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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保持河流各方面整体协调是流域开发研究的重点和必然趋势, 研究水沙变异条件下河流系统的调整机理, 对

于河流健康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总结分析了水沙变异与河流系统的作用特性 , 明确了河流系统中水文、水力、地

貌、生态等方面的各种调整实际上是与系统输入特性的特定变化相联系的; 回顾了对河流系统及其功能的认识过

程与研究现状, 展望了将来的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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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生产活动要求河流稳定少变, 或者虽变但可以预测, 出于这方面的需要, 在长期的治河实践中产生

了河床演变理论。然而, 河流及其两岸的滩地湖沼又是多种生物栖息繁衍场所, 生态完整性、多样性的维持需

要河流具有动态属性。当水沙条件发生变化后, 河床及生态环境均发生调整, 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

密西西比河、科罗拉多河、尼罗河、莱茵河等大河流域开发的经验教训表明, 由于对水沙条件变化后河流系统

的调整机理认识不足, 普遍引起某项或多项河流功能受损或衰竭[ 1~ 3]。

对河流系统自然、生态环境的修复和重建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 防患于未然胜于任何补救措施[ 4]。为保障

人水和谐, 对水沙变异后河流调整的研究需从单一的河床演变扩展到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河流系统。我国长江

等大河上正兴起水电开发的热潮, 保持河床与生态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概况了水沙变异与河流系统的作

用特性, 并分析了当前的研究现状和亟待开展的工作。文中的河流系统是指河道中相互联系的水、沙、河床以

及生态系统之间形成的复杂体系。

1 水沙变异与河流系统相互作用

1 1 河流系统调整特性

由于天然径流时空分布的不均匀性, 采用蓄水、调水工程改变径流过程十分必要, 这必然使天然水沙过程

的某些特性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对河流的水文过程、地貌过程、生态过程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波及河流上

下及其附属的洪泛滩地、湖泊乃至河口近海区域[ 5]。

河流的水流泥沙过程具有多种属性, 对于河流地貌系统、生态系统的稳定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

水流是塑造河床的直接动力, 径流水平、变幅、各流量级持续时间等要素决定了水沙两相流的造床动力特征,

泥沙则是改变河床形态的物质基础, 沙量的多少、颗粒的粗细影响着河床变形的方向, 不同的水沙组合特征决

定了河床的平面形态、断面特征。其次, 河流地貌过程直接决定了栖息地分布和多样性, 而且径流过程的多种

属性(总径流量、变化幅度、变化周期、各流量级的频率分布、洪水出现时机、持续时间、流量过程变化率等)对

于栖息地形态保持、泥沙与养料输移、稀释污染、维持河床基质组成、淹没滩地及缓流区起着不同的作用, 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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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涨水、落水、洪峰、春汛等)也是一些生态事件的触发因子(如一些鱼类的洄游、产卵) , 这些对于生态多样

性和完整性的维持起着重要作用[ 6]。

无论是河床系统还是河流生态系统, 都能够适应一定的外界条件而形成平衡, 并且具有随外界条件进行反

馈调节的特点
[ 6, 7]
。一旦水沙过程被干扰超过一定的限度, 就会打破原有的平衡, 或者改变系统内部的原有的

变化规律, 形成所谓的水沙过程变异。河流系统是由多个层次, 多个单元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复杂体

