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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索三峡坝下游淤沙型浅滩冲淤特性突变的成因， 结合芦家河河段较为系统的水沙输移和河床冲淤观测

资料， 从来水来沙变化、 河势调整等多种角度， 分析了多因素变化条件下的浅滩演变机理。 结果显示： 水库下游

悬沙来量大幅减少导致分汊河道冲刷变形， 促使洪水流路过流能力增强、 浅滩冲淤转换的临界流量减小； 三峡水

库进入 １７５ ｍ 运行期后， 来流退水过程加快， 泥沙输移更集中于汛期。 以上变化更利于汛期浅滩淤积， 不利于汛后

浅滩冲刷， 各种因素迭加作用下， 导致浅滩条件在 ２００８ 年前后发生阶段性变化。 未来冲刷过程中， 研究河段的浅

滩淤积现象仍可能出现， 类似问题在长江中下游其他的主流年内交替型汊道浅滩也同样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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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沙型浅滩是制约长江中下游黄金水道通过能力的主要障碍。 尽管三峡坝下游的河床调整在近 ２０ 多年

来已成为工程泥沙界持续研究和跟踪观测的热点问题［１］， 但对浅滩演变趋势的认识仍十分有限。 由于浅滩

作为河道中的局部成型堆积体， 其对来水来沙过程及局部河势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变化均非常敏感， 受制于多

种因素迭加影响下的复杂性， 浅滩演变趋势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于蓄水前的经验， 由此难免导致对蓄

水后的预测偏离实际情况［２］。
人类活动干扰下的河流冲积过程经常呈现一种阶段式的变化过程， 已有研究结合国内外水库下游观测资

料发现， 流域来流变化、 水库调节方式改变、 河道再造床过程中的时空演替作用， 都可能是导致特定河段演

变现象发生突变的原因［３］， 但这些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断面河相关系、 河床比降、 床沙组成等较为宏观的因

素， 针对浅滩演变的分析甚少［４⁃５］。 关于三峡下游碍航浅滩的变化趋势， 以往研究普遍认为在蓄水后沙量严

重次饱和的情况下， 浅滩淤积将失去沙源， 汛后至枯期浅滩碍航的局面将大大缓解或不复存在［２］。 然而，
从三峡下游近坝段芦家河等典型浅滩的实际现象来看， 浅滩淤积碍航问题在蓄水初期的确一度消失， 但

２００８ 年后又重新出现并持续存在。 这说明， 在径流过程被调节、 沙量被拦截、 河道内滩槽格局面临冲刷调

整等多种变化因素的作用下， 淤沙浅滩冲淤规律也呈现了一种阶段式的变化过程。 需要明确的问题是， 该过

程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它们之间存在何种作用机理， 面临着怎样的发展趋势， 这种变化对于同类浅滩演变

预测是否具有启示意义。
本文以三峡下游近坝段内的芦家河浅滩为例， 结合三峡水库蓄水前后较为系统的观测资料， 分析三峡水

库蓄水前后浅滩演变规律的差异及其成因。 考虑到水库下游的河床冲刷现象存在自上而下的推进现象， 因而

研究也少量涉及了芦家河上游河段。

１　 研究河段背景情况

枝城—昌门溪河段上距宜昌 ６０ ｋｍ， 处于三峡与葛洲坝水库下游的沙卵石河段末端， 由上下相连的两个

反向弯曲分汊河段组成， 上段为关洲水道， 下段为芦家河水道， 二者之间由陈二口束窄段连接， 陈二口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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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岸有松滋口分流（图 １）。

图 １　 枝城至昌门溪河势（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Ｆｉｇ １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Ｚｈｉｃｈｅｎｇ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ｍｅｎｘｉ

枝城至昌门溪河段内， 三峡水库前水沙输移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两汊水沙分配随来流涨落而变化， 其中

