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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冲积性河流造床机理， 基于能量耗散原理分析河床调整与水沙过程（变异特性）间的关系十分必要。 以

黄河游荡型河段为例， 利用实测资料分析和平面二维水沙数值模拟方法， 进行了各种洪水泥沙条件下河流冲淤规律的

探讨。 研究发现平滩面积、 河相系数与径流泥沙特征值间存在的关联性映射出冲积性河流能量关系中的制约机制； 不

同洪水泥沙过程的河床冲刷强度变化具有阶段性， 主槽累积刷槽效应与洪水泥沙过程有密切响应关系； 高效输沙的洪

水过程通过塑造最适宜的河床断面形态， 能实现最佳输沙效率与主槽的最大冲刷。 在不同漫滩洪水条件中， 综合系数

Φ 最大时的洪水过程具有最大累积刷槽效应， 因此对应流量可作为黄河下游漫滩洪水的调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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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下游河段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 受人类活动影响， 来水来沙条件发生非协调性变异， 平滩流量下

过水面积及过流能力减小。 至 ２０ 世纪末， 平滩流量减小接近 ５０％（６ ０００ ｍ３ ／ ｓ 以上减小为 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ｍ３ ／ ｓ）， 直接

影响了河道行洪能力与河流健康。 另外， 由于河槽的淤积抬高， 使得 “二级悬河” 态势日趋严重； 河道平面活动

性增强， 畸形河弯增多， 造成河槽萎缩与恶劣河势。 冲积河流的河床形态是在长期来水来沙与边界条件相互作用

下的产物， 人类活动、 工程干扰等影响因素日趋增强导致的连锁反应， 引起河流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早在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赵业安等［１］就提出必须重视河流上游水电工程运用对下游河道的影响， 开展了

对内蒙古冲积性河段演变规律的研究； 采用实测资料分析方法研究水库蓄水与中游高含沙洪水遭遇对径流泥

沙的影响， 多沙河流下游河道水沙搭配关系对河床冲淤演变有重大影响。 １９９９ 年笔者也从河流熵的角度对

宁蒙河段的河床形态调整进行了探索研究［２］， Ｃｈａｎｇ［３］提出了河流最小功率与河床形态的关联， 许炯心和张

欧阳［４］认为游荡型河段河床调整与水沙组合间存在复杂响应； 胡春宏等［５］ 针对近年黄河水沙变异的状况，
提出了水沙特征值对下游河道横断面形态的影响关系。 在基于河流能量耗散结构特征研究冲积河流水力特性

与形态塑造方面， Ｙａｎｇ［６］进行了开拓性研究， 近年陈绪坚和胡春宏［７］ 从河流最小可用能耗率原理和统计熵

理论探究河床演变均衡稳定模型， 徐国宾和练继建［８］ 则通过理论分析、 河型转化研究， 提出冲积河流在调

整过程中遵循最小熵产生原理或最小能耗率原理， 许炯心［９］ 也对人类活动对黄河河川径流的影响进行了深

入探讨， 并分析了河床调整的连锁反应。 笔者研究认为要认识河床演变与水沙过程的响应关系， 首先应该研

究河道主槽在塑造过程中的能量耗散关系［１０］， 剖析主槽调整与水流动力、 河床阻力以及输沙效率之间的关

系［１１］， 研究水沙过程对主槽塑造的综合作用； 探讨黄河下游水沙变化与河床形态反馈调整之间的关系［１２］，
分析满足高效输沙的水沙调控机制十分重要。 其次应该分析不同组合洪水泥沙过程对河道滩槽的影响以及对

主槽塑造的累积效应； 提出维持黄河下游主槽高效过洪输沙能力的洪水泥沙调控方法， 这是恢复和维持黄河

下游河道健康与基本功能的重要条件［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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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在机理性研究方面， 着重从体现主槽冲刷特性的河道输沙效率与河床横断面调整两方面， 探讨

黄河下游河床活动性与河流能量分配耗散的关系， 分析河床变形调整与响应机理， 深入对该河段河性的认

识； 在应用性研究方面通过平面二维水沙数值模拟研究河槽形态对水沙过程的响应， 提出维持合理的主槽过

流能力所需水沙条件。

１　 水沙条件变异引起的冲积性河流反应

１ １　 一般性原理讨论

外界环境干扰会改变径流泥沙、 河床边界条件， 从而破坏河流与环境的适应关系。 河流自身具有的反馈

调节机制， 必然会通过各方面的调整适应环境改变， 产生所谓 “河流反应”。 偏离平衡态的河流对环境的自

适应性又使河流系统力图恢复被破坏了的输水输沙平衡； 系统的调整受河流体系自由度的制约， 主要表现在

水深、 河宽、 平面曲折率、 河弯曲率半径及河床物质组成的变化调整上。
冲积河流河弯塑造与弯曲河槽水流特性、 输沙率的调整相一致。 弯曲河段单位时间、 单位流程上的水流