系, 从不同侧面, 水沙过程变异与河流系统相互作用反映出不同的特性。

( 1) 临界性 是指对自然情况下的水沙过程改变达到一定限度, 将导致河流系统某方面属性发生显著变

化, 使河流系统的一项或多项功能受损或丧失。河流系统对水沙条件要求的临界性体现在多个方面: 对于洪水

过程而言, 只有使造床量级的洪水能够持续足够的时间, 才能维持河道不发生显著的萎缩[ 6] ; 对于枯水过程而

言, 河流最小的流量必须能够同时满足水污染防治、生态、航运、输沙、河口稳定各项需水要求, 才能保证河

流不发生功能性断流
[ 8]
; 对于洪枯季的交替, 汛末退水过程满足一定的冲刷时间才能使枯水期浅滩段维持较好

的通航条件。事实上, 不论对于河床形态的维持、还是生态系统稳定, 水沙过程都需满足一定的临界阈值条

件, 这样的阈值体系限制了人类活动的正常干扰范围。

( 2) 层次性 河流中水沙及河道的调整, 从微观到宏观表现在多个方面: 沙波形态与运动形式的变化; 流

速大小及其断面分布的调整; 洲滩等淤积体形态的改变; 不同流量级下水面沿程比降调整; 水位流量关系变

化; 河道展宽或束窄、平面上的摆动; 河势的变化, 河型的调整, 等等。河流生态系统的变化也具有明显的层

次性, 小到栖息地水力条件、基质组成等微观变化, 大到河滨带宽度、连续性、湿地面积等生态景观变化, 乃

至整个生态系统的种群多样性、完整性等整体状态
[ 9]
。小尺度上各种变化体现了水沙变异对河流系统的具体影

响, 而大尺度上的整体状态则反映了宏观上的总体影响程度。从不同的尺度上进行描述, 河流系统水沙变异具

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10]。如何建立整体和局部之间的联系, 已成为流域管理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3) 时空分异性 水沙过程变化引起河流系统响应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异性, 不同空间位置、不同发展历

时, 呈现出不同的调整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除了流域内地形、地质条件的差异, 沿途支流分汇造成的

水沙条件差别, 还包括水沙运动与河床耦合作用随时间而发生的缓慢调整变化[ 11]。例如对于水库下游河段,

不同区段具有不同的边界组成、坡降, 而且下泄沙量、支流分汇水沙量、下游河道的挟沙能力以及河床抗冲特

性不断变化, 河床的调整具有典型的时空分异性
[ 12]
。除此之外, 河床发生冲淤变形之后, 对不同空间位置的

区域也产生不同的影响。水沙变异后河流系统调整过程中广泛存在的时空分异性, 使得对河流功能状态的预测

和评估更趋复杂。

( 4) 关联性 河流系统由相互区别同时又相互联系的不同元素组成, 主支流之间、干流与通江湖泊之间均

存在紧密联系, 系统内部处处存在着短期和长期、局部和整体、微观和宏观等不同层次的耦合。这些特性使得

河流系统内存在大量的因果链, 水沙过程的某方面变化可能造成多方面变异现象, 或者一个区域内的变化引发

大范围内的调整。如河道输沙能力的降低导致淤积, 而淤积将导致洪水位抬高。对于不同空间单元, 例如上下

游之间, 河湖之间也都存在关联性。变化现象之间也往往呈现一定的层次关联性, 首先是水沙动力条件变化引

发河床形态调整, 其次是河床形态和水力泥沙条件引起栖息地环境的变化, 然后是生态系统发生调整, 河流地

貌变化是其他方面变化的基础(图 1)。

综上所述, 水沙变异后河流系统的调整是存在于多种时间、空间尺度内的复杂过程。其中一些现象是明显

的性质转变, 如河型转化、断面冲淤状态调整, 而另一些则是缓慢的累积过程, 如同流量下水位逐渐抬高、浅

滩水深的缓慢减小等。天然河流水沙过程本身具有波动性, 因而河流系统中变化是绝对的, 不变是相对的, 然

而, 如何界定水沙过程是否变异, 也就是变化幅度是否超出了允许的范围? 水沙过程某方面的变异可能对河流

系统的哪些方面造成变化, 这些变化的趋势和幅度如何预测? 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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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河道特征调整及其影响

Fig 1 Adjustment of channel features and its influences

1 2 问题本质和研究途径

水沙变异引起的河流系统响应, 都可以归结为一定地质、地貌及原始河床边界条件下, 水沙条件的某方面

特征变化对系统特征的影响, 并且它们之间存在对应的因果关系。从系统的观点, 这些因果关系实际上描述了

激励 响应( cause effect )之间的对应关系, 应用状态 响应( state impact response)概念模型研究河流系统中各种关系

也是河流地貌、生态领域常用的方法[ 10]。因此, 对水沙变异的研究可以归结为:

