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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凌汛期槽蓄水增量来源， 在分析实测冰情资料基础上， 把槽蓄水增量分为水位壅高主河道蓄水量增

大、 主河道内河水转化为固体冰盖和上滩水形成冰盖及在冰下聚集等 ３ 部分， 建立河冰动力学模型， 模拟河冰生消

及槽蓄水增量过程， 利用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度三湖河口—头道拐河段实测冰情资料对模型进行了验证， 表明滩地冰盖及

冰盖下滞洪是内蒙古河段槽蓄水增量的主要来源， 占最大槽蓄水增量的 ６３ ４４％， 主河道水位壅高引起的槽蓄水增

量占 ２６ ５６％， 主槽冰盖蓄水占 １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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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汛期河道封冻后， 受封冻冰盖阻力作用而增蓄在河槽中的水量为槽蓄水增量， 其产生、 发展和消亡过

程及由此形成的凌汛洪水在中国黄河上游成为较为独特的水文现象， 是导致凌汛灾害发生的关键因子之一，
因此槽蓄水增量的研究对防治凌汛灾害具有重要意义。 河流冰情演变发展涉及到水力、 热力、 水⁃冰转换过

程中物理和力学性质的变化等因素， 使得河冰水力学问题的研究非常复杂［１］。 中国冰情研究主要集中在北

纬 ３０°以北的高纬度河流， 其中黄河内蒙古段是冰情研究的热点区域， 该河段冬季严寒而漫长， １ 月月平均

气温为－１０～ －１２℃， 极端最低气温达－３４℃， 河道西北至东南走向， 河宽坡缓， 逶迤曲折且多弯道， 比降为

０ １‰左右， 其独特河势、 复杂地形边界条件和水文气象条件决定了流凌、 封河日期溯源而上， 开河日期自

上而下， 槽蓄水增量量值较大， 形成及释放过程复杂， 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槽蓄水增量主要受上游来水、 气温变化、 河道边界条件及河道内建筑物等综合因素影响［２］。 目前对于

槽蓄水增量的研究仅限于对其现象及历史年份和近年来变化趋势的研究［３⁃４］， 随着河冰数学模型发展， 开展

槽蓄水增量预测也成为河冰数学模型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研究者开始利用河冰数值模拟研

究河道冰情， 早期的数学模型以恒定流模型为主， 大多采用回水分析的方法。 近年来， 随着电子技术及河道

水动力学数值模拟方法的进步， 非恒定冰水动力学模型得以快速发展。 在国外， Ｌａｌ 和 Ｓｈｅｎ［５］ 建立的 ＲＩＣＥ
模型， 提出了考虑冰花堆积的坚冰层热增长和热衰减的方程。 由于在明渠河段存在计算水面冰和悬浮冰流量

的不连续， Ｓｈｅｎ 等［６］在 ＲＩＣＥ 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一维河冰模型的 ＲＩＣＥＮ 计算公式。 Ｚｕｆｅｌｔ 和 Ｅｔｔｅｍａ［７］建立了

一维冰水耦合运动的冰塞动力学非稳态模型， 模拟初始冰塞和开河冰塞期水位变化。 Ｌｕ 等［８］ 建立了表面输

冰和冰塞的动力学模型。 Ｓｈｅｎ 等［９］将表面冰看成一种连续介质， 提出了表面冰的运动方程建立了二维河冰

输移模型 ＤｙｎａＲＩＣＥ。 Ｂｅｌｔａｏｓ［１０］利用 ＲＩＶＪＡＭ 模型计算宽河冰塞所引起的水位升高。 在国内， 杨开林等［１１］提

出了描述冰塞形成的发展方程， 建立一维河冰动力学模型模拟冬季松花江流域白山河段冰塞的形成发展过

程。 茅泽育等［１２］应用河流动力学和热力学等原理， 建立冰塞形成及演变发展的冰水耦合的综合动态数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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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数值模拟了天然河道冰塞演变发展。 茅泽育等［１３］ 又建立二维河冰动力学模型， 采用适体坐标变换方法