功率可表示为

Ｅ ＝ γＱＪ ＝ γＱ（Ｊ′ ＋ Ｊ″） （１）
式中　 γ 为水的容重； Ｑ 为河道流量； Ｊ 为总比降， 由纵向比降 Ｊ′和横向比降 Ｊ″构成， 前者主要受河床纵剖

面形态与河床物质组成影响， 与沿程水流阻力有关， 后者是河弯环流作用形成的弯道横比降， 代表水流横向

功率损耗， 主要与断面形态、 河弯曲率及横向环流强度有关， 环流与泥沙横向输移强度直接影响 Ｊ″的大小。
对于河段（ｘ１， ｘ２）在（ ｔ１， ｔ２）时段的河流能量损耗 ＥＳ则可表示为

ＥＳ ＝ ∫∫ γＱ（Ｊ′ ＋ Ｊ″） ｄｔ ｄｘ 　 （２）

对于第 ｉ 河段在时段 Ｔ 内的时均能量 Ｅ ｉ则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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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γΔＺ ｉ为单位体积水体的相对势能； ｖｉ为河段 ｉ 的平均流速。 对长时间系列， 冲积河流系统能量 Ｅ ｉ的消

耗， 满足沿程单位河长功率损耗一致的原则， 与河流地貌特征密切相关。
径流泥沙改变（水沙变异）引起的河流能量分配耗散关系主要表现在： 在流量减小、 时均动能减小， 纵

向能坡 Ｊ′相对减小的情况下， 河流调节机制必然要通过横向能耗增加使 Ｊ″增大。 Ｊ″的增加就意味着弯道环流

作用的增强， 河流横向切割作用的加剧。 于是便导致纵向造床能力的降低， 从而引起河床平面活动性增强与

河弯曲折率增大， 这些都是河流自身的一种反馈响应。 另外体现在力图通过河床形态对水沙变化的反馈响

应， 调整河相关系和平滩流量以适应新条件下的输水输沙， 这就是由能量分配所制约的断面调整趋势。 实质

上水沙条件变异的结果反映在河道平面形态与活动性的改变， 在能量分配、 耗散关系上则表现为增加河道弯

曲度使横向功率损耗 Ｊ″增大， 借助增强的环流提高沿程输沙率， 以较小的纵向功率损耗 Ｊ′输送泥沙。 　
横向能耗 Ｊ″可以用下列关系式表征：

Ｊ″ ＝ ｆ ［（Ｑ ／ Ｑｐ） ２， Ｒ ／ Ｈ， Ｂ ／ Ｄ， Ｓ ／ Ｑ， ζ， λ， Ｊ０］ （４）
式中　 Ｑｐ为河段平滩流量； Ｒ、 Ｈ 分别为弯顶处的河弯半径及水深； Ｓ 为水流含沙量， Ｓ ／ Ｑ 为来沙系数； Ｄ 为床

沙粒径； λ、 Ｂ 分别为河弯段的沿程阻力系数和水面宽； z、 Ｊ０分别为河弯段的平面曲折系数和纵向坡降。
１ ２　 河流水沙变异与河槽断面调整的机理分析

对黄河上游游荡型河段（巴彦高勒—三湖河口站）１９５９—２００４ 年间径流泥沙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 以

１９８６ 年龙羊峡水库运用为分界点， 前后发生较大变化； 相应该河段河床通过冲淤与形态调整予以响应， 见

表 １。 进一步分析该河段不同时期河床断面形态资料， 发现平滩过流面积的变化与相应的径流、 输沙能力及

过程特征值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联性， 体现了河流能量耗散结构的制约机制。 引入反映河流能量特性的平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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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系数 ＫＡ、 特征来沙系数 η 和年径流离差系数 ＣＶ， 这种关联性可由下式表述：

表 １　 控制水文站水沙特征与河床形态特征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

时段 η ＣＶ ＫＡ

１９５９—１９６６ ０ ６８１ ０ ６７ １ ５９３
１９６６—１９８６ ０ ９７４ ０ ４８ １ １００
１９８６—１９９６ １ ６５９ ０ ４１ ０ ８８７
１９９６—２００４ ２ １２９ ０ ４４ ０ ４２１

