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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水库蓄水初期近坝区淤积形态成因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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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峡水库蓄水运用后，库区泥沙淤积将显著增加。基于三维水沙数值模型及实测资料分析，对水库蓄水初期
近坝区泥沙淤积形态的成因进行了初步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坝前淤积形态的成因既与坝前水流流态的三维特性有
关，又与水库蓄水初期坝前淤积物颗粒特性有关。水库蓄水初期沉积在近坝区的泥沙颗粒较细，初始干容重较低，
使得淤积物表现出一定的浮泥特性。坝前淤积总量较大主要是宽谷河段水流特性造成的；而基底深槽处淤积物厚
度较大、淤积面呈水平状的主要原因则是浮泥状淤积物在重力作用下向河底运动、并沿深泓线在基底深槽中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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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问题是三峡工程的关键技术问题之一。三峡水库蓄水运用后，库区泥沙淤积将显著增加。从过程机理出
发，了解坝区河道边界、坝前水流条件、泄流工况等对悬移质泥沙输运的影响，分析坝区泥沙淤积形态的成因，
对枢纽运用方式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三峡水库已开始蓄水运行，包括生态调度目标在内的水库调度以及下
游河流的冲刷、河势变化等问题已开展了一些研究［１２］。而近坝区泥沙淤积分布的实际观测结果与以往模型试验中
的实测资料存在一定差异，水库蓄水初期，实际观测显示泥沙主要淤积在断面深槽内，以往模型试验中泥沙相对
而言则多为沿断面较为均匀的分布［３］。为此，需对此类大水深水库坝前淤积形态的成因进行分析。由于近坝区水
流呈现出典型的三维特征，因此可采用三维水沙模型对此进行研究。目前，三峡近坝区泥沙冲淤的三维模拟研究
较少，且主要以将计算结果与以往物理模型试验结果进行对比为主［４５］，其结果与水库蓄水初期的泥沙淤积分布特
征存在一定差异，水库实际运用后近坝区泥沙冲淤过程及其三维数值模拟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以三峡近坝区实测冲淤资料为基础，建立三峡近坝区河段全三维水沙数学模型，以模拟坝前复杂水
流结构下悬移质泥沙输移沉积过程；并从过程机理出发开展研究，对水库蓄水初期该河段泥沙淤积形态的成
因进行初步探讨。

１　 三维悬沙数值模型简介
采用笔者开发的全三维水沙模型［６８］对三峡水库蓄水初期近坝区的冲淤过程进行模拟研究。该模型为非

均匀全沙（包括悬沙、推移质运动）模型，能模拟河床的垂向冲淤过程，亦能模拟由非均质河岸坍塌所引起的
河势变化过程［６８］。对于三峡水库近坝区而言，本文主要考虑悬沙输运及其河床冲淤变化过程。
１ １　 悬沙模型基本方程

三维非均匀悬移质输沙方程在笛卡尔坐标系下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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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ｕ、ｖ 、ｗ分别为沿ｘ、ｙ、ｚ方向流速；ｓｋ 为第ｋ组含沙量；ω ｓｋ为第ｋ组泥沙沉速；ε ｓ为泥沙扩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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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悬沙输运引起的河床变形方程为
γ′ｓ
Ｚ ｂ
ｔ
＝ 

Ｎ ｓ

１
ω ｓｋ（ｓｋｂ － ｓｋｂ） （２）

式中　 γ′ｓ为泥沙干容重；ｓｋｂ和ｓｋｂ分别为床面附近第ｋ组实际含沙量及平衡含沙量；Ｚ ｂ 为河床高程；Ｎ ｓ 为
悬沙的总分组数。
１ ２　 边界条件及求解方法

悬沙模型求解方法及边界条件处理可参见文献［８］，该模型已得到较多实测资料的验证［６ ８］。

２　 近坝区水沙运动模拟及淤积形态成因的分析
三峡水库坝前河段为结晶岩低山丘陵宽谷河段，两岸岸坡低缓，河道开阔（图１）。计算初始地形为２００３

图１　 三峡水库坝前河段平面形态
Ｆｉｇ １ Ｐｌａｎ ｆｏｒｍ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ａ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ｃｉ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ＧＰ

