的, 离得越近, 响应越剧烈, 越远则越不明显。

鉴于空间和时间相同的响应方式,在过程中它们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适当的系列中, 甚至可以将空间和时间系

列相互替代和预测。

时空演替现象在自然界非常普遍,如一颗石子掉进水中激起的水波, 空间上是水波的波形传播,而水面单个

点荡漾的过程也是相同的波形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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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下游河流再造床过程的主要原因就是水库蓄水后使下泄水流含沙量减少和流量过程的调平, 为适应水

流挟沙力不足以及流量过程调平这一变源,河流分别在空间和时间上自行调整,两个自调整过程具有同一性;因

而也是相似、可演替的。

由此可明确河流再造床过程时空演替的方向性:单个河段随时间变化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开始到完成

的自调整过程; 整个河段在传播过程进行的某个时段, 在空间上, 从远到近,也必然可看到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从开始到完成的自调整过程。河流再造床过程中时空演替的方向性,就是指时间上的由远而近, 来演替空

间上的由远而近 对水库下游河道, 是逆流而上,水库上游则是顺流而下。在无干扰的理想状态,可以预测,河

流的再造床过程必然是沿程而下, 每个河段依次重复同一个完整的自调过程,当最后一个河段的自调过程完成之

时,再造床过程也就完成。

2 2 河流再造床过程中时空演替的复杂响应现象

当系统中输入条件发生改变时,其中某一或某些对象及属性首先发生改变,并链式地引起其它对象及共属性

的变化,他们的相互关系也会发生改变,这些变化常常交互作用,发生各种正负反馈过程,使系统的调整过程呈现

出复杂的面貌, 这就是系统复杂响应的实质。

自然界中, 复杂响应现象比比皆是, 时空演替过程也不例外。由于各种干扰源的存在, 使得时间系列和空间

系列的相似性常常变得不显著,甚至淹没在干扰和缺失中。事实上 空代时!假说在地貌学中的应用,空间和时间

尺度的不确定性和野外资料的缺乏使得该理论的使用相当危险, 甚至受到多方面批评。而作为一种人造的理想

状态, 河流自然模型试验则不存在这些缺陷: 时间和空间的具体性、从原始河槽- 调整- 平衡这一完整的发展过

程都构成 空代时!理论成功应用的基础,在均匀的河槽中河流发展的时空演替现象非常显著,甚至可以到达吻合

的地步[ 5, 6]。

在水库下游河流再造床过程中,空时演替现象既非古地质地貌研究中因资料被干扰太多而被湮没,也远不如自

然模型试验显著和确定。这首先与河流再造床的 变源! 水库的特点有关:一方面,水库的拦蓄使得下泄水流具

有含沙量减小、流量过程调平的共性;另一方面,水库的性质及其运行方式决定了下泄水流含沙量的减小、流量过程

的调平是在定量上是非恒定的,而且是多变的。此外,天然河流水沙条件具有多变性和随机性,也有可能在相当大

范围内湮没时空系列表现出来的趋势, 如图 2所示, 皇庄站含沙量随时间变化变化的规律几乎湮没在不同水文年

水沙条件的差异中。尤其对于调蓄能力较差的水库, 一次大洪水甚至可能在根本上影响河流的再造床。

此外, 对于水库下游河道本身, 支流汇入、河段边界条件的差异以及由此而产生不同的河道调整方式三大

因素也使得河流再造床过程中具有复杂响应现象。

(1) 河段边界条件的影响 河段边界条件的不同, 首先引起的响应是剧烈程度的不同。在汉江中下游, 这

种剧烈差距甚至可掩盖空间系列的变化趋势, 使时空无法替代。

表 2 各站同流量水位下降值( Q= 1500 m3/ s)

Table 2 Water elevation decrease with the same

discharge ( Q= 1500 m3/ s)

时 段
各站水位下降值/ m

黄家港 光 化 襄 阳 宜 城 皇 庄

1979- 1984 0 0 26 0 65 0 30 0 70

1959- 1984 1 69* 1 48 1 11 0 30 0 70

注:数据来自文献[7] ; * 流量为 1250m3/ s。

如水库下游河床的冲刷下切引起的水位下降。

由于水库下泄的近似清水,远小于建库前的含沙量,

因而时间系列为冲刷下切的时间越长, 水位下降得

越多。相应的空间系列也应为越靠近水库, 水位下

降越多。当河床下切的基本完成并逐渐往下游推

进, 水位下降值应为越靠近水库, 水位变化越小。

表2分别为 1959- 1984年和 1979- 1984年各站同

流量水位下降值,表中宜城水位变化的突变显然与其和各站不同的河床组成有关。

河段边界条件的不同, 更导致自身的演变规律的变化而产生了不同的调整方式。如汉江中下游的主槽演变

中, 存在两种不同的调整, 一是通过扩大过水面积, 粗化河床和挟沙级配、加大糙率减小坡降和流速, 来实现

挟沙能力的调整; 二是为适应变化了的流量过程而发生的断面形态调整。前者要求扩大断面面积, 而后者要求

缩小断面面积。表 3为黄家港 襄阳 1960- 1978年各段宽深比变化, 表中可见宽深比变化的复杂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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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黄家港 襄阳 1960- 1978 年各段宽深比变化( Q= 2000 m3/ s)