注： 确定 η 时 Ｗ、 Ｗｓ 取各时段均值， Ｗｍ、 Ｗｓｍ 取 １９５９—
２００４ 年均值， 水文站为托克托站。

ＫＡ ＝ ４ ４４５η ＣＶ － １ ２０４ （５）
式中　 ＫＡ ＝Ａ ／ Ａｍ， Ａ 为某时段平均平滩过流面积， Ａｍ为

长时段多年平均平滩过流面积； η＝ Ｋｗ ／ Ｋｗｓ， 动态年径

流模数 Ｋｗ ＝Ｗ ／Ｗｍ， Ｗ 为年径流量， Ｗｍ为长时段多年平

均年径流量； 动态年输沙模数 Ｋｗｓ ＝Ｗｓ ／Ｗｓｍ， Ｗｓ为年来

沙量， Ｗｓｍ为长时段多年平均年来沙量， Ｋｗｓ表示来沙条

件及输沙功（gＷｓＪ）的度量。
从能量与水流功率角度看， 式（５）中的 ＫＡ表示不同

时期河床形态特征与河槽过流能力， 体现了在河床边界

塑造方面所损耗的河流能量； Ｋｗ表征不同时期来水条件及水流功（gＷＪ）的相对度量， Ｋｗｓ则表示不同时期来沙条

件及输沙功（gＷｓＪ）的相对度量； ＣＶ为年内月平均流量的离差， 表征了河流能量与径流过程特性的关联性。
反映输水输沙能力的河流平滩过水面积也在变化中的来水来沙塑造下， 表现为逐年减小， 这正体现了河

流能量耗散结构对河床形态调整的影响。 河相系数 Ｂ ／ Ｈ 的变化反映了冲积河流横断面形态的调整。 分析了

１９６２—２００８ 年期间该河段典型年平均 Ｂ ／ Ｈ 的变化发现， １９６８ 年以后受上游水库影响水沙条件发生变异，

该河段平均河相系数便有持续增大的响应， １９９０ 年支流高含沙洪水与干流小水遭遇使 １９９１ 年的 Ｂ ／ Ｈ 增大

至 ８ ０８， 为 １９６２ 年的 １ ４５ 倍； ２０００ 年后的河相系数逐渐趋稳， ２００８ 年趋近 ７ ４。 从河流能量角度看， 上

游水库调节等因素使河道年径流量减小， 从而导致河流总功率 γＷＪ 减小； 年内流量过程调匀会使河流能量

内部分配产生改变， 导致动能减小， 能耗增加； 特别是河流横向能量耗散 Ｊ＂ 增加， 使宽深比增大、 平滩过

流面积减小， 河槽行洪能力相应萎缩。
从河流平面形态看， 针对水沙条件改变， 河流能量分配耗散的变化调整， 还反映在河弯环流引起的横向

活动性增强、 河道横向摆动幅度增大、 最大输沙率对应造床流量降低、 河道平面活动性增强、 纵比降减缓、
断面形态调整等这些河床边界条件的响应方面。 冲积河流的蜿蜒和相应沿程浅滩深槽的形成是河流耗能率趋

于最小值过程中的两个发展侧面。 一方面沿流程存在的浅滩、 深槽所引起的陡、 缓相间的波状深泓线就是按

最小耗能原理形成的河床纵剖面； 另一方面河道的蜿蜒曲折， 实际上也是通过河槽的横向摆动， 提供使河流

耗能率趋于最小值的一种途径。

２　 黄河下游不同过程漫滩洪水与河床冲淤调整的响应分析

２ １　 研究条件与技术手段

为了研究洪水泥沙过程对冲积性河流的冲淤特性及河床形态调整的影响， 选择黄河下游游荡型河段（夹
河滩—高村）， 见图 １； 相应选择与黄河小浪底水库运用及下游防洪均具有重要影响的 “８２·８” 洪水， 这是

１９８２ 年黄河下游实际发生的漫滩洪水。
采用基于 １０ 日洪量 ６０ ３８ 亿 ｍ３， 沙量 ２ ４ 亿 ｔ 的水沙总量控制条件（这是黄河下游防洪规划确定的洪水

控制条件）； 洪水过程采用最大洪峰流量分别为 ６ ０００ ｍ３ ／ ｓ、 ８ ０００ ｍ３ ／ ｓ、 １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和 １４ ０００ ｍ３ ／ ｓ ４ 类来水

条件， 洪水含沙量概化为 ０ ｋｇ ／ ｍ３、 ２０ ｋｇ ／ ｍ３、 ４０ ｋｇ ／ ｍ３、 ６０ ｋｇ ／ ｍ３、 ８０ ｋｇ ／ ｍ３和 １００ ｋｇ ／ ｍ３６ 类来沙条件。 分

析研究这些水沙总量相等的不同洪水泥沙过程对研究河段河流输移功能、 河床形态变化的影响。
考虑游荡型多沙河流的特点， 采用平面二维水沙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冲积性河流河床对洪水泥沙

过程的响应特征， 分析过程因素对河流输水输沙能力及河床调整的影响， 研究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

理； 利用数值模拟的过程精细数据， 特别研究洪水过程中滩、 槽冲淤的不同响应特点和主槽塑造的累

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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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黄河下游夹—高河段平面形态

Ｆｉｇ 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Ｊｉａｈｅｔａｎ—Ｇａｏｃｕｎ）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２ ２　 黄河下游典型河段漫滩洪水的平面二维水沙数值模拟