( 1) 确定出水沙特性变化与系统调整之间的对应关系, 判断水沙条件发生某种特征的变化时, 系统调整的

方向;

( 2) 确定出水沙特性变化与系统调整的各种预测模型或方法, 估计变化的强度、出现时机;

( 3) 从系统整体的角度, 对水沙变异对河流系统总体功能影响进行估计。

这样, 对于既定的河流系统维持目标, 就可以确定水沙过程的属性哪些可以被改变、可以被改变到何种幅

度, 哪些是不能改变的, 从而确定出水沙调节的限度, 使人类的干扰限制在一定的限度内。其次, 根据确定出

的对应关系, 能够对规划的水沙调节方案的总体效应进行评估, 估计出各种可能的变化及其对河流功能影响,

从而做出取舍。而且, 明确了水沙过程各方面特征对河流系统影响之后, 能够根据需求对某方面的属性进行调

节, 使对应的河流功能得到改善和优化。

如图 1中所示, 水沙变异引起的变化涉及水沙输移、河型转化、河势调整、洪水蓄泄能力、栖息地稳定性

与多样性等各方面, 其中有些因果关系已经为人们所认识, 甚至建立了概念模型、动力学模型; 有些还处于探

索阶段, 仅能依靠经验的关系进行判断; 还有些对于河流系统维持起着潜在重要作用的水沙特征, 目前还未被

人们所了解。系统整理并补充必要的研究, 将各种因果关系纳入流域整体的环境中, 按照水 沙 河道特征 生态

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学科交叉, 无论对于河流系统调整机理的认识, 还是对于水沙变异阈值体系的建立, 都是

必要的基础性工作。

2 研究现状

2 1 对河流系统及其功能的认识

河流系统中的物理、化学、生物等各种过程涉及了地貌学、河床演变学、河流动力学、沉积学、水文水环

境、生态学等多个学科。水沙变异条件下河流系统调整响应, 首先是建立在对天然情况下河流系统演变规律充

分认识的基础上, 其次是河流对流域自然、社会、生态等方面担负的各种功能的充分认识。因此, 对河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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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功能的全面认识需要多学科综合、跨学科交叉开展研究。

对河流系统中水沙二相流与河床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作用机理的研究,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河床演变或

河床动力地貌学, 在地貌学界与水利工程界同时展开。近几十年来, 河流地貌学研究已不再将目光局限于水系

与河谷地貌的历史过程与形态描述, 也开始关注河床地貌的现代过程, 并试图从动力学的角度解释河流地貌的

形成机制; 水利工作者多从数学、物理方向, 探讨河流演变的动力机制, 力图向能够定量描述甚至数学模拟的

方向发展, 研究的范围也不再仅仅局限于研究短河段、短时段中的泥沙运动所导致的河床变形, 转而从流域整

体影响来考虑河床演变过程。出于江河治理和大型工程论证的需要, 河流工作者对我国主要河流进行了广泛而

深入的研究, 水利与地学界之间取长补短、相互渗透, 提高了研究能力, 研究水平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在河流生态学领域, 由于水利工程对水沙调节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现象普遍出现, 人们逐渐意识到河流水

文过程、地貌过程对生态系统的深远影响, 研究尺度也从小的栖息地群落上升至区域或流域的宏观整体状

态
[ 13, 14]

。早期对河流生态多样性和完整性的研究多关注于静态的河流环境, 近些年来径流及河滨带动态变化

造成的地貌多样性在相关研究中得到了充分重视[ 3] , 从单纯对生态系统的研究, 转向地貌 生态系统的研究。

生态需水量概念的提出, 将研究尺度从栖息地或单个种群转向整个生态系统的维持, 而且研究目标从水量需求

转化为流量过程的需求
[ 15]
。对生态系统状态的评估从小区域内种群结构、群落物种多样性, 向流域整体的方

向发展, 地貌、水力等因素造成的层次性、时空分异性也在生态系统研究中逐渐得到考虑[ 16, 17]。

国内外学者长期以来在防洪、河道稳定、内陆航运、水质、生态栖息地等问题的研究上进行了深入研究,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但统一以河流系统功能的概念研究河流系统的各种行为和资源属性却是近十年来的新生事

