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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粘性土堤漫顶溃决水流运动试验研究
魏红艳，余明辉，梁艳洁

（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堤防溃决时溃口附近水流形态及溃决流量变化过程的正确描述是指导溃口堵复及时避险、预测溃堤洪水演
进并进一步评估淹没损失的前提条件。通过弯道水槽中的概化模型试验，根据无粘性土堤防漫顶溃决的溃口变化
和水流运动特征，将无粘性土堤防溃决过程分为漫流、冲槽、展宽及稳定４个阶段。试验系统研究了堤防溃决后河
道以及溃口附近水位的变化过程，研究了河道洪水流量、洪水位和筑堤材料对溃口处水位的影响。基于大量的试验
资料，进一步归纳总结出溃决流量与溃口口门宽度及溃口处水头变化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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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筑堤防是一种重要而有效的防洪工程措施。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堤防失事时有发生，如１９９８年长
江洪水，九江城防大堤决口，中下游干流和洞庭湖、鄱阳湖溃垸１ ０７５个，损失惨重；２００５年的新奥尔良洪
水以及２００８年的密西西比河洪水都导致了堤防的溃决［１］。如何确保堤防安全以及如何在堤防溃决后迅速抢
堵对减少洪灾损失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堤防溃决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管涌发展到一定程度导致堤身塌陷发生破坏，二是洪水位超高致使堤顶
漫流破坏。无论是哪种原因引起的堤防溃决，溃决中水土耦合机理、堤防溃口发展过程及下游冲刷坑的发
展、溃堤后洪水演进过程及对淹没区域的影响一直是研究的重点。显然，这些问题与溃决水流过程密切相
关。在堤防溃决过程中，溃口处的水流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不仅和溃口的发展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还是
下游洪水演进数值模拟理论的基础；并且，研究如何及时有效地堵复溃口，也需要对决口口门区域的水流形
态、水流流量流速等有比较深入的把握［２］。然而，溃堤水流水面梯度大，存在间断，属于典型的激波运
动［３］，现场监测十分困难。因此，溃口处水流形态的研究及溃决流量过程的准确估算是研究堤防溃决问题
的重点和难点。国内外关于堤坝溃决水流形态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其研究方法主要有理论分析、物理模
型试验、数值模拟、历史资料统计分析等［４］。理论研究方面，Ｇｅｏｒｇｅ根据溃堤（坝）水流的特点将溃堤
（坝）水流分为３个部分：堤顶前半部分的缓流区，堤顶后半部分的急流区以及下游边坡上的急流缓流
区［５］；Ｍｏｈａｐａｔｒａ运用量纲一化的水位～流量闭合曲线的面积大小来分析溃坝水流动力作用的大小［６］。试验
研究方面，Ｏｌｉｖｉｅｒ通过一系列试验，观察了堆石坝漫顶水流的形态，第一次提出溃决分为石块开始起动的阶
段和石块崩塌阶段，坝顶的冲槽则在这两个阶段之间产生，水流形态也相应地分为３个阶段［７］；Ｚｈａｎｇ通过
开展粘性土的原型溃坝试验，详细分析了溃坝过程中的水土耦合机理：溃口的发展以及溃口处水流形态的
变化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８］。近年来，模拟堤坝溃决过程中水流运动以及溃口处地形变化的数学模型也
发展迅速，如余明辉基于一阶迎风格式的二维非均匀沙模型［９］和梁林等人的基于有限体积方法的二维水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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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２］；岳志远建立了模拟溃坝的全场二维耦合水沙数学模型，并采用能够捕捉激波的ＷＡＦＴＶＤ数值格式
离散方程［１０］，可计算出坝址溃决处的流量。

现有的试验研究大多针对与溃堤相似却与之有实质区别的溃坝过程，理论分析及数模计算方面则多为针
对某一局部问题的描述，缺乏细致而系统的研究分析。本文基于水槽试验，研究无粘性土堤漫顶溃决口门附
近水位变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运用一维非恒定分流数学模型计算溃决流量，研究溃决流量、溃口口门宽度
以及溃决水头之间的关系。

１　 试验布置
试验在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１８０°弯道水槽中进行，水槽底坡０ １％，宽１ ２