２ ２ １　 数学模型的建立

（１） 控制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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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ξ 为水位； Ｈ 为水深； ｕ、 ｖ 分别为 ｘ、 ｙ 方向的垂线平均流速； Ｃ 为谢才系数， Ｃ ＝ １
ｎ
Ｒ１ ／ ６ ， 其中 ｎ 为

曼宁糙率； ｇ 为重力加速度， β 为对流项修正系数； ｅΛ 为平均涡粘系数， ｅΛ ＝ λｕ∗Ｈ ； 其中 λ 为与水流边界有关

的系数， ｕ∗为摩阻流速， ｕ∗ ＝ ｇｕ ／ Ｃ 。

悬移质水流挟沙力方程： Ｓ∗ ＝ ｋ Ｕ３

ｇＨω
æ

è
ç

ö

ø
÷

ｍ

（９）

河床变形方程： γ′ ＝
∂Ｚｂ

∂ｔ
＝ ａω（Ｓ － Ｓ∗） （１０）

式中　 Ｕ 为平均流速； ω、 γ，为泥沙沉速与干容重； ｋ、 ｍ 为挟沙力系数与指数； Ｚｂ为河床床面高程， a为恢

复饱和系数， 其值与冲淤状态有关。
（２） 模型特点与验证

模型模拟范围为黄河下游典型宽滩区河段， 见图 １； 上边界进口为夹河滩水文断面， 下边界出口选在高

村断面下延 ２０ ｋｍ 的苏泗庄断面； 模拟范围纵向总长约 ８１ ｋｍ， 横向最大宽度约为 １５ ｋｍ， 模拟网格精度

１００～１５０ ｍ。 模型采用实测 “９６·８” 洪水进行验证， 模型主要参数河槽糙率经调试选取为 ０ ０１１， 滩地糙率

选取为 ０ ０３～０ ０５； 经验证模型在河道地形处理、 糙率选择、 河道冲淤等控制参数方面的选择合适， 洪水水

面线最大误差不超过 ０ １５ ｍ， 模拟主流线与实际洪水河势基本一致； 表明所建模型能正确模拟计算区洪水

演进及河床变形。
２ ２ ２　 模拟计算条件与主要模拟成果

（１） 初、 边界条件， 进口上开边界给出夹河滩洪水流量过程及含沙量， 见图 ２； 出口下开边界给出苏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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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断面洪水水位～流量关系； 模拟河段初始地形采用 ２００６ 年的河道地形图。
（２） 洪水模拟时间， 保证不同洪峰量级的洪水过程洪量相等， 洪水与河床变形模拟时间为 ２８８～３６０ ｈ。
（３） 对 ４ 类来水条件与 ６ 类来沙条件的不同洪水泥沙组合， 进行了平面二维水沙数值模拟； 获取了洪水

演进过程中滩槽冲淤及河床形态调整的变化发展数据； 经与同样条件的物理模型实验结果对比， 基本一致。

图 ２　 黄河下游夹河滩断面概化洪水过程线

Ｆｉｇ ２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Ｊｉａｈｅｔａｎ）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２ ３　 不同水沙过程洪水对河床冲淤特性的影响分析

统计数值模拟计算的河段滩槽冲淤量， 分析各种洪水泥沙过程对主槽冲刷量及滩槽冲淤量分布状况的影

响， 可以看出洪水过程及含沙量对滩槽冲淤发展的不同影响， 图 ３ 给出了含沙量 ６０ ｋｇ ／ ｍ３和 ８０ ｋｇ ／ ｍ３的不同

洪水过程的河槽冲淤过程线； 图 ４ 则给出了两个量级洪水过程在不同含沙量时对应的滩槽冲淤曲线。

图 ３　 不同量级洪水过程夹—高河段的河槽冲淤发展过程

Ｆｉｇ ３ Ａｌｌｕｖ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Ｊ—Ｇ）ｒｅａｃｈ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图 ４　 含沙量对滩槽冲淤发展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ｌｕｖ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ｂｅａｃｈ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ｎｎ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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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１　 洪水含沙量对河床冲淤特性的影响