物。在流域管理领域,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河流功能整体健康的重要性, 关于河流健康的评估标准、评估体系的

建立原则也处于发展之中[ 13, 18]。除了对河流系统功能的维持, 在功能恢复和调控方面, 也开展了大量水沙过

程与河流功能变化的研究[ 19] , 我国的黄河上还开展了调水调沙试验, 以改变水沙组合改善河道输沙功能[ 20]。

2 2 水沙变异与河流系统调整机理研究进展

( 1) 工程影响下的水沙输移规律 水沙输移过程是河床塑造的基本动力, 但目前对水沙输移规律, 尤其是

冲刷条件下调整规律仍存在认识上的不足。针对目前治理程度高的河流以冲刷为主要矛盾的现实, 多位学者开

展了有关含沙量恢复过程与机理研究[ 21, 22]。含沙量的恢复涉及到河流动力学中水流挟沙力、床沙交换、泥沙

恢复饱和系数等基本概念, 也直接关系到长河段水沙数学模型的建立, 目前的研究对于机理认识有一定的帮

助, 但由于问题本身复杂性, 其中仍有一些假定或经验系数, 可能导致与现实的不相符合, 例如多个水库下游

出现过对下游冲刷能力估算过高的现象[ 23]。因此, 根据实测资料类比或统计分析, 揭示水沙条件变化后的水

沙输移的一般性规律还是很有必要的。

( 2) 河型转化与河床演变 关于河型形成和转化的机理, 中外学者从各种角度做了大量工作
[ 24, 25]

。现有

研究多是在泥沙运动力学和河床演变基本原理的指导下, 采用统计分析等方法开展的, 但由于水沙条件和河床

边界是相互联系和制约的, 各种因素之间的主次关系仍存在争议。

随着水库下游冲刷演变、河型转化现象的普遍的出现, 国内外学者逐渐开始对此展开调查研究, 对工程影

响下的演变过程取得了大量的实测资料[ 26~ 28]。对水库下游的再造床过程的问题, 地学界和水利学界从观测资

料分析、试验模拟等多个方面开展了研究, 探讨了河谷区域自然条件和水沙条件对库下游河道冲淤变化、河相

关系的调整、河床地貌的再造以及河型转化等方面的影响及其发展规律。从现有研究来看, 由于对天然河流演

变机理的认识尚未十分明了, 水库下游河型、河势变化趋势从理论上预测也是比较困难的。但是, 利用已有的

有关河型转化的经验关系和已建水库下游的冲刷实测数据相结合, 对水沙条件发生某种变化后河型调整的可能

性进行预测在当前条件下仍是可行的。

随着河流航运价值日益体现, 航道整治力度得到加大, 在湘江、汉江、松花江以及长江干流上对浅滩演变

与整治的研究蓬勃开展。但已有的研究多是针对具体的某个浅滩, 浅滩存在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与一般性规

律缺乏系统总结, 对于水沙条件变化后浅滩河段可能变化趋势的研究更为少见。通过已建水库下游观测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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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和分析, 加上对天然浅滩演变的深入研究, 预测水沙过程变化后各种浅滩段的调整趋势并为航运、防洪等

部门提供依据, 是有待开展的工作。

( 3) 水沙变异条件下的防洪 水沙变异对防洪的影响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河床形态改变对洪水位影响,