Table 3 Change of width depth ratio in reach from Huangjiagang

to Xianyang during the 1960- 1978 period

河 段 黄家港 光化 光化太平店 太平店 茨河 茨河襄阳

宽深比
1960年 12 5 15 9 15 7 19 0

1978年 13 0 12 4 14 2 16 3

( 2) 支流入汇的影响 汉江中下游自

丹江口到河道出口武汉市共有 652 km, 集

水面积 5 9 ∀ 104 km2, 占汉江总流域面积

15 9 ∀ 10
4
km

2
的 37 1% , 除干流外, 有

为数众多的支流汇入。这些具有与干流不

同来水来沙特点的支流的汇入, 必将改变

干流的水沙条件, 甚至影响河床演变。越到下游, 支流汇入对河道的影响越显著
[ 9]
。

支流汇入首先影响了河流再造床的速度。通常支流汇入口门的存在将延缓河道冲刷的向下延伸。如唐白河在

襄樊汇入汉江, 其河口的泥沙堆积, 起到局部侵蚀基准面的作用, 丹江口建库初期冲刷范围就局限在襄樊以上河

段。随着冲刷历时的增加, 水流侵蚀能力加大, 该局部基面不足以控制冲刷的发展, 河道冲刷得以向下游延伸。

支流汇入从根本上降低了河流再造床的剧烈程度。对于河流再造床的促因 水库兴建而言, 支流汇入是系

统外物质和能量的介入。支流来流在一定范围内恢复了水流条件的不均匀现象, 支流较大的含沙量更消减了过量

的挟沙能力导致的河床变形。襄阳河段的河床相对粗化率 M i远小于黄家港, 这与支流唐白河的汇入是分不开的。

2 3 时空演替的应用前景及其统一的数学模式

河流动力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类比分析, 条件相似的不同河流之间的类比为河流规律的认识提供了

一个有效的研究手段。时空演替规律另辟蹊径, 在时间和空间系列发展趋势上相互演替、相互预测的方式, 因

而可能为河流再造床过程中趋势的研究提供新的工具。

时空演替规律在水库下游河流再造床过程中的更大应用, 必须克服和摒弃天然河道中的种种干扰: 如输入

水沙条件的变化、分流和汇流、河道边界条件的异化等; 同时还需要认识河流对同一变源的复杂响应及机理,

使之统一于一致的数学模式之中。

近年来河型成因的研究中较多的着眼于河流殊能( specif ic stream power)
[ 10, 11]

,

=
 gQs
w

=  gDvs (2)

图 4 各河段河流殊能与床沙中径关系

Fig 4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cific stream power and median

diameter of bedload

式中  是水的密度; D 是水力半径; v 是水流流速; s

是坡降; Q 是造床流量, 通常为漫滩流量; 结合床沙

组成(中值粒径)能有效的区分河道的形态, 尤其是弯曲河

流和辨状河流的区分[ 12]。图 4是各河段河流殊能与床沙

中径关系, 由图 4可见, 在汉江再造床过程中, 河流殊能

的时间和空间变化趋势较为一致。

河流殊能进行了将影响河床演变的多个因素统一于能

量的初步尝试, 这种尝试, 对于摒弃和克服干扰、认识河

床演变的促因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必须指出, 河流殊能

与床沙组成结合的方法并没有直接考虑含沙量的影响, 而

只通过床沙的粗化间接地体现, 因而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如能提出更好的数学模式, 提高时空演替理论的准确性和预测精度, 必将能在包括三峡工程在内的一系列水库

下游河流再造床的研究中获得广泛的应用。

3 结 论

水库下游河流再造床过程本质上也是一种地表过程, 在相当的范围内具有典型的时空演替现象。本文以丹

江口水库建库后汉江中下游的河流再造床过程为例:

(1) 河流再造床过程在冲刷延展、河床粗化、含沙量及其特征以及河型变化等方面具有较典型的时空演替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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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时空演替的根源在于空间和时间对同一变源相同的响应方式, 是过程的相似。河流再造床过程中时空

演替的方向性, 就是指时间上的由远而近, 来演替空间上的由远而近 对水库下游河道, 是逆流而上, 水库

上游则是顺流而下。

(3) 输入水沙条件的变化、支流入汇、河段边界条件的差异以及由此而产生不同的河道调整方式等因素使

得河流再造床过程中具有复杂响应现象。

(4) 引入河流殊能概念, 并将其运用于时空演替的预测中, 进行了  空代时! 统一的数学模式的初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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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omena of replacement between spatial and temporal process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reformation downstream reservoirs: A case study of middle lower

Han river after the construction of Danjiangkou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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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observed data and the former research, the ergodic hypothesis is introduced to analyze the process of

the reformation in the middle lower Han river after the construction of Danjiangkou reservoir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phenome

na of replacement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process is typical in the erosion development , the coarsen of riverbeds, the sediment

concentration and the change of river regime, etc The phenomena originate from the same response to the same generat ion in

the self organized process of rivers in the process Change of flow and sediment condit ions, inflow of branches, the different

river boundary conditions and the different respond methods caused by the different of river boundary conditions are the cause

of complex response in replacement of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rocess The proper numerical method of replacement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may be useful to the rivers downstream of many reservoirs

Key words: ergodic hypothesis; process of reformation; river regime; complex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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