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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黄河下游游荡性河道典型河段河势观测资料, 统计分析了河势的调整关系。研究表明 , 尽管游荡性河道

河势多变不定, 但主流线在河宽方向的摆动位置仍有一定的统计规律可循; 主流线弦高与弦长之间的调整符合弓

形参数间的一般函数关系; 随主流线长度增加, 弯曲半径不会无限制减小, 将会趋于某一相对稳定状态; 弯曲系数

与主流线长度、弯曲半径之间的统计关系表征了黄河下游游荡性河道河势易出现陡湾且易坐小湾坐陡湾的特性;

弯曲半径与河面宽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趋势, 河面越宽, 弯曲半径增加的可能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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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河道属强烈堆积性河段, 不仅冲淤剧烈且幅度大, 而且其河势尤其是游荡性河段河势多变, 对防

洪安全构成极大威胁。目前, 黄河下游伊洛河口以下河段河道整治工程还不完善, 控导河势能力还很弱。显

然, 研究游荡性河道河势调整关系, 对河道整治工程体系合理布局和建设有着很大的生产实践意义, 对于进一

步丰富河床演变学的内容也有着很大的理论意义。

关于黄河下游游荡性河段的河势演变规律已有不少人先后进行了大量探索, 如钱宁, 周文浩[ 1]依据观测资

料, 对黄河下游游荡性河段河势的传播及节点控制作用、河势变化特点, 以及游荡性河流的成因与游荡指标进

行了系统研究; 毕慈芬[ 2]从不同来源漫滩洪水的作用出发, 探讨了黄河下游游荡性河段形态变异的成因; 张瑞

瑾[ 3]从三门峡水库修建、滩区开发等边界条件的改变, 论述了黄河下游游荡性河段河槽演变的趋势; 尹学良[ 4]

研究了永定河、黄河下游河道的摆动与展宽问题, 根据实测资料和理论分析, 提出了永定河河宽、水深与流量

的关系, 以及比降调整的历时关系等; 周济福、谢鉴衡
[ 5]
从频率分布的角度, 研究了花园镇- 裴峪河段全年主

流线位置平面频率分布问题。该河段位于游荡性河段的上端, 其比降远较下游河段的为大; 谢鉴衡
[ 5]
还以河床

变形强度的概念, 探讨了修建水利枢纽工程后黄河下游是否继续游荡的问题; 胡一三、张红武等[ 6]进一步分析

了黄河下游游荡性河段河势演变的一般规律, 包括主流线摆动特性、整治工程对河势演变影响, 以及 横河 、

斜河 的成因和治理措施等。其他还有一些人都先后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工作[ 7~ 13] ; 赵业安[ 14, 15]根据黄河下游

多年河势资料, 整理编辑了 1982年以前代表年份的河道演变图、1949- 1984年的主流线变迁图, 为河势演变

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数据支撑。本文在前人认识基础上, 依据黄河下游游荡性代表河段的河势观测资料, 着重对

描述河势特征的主流线要素间的调整关系作了进一步研究, 这也正是现有研究成果相对薄弱的方面。

1 研究对象选择

黄河下游游荡性河段指河南孟津白鹤镇至山东东明高村段河道。河道全长 299 km(图 1)。游荡性河段河道

比降大, 在1 7  ~ 2 6  之间; 河床断面宽浅, 河槽宽度达 1 5~ 3 5 km, 水深很浅, 平滩流量下断面宽深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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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H 值在 20~ 40之间, 其中 B 为河槽宽度, H 为平滩平均深度; 滩槽高差小, 多在 2 m 以下; 天然情况下

河道内沙洲密布, 水流分散, 一般 1~ 3股, 有时多达 4~ 5股。游荡性河道的这些平面形态特征常称为 宽、

浅、散、乱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由于来水偏枯, 下游河道频繁断流, 主槽淤积逐年加重, 二级悬

河 加剧, 河道行洪能力衰减, 平滩流量已由 5 000~ 6 000 m3/ s锐减至 3 000 m3/ s左右, 造成 小洪水、高水

位、大漫滩、重灾情 的不利局面。同时, 河势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12] , 如主流摆动幅度减弱, 支汊心滩

