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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二元结构河岸崩塌模式为研究背景， 在弯道水槽中展开系列试验， 研究凹岸坡脚处成型崩塌体在水力作

用下输移过程及其对岸坡稳定性与河床冲淤的交互影响。 试验成果表明， 崩塌体经水力分解破碎呈块状、 片状或

颗粒状起动， 部分随水流带至凸岸或下游， 堆积在坡脚附近的崩塌体残留量随水力作用大小及土体特性不同而变

化。 崩塌体临水面周围尤其上下游端水流紊动强烈易形成较大剪切力区， 临坡面上下游端附近剪切力较无崩塌体

时减小； 崩塌体体积越大， 对剪切力区特征的改变也越明显。 崩塌体的存在虽不能制止附近岸坡的再次崩塌， 但

可能抑制崩岸发展及附近河床淤积的程度， 崩塌体的粘性或体积越大， 这种抑制作用越显著； 相同崩塌体抑制附

近河床淤积的程度较抑制岸坡崩塌的程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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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积河流在自然状态下总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过程中， 包括河床沿垂向冲淤变化以及河道横向变形［１⁃２］。
崩岸是河道横向变形的重要表现形式， 是河床演变过程中水流对堤岸冲刷、 侵蚀和发展积累的突发事件， 属

于水土结合边界的耦合作用问题［３⁃５］。 从河床演变的形式来看， 崩岸现象不但贯穿于整个河流的造床过程，
而且当河流形成一定的形态后， 将按不同河型的固有规律不断地发生发展。 河道演变过程中主流线的摆动、
近岸河床冲刷可能引发河岸崩塌， 崩岸若没有得到及时控制， 就可能引发大的河势调整。 另一方面， 塌入河

中的岸坡土体是下游河道泥沙的又一来源， 直接影响下游河道冲淤变化［６⁃７］。 如长江武汉至南京划子口间约

１ ４７９ ｋｍ 的江岸， １９７０—１９９８ 年崩岸总面积为 ８９ １ ｋｍ２， 崩入长江泥沙约 ２ ６７０ 亿 ｍ３， 期间该河段总淤积

量为 ７ ７０６ 亿 ｔ， 两者数量级上相当一致［８⁃９］。 Ｋｒｏｎｖａｎｇ 等［１０］ 针对丹麦欧登塞河流崩岸及河道演变的调查研

究也发现两者存在高度相关性。 天然河岸组成包括非粘性土、 粘性土以及二元结构或混合结构等形

式［３， １１⁃１２］。 二元结构河岸组成普遍存在于国内大江大河中， 如长江荆江段及黄河中游的河岸， 一般上层为粘

土或粉土， 下层为沙或卵石层。 其岸坡崩塌模式一般可描述为： 水流冲刷下层非粘性坡体， 导致滩槽高差加

大、 岸坡变陡甚至上部土体悬空而引发崩塌； 上部土层崩塌后将暂时堆积在近岸的河床上， 对覆盖的河床起

着掩护作用， 同时崩塌体周围河床因边界突变也会形成局部水流紊动。 崩塌体在水流冲刷作用下发生分解，
其中粉质壤土较易冲刷， 而粘土块不易冲刷， 一定时期内仍覆盖在河床上。 目前关于二元结构河岸崩塌过程

的研究很少， 关于上部土体崩塌输移及对二次塌岸淤床影响的研究更少。 如 Ｆｕｋｕｏｋａ［１３］在日本新川河道的河

漫滩上， 采用挖沟的方法对二元结构河岸进行了冲刷试验， 结果表明， 崩塌体可以延缓水流对坡脚的进一步

冲刷； 王延贵［１４］开展的概化模型试验也有类似的定性认识； 夏军强等［１５］ 分析了长江下荆江二元结构河岸的

土体特性、 崩岸机理与岸坡稳定性， 但未涉及到崩塌体输移及其对岸坡稳定性的影响。
本文以二元结构河岸崩塌模式为研究背景， 考虑到崩岸一般发生在受水流直接顶冲的部位， 在弯道水槽