数值模拟天然河道河冰过程。
上述基于水动力学背景的河冰数学模型在防冰减灾的实际运用中以经验性的公式和一维河冰模型为主，

其中 Ｌａｌ 和 Ｓｈｅｎ 所提出的 ＲＩＣＥＮ 模型， 至今对国内乃至世界上影响都很大。 二维河冰数学模型除 Ｓｈｅｎ 的一

些工程实际应用外， 世界上其他国家学者的实际应用极少，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河冰过程的复杂性所导

致［１４］。 本研究在国内外研究成果基础上， 结合黄河内蒙古河段地形、 气象、 实测冰情特性建立河冰动力学

模型， 模拟凌汛期槽蓄水增量形成及模型中关键技术处理方法及关键参数的取值规律。

１　 控制方程及求解

１ １　 冰封河道一维水动力学模型

１ １ １　 一维水动力学模型

封河期受附加冰盖影响， 同流量水位升高， 增大了河水漫滩几率。 对于典型的复式断面（见图 １）， 畅流

期以主河道过流为主， 封河期水位壅高， 进入滩地的冰水部分转化为固体冰盖， 另部分在滩地冰盖下聚集，
由于滩地糙率较大， 加之固结冰盖的影响， 滩地冰盖下水体流速较小， 可以作为滞蓄水或以固定冰的形式存

图 １　 典型大断面图（黄河头道拐断面， ２０００ 年测验）
Ｆｉｇ １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ｐ ｏｆ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在， 滞蓄水量多少受滩地边界影响较大， 如生产堤等工

程。 因此从封河期水流动的特性看， 水流集中在主槽内，
这也决定了凌汛期槽蓄水增量的来源： ① 水位壅高， 主

河道蓄水量增大部分（图 １ 中Ⅰ所示）； ② 主河道河水转化

为固体冰盖部分（图 １ 中Ⅱ所示）； ③ 上滩水转化为滩地冰

盖或在冰盖下聚集的部分（图 １ 中Ⅲ所示）。 上游来水过

程、 冰盖发展过程及河道地物、 地貌特性影响了槽蓄水增

量在上述三者之间的转化。 开河期冰盖融化， 水位回落，
滩地滞留冰水归槽， 再加上河道槽蓄水的集中释放就会形

成桃汛洪水。 基于上述水流运动及槽蓄水增量的转化特

点， 从浮动冰盖的假设出发， 并考虑黄河内蒙古河段地形

特点， 河道的一维非恒定渐变流的连续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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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ｔ 为时间， ｓ； ｘ 为距离， ｍ； Ｚ 为水位， ｍ； Ｂ 为河宽， ｍ； Ｑ 为流量， ｍ３ ／ ｓ； Ａ 为过水面积， ｍ２； Ｎ
为冰密集度； ｔ′ｉ为淹没冰厚， 一般为冰厚 ｔｉ的 ０ ９， ｍ； ｇ 为重力加速度， ｍ ／ ｓ２； ｑｌ为封河期上滩洪水的单宽

流量， ｍ２ ／ ｓ， 上滩后部分转变为固体冰盖另一部分滞蓄在冰盖下（或以固态冰的形式存在）， 开河期该水量

向主河道内释放； Ｓｆ为摩阻坡度， Ｓｆ ＝ ｎ２
ｃＲ

－４ ／ ３ｕ│ｕ│， ｎｃ为河底与冰盖综合糙率， ｎｃ ＝ ［（ｎ３ ／ ２
ｉ ＋ ｎ３ ／ ２

ｂ ） ／ ２］ ２ ／ ３，
ｎｉ为冰盖糙率， ｎｂ为河底糙率， ｕ 为断面平均流速， ｍ ／ ｓ， Ｒ 为水力半径， ｍ。

当河道部分冰封时的摩阻坡度可为 Ｓｆ ＝ｎｃ
２Ｒ－４ ／ ３ｕ│ｕ│ｆ， ｆ ＝λ（１＋Ｆ） ４ ／ ３＋（１＋λ）（１＋Ｆ） ４ ／ ３ ／ ［μ＋（１－μ）（１＋