洪水含沙量作为淤滩刷槽的主要媒介， 在漫滩洪水塑造河床进程中有重要影响。 分析模拟成果表明， 从

洪水过程看， 前期～中期这一阶段主槽冲刷量增加比较迅猛， 且随含沙量增大冲刷相应增加； 因为刷槽使断

面塑造趋于窄深， 水流能量集中， 更有利于增强水流挟沙力， 实现水沙输运功能的最佳配合。 洪峰后期则由

于冲刷形成的主槽与水沙输移不相适应， 主槽冲刷量随之逐渐减弱； 上滩洪水则使滩地淤积量随之增大。 含

沙量在 ４０ ｋｇ ／ ｍ３之前阶段， 含沙量增大引起的主槽冲刷增加比较明显， 体现了这类洪水泥沙条件与河床塑造

间的密切响应； 在含沙量为 ４０ ｋｇ ／ ｍ３时， 主槽冲刷量最大； 而后含沙量增加对刷槽冲刷的促进作用则相对减

缓。 说明冲积性河流来沙量与输运河段的水流挟沙能力较协调时， 该河段就会达到较高的水沙输运效率。
２ ３ ２　 洪水过程（洪峰量级）对河床冲淤特性的影响

在含沙量相同的条件下， 分析不同洪峰量级洪水对河床冲淤特性的影响表明： 滩地在洪水期表现为全过程

持续淤积态势， 随洪峰量级的增大， 末时刻累积淤积量呈同步增大趋势。 而主槽则是在洪峰之前冲刷强劲， 冲

刷量与洪峰量级呈单调增关系； 洪峰后期则洪峰量级大的冲刷反映疲软， 末时刻的累积冲刷量与中前期相反，
随洪峰量级的增大呈减弱趋势。 这体现了水沙输运能力与河床塑造间的响应制约关系， 表明大洪峰流量塑造的

主槽很难在非洪峰期维持其原有的主槽冲刷强度。 分析形成这种冲淤特性的机理， 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１） 流量对槽滩分流比影响： 洪水流量超过平滩流量以后， 洪水便在部分河段出槽上滩。 在总洪量均

相同条件下， 洪水量级越大， 上滩洪水就越多， 主槽分流比相对减小， 对主槽冲刷作用随之相对就弱； 洪水

量级越大， 主槽泄洪时间就越短， 主槽冲刷时间短， 造床作用随之相对减弱。
（２） 流量与断面形态适应性影响： 在涨水前期， 洪水的洪峰量级越大、 主槽冲刷量也越大， 对应明显

的正变关系； 但由于总洪量一定， 洪水量级大， 洪峰持续时间短， 落峰时间早， 高强度冲刷时间短； 而落峰

后的降水阶段， 由前期洪峰塑造的主槽并不适应后续小流量水流输沙， 主槽冲刷速率反而减缓。 而相对于小

洪峰量级的洪水， 洪峰持续时间长， 大量级洪水的洪峰已经退落， 而小量级洪水的洪峰则仍在持续， 维持原

有冲刷速率； 故在洪水后期， 小量级洪水主槽持续强劲冲刷， 反而后来居上， 累积冲刷量相对最大。
２ ３ ３　 洪水过程中河床调整强度具有阶段性

在洪水演进期， 由于来水来沙条件与塑造的河床形态处于动态的相互适应过程中， 故两者间的匹配适应

性程度决定着河槽冲刷具有阶段性发展的特点， 从黄河下游游荡型河段不同洪水数值模拟成果中可以清晰呈

现这种特性。 为便于比较， 这里以 １４ ０００ ｍ３ ／ ｓ 量级洪水的洪峰时刻做为参照对比的基准时刻： ① 在此时间

节点前， 主槽冲刷强度与洪水量级呈正比， 大洪水量级主槽冲刷量大； ② 在此时间节点后， 小量级洪水维

持原有冲刷强度， 大量级洪水冲刷强度降低， 主槽对不同量级表现出不同的适应性（响应）； ③ 由于较小量

级洪水在洪峰后继续保持较强冲刷强度， 累积主槽冲刷量反而会超过大量级洪水。 综合分析表明主槽塑造受

洪水泥沙过程的影响， 适宜的断面形态具有最佳的输水输沙能力与最大累积刷槽效应。
２ ４　 不同水沙过程洪水对主槽断面形态调整的影响分析

在河床边界条件中， 主槽断面形态是洪水过程中变化调整最为剧烈的因子， 它与含沙量和洪水过程（洪峰

量级）有密切的响应关系。 根据 ２００６ 年黄河下游夹河滩—高村河段（洪峰流量 ３ ９６０ ｍ３ ／ ｓ）汛前汛后大断面资料，
分析了 ７ 个实测大断面河相系数、 断面形态的冲淤变化。 表明河道横断面形态变化主要反映在河槽内冲淤变

化， 体现为主槽河床高程与宽深比的变化。 主槽横断面形态基本维持在 Ｂ ／ Ｈ ＝ ６ ８～９ ８ 之间； 河弯段主槽刷

深为主， 河相系数有所减小， 为汛前的 ９２％ ～９９％； 过渡段河宽增大， 河相系数有所增大， 为汛前的 １０６％ ～
１１９％。 对数值模拟成果中提取洪水过程中的断面形态资料进行分析， 也体现了这种调整响应特征。
２ ４ １　 横断面形态调整与洪水泥沙过程的响应关系

洪水漫滩后， 滩槽水沙交换使主槽不断刷深、 同时展宽， 主槽面积增大； 洪水后期， 河槽宽深比有逐渐增

大的趋势， 逐渐趋于稳定值； 黄河下游典型断面（禅房）在洪水过程中变化调整情况体现了这一特征， 见图 ５。
受漫滩洪水影响的河道横断面， 一般在洪水中期宽深比为 ２９０～３８０； 在洪水末期宽深比为 ３００～４００。 数值模拟