ｍ，弯曲段内径１ ８ ｍ，外径３ ０ ｍ。水槽进口设有可以调节流量大小的闸门，水槽末端的两个尾门可控制
水位。

蜿蜒河道中，主流在弯道进口段常偏靠凸岸一侧，进入弯道后逐渐向凹岸转移，至弯顶附近，主流才偏
靠凹岸，并在相当距离内贴凹岸运动。由于横向环流的存在，弯道凹岸水位恒高于凸岸一侧。因此当洪水超
标时，弯顶以下凹岸一侧的堤防更容易发生破坏。根据以上分析，试验中在弯顶以下河段用天然沙垒筑堤防
模型如图１所示，堤防将水槽分割成两部分，主流行进区依实际河道习惯称为外江，溃堤洪水演进区称内
江。在弯顶偏下部位设诱导溃口，诱导溃口顺堤防长２０ ｃｍ，比堤顶低１ ５ ｃｍ。在水槽相应控制断面布置９
台自动水位计，其布置及监测功能见表１。在诱导溃口下游布置一台地形仪观测溃口垂向发展过程。试验平
面布置见图１。

图１　 试验平面布置图
Ｆｉｇ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ｙｏｕｔ

表１　 水位监测点布置及监测功能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编号 监测点位置 监测功能 编号 监测点位置 监测功能
１ 外江，溃口上游１０ ｍ处水槽进口不受溃决波影响处水位 ６ 外江，尾门 外江出口处水位过程
２ 外江，弯道顶部 弯道水流水面特征 ７ 内江，诱导溃口下游 与４＃监测点监测内外江水位差
３ 外江，诱导溃口上游 ３＃、４＃、５ ＃监测点共同监测溃口

附近水面变化 ８ 内江，溃口下游７ｍ处 与７＃监测点共同监测内江洪水波
传播情况

４ 外江，诱导溃口处 ９ 内江，尾门 内江出口处水位过程
５ 外江，诱导溃口下游

试验前，关闭外江尾门，从下游向外江慢慢注水，待水位上升至与诱导溃口顶部基本齐平时停止注水。
打开上游进水闸门并调节外江尾门使外江水流在溃决前保持稳定状态。水流漫顶时开始对水位、溃口尺寸进
行监测并对溃口展宽过程进行录象。试验前内江为干河床，内江的控制尾门在试验过程中一直敞开保证自由
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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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试验分组
考虑到无粘性土堤漫顶溃决过程与堤防断面尺寸、材料组成、溃决时河道流量以及水位等因素有关，试

验组次特征参数见表２。表２中两种堤身断面形态见图２。两种试验材料沙的级配曲线见图３。各试验组次堤
身垒筑时保持相同密实度，空隙率为４７％。

表２　 试验组次及特征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组次 流量／（Ｌ·ｓ － １） 起始水位／ ｃｍ ｄ５０ ／ ｍｍ 堤身断面 诱导溃口尺寸（纵×横×深）／ ｃｍ３
１ ７ ５５ １６ ５ ０ ６２ 图２（ａ）
２ １１ ０２ １６ ５ ０ ６２ 图２（ａ） ２０ × １０ × １ ５
３ １５ ６２ １６ ５ ０ ６２ 图２（ａ）
４ ６ ５５ １３ ５ ０ ６２ 图２（ｂ）
５ １１ ７９ １３ ５ ０ ６２ 图２（ｂ）
６ １４ ９４ １３ ５ ０ ６２ 图２（ｂ）

２０ × １５ × １ ５７ ７ ２８ １３ ５ ０ ４０ 图２（ｂ）
８ １１ ５７ １３ ５ ０ ４０ 图２（ｂ）
９ ５ ０８ １３ ５ ０ ４０ 图２（ｂ）

图２　 堤身横断面示意图（单位：ｃｍ）
Ｆｉｇ ２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图３　 试验材料级配曲线
Ｆｉｇ ３ 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３　 试验结果分析
３ １　 溃口处水流运动形态变化过程

堤防溃决过程中，水流动力条件和溃口形态相互作用。水流漫过堤顶时在堤面产生局部剪应力，同时渗
流降低了土体的抗剪强度，当局部剪应力超过土体抗剪强度时，冲刷发生，形成初始溃口，此处剪应力比周
围更高，溃口迅速发展。溃口形态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水流的流向、流速及压力分布等因素。按照水流形态
以及溃口的变化发展特点，将无粘性土堤防漫顶溃决过程分为４个阶段，其平面图及剖面示意图分别见图４
与图５。

第一阶段　 漫流阶段。外江水位与堤顶高程刚刚齐平或稍有漫溢，堤顶表面的清水水流呈舌状缓缓向前
流动，当三角形水域漫溢堤顶宽度时，第一个阶段结束。该阶段持续时间很短。

