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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滑型崩岸河岸侧蚀模式初探
假冬冬，张幸农，应　 强，陈长英，张思和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２９）

摘要：流滑型崩岸是冲积河流河岸常见的一种崩塌形式，其发展速度快、破坏力强；该类崩岸主要取决于水流的直
接冲刷，河岸崩退过程中水面与岸顶高差较小。依据此类崩岸的特征，基于水流冲刷分析，在基础层面上初步探讨
并建立了流滑型崩岸的河岸侧蚀模式。结合水槽试验与土工离心模拟试验，对该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初步率定了
模式中的河岸侧蚀系数，计算值与实测值吻合较好。该模式参数少、应用方便，可为流滑型崩岸中河岸侧蚀的估算
及河道横向变形数值模拟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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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积河流自然演变过程包括河床沿垂向的冲淤变化以及河道的横向变形。河岸崩塌是河道横向变形的重
要表现形式，不同类型的崩岸具有不同机理及模式，其中坍塌型崩岸和流滑型崩岸是长江中下游河岸常见的
两种崩塌形式。冲积作用下的河岸崩塌主要由水流冲刷以及上部土体失稳两过程所构成。坍塌型崩岸是水流
冲刷坡脚形成高大陡坡后出现的土体失稳倒塌，其水面距岸顶具有一定高度。流滑型崩岸则是冲刷过程中出
现的土体崩落，而崩落土体又被水流迅速带走，在长江下游受水流直接顶冲的部位时有发生，如南京龙潭河
段仁本圩和江都河段嘶马河口窝崩，以及１９９６年１月３日镇江河段人民滩发生的崩岸，都属此类崩岸［１］，
其崩塌过程水面与岸顶的高差相对较小，河岸崩退主要取决于水流的直接冲刷，且发展速度快，破坏力强。
目前对坍塌型崩岸机理已开展一定研究，建立了不同岸体失稳的判别模式［２６］，并应用于河道摆动数值模型
计算中［６１０］，但对于受水流直接冲刷而产生的流滑型崩岸模式的研究则甚少。为此，本文采用水槽试验、土
工离心模拟试验及理论分析相结合对流滑型崩岸进行研究，在基础层面上初步探讨并建立河岸侧蚀冲刷的模
式，可为河岸崩退的模拟及预测提供参考依据。

１　 流滑型崩岸侧蚀模式分析
流滑型崩岸主要出现在中水期、洪水期近岸流速较大的岸段，以长江下游水深流急的岸段居多，崩塌过

程中水面与岸顶的高差较小，河岸的崩退过程与水流的直接冲刷密切相关。因此，可认为流滑型崩岸为河岸
受水流直接冲蚀而造成的后退过程。本节将基于水流冲刷分析，在基础层面上初步探讨其侧蚀模式。

河岸空隙率为ε的单位面积上（单层）泥沙颗粒总重为
ｍ ＝ ｎ π

６
ｄ３ ρ ｓ ＝ η

１ － ε
π
４
ｄ２
π
６
ｄ３ ρ 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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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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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ｎ为单位面积上（单层）泥沙颗粒总数；ｄ为泥沙粒径；ρ ｓ 为泥沙密度；ε为孔隙率；ρｂ 为河岸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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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颗粒为非正规球体，公式中引入泥沙颗粒形状系数η。
结合泥沙受力分析，一方面为引发泥沙起动的水流作用力，另一方面则是阻止泥沙起动的综合阻力，可

由起动流速表示。两者相结合，并以单位面积的泥沙颗粒为考虑对象，则综合作用力表示为
Ｆ ＝ τ ｆ － τ ｃ ＝ ζρ（ｕ２ － ｕ２ｃ） （２）

式中　 τ ｆ为单位面积上水流作用力；τ ｃ 为单位面积上泥沙颗粒起动所需的作用力；ρ为水流密度；ｕ为近岸
处水流流速；ｕ ｃ 为泥沙起动流速；ζ为作用力系数。

假定泥沙起动时刻为匀加速运动，水流作用下单位面积（单层）泥沙颗粒运动ｋ倍粒径（ｋｄ）所需时间为
Δｔ，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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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Δｔ ＝
４ｋηρｂｄ