成果中各断面形态特征值沿程分布与实测资料基本一致， 与河道弯曲、 过渡段对应， 表现为横断面的宽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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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不同来水来沙组合（来沙系数）与过程的水沙输运功能需要有相应适宜的河道横断面形态配合， 两者之间必

然存在相互依赖、 制约关系。 数值模拟与实测资料成果分析表明， 在黄河下游夹—高河段， 与过程有关的洪水

水沙条件对河道宽深比发展有制约影响， 水沙组合特征值对河床形态特征值的调整影响可以近似表述为

ｌｎ（Ｂ ／ Ｈ） ＝ ａ（Ｓ ／ Ｑ） ＋ ｂ（Ｓ ／ Ｑ） ０ ５ ＋ ｃ （１１）
式中　 Ｂ ／ Ｈ 为河槽宽深比； Ｓ ／ Ｑ 为反映洪水泥沙过程特征的来沙系数； 系数 ａ、 ｂ、 ｃ 分别与横断面形态特征

有关， 受河道形态的影响， ａ 的取值为－１６０～ －３２０， ｂ 的取值为 ３５～６０， ｃ 的取值为 ３～４。
由于游荡型河段主槽蜿蜒曲折， 沿程河身宽窄相间； 在弯道段宽深比相对较小， 在过渡段宽深比相对较

大； 故沿程各典型断面各具不同河床形态特征， 相应在上述的关系框架内， 各系数便有一个与河型有关的变

化区间。

图 ５　 不同流量级洪水过程中的典型断面形态（Ｓ＝ ８０ ｋｇ ／ ｍ３）
Ｆｉｇ ５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ｄｅ ｆｌｏｏｄ（Ｓ＝ ８０ ｋｇ ／ ｍ３）

分析黄河下游游荡型河段河槽横断面形态变化与洪水泥沙过程的响应关系表明：
（１） 洪峰前的刷槽作用与洪峰量级呈明显的正相关； 在洪水中期， 洪峰量级高的洪水河槽宽深比均小

于中等量级洪水的宽深比， 反映横断面形态塑造对中前期洪水水力泥沙因子的响应。
（２） 在洪峰过后的延续阶段， 刷槽强度与洪峰量级的关系发生调整； 只有适宜宽深比的河槽与一定量

级洪水匹配， 才能持续保持强劲的刷槽作用。 故在洪水后续造床过程中， 洪峰量级高的洪水宽深比反而均大

于中等量级洪水宽深比， 反映横断面形态对中后期洪水泥沙条件的响应。

图 ６　 断面形态⁃输沙效率综合系数 Φ 与洪水量级的

关系（典型大断面）
Ｆｉｇ 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Φ ａｎｄ

ｆｌｏｏｄ ｇｒａｄｅ（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３） 洪水流量过程与河底高程变化的对应分析表明， 洪峰量级对主槽冲刷的影响体现在阶段性与累积

效应两方面： 前期输沙强劲未必后期持续强劲； 前期刷槽量大未必后期累积刷槽效应大。 数值模拟成果分析

表明， 在洪水后期（模拟计算时间 ２４２ ｈ 以后）， 较低洪峰量级（Ｑ＝ ６ ０００ ｍ３ ／ ｓ）洪水的持续刷槽效果开始后来

居上， 强于较高洪峰量级（Ｑ＝ １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洪水的持续刷槽效果； 洪水末期前者河底高程平均比后者低０ ４ ｍ
多， 显示了河槽冲淤调整对洪水泥沙过程因子的响应性。
２ ４ ２　 河床横断面形态与河道输水输沙能力的关系

河道横断面形态作为边界条件对水流挟沙力、 洪水泥沙输运能力都有着重要影响， 使得某一量级洪水过

程塑造的河槽具有最适宜的断面形态， 具有最佳的输水输沙效率。 河道主槽冲刷的阶段性特征与累积效应特

征就是河道输水输沙能力对河床形态塑造的具体表现。
分析黄河下游游荡型河段不同量级的洪水过程的输沙、
造床过程， 表明河床横断面形态特征（可用河槽宽深比表

示）与输沙能力（特征来沙系数）相互依存， 这里引入断面

形态与输沙效率综合系数 Φ ＝ （Ｂ ／ Ｈ）（Ｓ ／ Ｑ） ０ ５来表征两者

的关联性。 统计研究河段 ５ 个主要典型断面的综合系数

Φ 值， 分析与对应的不同量级洪水的关系， 发现对应洪

峰量级为 Ｑ＝ ６ ０００ ｍ３ ／ ｓ 的洪水过程， 沿河各断面的形态

与输沙效率综合系数 Φ 均接近最大值， 这里仅给出

Ｓ＝ ４０ ｋｇ ／ ｍ３时， 洪峰流量与综合系数的关系， 见图 ６。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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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量级洪水塑造的断面形态（Ｂ ／ Ｈ）具有最佳输沙能力（Ｓ ／ Ｑ）， 数值模拟成果也表明 Ｑ ＝ ６ ０００ ｍ３ ／ ｓ 量级