二是洪水遭遇组合的规律变化; 三是由于河势与洪水顶冲点变化造成险工堤防等工程失效。水沙变异后河床变

形对洪水位产生影响的现象在国内外水库等工程下游均比较常见: 苏格兰 Spey 河修建发电水库 50余年之后,

河槽束窄严重, 并且局部形成了严重淤积使河床抬高, 虽然水库对洪水过程有一定调节能力, 但下游洪水泛滥

频率却较建库前增加[ 12]。法国 Garonne 河由于上游修水库及河道渠化、人为采沙, 下游河道下切展宽严重, 河

槽容量加大, 漫滩次数减少但滩面糙率加大, 大洪峰传播速度较建库前大大减缓[ 29]。河床变形的影响引起广

泛的重视, 但目前研究较多限于单因素和单河段。关于大范围内的洪水模拟, 目前虽然已经能够将模拟区域扩

大到包括水库、河网、湖泊等单元体在内的复杂体系, 但多是针对比较稳定的河床边界, 仅限于对水流过程的

描述而较少考虑河床变形
[ 30]
。对于水沙变异后, 不但洪水遭遇组成发生变化而且河床形态发生调整的情况下,

洪水过程的时空分异性的研究也不多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从大范围内考虑全局的防洪形势应是今后的发展

方向。而且, 洪水对于泥沙输移起着重要作用, 利用对水沙组合的调节, 改变河道淤积形态以避免洪水形势恶

化也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 4) 水沙变异条件下的生态环境问题 水沙调节后河流生态环境问题包括对生态环境状态评估、生态环境

需水量估算等方面。Bunn 总结了水沙变异后对河流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
[ 31]

, 此外, Sparks
[ 3]
,

Ward
[ 32]
等讨论了流量过程变化对生态栖息地以及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作用。关于生态环境状态评估也从小尺度、

较少指标向大尺度、复杂指标发展, 考虑的特征因素从纯粹生物因素扩展到包括河流生态景观、水力、地貌等

多种因素。近 10年来, 国内外关于生态需水量的研究是河流研究的热点问题。从早期的Tennant法、湿周法等

简单的水量估算发展到对流域整体的径流过程估算[ 33, 34]。自由流量过程特征对河流生态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

的强调, Stewardson分析了各种洪水持续时间、量值等多种特征与生态变化之间的联系, 多种估算方法指出,

径流过程中具有生态支持作用的特征不能被干扰[ 34]。在国内相关研究中, 李丽娟、倪晋仁等分别针对海河、

黄河的河流生态功能的最小水量用不同方法进行了估算[ 35, 36] , 其中针对我国河流的特点还特别提出了输沙需

水量。

3 结论与展望

保持河流各方面整体协调是流域开发研究的重点和必然趋势。然而, 目前相关的研究许多是针对河流功能受

损后的修复和防护, 而对于水沙调节可能引起的河流系统功能调整研究甚少。水沙变异后河流系统调整涉及领域

广, 时空跨度大。当前的研究已经在各相关领域中开展了相当广泛而深入的工作, 但这些成果往往是从不同的角

度出发, 具有不同的时空尺度, 而且由于是在单学科内结合河流系统的单方面属性开展, 对相互之间的因果制约

以及层次关系缺乏深入的认识, 不利于对河流系统整体调整趋势的预测和分析。当前亟待开展的工作是:

( 1) 利用已有研究成果和大量观测资料, 分析在不同的水沙过程变化方式和幅度等条件影响下, 河流系统

各方面特征的响应方式与相互之间影响途径, 建立水沙变异- 系统响应之间的对应关系;

( 2) 结合河流系统调整的层次性、关联性, 从各种交织的影响因素中找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从而能够

根据对河流的功能需求, 确定出河流系统的控制阈值体系, 以指导对水沙过程的干扰和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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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river system in responses to flow and sediment regime variation

SUN Zhao hua, LI Yi tian, HUANG Ying

(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Resource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Sciences, Wuhan University ,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As the anthropogenic disturbance on large river systems become common, the riverine funct ion s degradation is of

ten mentioned in the contemporary river management studies and form one of the major challenges in the fields of watershed ex

ploitat ion This paper intends to review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river system adjustment mechanism The discussion starts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teract ion between water sediment regime and river system adjustment, including hy

dro hydraulic character and geo ecosystem It gives us the description that the different changes of a river system are the reflec

tions of the certain variation of a water sediment regime The paper then reviews the process of the recognition of the riverine

functions and focuses on the techniques to estimate river systems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ing inputs The paper f inally gives

some suggestions to advance the research and achieve the higher levels of the water sediment regulation of the sustainable river

management

Key words: water sediment regime variation; river system adjustment ; watershed exploitation;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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