年初实测地形。以２００３年３月～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庙河站实
测水沙资料作为入口条件；坝前水位控制过程为出口水
位条件；计算网格：１９８ × ９７ × １８（流向１９８，沿断面方
向９７，垂向１８层）。
２ １　 模型验证及分析

典型流量下（流量６ ３００ ｍ３ ／ ｓ，坝前水位１３９ ｍ）近
坝区表层、底层流场分布如图２所示。由图２可见，在
边岸及山体凸起的后方，存在较大范围的滞流、回流
区；同时在弯曲度稍大的河段，表层、底层流速存在一
定的夹角，呈现出水流的三维流动特征。典型流量下
（流量６ ３００ ｍ３ ／ ｓ，坝前水位１３９ ｍ）近坝区断面上的泥
沙浓度分布如图３所示。两相邻断面上浓度分布差异较
大（一般是浓度显著减小），则表示两断面间沉积强度较
大。从图３中可以看出，由于坝前运行水位较高，库区
流速较小，此时泥沙沿程沉降，含沙量有沿程减小的趋
势，以坝前宽谷处的沉积强度为最大。垂线总体上来说，底层含沙量较大，表层含沙量较小，但由于弯道次
生流动的作用，凸岸底部泥沙浓度较大，部分断面最大浓度出现在距河底一定距离处。

图２　 计算表层和底层流场
Ｆｉｇ 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ｂｏｔｔｏｍ

图３　 横断面含沙量分布计算结果
Ｆｉｇ 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ｌｏａ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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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断面流速及含沙量验证如图４、图５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对于绝大多数数据采集点来说，计算
值与实测值吻合较好。

图４　 Ｓ３０ ＋ １断面流速验证（流量３９ ２００ ｍ３ ／ ｓ，坝前水位１３５ ２ ｍ）
Ｆｉｇ 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Ｓ３０ ＋ １

图５　 Ｓ３０ ＋ １断面含沙量验证（流量３９ ２００ ｍ３ ／ ｓ，坝前水位１３５ ２ ｍ）
Ｆｉｇ 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Ｓ３０ ＋ １

在１３５ ～ １３９ ｍ运行期，三峡水库坝前河段泥沙淤积明显。２００３年３月～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期间坝前计算冲淤
分布图（图６）显示，淤积区域主要分布于坝前～坝上１０ ６ ｋｍ区域，Ｓ３８断面以上至庙河段泥沙淤积较少，
见表１、图６。由表１可见，坝前泥沙淤积沿程分布的模拟结果与实测结果比较吻合，模拟淤积分布比实测
结果稍均匀些，即计算结果坝前段淤积总量略偏小，而上游段淤积总量则略偏大。模拟过程中上、下段采用
同一干容重对淤积物的体积分布存在一定影响，将来需进一步加强监测库区淤积泥沙的干容重。

表１　 ２００３年３月～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近坝区实测淤积量与计算值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Ｍａｒ ，２００３ ｔｏ Ｏｃｔ ，２００６

河段 间距／ ｋｍ 实测冲淤总量
／万ｍ３

计算冲淤总量
／万ｍ３

实测每ｋｍ冲淤量
／（万ｍ３·ｋｍ － １）

计算每ｋｍ冲淤量
／（万ｍ３·ｋｍ － １）

Ｓ３０ ＋ １ ～ Ｓ３３ ２ ９９６ ２ ７７２ ２ ６６５ ９２５ ８９０
Ｓ３３ ～ Ｓ３８ ７ ９６６ ３ ４３９ ３ ３２５ ４３２ ４１７
Ｓ３８ ～ Ｓ４０ － １ ３ ３３９ ２９９ ４８７ ９０ １４６
Ｓ３０ ＋ １ ～ Ｓ４０ － １ １４ ３０１ ６ ５１０ ６ ４７７ ４５５ 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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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实测断面淤积形态与数值模拟结果差异的成因分析
以上图、表所示结果表明，计算得到的近坝区泥沙淤积总量及其沿程分布与实测结果符合较好。但断面

泥沙淤积形态的实际观测表明，２００３年６月～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期间的坝前河段淤积物主要集中在深槽中［３］，而
图６所示数值模拟得到的泥沙淤积体则趋于在全断面上较均匀的分布。对于实测和模拟结果的这一差异，应
从坝前淤积物颗粒特性及其运动机理入手进行分析。