关洲水道洪水期主流通过左汊下泄， 中、 枯水主流从右汊下泄； 芦家河水道洪水期主流主要通过右汊石泓下

泄， 枯水期左汊沙泓则为主汊。 三峡水库蓄水前， 本河段河道平面形态和洲滩格局历年少变， 河势相对稳

定。 河床年内冲淤呈周期性变化， 年际间冲淤维持相对平衡状态［６］。

２　 三峡建库前河床冲淤特点与浅滩演变机理

本河段内淤沙浅滩位于芦家河沙泓进口至毛家场一带， 从三峡建库前多年情况来看， 影响浅滩冲淤的因

素包括水沙过程和河势条件， 曾受到葛洲坝建库、 荆江裁弯等事件影响。
２ １　 来水来沙条件

图 ２　 宜昌站年径流量和含沙量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２ Ａｎｎｕａｌ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Ｙｉｃｈａ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本河段来水来沙主要源自宜昌以上。 三峡水库蓄水

之前， 宜昌站水沙过程曾受到径流式电站葛洲坝枢纽建

库影响。 统计宜昌站悬移质、 沙质推移质和卵石推移质

等不同类别来沙变化情况可见， １９８０ 年葛洲坝水库蓄水

并未对悬移质沙量产生明显影响（图 ２）， 宜昌站悬沙来量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才随着上游来沙减少而有所减少； 从

推移 质 年 均 输 沙 量 来 看， 卵 石 推 移 质 由 蓄 水 前 的

７５ ８ 万 ｔ ／ ａ衰减为 １９９２—１９９６ 年的 １ ７８ 万 ｔ ／ ａ， 且粒径

明显粗化， 沙质推移质基本未粗化， 但输移量显著

减小［７］。
对于悬移质输沙而言， 长江中下游的水沙输移基本

同步， 考察 １９９０ 年以来枝城水文站悬移质泥沙输移特征

可见， 来沙量集中在汛期的特点非常明显。 如图 ３、 图 ４
所示， １９９２—２００２ 年枝城站 ２０ ０００ｍ３ ／ ｓ 以下流量出现天数占该时段总天数的 ７６ ８％， 但 ２０ ０００ｍ３ ／ ｓ 以下流

量输送沙量仅占总量的 ２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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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枝城站不同流量级出现天数比例

Ｆｉｇ ３ Ｆｌｏｗ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ｓ
ａｔ Ｚｈｉｃｈｅ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图 ４　 枝城站各流量级累积输沙比例

Ｆｉｇ ４ Ｔｏｔ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ｌｏａ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ｉｎｇ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ｓ ａｔ Ｚｈｉｃｈｅ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２ ２　 河床冲淤特点

三峡水库蓄水前， 上游来水来沙条件变化及下游荆江裁弯引起的水位下降均曾导致枝城至昌门溪河段内冲

刷。 据以往研究［８］， １９７２ 年前发生的荆江裁弯溯源传递至本河段后引起的冲刷和水位下降主要发生于 １９８５ 年

前， 之后河段内沙质覆盖层下普遍形成卵石抗冲层。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 虽然推移质来量减少的现象仍存在，
但河段内除了洲滩表层卵石出露部位仍有缓慢粗化之外， 河床总体呈现一种年际间冲淤交替的状态， 河势较为

稳定。 说明经历了 １９８５ 年前的溯源冲刷之后， 上游推移质来量减少已很难引起河势剧烈调整， 大幅度冲淤变形

将主要由悬移质所造成。 葛洲坝水库 １９８７ 年建成后悬移质来量仍较大， 因此河段并无明显冲刷。
本河段两汊道年内变形均为左右汊交替的往复性冲淤。 对于关洲水道， 汛期主流取直走左汊， 该侧冲

刷， 汛后水流归于右汊， 左汊回淤， 已有研究表明［６］ 左右汊地位交替的临界流量约为 ２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由于汛

后能够充分回淤， 关洲左汊滩面至左岸边滩河床组成甚细， 左汊断面也极为宽浅。 对于芦家河水道而言， 汛

期主流取直走右侧石泓及滩面， 左侧沙泓因处于缓流区而大量淤积， 淤积高程可达碛坝顶部齐平的 ３４～３６ ｍ
（图 ５）。 汛后至枯期， 主流从碛坝滩面上缓慢左摆归于沙泓， 才使汛期淤积物冲刷并输往下游， 沙泓内河床