的弯道出口处， 放置成型土块模拟二元结构上层崩塌体， 试验研究水力冲刷作用下崩塌体输移过程、 对非粘

性岸坡稳定性的影响及与河床交换耦合作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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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试验方案

试验在 １８０°弯道水槽中进行， 水槽总长 ５０ ０ ｍ， 弯道两端连接顺直过渡段均约 １５ ０ ｍ， 如图 １ 所示。 水槽

横断面呈矩形， 宽 １ ２ ｍ， 深 １ ０ ｍ， 弯道段外径为 ３ ０ ｍ， 内径为 １ ８ ｍ， 槽底纵向坡降 ０ １％， 水槽首部设有

电磁流量计控制流量， 调节尾门控制水位。 在弯道凹岸内侧弯顶至其下游顺直过渡段用河沙模拟非粘性可动岸

坡如图 １、 图 ２ 所示， 首尾用碎石与边壁光滑连接， 河沙中值粒径 ｄ５０ ＝０ ４４ ｍｍ； 在岸坡铺沙段水槽底部铺５ ｃｍ
厚白矾石模拟非粘性可动河床， 方便从颜色上直观地区分， 白矾石比重与河沙相当， 中值粒径 ｄ５０ ＝ ０ ５４ ｍｍ。
岸坡及河床模型初始孔隙率为 ４０％～４２％。 采用断面板法并控制同体积模型重量以保证模型均匀性及可复制性。
在断面 ＣＳ４～ＣＳ６ 之间紧邻岸坡坡脚处增设条形崩塌体（如图 ２ 所示）， 横断面初始形态如图 ３ 所示。 沿水槽布

置 ２２ 个监测断面， 其中在崩塌体附近加密设 １１ 个监测断面（ＣＳａ～ＣＳｋ）， 如图 １ 所示。
试验中考虑无增设崩塌体及增设不同崩塌体的情况， 其中， 崩塌体 １ 为武汉大学珞珈山区域粘土与细沙

的混合样； 崩塌体 ２ 和崩塌体 ３ 同为取自黄河中游内蒙古境内磴口河段河岸天然土。 ３ 种崩塌体的级配曲线

见图 ４， 大小及土样特性见表 １。 按照粘性颗粒（ｄ＜０ ００５ ｍｍ）的含量及粒径大于 ０ ０７５ ｍｍ 的颗粒含量［１６］可

将崩塌体 １ 归类为沙土， 将崩塌体 ２、 崩塌体 ３ 归类为粘性土。

　

图 １　 弯道水槽平面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ｂｅｎｄ ｆｌｕｍｅ

　

图 ２　 崩塌体示意

Ｆｉｇ 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ｂａｎｋ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ｂｌｏｃｋ

　

图 ３　 横断面示意

Ｆｉｇ 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图 ４　 崩塌体级配曲线

Ｆｉｇ ４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ｎｋ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ｂｌｏｃｋ

　 　 试验设定如图 １ 所示的断面 ＣＳ０ 为水位控制断面， 该断面槽底高程为水位零点。 不同崩塌体条件下均施

放 ３ 级流量， 分别为 ２３ Ｌ ／ ｓ、 ２９ Ｌ ／ ｓ 和 ３２ Ｌ ／ ｓ； 并谨慎调节尾门保持断面 ＣＳ０ 处水位为 １９ ｃｍ， 水面上岸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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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为 ４～７ ｃｍ， 便于观测岸坡崩塌情况。 依上述不同崩塌体及流量条件组合成 １２ 组试验工况。 其中： 无崩

塌体情况 ３ 级流量下工况编号依次为 １⁃１、 １⁃２、 １⁃３； 增设崩塌体 １ 情况时工况编号依次为 ２⁃１、 ２⁃２、 ２⁃３；
增设崩塌体 ２ 情况时工况编号依次为 ３⁃１、 ３⁃２、 ３⁃３； 增设崩塌体 ３ 情况时工况编号依次为 ４⁃１、 ４⁃２、 ４⁃３。
试验开始前， 关闭尾门， 在水槽的下游缓慢注水至断面 ＣＳ０ 处水位为 １８ ｃｍ。 浸泡 ２ ｈ 后静水下岸坡基本稳