三峡水库蓄水运行前的基底河床上，近坝河段的床沙中数粒径为０ ０９ ｍｍ。随着三峡水库进入１３５ ｍ蓄水运行
期，坝前河段出现大量细颗粒泥沙淤积，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该河段的实测床沙中数粒径明显减小，仅为０ ０２ ｍｍ。随着
坝前泥沙的累积性淤积，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坝前河段床沙粒径均为０ ００５ ｍｍ［９］。可见，淤积在坝前的泥
沙颗粒极细。此种细颗粒落淤后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密实，密实前的低密度淤积物称为浮泥，具有显著的流
动性。如塘沽新港浮泥中径为０ ００４ ｍｍ，圭亚那德麦拉拉河口浮泥中径为０ ００７ ｍｍ。从塘沽新港的实测资料可
知，浮泥的干容重在１ １０ ～１ ２０ ｇ ／ ｃｍ３以下时就有显著的流动性［１０］。一般也将干容重在１ ０６ ～ １ ２５ ｇ ／ ｃｍ３ 之间的
底泥称为浮泥，干容重在１ ２５ ～１ ６０ ｇ ／ ｃｍ３之间的底泥称为淤泥［１１］，其中浮泥和软淤泥可在自身重力下发生流动
或较大的变形。因此，三峡水库蓄水初期坝前淤积的泥沙颗粒亦可能具有浮泥运动的特征。

浮泥在不同的动力条件下均可运动，若浮泥层具有一定坡度Ｊ ｃ，则在Ｊ ｃ ＞ τＢ ／ γ ｓΔｚ（τＢ 为宾汉极限剪切
力，γ ｓ、Δｚ分别为浮泥的容重和厚度）时，浮泥以其自重就可沿着坡度方向运动［１０］。若泥沙落淤处的河床坡
度大于此平衡坡度Ｊ ｃ，其上的浮泥将向低处运动，直至到达河道深泓中。根据相关研究［１２］，这一平衡坡度
一般均小于１ ／ ５０。这可能就是坝前河段许多断面上大部分泥沙集中淤积在深槽内、且淤积物表面呈水平状
的主要原因。因淤积物向低处的运动主要源于自身重力、而非受水流剪切应力影响，因此其形态与一般的动
水沉积形态不同，反而类似于静水沉积。本文前面的模拟计算中，只考虑了泥沙向床面沉积落淤的过程，未
考虑落淤后以浮泥形式运动的过程，故模拟得到的各点淤积厚度在横断面上呈现出较为均匀的分布，与实测
淤积形态有较大差别。
２ ３　 考虑浮泥运动特性的模拟结果及讨论分析

依据浮泥运动特性，淤积物平衡坡度Ｊ ｃ 反比于淤积厚度Δｚ。在泥沙落淤后，若发生淤积的部位坡度大
于平衡坡度Ｊ ｃ

Ｊ ｃ ＝

０ ０５　 　 　 　 　 （Δｚ ≤ ０ ０５ ｍ）
０ ０５ ０ ０５

Δｚ
　 　 （０ ０５ ｍ ＜ Δｚ ＜ ０ ５ ｍ）

０ ００５　 　 　 　 （Δｚ ≥ ０ ５ ｍ









 ）
（３）

则淤积物产生运动，在模型中按照地形自动判断其运动方向，令淤积物向低处流动，并汇集于深槽中，按照
地形连续、总量守恒原理计算河道形态。采用这种方法模拟得到的近坝区泥沙淤积分布如图７所示。由图可
见，这一处理方法计算得到的最终地形上，大部分淤积物位于深槽内，在深槽两侧较为平坦的阶地上有少数
泥沙淤积。

图６　 计算泥沙淤积分布
Ｆｉｇ ６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图７　 考虑浮泥运动后的计算泥沙淤积分布
Ｆｉｇ ７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 ｍｕ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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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为典型断面的实测及模拟淤积分布结果对比，由图可见考虑浮泥运动特性后，断面上的泥沙淤积分
布似更符合实际情况。其中，图８（ａ）所示考虑浮泥运动特性后深槽淤积厚度大于实测结果，可能是由于网
格概化后地形被坦化，使得邻近的浮泥进入本断面造成的，而在实际中这些浮泥应无法进入本断面。