洪水塑造的断面具有最佳累积刷槽效应。 因此选择 Φｍａｘ对应的流量作为黄河下游游荡型河段漫滩洪水的最佳

调控指标比较适宜， 满足了水沙输运与河床塑造的协调关系。

３　 结　 　 论

（１） 与水沙变异响应的河床自动调整过程受河流体系能量分配耗散规律的制约， 分析提出了冲积河流

任一河段时均能量的组成及表达式； 指出河槽横向摆动（蜿蜒曲折）实质是河床塑造过程中使河流耗能率趋

于最小值的一种途径， 径流泥沙过程变化引起的河槽平面活动性增强使河流横向能量耗散（Ｊ＂ ）增大。 从河

流能量耗散结构对河床形态调整的影响出发， 分析讨论了冲积性河段平滩过水面积变化与径流、 输沙能力及

过程特征值间的关联性。
（２） 不同径流泥沙过程对主槽有明显不同的影响， 在相同量级洪水条件下， 主槽冲刷总量随含沙量增

大而减小， 滩地淤积总量则随含沙量增大而增大； 在相同含沙量条件下， 主槽冲刷总量随洪水量级增大而减

小， 滩地淤积总量随洪水量级增大而增大。 洪水冲刷强度的阶段性特征表明大洪峰流量塑造的主槽很难在非

洪峰期维持其原有的主槽冲刷强度。
（３） 从累积输沙效应看， 黄河下游主槽与洪水泥沙有很好的响应关系， 高效输沙的洪水过程塑造出最

适宜断面形态与尺寸。 大量级洪峰塑造的河槽并不适应非洪峰期输沙， 造成峰后小流量期无法维持原有输沙

强度， 主槽冲刷速率明显减小。 在洪量与来沙量给定时， 从最佳输水输沙角度看， ６ ０００ ｍ３ ／ ｓ洪峰量级接近

造床流量， 洪水期的输沙能力与河道主槽断面形态间能长期持续保持协调契合的响应关系。
（４） 冲积河流横断面形态既是输水输沙的边界条件又是影响水流挟沙力的重要因素， 因此不同流量级

洪水过程塑造的河槽具有不同的输水输沙效率： 分析表明在黄河下游漫滩洪水中， Ｑ ＝ ６ ０００ ｍ３ ／ ｓ 量级洪水

的形态与输沙综合系数 Φ 都趋于最大值， 此流量级洪水塑造的断面形态具有最佳累积刷槽效应； 故以 Φｍａｘ

对应流量作为漫滩洪水调控指标， 有可能实现洪水的高效输沙与刷槽。

参考文献：

［１］ 胡春宏， 郭庆超， 陈建国， 等． 塑造黄河下游中水河槽措施研究［ Ｊ］． 水利学报， ２００６， ３７（４）： ３８１⁃３８８． （ＨＵ Ｃｈｕｎｈｏｎｇ，
ＧＵＯ Ｑｉｎｇｃｈａｏ，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ｇｕｏ， ｅｔ 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ｕｍ ｆｌｏｏｄ ｉｎ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６， ３７（４）： ３８１⁃３８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孙东坡． 河流系统能量分配耗散关系分析［Ｊ］． 水利学报， １９９９（３）： ４９⁃５３． （ＳＵＮ Ｄｏｎｇｐ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ｉｓｓｉ⁃
ｐ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９９９（３）： ４９⁃５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ＣＨＡＮＧ Ｈ Ｈ．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ｓｔｒｅａｍ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１９７９， ４１： ３０３⁃３２７．
［４］ 许炯心， 张欧阳． 黄河下游游荡段河床调整对于水沙组合的复杂响应［Ｊ］． 地理学报， ２０００， ５５（３）： ２７４⁃２８０． （ＸＵ Ｊｉｏｎｇｘ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Ｏｕｙａｎｇ．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ｆｉｌｌ⁃ｓｃｏｕ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Ｊ］．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
ｃａ， ２０００， ５５（３）：２７４⁃２８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胡春宏， 陈建国， 刘大滨，等． 水沙变异条件下黄河下游河道横断面形态特征研究［Ｊ］． 水利学报， ２００６， ３７（１１）： １２８３⁃１２８９．
（ＨＵ Ｃｈｕｎｈｏｎｇ，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ｇｕｏ， ＬＩＵ Ｄａｂｉｎ，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ｉｎ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ｎｃｏｍ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６， ３７（１１）： １２８３⁃１２８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ＹＡＮＧ Ｃ 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ＳＣＥ， １９９４， １２０（６）：
７３７⁃７５６．