Ｆ） ２ ／ ３］ ２， Ｆ＝（ｎｉ ／ ｎｂ） ３ ／ ２， μ 为畅流区域的百分比， λ 为冰封河段占总河段的比值（当 λ ＝ １ 时， 上式演变为全

封河段的渠道阻力计算公式） ［１１］。
１ １ ２　 冰盖糙率

冰盖下方的水流常常伴随着冰花运动， 上游生成的冰花和流冰不断进入稳定冰盖的下方， 并以冰花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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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悬浮冰花的形式向下游运动， 冰下悬冰花几何形体的不平整， 影响了冰盖糙率的取值， 研究表明， 冰盖糙

率是个不断变化的值， 一般认为初封时糙率较大， 到冬末时糙率变小［１５］：
ｎｉ ＝ ｎｉ，ｅ ＋ （ｎｉ，ｉ － ｎｉ，ｅ）ｅ

－αｎＴ （３）
式中　 ｎｉ，ｉ为初始冰盖糙率， 即稳定封冻之初的冰盖糙率， 其值随冰盖厚度增大而增大； ｎｉ ， ｅ为封冻期末或当

冰花消失时的冰盖糙率； Ｔ 为封冻后的天数， ｄ； αｎ为衰减指数， 近年来统计资料显示， 黄河内蒙古包头河

段 １２ 月、 １ 月和 ２ 月月平均气温分别为－９ ５℃、 －１１ ５℃和－７ ０℃， 属于平冬， αｎ取值 ０ ０２５。

图 ２　 黄河三湖河口断面冰盖糙率随时间变化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Ｓａｎｈｕｈｅｋｏｕ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ｃｅ ｃｏｖｅｒ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采用 １９６２—１９６６ 年每年 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 月 １４ 日黄河

三湖河口断面实测流速资料与相应的流速、 糙率、 水深

按照式 ｖｃ ＝ １ ３５８ ｎ０ ６６
ｃ Ｑ０ ８３ ／ （Ａ１ ６８Ｈ２ １１）点绘封河期河道综

合糙率［１６］， 并根据畅流期该断面糙率成果， 推求冰盖糙

率在整个冰盖生消过程中 ｎｉ 的数值分布规律， 并与式

（３）计算成果进行对比分析（见图 ２）。 表明公式能够基本

反映冰盖下阻力随冰盖固结及冰下冰花进一步冲刷糙率

逐渐变小的趋势。 冰盖形成初期考虑冰花堆积影响初始

冰盖糙率 ｎｉ ， ｉ一般在 ０ ０６ 左右， 稳定封河后期冰盖糙率

基本上保持在 ０ ０１２ 左右。
１ ２　 热交换

冬季河道水体的温度状态取决于其与周围环境之间不停的热交换， 河道内介质间热交换主要包括： 水与

大气热交换 φｗａ、 水与冰盖热交换 φｗｉ、 冰盖与大气汽热交换 φｉａ、 水与河床热交换 φｗｂ。 在畅流期， 水与大气

热交换在水体与周围环境介质之间的交换中起主导作用； 在冰封期， 冰盖与大气热交换决定了冰盖的生长与

消融。 在内蒙古河段水与河床热交换通量 φｗｂ较小， 计算中可以忽略。
１ ２ １　 水与大气热交换

河道水体的热量主要来源于太阳辐射、 大气辐射以及由于降雨、 入流等所带来的热量， 另一方面通过反

射辐射、 对流交换、 水体增温、 蒸发和出流等吸收或消耗一部分热量， 相应水体表面吸收的总热量：
φｗａ ＝ φｓｎ ＋ φａｎ － φｂｒ － φｃ － φｅ （４）