定， 开始动水试验。 当岸坡上的材料开始起动时， 监测如图 １ 所示的 ２２ 个典型断面流速分布。 继续该流量

级下动水试验 ２ ５ ｈ， 待岸坡及河床变形基本稳定后， 测量各断面及残留崩塌体形状， 测量崩塌体输移、 非

粘性岸坡崩塌及与河床交换情况。

表 １　 崩塌体大小及土样特性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ａｎｋ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ｂｌｏｃｋｓ

崩塌体条件 中值粒径 ／ ｍｍ 孔隙率 ／ ％ 粘粒含量 ／ ％ Ｃ ／ ｋＰａ φ ／ （ °） 初始形状（长×宽×厚）

崩塌体 １ ０ １９０ ３０ ５ ５ ５ ３６ ５ ７０ ｃｍ×１０ ｃｍ×５ ｃｍ

崩塌体 ２ ０ ０６３ ２５ ２３ １６ ２４ ４ ７０ ｃｍ×１０ ｃｍ×５ ｃｍ

崩塌体 ３ ０ ０６３ ２５ ２３ １６ ２４ ４ １０５ ｃｍ×１０ ｃｍ×５ ｃｍ

２　 试验成果及分析

２ １　 崩塌体水力输移现象描述

水流冲刷过程中岸坡破坏是水流淘刷岸坡坡脚、 岸坡崩塌淤积坡脚并在河床上输移的交互作用反复循环

过程［１７］。 在弯顶偏下游附近增设崩塌体后， 上述塌岸淤床过程和规律基本不变， 但速度和程度均有所减缓。
试验表明， 因受弯道水流顶冲作用， 崩塌体临水面自上而下发生侵蚀输移， 其上、 下游端临水面受到水流顶

冲或紊动作用最为强烈， 侵蚀程度也最为剧烈。 由于颗粒间存在粘结力而有较好的整体性， 粘性土（崩塌体

２、 崩塌体 ３）的起动不同于沙土（崩塌体 １）， 一般呈小块冲起或一片一片地剥落破坏。 崩塌体 １ 因粘粒含量

少在水下易水蚀坍塌成细颗粒粘性泥浆包围粗颗粒泥沙的形态， 细颗粒泥沙相对容易起动和输移， 以小片状

或雾状的方式进入运动， 稍后粗颗粒泥沙以单个或成群的方式起动。 剥落的泥沙向下游输移， 从坡脚位置延

伸到凸岸的一侧呈扇形落淤分布（图 ５）。 崩塌体残留部分临水面继续受到冲刷， 表面泥沙起动剥落输移。 另

一方面， 随着水流动力作用的增大， 原有非粘性岸坡也同时发生侵蚀坍塌， 堆积在残留部分临岸坡一侧及上

游端， 或掩盖或跃过残留崩塌体而向水槽中央或凸岸一侧输移。 因此， 在动水作用下原有岸坡坡度变得平

缓， 流速越大岸坡越趋平缓； 主流离岸越近， 岸坡越容易崩塌失稳； 因崩塌体临水面较陡， 从平面上看崩塌

体附近的岸坡形成一个 “缺口”， 貌似崩塌体阻挡了凹岸泥沙向凸岸输移。
２ ２　 水力作用机理分析

纵向水动力作用大小及主流的近岸程度是崩塌体起动输移的主导因素， 也是导致塌岸及与河床交换的重

要原因。 水流在断面 ＣＳ１ 上游约 ５ ｍ 处进入弯道， 随后主流逐渐贴河道凹岸流动， 体现出明显的弯道水流特

性， 在断面 ＣＳａ 处水流顶冲凹岸， 在断面 ＣＳ５ 处出弯道进入顺直段后主流逐渐趋顺。 以崩塌体 １ 为例， 第 ３
级流量 Ｑ＝ ３２ Ｌ ／ ｓ（工况 ２⁃３）作用 ２ ５ ｈ 后， 断面 ＣＳａ 平均流速为 ０ ３０ ｍ ／ ｓ， 凹岸坡脚处流速为 ０ ３５ ｍ ／ ｓ； 断