高程变幅可达 １０ ｍ 以上。 芦家河水道内枯期河床组成勘测资料显示［８］， 沙泓进口鸳鸯港—毛家场一带最细，
石泓周围最粗， 滩面等其他区域沙质覆盖层 Ｄ５０为 ０ １４～０ ２６ ｍｍ， 粒径为 ０ １～０ ５ ｍｍ 者约占 ９０％。 这些事

实表明， 年内的悬移质来沙过程， 尤其是汛期及汛后的来沙量， 不仅决定芦家河沙泓淤积量， 还影响着关洲

左汊、 芦家河碛坝滩面的稳定性。

图 ５　 ２００１ 年年内不同时期芦家河水道内地形变化

Ｆｉｇ ５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ｕｊｉａｈｅ ｒｅａｃｈ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ｎｔｈ ｉｎ ２００１



　 第 ３ 期 孙昭华， 等： 多因素变化对三峡近坝段浅滩演变的迭加影响效应 ３６９　　

２ ３　 浅滩演变机理

芦家河水道进口陈二口深槽位于河道右侧， 而出口昌门溪深槽偏于河道左侧（图 １）， 位于中间放宽段的

碛坝较为低矮， ８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的流量即可漫过。 多年观测资料显示， 主流从上深槽向下深槽的过渡可能

通过多个位置： 大流量下， 主流从上深槽沿石泓直指下深槽， 此时沙泓一侧形成缓流回流区； 中等流量下，
主流从石泓一侧漫过碛坝中部滩面指向沙泓； 枯水流量下， 主流从碛坝头部进入沙泓并过渡到昌门溪以下深

槽。 与水动力特点相应： 汛期来临时， 沙泓进口最先淤积， 淤积范围随流量上涨和缓流区增大而逐渐下移；
汛后退水时， 淤积物的冲刷却自下而上， 沙泓进口最晚冲刷， 该特点从图 ５ 中可得到反映。 此外， 在沙泓进

口的河床组成取样（１９９３ 年测值）也显示［８］， 该位置床沙 Ｄ５０细至 ０ ０１４～０ ０４７ ｍｍ， 是全河段床沙最细区域，
这种淤泥质显然是回流淤积形成。

由以上的浅滩冲淤机理可见， 在特定水沙过程作用下， 影响芦家河浅滩冲淤的关键因素是冲淤转换的临

界流量， 即汛期水流开始取直、 沙泓进口出现缓流回流区的临界流量， 或者汛后水流开始坐弯、 沙泓内出现

冲刷的临界流量。 陈立等［９］利用河床变形实测资料分析得到冲淤转换的临界流量为 ２０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 ｍ３ ／ ｓ， 并

以 ３０ 余年的长系列统计资料证实， 一旦水文年内 ２５ ０００ ｍ３ ／ ｓ 退落至 １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碛坝接近出露， 水流归槽

的流量）的历时过短， 则汛期淤积物难以冲刷， 该年易出浅碍航。

３　 三峡建库后的河床冲淤变化与浅滩演变机理

三峡建库后的近坝段河床冲刷是建库前冲刷的延续， 该过程中松滋口的分流关系相比于蓄水前未发生显

著调整［７］， 但由于三峡水库明显削减了下泄悬移质沙量， 并且改变了某些流量级的持续时间， 因而河床调

整方式与葛洲坝建库后有所不同。 与三峡建库前类似， 建库后的浅滩演变不仅受到来水来沙过程直接作用，
还受到所在河段的河势调整影响。
３ １　 三峡建库后的水沙条件变化

三峡水库在 ２００７ 年前处于 １３５ ｍ 或 １５６ ｍ 蓄水阶段， ２００８ 年后进入 １７５ ｍ 试验性蓄水期， 汛后起蓄时

间也提前为 ９ 月中上旬。 从图 ３ 可见， 水库蓄水后， 大洪水流量出现几率减少、 中水流量出现几率增多以及

枯水流量增大的特点非常明显，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枝城站 ２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以下流量出现几率分别为