减少, 弯曲半径减小, 弯曲系数增大, 工程靠流部位上提下挫现象增多, 畸形河湾增多等。

图 1 黄河下游游荡性河段平面图

Fig 1 Plan layout of the wandering reach at the lower Yellow River

为改善河势的游荡性, 在黄河下游河道修建有不少整治工程。黄河下游河道整治工程主要包括险工、控导

工程和护滩工程三种类型。由于控导工程和护滩工程均修在滩地上, 一些控导工程又由护滩工程演变而来, 因

此, 习惯上常将控导工程和护滩工程归作一类, 简称控导护滩工程。20世纪 50年代以前, 该河段仅有河道整

治工程险工15处、护滩工程 3处。近半个多世纪以来, 为控制河势, 至 2001年底先后修建了 127处险工、控

导护滩工程。其中, 自白鹤镇至洛河口河段(温孟滩河段) , 结合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移民安置区温孟滩河段工

程建设, 整治工程体系已趋完善, 两岸工程总长度已占河段长度的 90%以上, 对河势已有较强的控导作用[ 17] ;

禅房至高村河段整治工程布点已完成, 但工程较短, 河势仍处于不稳定状态; 花园口至禅房河段主要修建了一

些关键性工程, 不少局部河段还缺乏工程, 已有的工程也很不完善, 其河势受工程约束性还较差, 变化仍很

大。为了解游荡性河段河势在人为干扰作用相对较小情况下的变化规律, 本文特选定花园口至禅房河段内河势

变化较大的花园口至黑岗口河段, 以及游荡性河段下段的禅房至高村河段作为研究对象。另外, 考虑到进入黄

河下游水沙系列的一致性, 分析时段选为三门峡水库开始实施 蓄清排浑 运用的 1973年至小浪底水库投入

运用的1999年。同时, 根据水文系列特点, 对有些问题的研究又将时段分为 1986年前后两个系列。

2 主流线摆动的统计规律

黄河下游游荡性河段河势变化的突出特征就是常年摆动不定, 其主流线变迁更是上下、左右不断处于调整

过程中, 多年间几乎遍布整个河槽, 表现出具有明显的随机性。表 1统计了研究河段代表性断面间主流线在河

槽中靠左岸、右岸及基本居中所出现的机率。

由表 1可以看出, 尽管在工程体系不完善, 控导作用较弱条件下, 不少河段内主流线于左中右都有摆动,

但在不同位置所出现的机率则有所不同, 具有在某一位置出现机率较其他位置为高的现象。如 1973- 1985年,

八堡- 来童寨、三刘寨- 新寨两河段, 主流线均分别一直居中和靠左岸。表 1表明, 在统计时段内分析河段的

主流线还有以下调整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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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流线居河槽不同位置的机率