［７］ 陈绪坚， 胡春宏． 基于最小可用能耗率原理的河流水沙数学模型［Ｊ］． 水利学报， ２００４（８）： ３８⁃４５． （ＣＨＥＮ Ｘｕｊｉａｎ， ＨＵ Ｃｈｕｎ⁃
ｈｏｎｇ．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ｌｌｕｖｉａｌ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４（８）： ３８⁃４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徐国宾， 练继建． 河流调整中的熵、熵产生和能耗率的变化［Ｊ］． 水科学进展， ２００４， １５（１）： １⁃５． （ＸＵ Ｇｕｏｂｉｎ， ＬＩＡＮ Ｊｉｊｉａ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ｉｖｅｒ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



６７６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５ 卷　

ｅｎｃｅ， ２００４，１５（１）： １⁃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许炯心． 人类活动对黄河河川径流的影响［Ｊ］． 水科学进展， ２００７， １８（５）： ６４８⁃６５４． （ＸＵ Ｊｉｏｎｇｘｉ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ａｍ ｆｌｏｗ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７， １８（５）： ６４８⁃６５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孙东坡， 杨真真． 基于能量耗散关系的黄河内蒙古段河床形态调整分析［ Ｊ］．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１，２２（５）： ６５３⁃６６１． （ ＳＵＮ

Ｄｏｎｇｐｏ， ＹＡＮＧ Ｚｈｅｎｚ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ｉｖｅｒｂｅｄ ｆｏｒｍ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ｓｉ⁃
ｐａｔｉｏｎ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１，２２（５）： ６５３⁃６６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ＨＡＤＤＡＤＣＨＩ Ａ， ＲＹＤＥＲ Ｄ Ｓ， ＥＶＲＡＲＤ Ｏ， ｅｔ 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ｆｌｕｖ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ｒａｃｅｒ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ｘ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 ２８（４）： ５６０⁃５７８．

［１２］ 孙东坡， 李燕， 陈永豪， 等． 黄河下游河道 １９５２—２０００ 年特征大断面变化特性［Ｊ］． 武汉大学学报：工学版， ２００７， ４０（５）： ６３⁃
６７． （ＳＵＮ Ｄｏｎｇｐｏ， ＬＩ Ｙａｎ， ＣＨＥＮ Ｙｏｎｇｈａｏ，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ｆｒｏｍ １９５２ ｔｏ ２０００［Ｊ］．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７， ４０（５）： ６３⁃６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刘怀湘， 王兆印， 陆永军，等． 下切性河流的床沙响应与纵剖面调整机制［ Ｊ］． 水科学进展， ２０１３， ２４（６）： ８３６⁃８４１． （ＬＩＵ
Ｈｕａｉｘｉ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Ｚｈａｏｙｉｎ， ＬＵ Ｙｏｎｇ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Ｒｉｖｅｒｂ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ｃｉｓｅｄ ｒｉｖｅｒ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３， ２４（６）： ８３６⁃８４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ｌｌｕｖｉａｌ ｒｉｖｅｒ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ａｎｄｅｒｉｎｇ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ＳＵＮ Ｄｏｎｇｐｏ１， ＬＩＵ Ｍｉｎｇｘｉａｏ２，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ｅｉ１，３， ＳＵＮ Ｙｕ１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４５００１１， Ｃｈｉｎａ；
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Ｘ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４８， 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ｌａｄｅｎ ｆｌｏｏｄ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ｂｅｄ⁃ｆｏｒｍ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ａｎ ａｌｌｕｖｉａｌ ｒｉｖｅｒ．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ａｉｄｅｄ ｒｅａ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ｃｏ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ｈ ｕｎｄｅ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ｌａｄｅｎ ｆｌｏｏｄ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ａ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ｄａｔａ．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ｂａｎｋｆｕｌｌ ａｒｅａ，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ｌａｄｅｎ ｆｌｏｏｄ ｃａ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ｎｅｒ⁃
ｇｙ；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ｃｏｕ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ｌｙ ｗｉｔ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ｌａｄｅｎ ｆｌ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ｓｃｏｕ⁃
ｒ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ｃａ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ｏｎｌｙ ａ
ｆｌｏｏ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ｓｈａｐ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ｏｆ ａｎ ａｌｌｕｖｉａｌ ｒｉｖｅｒ ｃａｎ ａｔｔａｉｎ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ｃｏ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ｌｓｏ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ａ ｆｌｏｏ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 Φｍａｘ ｃａｎ ｏｂ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ｃｏｕｒｉｎｇ ｅｆ⁃
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Φｍａｘ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ｆｏｒ ｏｖｅｒｂａｎｋ
ｆｌｏｏｄｓ ｉｎ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Ｎｏ ５１０３９００４）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ｎ⁃
Ｐｒｏｆｉ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Ｎｏ ２００９０１０１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