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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下切河流地貌演变机理及其与河床结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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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河床结构在下切性河流地貌演变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与影响机制，对中国典型下切性河流区域的地
貌特征与河床结构发育进行了调查与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当河流剧烈下切使得河谷边坡超过临界坡度后，易于失
稳而发生大规模的崩塌滑坡现象，河流演变从而进入下切拓宽阶段。大量边坡物质进入河道，促进了河床结构的发
育，能够维持较高的河道纵坡降，形成裂点。河床结构是河流系统自我调节作用的体现，形成了“侵蚀下切－崩
塌滑坡－河床结构发育－抑制侵蚀下切－平衡”这一负反馈机制。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如果外在条件（如地壳抬
升）不变，河流系统的演变方向将趋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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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区下切性河流的侵蚀地貌演变过程，在长期观察与已有经典理论［１］的基础上，Ｗａｎｇ等［２］进一步
将其总结为４个阶段：①快速下切。这是构造抬升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此阶段河谷形成一个狭窄的“Ｖ”
型；②下切拓宽。下切使得河谷易于失稳进而导致崩塌滑坡［３４］。其中，崩塌表示悬崖或坡面在重力作用下
解体崩落，而滑坡则是岩石和其上的土壤沿某个或数个滑动面大规模滑移的现象。河谷宽度随之增大。河谷
形态变为较宽的“Ｖ”型；③随着坡降的变缓和上游侵蚀来沙的增大，河段也逐渐转为淤积抬升；河谷变
为“Ｕ”型；④动力平衡。

在这些河流的河床中，常常发育一定的河床结构，它们是河床固体颗粒在水流作用下按一定规律排列形
成的具有较大稳定性的结构形态，一般表现为床面上粗颗粒泥沙的聚集体，具有抵抗冲刷的功能，同时也使
得床面更为凹凸不平。下切性河流受到的水流侵蚀作用较为普遍与强烈，因此发育的河床结构一般十分明
显，规模较大，增加河床稳定性的效果也很显著。从外观形态上看，河床结构至少有以下几种［５］：①阶梯
深潭结构，石块沿横向堆叠成条状将上游壅高形成阶梯，阶梯下方因跌水冲蚀形成深潭；②肋状结构，与
阶梯深潭结构类似，但未扩展到整个横断面，而是存在于某一岸边，形成肋骨状的排列；③簇状结构，最
常见的结构之一，若干石块堆积起来，互相倚靠，抵御水流侵蚀。每堆石体称为一个“石簇”。此外，还有
星型结构、岸石结构等。

河床结构在广泛的环境条件下都有发育分布，为此，Ｊｏｎｇ和Ｅｒｇｅｎｚｉｎｇｅｒ［６］，Ｍｉｌｚｏｗ等［７］分别探讨了簇状
结构、阶梯、深潭结构发育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如水力、地形等因子。经研究，河床结构的出现可以非常有
效地抑制床沙的起动和输送，从而大大提高了水流阻力与河床稳定性［８］，改变了河道未来的演变方向。有
研究［９］进一步认为，当河流处于动力平衡条件下时，河道内河床结构强度值（河床纵剖面两点间曲线长度除
以两点间直线长度后再减去１，反映了河床结构的发育程度）与其消耗的单宽水流能量在双对数坐标下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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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单宽流量不变的前提下，这往往意味着河床结构强度越大能维持的坡降也越大。因此河床结构在河道
中的全面发育分布能够影响整个河流的演变进程。以往学者们的研究焦点多集中在局部河段河床结构的发育
机理与功能等方面，罕见着眼于较大时间与空间尺度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将根据在中国山区典型下切性河流
的考察成果，充分探讨与解释河床结构在下切性河流地貌演变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与影响机制。

１　 下切河谷的临界坡度
在下切河流地貌演变的４个阶段中，崩塌滑坡是其演变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标志之一。图１中对汶川

震区（岷江及其支流）和瓦斯河（大渡河右岸一级支流）的一些崩塌滑坡进行了统计，总结了发生崩塌与滑坡
处的河谷边坡坡度（触发坡度）与这些崩塌滑坡发生后剩余堆积体的稳定堆积坡度。其中，前者的崩塌滑坡
主要为２００８年汶川大地震所导致的结果，后者的崩塌滑坡多与近几十年乃至百余年间川西一带的地震活动
有关。

图１的统计结果表明，对于某一区域往往存在一个临界坡度，使得触发坡度＞临界坡度＞堆积坡度。也
就是说，当河谷边坡坡度大于这个临界坡度时，边坡是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在暴雨与地震等外因诱发下很容
易发生崩塌与滑坡；而当崩塌（滑坡）发生后，由于剩余堆积体的堆积坡度低于这个临界坡度值，原本积聚的
风险基本被释放完毕，才得以稳定保留下来，否则很可能发生再次崩塌滑坡。根据图１中的统计结果，瓦斯
河流域崩塌体的触发坡度基本上均大于４０°，而堆积坡度均小于４０°，故临界坡度为大约４０°。类似地，汶川
地震区崩塌的临界坡度大约３０°以上，滑坡的临界坡度为２０°左右。具体的临界坡度大小可能与河谷边坡的
岩性、高度、崩塌滑坡类型等因素有关。以上坡度值均采用坡度仪、测距仪等仪器获取，它可以测量某点相
对于观测者的距离与竖直角，实际操作中观测堆积体的顶点与底部正对点，多次测量并将数据进行三角计算
即可得到坡面坡度。