Table 1 Probability of the position of mainstream line occurred in the channel

河段

各时段居河槽不同位置机率/ %

1973- 1985年 1986- 1999年
左 中 右 左 中 右

河段

各时段居河槽不同位置机率/ %

1973- 1985年 1986- 1999年
左 中 右 左 中 右

白庙- 花园口 45 15 30 10 65 25 夹河滩- 东坝头 0 0 100 0 10 90

花园口- 八堡 0 85 15 25 65 10 东坝头- 禅房 100 0 0 100 0 0

八堡- 来童寨 0 100 0 0 25 75 左寨闸- 油房寨 45 10 45 45 35 20

三刘寨- 新寨 100 0 0 65 10 25 油房寨- 王高寨 10 30 60 10 35 55

新寨- 黑石 45 45 10 0 55 45 王高寨- 马寨 100 00 45 45 10 45

黑石- 韦城 0 70 30 25 45 35 铁炉- 杨小寨 15 15 70 10 45 45

韦城- 黑岗口 0 85 15 0 10 90 杨小寨- 西堡城 100 0 0 100 0 0

黑岗口- 柳园口 0 100 0 60 20 20 西堡城- 河道 0 100 0 0 100 0

堤弯闸- 夹河滩 10 45 45 35 20 45 河道- 高村 100 0 0 100 0 0

(1) 有些河段主流线左中右摆动频繁, 而有些河段主流线多年来则相对稳定, 前者如白庙- 花园口、新寨-

黑石、左寨闸- 油房寨等; 后者如八堡- 来童寨河段的主流线在 1985年以前长期居中, 东坝头- 禅房的在 1973

年以来长期居左等。进一步分析表明, 这可能与河道边界约束条件有关。由以往模型试验结果知[ 17] , 布点工程已

基本完成的河段, 主流线就会相对稳定, 否则就不稳定。如后者的八堡- 来童寨河段, 其上游临近河段在 1973年

以前已布设了马庄控导工程、花园口工程, 本河段也布设了双井和马渡工程; 东坝头- 禅房河段正好位居黄河下

游河道由东西方向转为西北方向的转折段下首, 同时, 其上游临近河段于 1973年以前也布设有贯台、东坝头等控

导工程, 本河段布点工程还有东坝头险工和禅房工程。而对前者河段来说, 工程布点基本未完成。

( 2) 从主流线出现频率最高的位置看, 从上至下大体遵循着左!中!右!左的循环摆动规律。

( 3) 在 1986- 1999年, 主流线的摆动性要比 1973- 1985年时段的为大, 主要表现在一是 1973- 1985年主

流线居中的河段要比后一时期为多, 二是前一时期主流线长期相对稳定的河段则于后期左右摆动频繁, 如八堡

- 来童寨、三刘寨- 新寨、黑岗口- 柳园口、王高寨- 马寨等河段即是如此。由河床演变学的原理知, 影响河

势变化的原因主要有河道边界条件、来水来沙条件等。从河道边界来说, 1986- 1999年的河道整治工程比前一

时期的相对要多, 即后一时期的河道边界条件的约束程度相对于前一时期的更高些, 或者说主流线应该相对稳

定些, 而事实并非如此。显然, 出现这种调整现象的主要原因应主要是水沙条件的作用。根据统计, 1973-

1985年年均径流量为 418 22亿 m3, 而 1986- 1999年只有 290 95亿 m3; 尤其汛期水量减少更多, 由前一时期

的240 0亿 m
3
减为后一时期的 154 15亿 m

3
, 前者汛期径流量占全年的 57 4%, 而后者只有 52 98%, 同时,

后一时期的汛期含沙量则明显增加, 如前一时期的汛期平均含沙量为 38 32 kg/ m3, 后一时期则达到 41 69

kg/ m3, 另外, 后一时期汛期平均含沙量超过 50 kg/ m3 的年份就有 6年。这就是说, 在年径流量急剧减小, 汛

期含沙量明显增高的不利水沙条件下, 更易出现河势散乱的现象, 在现状整治工程体系下, 水沙条件的作用较

工程的约束作用更大。

3 主流线要素关系

分别以主流线的弦长、弦高、弯曲半径、主流线长、河湾跨度及弯曲系数等作为描述河势的参数, 并进而

分析其间的调整关系。

3 1 平均弦长与弦高关系

所谓弦长是指主流线某一弯曲段两端之间的距离, 弦高是弦顶垂直弦长的距离。图 2和图 3分别为花园口- 黑

岗口、禅房- 高村两河段的平均弦长与弦高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 尽管点据相对分散, 但平均来说, 趋势仍然存

在, 即在弦长增加的同时, 弦高往往也是增大的。而且, 两图均表现出只有弦长大于某一值后, 弦高才有随之明显

增加的规律。如禅房- 黑岗口河段, 当弦长基本大于 4000 m时, 平均弦高才有递增趋势, 但弦高的增幅远小于弦长

的增幅, 最大弦高未超过1700 m; 花园口- 黑岗口河段弦高随弦长增加的弦长临界值约为6000m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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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禅房- 高村平均弦长与平均弦高的关系

Fig 3 Relation between the average string length and the string

height in the reach from Chanfang to Gaocun

图 2 花园口- 黑岗口平均弦长与平均弦高的关系

Fig 2 Relation between the average string length and the string

height in the reach from Huayuankou to Heigangkou

由禅房- 高村和花园口- 黑岗口两个河段的资料统计分析知, 两河段弦长- 弦高关系均符合以下形式

h = 8000- 7255 1 -
l

16 000

0 24

(1)

式中 h 为弦高, m; l 为弦长, m。

由此亦可看出, 尽管游荡性河段主流线变化多样且变化快, 但其变化规律仍基本遵循弓形参数的函数关系, 即

h = R- R 1 -
1
4

l
R

2

(2)