面 ＣＳ５ 平均流速为 ０ ３１ ｍ ／ ｓ， 凹岸坡脚处流速为 ０ ３３ ｍ ／ ｓ。 除纵向水流主要的冲刷输沙作用外， 次生流作用

也不可忽略。 在崩塌体上游端及下游端会形成漩涡， 不停旋转的涡体会增加对崩塌体的扰动和剪切拖曳， 加

速土体破碎和输移（图 ６）。
以床面或水下岸坡表面水流剪切力来表示水流对泥沙的拖曳力。 运用文献［１８］建立的三维水流数学模

型计算剪切力分布， 该模型已经弯道水槽试验实测成果验证表明其性能良好， 精度可靠。 图 ７ 为第 ３ 级流量

Ｑ＝ ３２ Ｌ ／ ｓ 作用条件下， 无崩塌体、 增设崩塌体 １ 及增设崩塌体 ３ 三种情况时水流剪切力分布计算成果。 无

崩塌体时较大剪切力区由弯道进口段靠近凸岸逐渐趋向顶冲点以下凹岸一侧。 增设崩塌体后， 弯道进口段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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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崩塌体水力输移及河床冲淤交互作用示意

Ｆｉｇ ５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ａｎｋ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ｂｌｏｃｋ ａｎｄ ｂｅ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图 ６　 崩塌体附近局部水流紊动

Ｆｉｇ ６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ｎｅａｒ ｂａｎｋ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ｂｌｏｃｋ

岸一侧及顶冲点以下凹岸一侧的较大剪切力区位置均有所下移； 崩塌体临水面周围紊动强烈， 其临水面尤其

上下游端附近易形成较大剪切力区， 是其发生水力分解输移的主要区域， 并增加了该区域河床的局部输沙能

力； 但其临坡面上下游端附近剪切力较无崩塌体时减小， 该区域岸坡冲刷崩塌程度相应减小。 崩塌体体积越

大（如崩塌体 ３）， 周围水流紊动越强烈， 对剪切力区特征的改变也越明显。

图 ７　 床面及水下岸坡剪切力分布

Ｆｉｇ 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２ ３　 崩塌体与塌岸淤床交互影响分析

２ ３ １　 典型断面形态变化

不同崩塌体情况在第 ３ 级流量 Ｑ＝ ３２ Ｌ ／ ｓ 作用后， 选取断面 ＣＳ５ 地形对比分析如图 ８ 所示。 由图 ８ 可见，
无崩塌体（工况 １⁃３）时， 断面岸坡附近冲刷坍塌程度均较有崩塌体时大， 说明崩塌体的存在对其附近岸坡崩

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崩塌体粘性越大、 体积越大， 这种抑制作用越显著。
２ ３ ２　 河床淤积率