图８　 典型断面淤积形态的实测与计算结果对比
Ｆｉｇ ８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ｔ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在三峡水库１３５ ～ １３９ ｍ运行期间，考虑浮泥运动特性后坝前河段深泓纵剖面冲淤变化如图９所示。由
图可见，坝前河段深槽出现了显著的泥沙淤积物汇聚。２００６年坝前深泓地形资料显示，坝前深槽淤积面高

图９　 深泓线冲淤变化的实测与计算结果对比
Ｆｉｇ ９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ｌｗｅｇ

程分段明显，靠近大坝附近约４ ｋｍ深槽高程
为４６ ｍ左右，距坝６ ～ １１ ８ ｋｍ段深槽高程则
为２４ ｍ左右。按照上述解释，这一现象的起
因是该期间的坝前淤积物具有明显的浮泥
特性。

需要指出的是，在模拟过程中，由于地
形是由网格节点来代表的，而网格间距往往
长达数十米（甚至百余米），因此数值模型的
初始地形与实际地形存在一定的差异，尤其是
尖锐的深槽（或凸起）位置，多被坦化了。因
此，此类部位处的冲淤结果与实际情况不完
全一致。尽管如此，考虑浮泥特性后的整体模拟结果在总体冲淤趋势上已经与实测结果表现出了很好的一
致性。

３　 结　 　 论
采用全三维悬沙数值模型，对三峡水库蓄水运用初期（２００３年３月～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近坝区的水沙运动进

行了模拟。模型可较好地模拟出坝区典型的三维水沙运动，流速、含沙量的模拟值与实测值吻合较好。以此
为基础，模拟分析了近坝区的泥沙冲淤过程，未考虑坝前淤积物的浮泥特性时泥沙沿程淤积分布与实测值吻

３４５　 第４期 假冬冬，等：三峡水库蓄水初期近坝区淤积形态成因初步分析



合较好，但断面分布上与实测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当考虑了坝前淤积物的浮泥特性（在自身重力作用下向深
槽底部运动）后，计算得到的淤积物沿断面分布、坝前深泓线纵剖面变化过程与实测结果均符合较好。

分析结果表明，坝前淤积形态的成因既与坝前水流流态的三维特性有关，又与水库蓄水初期坝前淤积物
颗粒特性有关。坝前淤积总量较大主要是宽谷河段水流特性造成的；而基底深槽处淤积物厚度较大、淤积面
呈水平状的原因则主要是浮泥状淤积物在重力作用下向河底运动、沿深泓线在基底深槽中聚集而形成的。三
峡开始蓄水后，初期沉积在近坝区的悬移质颗粒偏细（粒径一般在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８ ｍｍ之间）、粗颗粒较少，
所形成的河底淤积物初始干容重较低，导致了浮泥特性的出现。浮泥在重力作用下在基底深槽中聚集。此时
淤积物向低处的运动主要源于自身重力、而非受水流剪切应力影响，因此其淤积形态与一般的动水沉积形态
不同，反而类似于静水沉积形态，形成了大水深水库蓄水初始阶段特有的坝前淤积形态。

然而三峡水库泥沙淤积问题非常复杂，将来还需进一步加强对库区泥沙淤积分布、特性（粒径、干容重
等）以及水沙运动特征（水沙过程、异重流等）的监测与分析，从而为枢纽运用方式的优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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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水科学进展》
《水科学进展》是以水为论述主题的学术期刊，主要反映国内外在暴雨、洪水、干旱、水资源、水环境等领域中的科学技

术的最新成果、重要进展、当代水平和发展趋势，报道关于水圈研究的新事实、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交流新的科研成
果、技术经验和科技动态。她涉及与水有关的所有学科，包括水文科学、大气科学、海洋科学、地质科学、地理科学、环境
科学、水利科学和水力学、冰川学、水生态学以及法学、经济学和管理科学中与水有关的内容。本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同时被Ｅｉ和ＣＡ等国际权威文献检索系统收录，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连续获“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称号。

《水科学进展》为双月刊，大１６开本，每期１３６个版面，逢单月３０日出版，每期定价３０． ００元，全年定价１８０． ００元。国际
标准连续出版物号：ＩＳＳＮ １００１６７９１，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ＣＮ ３２１３０９ ／ Ｐ，国内发行代号：２８１４６，欢迎广大读者向当地邮
局（所）办理订阅手续。

《水科学进展》编辑部

５４５　 第４期 假冬冬，等：三峡水库蓄水初期近坝区淤积形态成因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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