第二阶段　 冲槽阶段。沿内江侧坡面下泄的水流急剧加速至筑堤材料的起动流速，在堤防内江侧边坡上
冲出一条狭窄的冲槽，堤防冲刷由此开始。同时，溯源冲刷使冲槽起点迅速向外江侧移动，直至堤顶外江侧
边缘。此时溃堤水流存在３种流态：外江侧边坡某位置以上水流，水深大流速小，为缓流；从此位置到冲槽
起点，水深流速均较小，接近临界流；冲槽内的挟沙水流流速大，水深小，为紊动强烈的急流。冲槽内水流
下切作用较强，溃口垂向发展迅速但横向发展缓慢，外江侧水位几乎不降低，原水流受扰动较小。此阶段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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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溃堤水流是单向连续运动的，随后水流在溃口上下游收缩汇集，基本以溃口为中心形成扇形涡。该阶段
持续几十秒到１ ｍｉｎ左右。流量或外江初始水位越大，该阶段持续时间越短。

图４　 溃口处水流形态变化过程平面图
Ｆｉｇ ４ Ｆｌｏｗ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ｃｈ

图５　 溃口处水流形态变化过程剖面图
Ｆｉｇ ５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ｆｌｏｗ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ｃｈ

第三阶段　 展宽阶段。随堤防外江侧高程降低，外
江洪水大量涌向溃口，溃堤流量迅速增大。由于堤外水
流一直存在顺堤防的速度，因此水流在溃口上下游收缩
且呈不对称发展，并在坡脚处形成绕流，溃口下游端绕
流强度大于上游端；绕流冲刷并向内切割坡脚，使两侧
土体坍塌，溃口迅速展宽。上游部位的侵蚀逐渐衰减并
呈浅滩出露，侵蚀重点转移至溃口下游边壁，溃口逐渐
向下游发展。随后堤内不断上涨的水位开始减缓溃堤水
流，溃口垂向冲刷减慢，但以溃口下边界失稳坍塌为主
要形式的横向扩宽仍在继续。该阶段持续约１ ｍｉｎ左右。

第四阶段基本稳定阶段。溃堤水流流速减至筑堤
材料的起动流速。冲刷和失稳坍塌基本结束，溃口发展基本停止，溃决流量也逐渐减小，最后水流同时在内
外江呈恒定流状态行进。
３ ２　 溃堤后内外江水位变化

以组次７为代表，溃堤前后各监测点处的水位变化过程见图６。图６中，以内江溃口下游７＃监测点处初
始水位为参照零水位。

图６　 溃堤过程中各个监测点水位变化
Ｆｉｇ ６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ｔ ｅａｃｈ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ｉｔｅ

从时间角度观察各监测点水位的变化情况，溃堤起
始瞬间内外江水位差最大，水流急速流向内江，外江水
位迅速降低，内江各处水位则随洪水波传播由上游向下
游依次抬高。溃堤约１００ ｓ后，内江水位达最大值。随
后外江水位降低速度减缓，内江水位也出现拐点呈下降
趋势，最后趋于稳定。

从空间角度观察各监测点水位的变化情况，堤防溃
决前外江水流基本遵循河道恒定水流的运动规律，水位
沿程降低。堤防溃决后，外江水流非恒定性增强，内江
水流非恒定性更加强烈，从７ ＃、８ ＃、９ ＃监测点的水位
变化情况可看出，溃堤洪水在溃口附近一定范围内存在

急流涌波等复杂流态，如７＃监测点水位在溃堤３０ ｓ后水位开始低于下游水位，其波形振动幅度也相对较大，
约６００ ｓ后，７＃监测点水位才开始高于下游水位并渐趋稳定。
３ ３　 溃口处水位变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１）河道流量对溃口处水位变化的影响　 试验组次１ ～ ３、组次４ ～ ６除堤防溃决时河道流量有区别外，
其它因素均分别相同，溃口附近４＃监测点处以及溃口下游７＃监测点的水位变化过程分别见图７、图８。

５３５　 第４期 魏红艳，等：无粘性土堤漫顶溃决水流运动试验研究



图７　 组次１ ～ ３溃口处水位变化
Ｆｉｇ ７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ｃｈ ｆｒｏｍ ｇｒｏｕｐ １ ｔｏ