式中　 φｓｎ为太阳短波辐射； φａｎ为大气长波辐射； φｂ ｒ为水体长波返回辐射； φｃ为水面蒸发热损失； φｅ为热传

导通量。
利用式（４）计算水面与大气之间热交换， 需要以下实测气象资料： 太阳到达水面天文总辐射、 日照百分

率、 水面上 ２ ｍ 处的气温、 云层覆盖率、 水表面温度、 水面上空气的蒸汽压力、 水面以上 １０ ｍ 的风速、 水

面温度、 露点温度等。
从理论上讲， 在气象资料完备的条件下， 可以准确地计算 φｗａ的值， 但由于气象条件难以准确测定、 较

多系数取值需要率定及热传导方面研究的困难性， 通常将水面与大气的单位面积热交换率 φｗａ表示为气温和

水温的线性函数［１７］：
φｗａ ＝ Ｃ０（ ｔｗ － ｔａ） （５）

式中　 Ｃ０为复合热交换系数， 一般取值为 １５～２５， 黄河内蒙古河段 Ｃ０取为 ２０； ｔｗ为水温，℃； ｔａ为气温，℃。
１ ２ ２　 水与冰盖之间的热交换

当水体表面形成冰盖后， 水与大气之间的热交换变为水与冰盖的热交换， 其对冰盖形成和发育影响较

大， 其大小取决于水体的湍流作用， 本研究采用 Ａｓｈｔｏｎ（１９７３）模式， 相应计算式为

φｗｉ ＝ ｈｗｉ（ ｔｗ － ｔｍ） （６）
式中　 ｔｍ为冰点温度， 取为 ０℃； ｈｗｉ ＝ＣｗＶ０ ８ ／ ｄ０ ２

ｗ ， ｄｗ为水深， Ｖ 为平均水流速度， Ｃｗ随冰盖阻力而变， 取为

１ 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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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冰盖与大气之间的热交换

当水体表面形成冰盖后， 水与大气之间的热交换变为冰盖与大气之间的热交换， 冰的上表面热交换表达

式为［１８］

φｉａ ＝ ｈｉａ（ ｔｓ － ｔａ） （７）
式中　 ｔｓ为冰面温度， 在没有雪盖的条件下， ｔｓ ＝（ｔａｈｉ ／ ｋｉ＋ｔｍ ／ ｈｉａ） ／ （ ｈｉ ／ ｋｉ＋１／ ｈｉａ）， ｈｉ 为流凌固体冰厚度， ｈｉａ为冰

盖上表面与空气之间热量交换的线性系数， 取为 １２ ５７Ｗ／ Ｃ０·ｍ２， ｋｉ为冰的热传导系数， 取为 ２ ２４Ｗ／ （ｍ·Ｃ０） 。
１ ３　 水体热扩散方程

对于充分混合的河流， 其水温沿流程的变化可用一维扩散方程来描述：

∂（ρＣｐＡｔｗ）
∂ｔ

＋
∂（ρＱＣｐ ｔｗ）

∂ｘ
＝
∂ ρＡＥｘＣ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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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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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ç

ö

ø
÷

∂ｘ
－ Ｂ０φＴ （８）

式中　 Ｃｐ为比热， 取 ４ １４８； ρ 为水密度； Ｅｘ为热扩散系数， Ｅｘ ＝∑σｔ ／ ｖＴ， σｔ为温度普郎特数， ｖＴ为紊动粘性

系数； φＴ为水体与周围环境之间单位面积热交换（包括明流水面与大气的热交换、 水面与漂浮冰块或冰盖的

热交换以及河段水体与河床的热交换率）； Ｂ０为扣去岸冰部分的河宽， 当无岸冰时 Ｂ０ ＝Ｂ。
１ ４　 冰花扩散方程

在封冻过程中， 水内冰花是所有其他形式河冰的起源， 当水温下降到冰点时， 进一步变冷会导致河水过

度冷却并形成冰晶， 其形成取决于水流紊动强度、 流速和水体的失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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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Ｃｖ为冰花（水内冰）含量， 指单位长度河道内冰花的体积与液体和冰花总体积之比（悬浮状水中冰体积