式中 l 为弓形弦长; h 为弦高; R 为弓形弯曲半径。由式(2)显然知, 当弦长小于 2倍的弯曲半径时, 对于一

般的弓形而言, 随弦长的增加, 弦高是增大的。这就是说, 游荡性河段主流线弦长、弦高的调整是有着一定的

制约关系的, 且符合弓形的函变规律。同时, 由式(1)可以认识到, 调整的物理图形基本上是当弦长大于某一值

后, 随弦长增加, 弦高增大, 但后者的增幅远较前者为小。

3 2 弯曲半径与主流线长度关系

在黄河下游游荡性河段, 由于河槽两岸未得到较强控制, 河湾发育往往比较充分, 常可见到弯曲度非常大

的河湾, 在此情况下, 主流线明显增加, 而弯曲半径减小。由图4、图 5可以看出, 花园口- 黑岗口、禅房-

高村的主流线平均弯曲半径与河段主流线总长度的关系显然反映了这一规律。

图 5 禅房- 高村主流线平均半径与主流线长度关系

Fig 5 Relation between the average radius and the length of main

stream line in the reach from Chanfang to Gaocun

图4 花园口- 黑岗口主流线平均半径与主流线长度关系

Fig 4 Relation between the average radius and the length of main

stream line in the reach from Huayuankou to Heigangkou

统计表明, 两个研究河段的平均弯曲半径与河段主流线总长度关系均符合以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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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a - b logR (3)

表 2 不同河段式( 3)中 a、b 值

Table 2 Value of a and b in Equation ( 3) in the different reaches

河 段 a /m b/ m
误差/ %

最大误差 平均误差

花园口- 黑岗口 113100 12 735 8 44 - 0 91

禅房- 高村 209335 40 695 - 4 23 0 29

式中 l 为河段主流线总长度, m; R 为主流线

平均弯曲半径, m; a 为研究河段内可能出现的

主流线最大直线段长度; b 为系数。其中 a 和

b 在各河段的统计值见表2。

由式(3)可以得到主流线平均弯曲半径随

主流线总长度增加的变化率为

dR
dl

= -
ln10
b

10
a- l
b

(4)

可以看出, 当主流线总长度大于某一值后, 主流线平均弯曲半径随主流线总长度增加的递减率将明显降低。这

就是说, 对于黄河下游游荡性河段而言, 河势调整过程中, 其主流线弯曲半径的调整将随主流线长度增加而逐

渐趋于某一相对稳定的状态, 这一相对稳定状态的临界点为 l = a, 对应的弯曲半径递减率为

dR
dl

= -
ln10
b

(5)

显然, 作为一般意义而言, 在主流线持续增加, 而弯曲半径增加很少的河势调整状态下, 必然会出现  型

的河湾。这一结论的理论意义在于揭示了黄河下游游荡性河道出现弦长较小而弦高往往很大的  畸型河湾

现象的机理; 而实践意义在于说明了对于游荡性河道来说, 利用河道整治工程控制弦高, 可以减少诸如  

畸型河湾的依据所在。

3 3 主流线弯曲系数与主流线长度关系

弯曲系数系指某一弯曲段主流线长度与弯曲段两端点直线间距离(或弦长)的比值。弯曲系数反映了主流线的弯

曲程度。弯曲系数越大, 主流线相对越弯曲。图 6为研究河段主流线平均弯曲系数与主流线总长度的关系, 可以看

出, 两者呈正比关系, 即主流线越长, 弯曲系数相对越大, 反映了黄河下游游荡性河道河势易形成陡湾的特性。

3 4 主流线弯曲系数与弯曲半径关系

图7为研究河段主流线弯曲系数与弯曲半径的关系。由图7可以看出, 随弯曲半径增大, 弯曲系数减小。而

且, 在弯曲半径约小于 4000 m时, 弯曲系数递减率最大。或者说, 当弯曲半径小于 4000 m时, 随弯曲半径减小,

弯曲系数快速递增, 这充分反映了游荡性河道河势具有湾小湾陡的特性, 即河势坐小湾坐陡湾的演变现象。

图 7 花园口- 黑岗口河段主流线弯曲系数与弯曲半径关系

Fig 7 Relation between the bending coefficient and bending ra

dius of the mainstream line in the reach from Huayuankou

to Heigangkou

图 6 花园口- 黑岗口河段主流线长度与弯曲系数关系

Fig 6 Relation between the length of mainstream line and the

bending coefficient in the reach from Huayuankou to

Heigangkou

3 5 弯曲半径与河面宽关系

图8、图 9分别为两个研究河段的主流线平均弯曲半径与同期平均河面宽的关系, 可以看出, 两河段的点

据均相对分散, 说明河湾的平均半径与河面宽不是单因素函数关系。不过, 两者之间的相关趋势仍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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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 河面越宽, 平均半径相对越大。这就是说, 在河面相对较宽情况下, 河势会相对趋于顺直。实际