ｇｒｏｕｐ ３

图８　 组次４ ～ ６溃口处水位变化
Ｆｉｇ ８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ｃｈ ｆｒｏｍ ｇｒｏｕ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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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条件相同，不同的河道流量情况下，在溃堤开始的前１００ ～ １５０ ｓ，外江溃口处水位降低的速度基本
相同，随着溃口发展逐渐减缓，河道洪水流量越大，外江溃口处稳定水位相应越高。内江溃口下游处的水位
有类似的变化规律。

（２）河道洪水位对溃口水位变化的影响　 试验组次１和４、组次２和５除堤防溃决时河道洪水位不同
外，其它因素均基本相同，４＃、７＃监测点水位变化过程见图９、图１０。由图可以看出，河道初始水位越高，
４＃监测点处水位降低速度越大；７＃监测点水位的峰值也越大，但是稳定以后的水位趋于一致。

图９　 组次１和４溃口处水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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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组次２和５溃口处水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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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材料对溃口处水位变化的影响　 以试验组次６（粗沙）和组次９（细沙）为例，说明筑堤材料对溃口处
水位变化的影响，如图１１所示。由图可看出，溃口发展前期，粗沙垒筑堤防的溃口处外江水位降低速度较
细沙堤防快，随后变化趋势相反。这是因为在堤防溃决展宽阶段的前期，溃口发展以两侧土体崩塌为主，在
相同的密实度情况下，粗颗粒沙由于重力作用易崩塌；随着溃口的发展，其展宽以水流的冲刷作用为主，细
颗粒泥沙在相同的水力条件下更易起动。

（４）溃决流量、口门展宽及溃口水头变化过程　 影响溃决流量的因素包括水力因素以及溃口口门形态
两个方面。水力因素主要有行近流速以及溃口处的外江水位。其中，行近流速是指溃口处外江水流指向内江
侧的流速，因与主流垂直，其数值很小，对溃决流量影响很小。外江水位与溃口底部高程之差是影响溃决流
量的主导水力因素：溃堤水流的形成即是水体的势能转化为动能的过程。溃口发展初期，内江水位较低，不
足以影响溃口的过流能力，随着内江水位的升高和溃口底部高程的降低，溃堤水流也演化为淹没水流，内江
水位对溃决流量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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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口口门形态因素则包含溃口底部高程、口门的形状、宽度以及表面的粗糙程度等。溃口底部高程越
高，水体势能就越小；口门的形状影响了水流的收缩情况；溃口表面的粗糙程度则影响了水流的局部水头损
失；溃口宽度是影响溃堤流量的主要口门形态因素。

综上所述，影响溃决流量的主导因素是溃口处外江水位与溃口底部高程之差（溃堤水流可近似为侧堰
溢流，对应于堰顶水头，定义此差值为溃口水头）以及溃口宽度。忽略次要因素，基于一维非恒定分汇流
数学模型，利用各监测点实测的水位过程，反算溃决流量过程。溃决流量、口门宽度及溃口水头的变化过程
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１　 组次６和９溃口处水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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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溃决流量、水头及宽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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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１２看出，堤防溃决初期的前５０ ｓ内，溃口宽度、溃口水头与溃决流量急速上升至峰值，而后溃口
口门展宽速度减缓，溃口水头与溃决流量也缓慢下降。最大溃决流量滞后于最大溃口水头。溃决流量达到峰
值后，溃口水头持续减小，溃口口门继续展宽，二者此消彼长，流量在其共同作用之下由峰值缓慢下降。溃
口在横向和垂向上都不再发展时，溃决流量也渐趋稳定。

４　 结　 　 论
基于水槽试验，依水流形态变化将堤防漫顶溃决过程分为漫流、冲槽、展宽及稳定４个阶段。冲槽阶段

和展宽阶段是溃口发展最为迅速的阶段，也是水流形态最为复杂多变的阶段。
堤防溃决初期，外江水位迅速下降，内江水位迅速上升，后趋于稳定。河道洪水流量、溃决初始水位以

及筑堤材料是影响溃口处水位变化的主要因素。较大的河道洪水流量使稳定后的内、外江水位均较大；溃决
初始水位越高，外江溃口处水位降低速度越快。溃口发展前期，粗沙垒筑堤防的溃口处外江水位降低速度较
细沙堤防快，随后变化趋势相反。

溃口宽度持续增大并渐趋稳定，溃口水头先增大后降低。溃堤流量的变化是溃口水头和溃口宽度综合作
用的结果：溃决流量先增大，达到峰值并持续短暂时间，后逐渐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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