以水槽弯顶（如图 １ 圆心角 ９０°处）为纵向起始断面、 水下初始断面坡脚为岸坡及河床分界点， 统计各组

试验在第 ３ 级流量 Ｑ＝ ３２ Ｌ ／ ｓ 作用后累计岸坡冲刷崩塌量（ＬＡＴＬ）及累计河床淤积量（ＬＨＹＬ）如图 ９ 所示， 图

９ 中实心图标表示累计河床淤积量（ＬＨＹＬ）， 空心图标表示累计岸坡冲刷崩塌量（ＬＡＴＬ）。 将各断面附近累计

河床淤积量与累计岸坡冲刷崩塌量比值称为累计淤积率， 上述试验工况下河床累计淤积率对比见图 １０。 增

设崩塌体后， 因崩塌体临水面水力作用增强， 临坡面水力作用减弱， 其下游岸坡冲刷坍塌量和河床淤积量均

比无崩塌体相应值小， 进一步说明崩塌体的存在抑制了塌岸淤床程度。 由图 １０ 可见， 增设崩塌体后累计淤

积率曲线和无崩塌体情况相比较， 在断面 ＣＳａ 处开始有明显减小的趋势， 又说明了崩塌体减小河床淤积的程

度要比减小岸坡崩塌的程度大。
２ ３ ３　 塌岸淤床交互作用

试验中观察到， 增设的崩塌体经水力侵蚀分解及现状非粘性岸坡表面的一部分细颗粒泥沙以悬移质的形

式随螺旋水流运动到凸岸或直接被带往下游， 一部分较粗颗粒的泥沙或粘土小块体以沙波的形式斜向下游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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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典型断面形态变化对比

Ｆｉｇ 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图 ９　 岸坡崩退及河床累计冲淤量对比

Ｆｉｇ ９ Ｂａｎｋ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ａｎｄ ｂｅ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图 １０　 累计淤积率沿程变化

Ｆｉｇ １０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图 １１　 挖槽取样研究塌岸淤床交互作用

Ｆｉｇ １１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ｂｅｄ

岸推移并与河床发生掺混及交换， 剩余粗颗粒泥沙或残留崩塌体继续堆积在河床近凹岸坡脚处。 沿断面自凸

岸边至凹岸坡脚挖槽约 １０ ｃｍ 宽， 透明网格板紧贴挖槽面量测各层厚度， 以白矾石、 粘土、 河沙的颜色和粒

径区分河床泥沙、 崩塌体以及现状非粘性岸坡冲刷崩塌的泥沙等各部分在河床上输移、 混掺范围及厚度（图
１１）。 不同崩塌体在第 ３ 级流量 Ｑ＝ ３２ Ｌ ／ ｓ 作用后， 根据监测结果分别绘制典型断面塌岸淤床变化情况如图

１２ 所示。 在横向输沙强度较大的地方（如断面 ＣＳ５、 ＣＳｇ）， 岸坡冲刷崩塌与河床发生掺混的程度也较大； 无

图 １２　 崩塌体、 岸坡及河床冲淤交互影响

Ｆｉｇ １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ａｎｋ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ｂｌｏｃｋ， 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ｂ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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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崩塌体（工况 １⁃３）情况下岸坡冲刷崩退及河床淤积程度均较增设崩塌体（工况 ２⁃３、 工况 ３⁃３）情况强； 与

各工况崩塌体初始形状相比， 试验完成后崩塌体断面面积均有所减小， 表示在试验过程中， 崩塌体沿程均受

到不同程度的冲刷起动； 各断面残留崩塌体占初始崩塌体断面面积的百分比为 ２０％ ～ ６０％； 从断面面积上

看， 相同的水力过程作用后， 粘性较强的崩塌体 ２（工况 ３⁃３）残留面积较大， 岸坡冲刷崩塌变形及河床淤积

量也相对较小， 说明崩塌体的粘性越大， 对塌岸淤床的抑制作用也越大。

３　 结　 　 论

（１） 成型崩塌体的存在不能制止崩岸的再次发生； 水流淘刷岸坡坡脚、 岸坡崩塌， 崩塌体淤积在坡脚

附近或在河床上输移的交互作用反复循环过程和规律基本不变。
（２） 崩塌体临水面尤其上下游端附近易形成较大剪切力区， 是其发生水力分解输移的主要区域， 并增

加了该区域河床的局部输沙能力； 但其临坡面上下游端附近坡面剪切力较无崩塌体时减小， 该区域岸坡冲刷

崩塌程度相应减小。 因此， 崩塌体的存在对其附近岸坡崩塌及河床淤积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崩塌体的粘性越

大、 体积越大， 这种抑制作用越显著。
（３） 相同试验条件下， 崩塌体抑制附近河床淤积的程度较抑制岸坡崩塌的程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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