８２ ５％和 ８１ ９％， 明显大于蓄水前的 ７６ ８％。 由图 ６ 中多年平均日均流量过程线的比较可见， ２００８ 年后宜

昌 ９～１０ 月份流量显著减小， 退水明显加快。 以流量由 ２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退至 １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的天数作为衡量指标，
则三峡水库蓄水前（１９９０—２００２ 年）宜昌站退水期平均为 ４６ ｄ ／ ａ，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为 ４０ ｄ ／ ａ；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为

３１ ｄ ／ ａ， 若将退水期较长的 ２０１２ 年排除， 则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平均仅为 ２３ ｄ ／ ａ。
三峡建库后， 枝城站来沙量一部分源于水库下泄， 一部分源于坝下河床补充， 由于水库仅在汛期维持低

水位运行， 而坝下冲刷补给沙量也集中于汛期， 因而枝城站来沙量集中于汛期的特点较蓄水前更为明显，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枝城站 ２０ ０００ｍ３ ／ ｓ 以下流量输送沙量仅占总量的 １２ ８％（图 ４）。

从坝下河床对造床质泥沙的补给能力来看（图 ７）， 宜昌站悬移质中 Ｄ＞０ １２５ｍｍ 部分在 ２００６ 年后已减至 ３％以

下， ２００８ 年后减至 ２％以下； 枝城站悬移质中的粗沙比例虽较宜昌有所增大， 但随着区间河床冲刷粗化， 两站之间

差异在 ２００８ 年后已明显缩小。 类似的变化过程还表现在枝城站沙质推移质来量， 至 ２０１１ 年已衰减至不足 ５０ 万 ｔ。
这些变化表明， 枝城以上区间在 ２００８ 年前尚有一定床沙补给能力， 但在 ２００８ 年后可冲沙量已越来越少。
３ ２　 三峡建库后的河床冲淤与河势调整

水库下游河床冲淤存在自上而下的推移过程， 由图 ８ 可见， 近坝的宜昌河段（长度 １９ ４ ｋｍ）２００４ 年后即

趋近冲刷完成， 枝城至昌门溪河段约在 ２００７ 年后也进入冲刷期。
从枝城至昌门溪河段冲淤分布来看， 冲刷主要集中于洪水流路， 关洲水道体现为左汊冲刷和左岸边滩蚀

退， 芦家河水道体现为石泓进出口一定幅度冲刷和碛坝表层的一些串沟发展。 图 ９ 中给出了关洲 ２＃断面的

形态调整过程， 可见在 ２００８ 年后断面变形加速发展。 表 １ 中给出了芦家河水道不同时期的 ４＃断面分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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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其左汊分流比显著减小， 碛坝表层不时出现分流窜沟（表 １ 中的 “４＃中” 流路）。 以上现象说明， 关洲、
芦家河水道冲刷以汛期流路上的支汊发展、 边滩萎缩、 江心洲滩表层串沟发展等侧蚀方式为主。 之所以出现

以上现象， 一方面与汛期水动力强劲有关， 另一方面显然也与这些位置存在可冲沙质有关。 实际上， 芦家河

碛坝在天然情况下年际之间形态差异就较大， 有的年份为心滩群， 有的年份为一体滩［６］。 三峡建库后悬移

质沙量剧减， 趋势性冲刷难以避免。

图 ６　 不同时期宜昌站汛后退水过程线

Ｆｉｇ ６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ｐｒｅ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
ａｔ Ｙｉｃｈａ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图 ７　 水库蓄水后坝下历年粗沙输移量

Ｆｉｇ ７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ｌｏａｄ ｏｆ ｂ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ｕｎｄ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Ｄａｍ ｉｎ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ｒｅａｃｈ

图 ８　 枝城—昌门溪河段内历年冲淤量

Ｆｉｇ ８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ｖｏｌｕｍｅ ｆｒｏｍ Ｚｈｉｃｈｅｎｇ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ｍｅｎｘｉ ｒｅａｃｈ

　

图 ９　 关洲 ２＃断面形态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２＃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表 １　 芦家河水道近期实测分流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ｆｌｏｗ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ｉｎ Ｌｕｊｉａｈｅ ｒｅａｃｈ