浓度）； Ｃａ为表面流凌密度； ρｉ为冰密度； Ｅ ｉ为冰花扩散系数， 河道内冰花弥散通量与冰花在水体的紊动输

移和热交换参数冰花量相比较较小， 计算中可以忽略； Ｌｉ为结冰潜热， 取 ３３４ ８４； α 为水内冰变为浮冰的比

例系数［１３］； ｕｉ为冰粒浮速， ｕｉ ＝ －０ ０２５（ ｔｗ ＋φＴ ／ １ １３０） ＋０ ００５； ｖｚ为紊动速度的竖向分量， ｖｚ ＝ ［（ｇ ／ （０ ７ｃ＋
６）ｃ）］ ０ ５ｕ ／ ５， ｃ 为谢才系数； ∑Ｓ 为其他源项， 代表演进、 冰盖下沉积以及由冰盖下堆积物的侵蚀所产生的

冰花， 其来源及数值通量较难确定， 计算中常忽略。
１ ５　 水面浮冰输运方程

当水内冰花和絮状冰体增大时， 浮力的增加将克服垂向混掺作用而在河流水面形成流凌， 并在向下游运

动过程中厚度和表面积不断增大， 流凌密度方程可以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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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ｈｆ为流凌冰面底部冰花层厚度； ｅｆ为冰花层孔隙率， 取为 ０ ４。
流凌中固体冰厚度 ｈｉ的热增长计算， 以开始流凌的初始冰厚为基础（在黄河内蒙古河段初始流冰厚度取

０ ００１ ｍ）， 在固体冰冻结增长不超过冰花沉积层的底部时， 固体冰块的热力生长方程为

ｄｈｉ

∂ｔ
＝

φｉａ

（ρｉｅｆＬｉ）
（１１）

冰块底部冰花厚度的变化率， 取决于冰盘下侧面冰上冰花的沉积率和固体冰块向冰花层内的生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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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　 岸冰的形成

河流中岸边流速足够小， 由于水面冰的聚集和堆积， 将形成沿河宽方向（侧向）发展的静止岸冰， 其发展取

决于水面流冰与已有岸冰边缘接触的稳定性。 研究表明当垂线平均流速 ｖｓ＜（ΦＴ ／ （－１ １－ｔｗ）－１５Ｖａ） ／ １ １３０ 时，
岸冰开始形成， 其横向增长取决于浮冰块与岸冰接触时的稳定性， 岸冰宽度的增长率与表面流冰密度成正

比。 在本研究中， 采用 Ｍｉｃｈｅｌ 等［１５］提出的经验公式：

Δｗ ＝
１４ １Ｖ －０ ９３

∗ Ｎ１ ０８Δφｉａ

ρＬｉ
（１３）

式中　 Δｗ 为给定的时间间隔内岸冰的生长量； Ｖ∗为流速判数； Ｖ∗ ＝ ｕ ／ Ｖｃ， Ｖｃ为水面冰能够黏结到岸冰上的

最大流速， 在黄河内蒙古河段 Ｖｃ取为 ０ ５５； Δφｉａ为在给定的时间间隔单位面积的热量交换； Ｎ 为表面流冰密

度， Ｎ＝Ｑｓ ／ （ｕｈｉＢ）， Ｑｓ 为流凌期间表层体积输冰流量， Ｑｓ ＝ ［ｈｉ＋（１－ｅｆ）ｈｆ］ ＣａＢ０ｕ。
１ ７　 动力冰盖发展过程

根据上游来冰类型和水流条件不同， 冰盖发展过程主要包括平封和立封两种封河方式， 其中立封又包括

窄河型冰塞和宽河冰坝。 根据黄河内蒙古河段凌情特性， 本研究以平封为主。
冰盖的推进速率取决于冰盖前沿的上游来冰流量和冰盖厚度， 当冰盖前缘来流弗劳德数 Ｆｒ 小于一个临