２

３ζρ（ｕ２ － ｕ２ｃ槡 ）。
冲刷厚度为单层泥沙厚度ｄ，则受水流冲刷产生的垂直于河岸（图１所示）的后退速率为

ω ｆ ＝
ΔＢ ｆ
Δｔ
＝ ｄ
Δｔ
＝

３ζρ（ｕ２ － ｕ２ｃ）
４ｋηρ槡 ｂ

＝ λ
γ（ｕ２ － ｕ２ｃ）

γ槡ｂ

（４）

图１　 河岸断面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ａ ｒｉｖｅｒｂａｎｋ ｐｒｏｆｉｌｅ

式中　 ΔＢ ｆ为水流作用下垂直于河岸的冲刷距离；λ河
岸侧蚀系数，与岸体性质有关，由实测值确定；γｂ 为河
岸泥沙组合的容重，与岸体的密实度有关。

当上游来沙时，需考虑泥沙落淤沉降过程，依据泥
沙的落淤通量则垂直于岸体的落淤强度表示为

ωＤ ＝
Δｚ
Δｔ
＝
ω ｓ ｓｂΔｔ
Δｔρｂ

ｃｏｓ β ＝
ω ｓ ｓｂ
ρｂ
ｃｏｓ β （５）

式中　 Δｚ为泥沙落淤量；ω ｓ 为泥沙沉降速度；ｓｂ 为岸
坡附近泥沙浓度；β为冲刷形成岸坡的坡度（图１）。

考虑水、沙共同影响时，垂直于岸体的河岸侵蚀后
退速率为

ω ｆ － ωＤ ＝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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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ｓ ｓｂ
ρｂ
ｃｏｓ β （６）

根据几何关系，岸体在水平方向上的实际侵蚀后退速率表示为
ω ｂ ＝ λ

γ（ｕ２ － ｕ２ｃ）
γ槡ｂ

－
ω ｓ ｓｂ
ρｂ
ｃｏｓ( )β ｓｉｎ β （７）

对于流滑型崩岸来说，水面与岸顶高差较小，假定水面以上土体崩塌后堆积于坡脚处，仍按上述过程产
生侧蚀，则水深为ｈ、河岸高度为Ｈ的岸坡（图１）侵蚀后退速率为

ω ｂ ＝
ｈ
Ｈ λ

γ（ｕ２ － ｕ２ｃ）
γ槡ｂ

－
ω ｓ ｓｂ
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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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８）即为河岸侧蚀冲刷的初步计算模式，冲刷后退时取值为正、淤进时为负。可见，河岸的侧蚀速率
主要与河岸的密度ρｂ、河岸侧蚀系数λ（与岸体性质有关）、临界起动流速ｕ ｃ、水流流速ｕ、来沙量ｓｂ、岸坡相
对尺寸ｈ ／ Ｈ等参数有关。

上游无来沙、清水冲刷时，ｓｂ ＝ ０，则式（８）可简化为

ω ｂ ＝
ｈ
Ｈ λ

γ（ｕ２ － ｕ２ｃ）
γ槡ｂ

ｓｉｎ β （９）

４１８ 水科学进展 第２２卷



２　 试验研究
流滑型崩岸的发展速度通常很快，天然河流中其发展过程的资料极其缺乏。为此，本文采用水槽试验和

土工离心模拟试验的方法对流滑型崩岸的发展过程进行模拟，采用试验数据对河岸侧蚀模式进行定量分析。
离心模拟试验中，将依据土力学相似理论，通过离心加速达到放大河岸尺寸的目的，使之与天然河岸的尺寸
接近。

从长江下游南京河段三江口崩岸处采集天然土体作为试验沙。采样分两类：一部分是河岸下部的粉细
沙，中值粒径约为０ ２０ ｍｍ，均匀系数１ ２０，其抗冲性较弱；另一部分为河岸上部的粘土，中值粒径约为
０ ０１ ｍｍ，均匀系数１ ２８，其抗冲性较粉细沙强。
２ １　 水槽试验

本项试验是一种概化的模拟试验［１１］，采用了长江崩岸段原体沙，制作过程中将其密实，模型进口施放
水流，模拟坡前水流冲刷。模型布置成弯曲明渠水道，长度１０ ｍ、高１ ２ ｍ、坡比１∶ ２。在弯道水流顶冲处
的上、下段进行护岸处理，使水流冲刷未进行保护的河岸。试验过程中对近岸处水流流速及河岸的侧蚀后退
距离进行了量测。
２ ２　 土工离心模拟试验

河岸侧蚀崩塌的土工离心模拟试验在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的４００倍重力加速度大型离心试验机中进行。
依据土力学相似理论，通过离心加速达到放大河岸尺寸的目的，使之与天然河岸高度接近。离心机的试验箱
长１２０ ｃｍ、宽４０ ｃｍ、高１００ ｃｍ，并配备了加水系统以及高清摄像系统，试验中模拟了水流冲刷以及岸坡的
崩退过程。