由以上分析可知，临界坡度为判断下切性山区河流由第１阶段（快速下切阶段）进入第２阶段（下切拓宽
阶段）的重要依据。随着下切深度的不断增大，两岸河谷边坡的坡度也随之不断增大，直至超过临界坡度即
进入第２阶段。河谷边坡随之变得极不稳定，容易在各种诱因下失稳，从而产生大规模崩塌滑坡等现象。

图１　 下切河谷的触发坡度与堆积坡度
Ｆｉｇ １ 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 ｓｌｏｐｅ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ｉｎｃｉｓｅｄ ｖａｌｌｅｙ

２　 崩塌滑坡堆积体与裂点
在河流地貌演变的第２个阶段，崩塌滑坡能够使大量边坡物质进入河道，对于河谷内河床结构的发育有

很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暴雨、地震等诱因下集中发生的大规模崩塌滑坡中更为明显。如１９９９年的中国
台湾地震，即在大甲溪流域引发了众多的滑坡，接踵而至的降雨与台风更加剧了这一灾害。其后果导致直到
４年之后，流域产沙量仍在不断增加［１０］。这些边坡物质形成河床结构的具体过程如下：下切的历史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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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冲刷产生分选作用，汰弱留强，较弱的河床结构在不断的剧烈侵蚀下被破坏、冲走，而较强的河床结构
得以相对保留完整。经过漫长的时间后下切深度不断累加，而保留的高强度河床结构也越来越多，越来越
集中。

因此，过强的侵蚀下切所导致的崩塌滑坡实际上是河流系统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即发育较强的河床结
构来抑制水流的进一步侵蚀。相对而言，在深切的河谷中往往可以观察到更多的巨大石体在河床上承受水流
冲刷。如长江上游支流吊嘎河（云南）纵剖面（图２）上的Ｖ型深切河谷段，在这些河段的河道内发育了强度很
高的巨石堆叠结构等，从而维持了高坡降与高落差，消耗了河道的溯源侵蚀能量［９］。许多大河的峡谷段也
通常以水流湍急、谷深滩险而闻名，谷中不乏数米的巨石，形成独特的景观。而峡谷以外的河段则往往是河
道蜿蜒、河床组成细化，以较弱的河床结构为主要特征。

另一方面，以上演变过程也使得崩塌滑坡段与其它河段在河床结构强度上的差异加大，即增大了河床结
构乃至于坡降沿程分布的不均匀性。这使得河流纵剖面上往往形成了许多大小不一的台阶状突起，即缓坡段
向陡坡段的突然转折，这样的转折点被称为裂点（ｋｎｉｃｋｐｏｉｎｔ）。

图３为上文涉及的瓦斯河沿程残留崩塌体与裂点分布图（数据为实地考察所得），两者在位置上有一定相
关关系。瓦斯河流域亦为地震频发区，历史上曾发生有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４日的７ ５级康定地震等，使得河谷内
到处是残留的地震引发的崩塌堆积体。在从康定县城到河口不足３０ ｋｍ的长度上，两岸较大的崩塌体至少有
十几个，如图３所示较为均匀地分布在河道两岸（图中崩塌体点据相对于河道纵剖面的左右位置即为实际左
右岸位置）。大型崩塌体紧邻的河道内往往存在着天然裂点，这是由于崩塌体所带来的巨石进入河道，形成
的河床结构强度值实测可高达近０ ５，从而维持了坡降０ １以上的陡坡，在纵剖面上即成为裂点。因此河谷
内经常性的大规模崩塌，对于河床结构的发育而言具有显著的催化作用，也有助于河道纵剖面上裂点的形
成。此外，从图２、图３中可以看出，一些人工的水利设施，如挡墙、堰等亦能起到河床结构的作用，形成
裂点。可见人类活动也能介入这一过程，施加相应影响以控制河流的下切。

图２　 吊噶河主流纵剖面
Ｆｉｇ ２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ｔｒｅａｍ （Ｄｉａｏｇａ Ｒｉｖｅｒ）