界弗劳德数 Ｆｒｃ时， 冰盖将以并置的方式向上游推进：

Ｖｐ ＝
（Ｑｓ － Ｑｕ）Ｖｓ

［Ｂ０ｈ０（１ － ｅｃ）Ｖｓ － （Ｑｓ － Ｑｕ）］
（１４）

式中　 Ｖｐ为冰盖推进速度； Ｑｕ为在冰盖前沿下潜的水中的冰流量， 由流冰在冰盖前沿的稳定性准则确定； ｅｃ
为冰盖整体孔隙率， ｅｃ ＝ ｅｐ＋（１－ｅｐ）ｅ， ｅ 为单个流冰块的孔隙率， 取 ０ ２， ｅｐ为冰集聚体内部， 冰块间的空间

间隙空隙率， 取 ０ ４； Ｖｓ为上游来冰速度， 近似为水流速度。
当冰盖前缘 Ｆｒ＞Ｆｒｃ时， 由于水流紊动加剧， 冰块可能翻转、 下潜， 这时冰盖将以水力增厚的方式推进，

也就是说在局部形成了冰塞， 随着塞体的增大， 缩窄了河道的过流面积， 使冰盖前缘水位局部壅高， 冰盖前

缘的 Ｆｒ 降低， 冰盖会继续以并置模式向前推进。 同时也存在一个最大弗劳德数 Ｆｒｍ， 当 Ｆｒ＞Ｆｒｍ时， 冰盖不

再向前推进， 形成了卡冰结坝。 在黄河内蒙古河段 Ｆｒｃ、 Ｆｒｍ分别取为 ０ ０６ 和 ０ ０８。
１ ８　 冰盖的热力生长和消退

由于冰盖上表面和底部发生热交换， 冰盖将发生热力增厚或消融。 根据黄河内蒙古河段冰情特征， 研究

河段通常情况下冰盖上无雪层、 冰下有冰花堆积， 固体冰盖的热力增长率主要由冰盖上表面与空气之间的热

交换决定， 当冰盖上表面温度 ｔｓ小于冰的融化温度 ｔｍ时， 冰盖热力增长率为利用方程（１１）计算， 冰花层的增

长利用方程（１２）计算。 当表面温度 ｔｓ等于冰的融化温度 ｔｍ时， 冰体中的温度保持在恒温 ０℃， 冰盖不会发生

热力增长。 反之， 冰盖会发生消融， 整个冰盖的消融主要包括冰盖受到大气热辐射和冰花层受到冰水热交换

的影响。
冰盖的表面融化速率可以由下式给出：

ρｉＬｉ

ｄｈｉ

ｄｔ
＝ ｈｉａ（ ｔｍ － ｔａ） （１５）

冰花层消融的数学表达式为

（１ － ｅｆ）ρｉＬｉ

ｄｈｆ

ｄｔ
＝ － ｈｗｉ（ ｔｗ － ｔｍ） （１６）

１ ９　 方程求解

在天然河道内， 冰盖形成后水位壅高， 大部分河段冰水上滩， 初始上滩水体在冰盖下流速较低， 随冰与

大气之间热交换， 上滩水在滩地部分转化为固体冰盖。 在模型求解计算时， 根据断面地形特点， 以滩唇为分

界点， 把地形概化为主槽与两侧滩地， 水流演进主要在主槽中进行， 封河期水位壅高， 水流通过滩唇进入滩

地的流量记为 ｑｌ， 该量通过滩槽流量模数进行分配， 并认为一部分水量转化为固体冰（冰厚与主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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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水量蓄滞在冰下， 并把这部分水体进行累加记录。 在开河期， 冰盖融化， 水位回落， 累计在滩地部分水