试验步骤如下：
（１）在离心机试验箱内制作边坡为１∶ ２、河岸最大高度为１５ ｃｍ、长度为８０ ｃｍ的河岸；制作过程进行

密实处理。
（２）将试验箱放置到离心机内，通过离心机的旋转，施加５０倍重力加速度的离心加速度，达到放大岸

坡尺寸５０倍的目的，然后打开水阀，清水冲刷坡脚，从而产生侧蚀崩岸。
（３）试验中通过高清摄像设备记录河岸的侧蚀后退过程，之后通过图像处理提取相关数据，包括：坡

脚处水流要素、河岸坡脚处的侧蚀速率等。

３　 结果与讨论
将水槽试验及土工离心试验的结果进行处理，并对式（９）中的河岸侧蚀系数λ进行了初步率定。试验结

果见表１，为方便起见，起动流速以坡脚处泥沙起动流速表示，采用张瑞瑾公式计算，两种沙样组合时，则按
比例进行综合；河岸高度为发生河岸侧蚀部分的实际河岸平均高度，若将离心试验中河岸高度按加速比尺
（５０倍）换算可达１ ５ ｍ，与天然河岸尺寸较接近。试验观测表明，崩落的土体被水流迅速带走，冲刷形成的岸
坡几乎为直立的，计算时取β ＝ ９０°。

从表中河岸侧蚀速率来看，随着水流冲刷力的增强、河岸抗冲性的减弱（粘土含量减少），河岸的侵蚀速率
增大，式（９）能较好地反映出这一变化规律。应当指出，本文所建立的流滑型崩岸模式（式（８）或式（９））可较
好地反映河岸侧蚀规律，计算值与实测值吻合较好；但相对来说试验中岸体组成较单一，且制作过程中也很
难保持与天然岸体性质一致，而河岸侧蚀系数与岸体的性质（密实度、颗粒大小、植被等）密切相关，因此其
取值还有待进一步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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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试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ａｌ ｔ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ｆｌｕｍ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试验
组次 岸体组成 水流流速

／（ｍ·ｓ － １）
起动流速
／（ｍ·ｓ － １）

岸坡密度
／（ｋｇ·ｍ － ３）

水深
／ ｍ

河岸高度
／ ｍ

河岸侧蚀系数
λ ／ １０ － ３

式（９）计算侧蚀速
率／（ｍｍ·ｓ － １）

实测侧蚀速率
／（ｍｍ·ｓ － １）

离
心
试
验

１ 粉细沙 ０ ４０ ０ １８ １ ５００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１ ２０ ０ ３５ ０ ５２
２ 粘土占２０％ ０ ２８ ０ ２５ １ ４５０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１ ２０ ０ １３ ０ １３
３ 粘土占２０％ ０ ５０ ０ ２５ １ ４５０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１ ２０ ０ ４３ ０ ４０

水１ 粉细沙 ０ ３３ ０ ２３ １ ５００ ０ １５ ０ １７ １ ２０ ０ ２０ ０ １７

槽２ 粘土占２０％ ０ ３３ ０ ３０ １ ４５０ ０ １５ ０ １７ １ ２０ ０ １２ ０ １１

试３ 粘土占１５％ ０ ３３ ０ ２９ １ ４５０ ０ １５ ０ １７ １ ２０ ０ １４ ０ １３

验４ 粘土占１０％ ０ ３３ ０ ２７ １ ４５０ ０ １５ ０ １７ １ ２０ ０ １７ ０ １４
５ 粘土占５％ ０ ３３ ０ ２５ １ ４５０ ０ １５ ０ １７ １ ２０ ０ １９ ０ １５

以长江下游南京河段三江口崩岸为例，采用式（９）估算河岸侧蚀后退的距离。崩岸处位于南京龙潭港二
期工程下游，三江河口上游侧，该处河岸抗冲能力相对较弱，按粘土占２０％进行考虑。计算中水流流速为
１ ０ ｍ ／ ｓ，按式（９）估算河岸一天侧蚀后退的距离约为７５ ｍ；三江口崩岸中３４０ ｍ长的岸线在一天时间内崩退
距离为１０ ～ ２３０ ｍ。可见，本文流滑型崩岸模式可较合理地估算崩岸段岸线的崩退速率。

此外，该模式也可应用于河道横向变形的数值模拟中。如二元结构河岸坍塌模拟时，计算下层非粘性土
层的侧蚀距离，此时冲刷形成的岸坡坡度通常接近于其水下休止角；当上部粘性土体坍塌后便对非粘性河床
起到掩护作用，此时下部河岸的抗冲性显著加强［６］，河岸侧蚀速率减小。

４　 结　 　 论
依据流滑型崩岸特征，基于水流冲刷分析，结合水槽试验与土工离心模拟试验，在基础层面上对流滑型

崩岸中河岸侧蚀模式进行了初步探讨。河岸侧蚀后退速率主要取决于水流冲刷力、岸体性质（密度、泥沙粒
径、植被等）以及上游来沙量等。本文所建模式（式（９）或式（８））可较好地反映河岸侧蚀后退的规律，同时具
有形式简单、参数少、易于应用的特点，可为流滑型崩岸中河岸崩退的估算以及河道横向变形的数值模拟提
供参考依据。由于问题复杂、影响因素多，且涉及水、土等多方面的理论，流滑型崩岸的模式还需进一步分
析与研究，包括河岸侧蚀系数的取值问题、岸坡上剪切力和起动流速的变化及取值问题、天然流滑型崩岸过
程的观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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