测量日期
分流量 ／ （ｍ３·ｓ－１） 分流比 ／ ％

４＃左 ４＃中 ４＃右 ４＃左
总流量 ／ （ｍ３·ｓ－１）

２００３⁃０３⁃１０ ２ ９６０ １ １６０ ７１ ８９ ４ １２０

２００４⁃０２⁃１９ ２ ８５０ １ ５２０ ６５ １７ ４ ３８０

２００５⁃０３⁃２０ ３ ５６０ ２ ４７０ ５９ ０６ ６ ０３０

２００８⁃０３⁃０２ ２ ７００ １１０ １ ７１０ ５９ ８２ ４ ５２０

２０１０⁃１２⁃２１ ３ ３１０ ２ ７１０ ５５ ０２ ６ ０２０

２０１２⁃１１⁃２２ ３ ０７０ １６９ ２ ７４０ ５１ ３６ ５ ９７０

在河段整体呈现趋势性冲刷的同时， 芦家河沙泓进口附近的年内冲淤规律依然得到了保持。 由图 １０ 可

见， 汛期沙泓进口的鸳鸯港边滩与碛坝头部之间在汛期几乎连为一片， 相比蓄水前的沙泓淤积， 其差异主要

体现为淤积范围有所缩小、 位置有所上提。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施测的河床组成取样， 河段内床沙已全面粗

化， 芦家河进口鸳鸯港边滩附近仍是河段内床沙最细的部位， Ｄ５０为 ０ １４～０ ２５ ｍｍ， 河段内其他能取到沙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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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沙的测点， 其 Ｄ５０为 ０ ２４～０ ３０ ｍｍ。
３ ３　 蓄水后浅滩条件变化机理

鸳鸯港边滩形态是影响汛后芦家河沙泓进口浅滩条件的主要因素。 由近年来枯期地形可见， ２００８ 年前

鸳鸯港附近边滩枯期甚不明显， 但 ２００８ 年后边滩范围突然增大， 其顶部高程可达碛坝高程齐平的 ３４ ～ ３６ ｍ
（图 １０）， 这种现象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持续存在， 直至 ２０１２ 年底才有所缓解。 浅滩条件呈现阶段性变化的成

因， 需从来水来沙条件与河势调整等方面综合分析。
从来水来沙过程的变化而言， 来沙量更集中于汛期、 退水过程加快显然更利于汛期淤积， 而不利于汛后

冲刷。 比较鸳鸯港边滩附近床沙级配（取样间位置见图 １）与枝城站悬移质、 沙质推移质级配如图 １１ 所示，
可见该位置淤积是由悬沙和底沙输移共同造成， 其 ０ １４ ～ ０ ２５ ｍｍ 的 Ｄ５０较蓄水前的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４７ ｍｍ 增大

甚多。 考虑到粗颗粒对水流强度的敏感性更强， 难起动而易落淤， 因而图 １０ 中淤积部位较蓄水前更靠上游

（即汛期沙泓进口缓流区头部）。 此外， 根据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年间几个枯期测次地形统计鸳鸯港边滩 ３２ ｍ 以上滩

面面积与上年退水时段长度（流量由 ２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退至 １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经历天数）的关系（图 １２）， 可见二者之间

呈现明显的负相关性， 退水时间越短， 枯期边滩面积越大。 从以上事实容易推断， 蓄水后虽然来沙量大幅度

减小， 但其中的粗颗粒主要在汛期输移、 极易落淤，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各年汛后退水加快， 从而导致了鸳鸯港

附近边滩急速淤长， ２０１２ 年汛后退水期较长， 才使得边滩规模冲刷减小。

图 １０　 ２０１２ 年年内不同时期芦家河水道内地形变化

Ｆｉｇ １０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ｕｊｉａｈｅ ｒｅａｃｈ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ｎｔｈ ｉｎ ２０１２

图 １１　 取样点床沙级配与来沙级配比较

Ｆｉｇ １１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ｃｏｍｐａｒｓ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ｉｎｇ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ｌｏａｄ

　