上, 一般来说, 河面较宽时, 也往往是水量较大的年份, 河易走直, 即主流线更易趋直, 因而所形成的河湾半

径也就相对比较大。

图 9 禅房- 高村平均半径与平均河宽的关系

Fig 9 Relation between the average radius and the average river

width in the reach from Chanfang to Gaocun

图 8 花园口- 黑岗口平均半径与平均河宽的关系

Fig 8 Relation between the average radius and the average river

width in the reach from Huayuankou to Heigangkou

3 6 河湾跨度的调整过程

所谓河湾跨度系指两个河湾弯顶之间的长度。一般来说, 在一定河段内跨度越大河势相对越顺直, 河湾数越

少; 跨度越小, 河湾越多, 河势相对越弯曲。由图 10、图 11可以看出, 平均而言, 对于花园口- 黑岗口河段,

1986年之前分析河段河湾平均跨度大于1986年之后的平均河弯跨度, 而且, 1986年之前的河湾跨度变幅相对较

大, 而其后尤其在1991年以后的总体变幅则相对较小; 对于禅房- 高村河段, 划分的两个分析时段内的平均河湾

跨度大小相差并不大, 但仍具有前一时段变幅较后一时段为大的特点。由此表明, 对所研究的河段而言, 近年来

河湾跨度减小, 表明河湾数有所增加, 但河湾之间的跨度相对稳定, 这与近年来径流量减少但径流量年际间变幅

较小应是有关的。这一结论与文献[ 13]所统计的黄河下游游荡性河段河湾变化的结果是一致的。

图 11 禅房- 高村河段河湾跨度调整过程

Fig 11 Adjustment process of the span of river bend in the reach

from Chanfang to Gaocun

图 10 花园口- 黑岗口河段河湾跨度调整过程

Fig 10 Adjustment process of the span of river bend in the reach

from Huayuankou to Heigangkou

4 结 论

通过河势观测资料, 分析了黄河下游游荡性河道典型河段河势调整关系。∀ 尽管游荡性河道的河势多变

不定, 但主流线在河宽方向的摆动位置仍有一定的统计规律可循; # 主流线平均弦长与弦高成正比关系, 但

只有弦长大于某一值后, 弦高才会随弦长增加而增大, 仍基本符合弓形参数间的一般函数关系; ∃ 随主流线
弯曲长度增大, 其弯曲半径减小, 但当主流线长度大于某一值后, 弯曲半径的递减率则明显降低, 就是说, 随

主流线长度增加, 弯曲半径的调整将趋于某一相对稳定状态; %弯曲系数随主流线长度增加而增大, 随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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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径增大而减小, 反映了黄河下游游荡性河道河势易出现陡湾且易坐小湾坐陡湾的特性; & 弯曲半径与河面

宽也有一定的相关趋势, 总体来说, 河面越宽, 平均半径也越大。

由于资料的观测方法所限, 以上分析主要为汛后平均情况, 同时, 资料观测时段内河道已建设了布点工

程, 因而对于在没有任何边界约束的工程条件下, 主流线年内动态调整及整个游荡性河段的规律性问题, 还有

待通过其他方法加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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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djustment of river regime at the wandering

reach of the lower Yellow River

YAO Wen yi1, WANG Wei dong2

(1 Yellow River Institute of Hydraulic Research, Zhengzhou 450003, China; 2 Yellow River Conservancy Technical Institute,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observed data in the wandering reach at the lower Yellow River, the adjustment of river regime is an

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andering posit ion of the mainstream line in the direction of river width has a statistical rule

though the river regime at the wandering reach is inconstant The regulation between the string height and the string length of

the mainstream line accords with a function relat ionship between the bow parameters The bending radius reduces with increas

ing length of the mainstream line, and then tends to be relat ively stable The statis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nding coef

ficient and the length of the mainstream line and bending radius shows that the river regime at the wandering reach of the lower

Yellow River has some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where steep bends are liable to take place and make the bend more wandering

There is a correlation tendency between the bending radius and river width, the wider the river, the more the increasing proba

bility of the bending radius

Key words: mainstream line; river regime; river improvement; wandering reach; the lower Yellow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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