图３　 瓦斯河裂点与地震残留崩塌体分布
Ｆｉｇ ３ Ｋｎｉｃｋ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ｖａｌａｎｃｈ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ｓ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大规模的崩塌滑坡可能堵塞整个河谷，构成堰塞坝与堰塞湖，这是促进河床结构发育与裂点形成的最有
效方式之一。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发生在四川汶川的８级大地震，触发的崩塌与滑坡现象不计其数，在震区的
众多山区河流上也形成了１００多个大小不一的堰塞坝。然而，不同堰塞坝所造成的效果是不同的，虽然其初
期能瞬间将河床淤高很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堰塞坝表面的泄洪道将逐步冲刷下切，直至相对稳定（直
接溃决的堰塞坝除外）。这一期间，泄洪道内能形成的河床结构起关键作用。如图４所示，老鹰岩堰塞坝泄
洪道内的河床结构强度较高（实测值０ ４左右），故最终纵剖面上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裂点；而肖家桥堰塞坝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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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道内发育的河床结构强度较低（实测值０ ２左右），故堰塞坝最终被大部分切穿，未形成明显的裂点。这种
差异与进入河道的河谷边坡物质（即堰塞坝）粒径有关，前者１０ ｃｍ以下粒径组占２５％，而后者该比例上升至
近９０％。此外，后者河道中的流量略大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图４　 堰塞坝中的泄洪道纵剖面
Ｆｉｇ ４ Ｓｐｉｌｌｗａ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ｄａｍｓ

经考察发现，大多数没有很快溃决的堰塞湖最终均形成了大小不一的裂点。这一“侵蚀下切崩塌滑坡
河床结构发育、裂点形成”的过程一般不会无限制进行下去，由于河道床面抗侵蚀能力的逐步增强，河流
演变将逐步趋于稳定，进入下切河流地貌演变第３、第４阶段。如岷江中位于汶川６０ ｋｍ上游的叠溪海子，
就是１９３３年地震形成的堰塞湖（坝）群。堰塞坝群虽然有所冲刷，但仍有２ ／ ３保留了下来。由于裂点稳定了
河道与边坡，１９７６年７ ２级松潘平武地震（距叠溪海子６０ ｋｍ）及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中该地段都未发生较大的
滑坡。中国西南的九寨沟中也有着众多的古堰塞坝、湖群与瀑布，现在也早已趋于稳定。可见河床结构强度
的增大是进入第３、第４阶段的关键。

３　 河流下切过程中的负反馈机理
综上所述，下切性河流地貌演变过程中，实际上暗含了“侵蚀下切－崩塌滑坡－河床结构发育－抑制

侵蚀下切－平衡”这一系列完整的负反馈机制。侵蚀下切使得边坡失稳现象如崩塌滑坡等会在外来诱因下
大规模地发生，其带来的物质进入河道后，加速了河床粗化与河床结构的发育，反过来大大延缓了下切过
程。这一相互作用过程实际上是自然界对于河流下切的一种负反馈作用。该机制的存在使得大部分山区河流
的下切作用不会无限制地进行下去，而是逐步走向平衡，从而进入第３、第４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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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５　 理想情况中下切性河流地貌演变第１、２阶段示意
图

　 Ｆｉｇ ５ Ｉｄｅａｌ ｐｈａｓｅ １ ａｎｄ ２ ｉｎ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

ｃｉｓｅｄ ｒｉｖｅｒｓ

图５据此绘出了理想情况下某一河段在河流地貌演
变第１、第２阶段河床高程的下切过程。第１阶段时河
道迅速下切，形成窄深的河谷，边坡坡度也随之增大，
直至超过临界坡度，进入第２阶段。此时边坡十分不稳
定，易于在地震、暴雨等剧烈作用下发生大规模的失
稳。边坡解体形成的松散物质在坡脚乃至河道中堆积，
造成局部河床的抬升。虽然在一定时间的冲刷后部分物
质会被水流携带走，但较大粒径的漂石和卵石部分往往
会残留在河床中，保护河床物质不受水流大量侵蚀，延
缓了河道的进一步下切，使得该河段暂时稳定。直至大
洪水或是长期冲刷将形成的高强度结构冲毁，或是侵蚀
基准面的变化及地壳抬升使得河床结构无法维持变陡的
坡降时，河道将重新进入新一轮快速下切阶段，边坡坡度增大，也再次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崩塌滑坡逐渐频
繁化。作为补偿作用，边坡物质再次大量进入河道，开始下一轮循环。当然，崩塌滑坡的频度与下切的速率
之间的差异会对该过程产生一些细节上或是局部方向上的调整。

４　 结　 　 论
对中国部分典型山区下切河流地貌演变与河床结构的调查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１）河流在下切过程中，其河谷边坡存在一定的临界坡度。当剧烈下切使得超过临界坡度后，河谷边

坡将易于失稳，在地震、暴雨等诱因下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崩塌滑坡现象。从而使得山区下切河流的演变逐渐
进入下切拓宽阶段。

（２）崩塌滑坡使得大量边坡物质进入河道，促进了河床结构的发育，能够维持较高的纵坡降。河床结
构的不均匀分布又进一步形成了河道纵剖面上的裂点。因此大多数山区河流形成了较为曲折多变的纵剖面。

（３）河床结构是河流系统自我调节作用的体现，形成了“侵蚀下切－崩塌滑坡－河床结构发育－抑制
侵蚀下切－平衡”这一系列负反馈机制。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如果外在条件（如地壳抬升）不变，下切性
河流系统的演变方向将趋于平衡，下切拓宽的演变阶段也将随之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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