图 １２　 各年退水时段长度与边滩面积之间关系

Ｆｉｇ １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ｎｄｂａｒ

从分汊河道的河势调整而言， 汛期流路冲刷显然不利于枯水一侧汛后水流归槽。 ２０１０ 年观测资料显示

（图 １３）， 芦家河 ４＃断面沙泓一侧流速超过石泓一侧的冲淤转换临界流量已由蓄水前的 ２５ ０００ ｍ３ ／ ｓ 减至

２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附近， 一方面是由石泓和碛坝表面冲刷造成右侧过流能力增强所致， 另一方面显然也与上游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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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不同流量下 ４＃断面流速分布

Ｆｉｇ １３ Ｆｌｏ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ｔ ４＃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ｓ

汊道左汊冲刷有关。 ２０１０ 年后， 关洲左汊分流比汛后减

至 ５０％以下的临界流量已由蓄水前的 ２０ ０００ｍ３ ／ ｓ 减至

１５ ０００ｍ３ ／ ｓ左右［１０］， 由此使得上游河势更易将水流导向

芦家河石泓。
以上两种变化， 河势调整由水沙过程变化所造成，

但河势一旦变化后， 又对水沙输移产生了反馈作用， 从

而使芦家河沙泓进口的回流缓流区更易形成， 淤积历时

延长； 也使得汛后冲刷历时缩短， 冲刷动力减弱。 以上

诸过程在 ２００８ 年后进入加速变化期， 共同导致了鸳鸯港

边滩大规模淤积。
３ ４　 浅滩演变趋势

芦家河沙泓进口浅滩条件的阶段性变化是来水来沙条件变化与河段内河势调整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浅滩

条件的变化趋势， 显然也应由两方面因素共同决定。
从来流条件而言， 三峡水库自 ２０１０ 年汛后已蓄至 １７５ ｍ 正常蓄水位， 随着长江上游向家坝、 溪洛渡等

梯级大型水库陆续投入运行， 宜昌站汛后退水加快将成为一种常态。 从来沙条件而言， 自 ２００８ 年后宜昌站

来沙量始终维持在 ０ ５ 亿 ｔ 以下， 且粗沙比例维持在 ２％以下， 宜昌至枝城区间可补给沙量渐趋近于 ０， 这意

味着枝城站将长期维持较低输沙量水平。 从河势变化趋势来看， 本河段内可冲沙量主要分布在洪水流路上，
冲刷造成的水动力条件变化将使枯水流路更易淤积、 更难冲刷。

水库下游存在时空演替现象［３］， 枝城以上的一些演变现象未来时期必然将在枝城以下重现。 从图 ８ 可看

到， 近坝的宜昌河段在 ２００４ 年后即近似冲刷完成， 之后河床处于冲淤反复状态， 由此不难推测， 即使芦家

河水道冲刷完成后， 河段内也会随年际水沙条件而出现冲淤反复的现象。 当遇到汛期来沙量偏大、 汛后退水

较快年份， 处于汛期回流、 缓流区的沙泓进口区域， 显然是容易碍航的部位。

４　 结　 　 论

（１） 研究河段的淤沙浅滩受到汛期来沙量、 汛后退水历时以及冲淤转换临界流量等多种因素的迭加影

响， 这些因素在三峡水库蓄水后均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
（２） 三峡水库蓄水后近坝段冲刷是蓄水前冲刷过程的延续， 悬移质来沙减少引起河床变形和河势调整，

洪水流路过流能力增强， 枯水流路汛期易淤积而汛后难冲刷； 三峡水库进入正常运行期之后， 退水过程加

快， 坝下泥沙输移更集中于汛期。 水沙条件变化和河势调整在 ２００８ 年后更趋明显， 从而导致了浅滩条件在

２００８ 年前后发生突变。 随着河床冲刷， 不利的河势调整将继续发展， 遇到来沙量偏多、 汛后退水期较快等

不利年份， 芦家河的淤沙浅滩碍航可能长期存在。
水库下游的河床调整存在时空演替效应， 近坝段的一些现象将来可能在更下游的河段重现。 长江中下游

存在较多的主流年内交替型汊道， 而退水加快、 泥沙来量减少、 粒径粗化以及输沙集中于汛期的现象在坝下

游河段将是普遍现象， 以上认识虽然是在河床组成较为特殊的近坝沙卵石河段内分析得出的， 但对于其他河

段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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