体要逐步释放归槽。 具体求解步骤如下：
（１） 畅流期洪水演进模型（式（１）、 式（２））推求沿程各断面流量（Ｑｉ）、 水位（Ｚ ｉ）；
（２） 求各断面水汽热交换量 φｗａ（式（４））；
（３） 水体热扩散模型（式（８））求水温 ｔｗ；
（４） 流凌封河期（Ｔａ＜０℃）， 热交换 ［（１－Ｃａ）φｗａ＋ Ｃａφｗｉ］， 冰花扩散方程（式（９））求水内冰浓度 Ｃｖ；
（５） 流凌封河期（Ｔａ＜０℃）， 热交换 Ｃａ（φｉａ－φｗｉ）， 水面浮冰输运（式（１０））求流凌密度 Ｃａ， 统计上滩水

体量∑ｑｌΔｔ；
（６） 岸冰形成（式（１２））求岸冰的生长量 Δｗ；
（７） 热交换 φｉａ， 求固体冰块的热力生长 ｈｉ（式（１１））；
（８） 冰块底部冰花厚度的变化率 ｈｆ（式（１２））；
（９） 动力冰盖的发展（式（１４））， 冰盖将以并置的方式向上游推进速度 Ｖｐ及推进距离∑ＶｐΔｔ；
（１０） 稳定封河期（Ｔａ＜０℃）， 热交换 φｉａ， 求冰盖热力生长 ｈｉ（式（１１））， 统计上滩水体量∑ｑｌΔｔ；
（１１） 稳定封河期（Ｔａ＜０℃）， 热交换 φｉａ， 求冰盖部冰花厚度的变化率 ｈｆ（式（１２））；
（１２） 开河期（Ｔａ＞０℃）， 冰盖表面融化， 求冰厚 ｈｉ（式（１５））， 根据冰盖融化速率释放上滩水体∑ｑｌΔｔ；
（１３） 开河期（Ｔａ＞０℃）， 求冰花层消融 ｈｆ（（式（１６））。

２　 三湖河口—头道拐河段冰情验证分析

近 ２０ 多年统计资料表明［２］， 近几年黄河内蒙古河段大部分槽蓄水增量主要集中在三湖河口—头道拐河

段。 最早流凌和最早封河也多发生在该河段， 然后向上游区段延伸。 该河段流凌日期在当年 １１ 月下旬， 河

段首封在 １２ 月上旬， 河段开河在 ３ 月下旬， 流凌天数 ２０ ｄ 左右， 封河天数 １００ ｄ 左右， 平均封河冰厚

０ ５９ ｍ， 最大冰厚能达 １ ０ ｍ， 封河流量 ６００ ｍ３ ／ ｓ 左右， 最大槽蓄水增量平均为 ５ ８ 亿 ｍ３。 该河段全长

２９２ ｋｍ， 共有 ７０ 多个实测大断面资料， 断面平均间距 ４ ｋｍ， 主槽平均宽度约 ６６０ ｍ， 滩地平均宽度约

３ ８００ ｍ， 属于典型复式河道。 该河段仅在三湖河口水文站和头道拐水文站进行冰情常规测验， 测验内容主

要有日均流量、 日均水位、 日均气温、 日均水温和冰盖厚度等。 充分利用现有测验资料， 对头道拐水文站冰

盖发展过程和水温变化过程进行验证分析， 模型中参数取值见表 １。

表 １　 模型中关键参数取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参数 物理意义 取值 参数 物理意义 取值

αｎ 衰减指数 ０ ０２５ Ρ 水密度 １ ０００ ０
ｎｉ，ｉ 初始冰盖糙率 ０ ０６ Ｌｉ 结冰潜热 ３３４ ８４
ｎｉ，ｅ 稳定封河后期冰盖糙率 ０ ０１２ σｔ 温度普郎特数 ０ ８５
Ｃ０ 复合热交换系数 ２０ ０ ʋＴ 紊动粘性系数 １０－２

ｔｍ 冰点温度 ０ ｅｆ 冰花层孔隙率 ０ ４
Ｃｗ 冰盖阻力系数 １ ６６２ Ｅ 单个流冰块的孔隙率 ０ ５
ｈｉａ 冰面与空气交换系数 １２ ５７ ｅｐ 冰块间空间间隙空隙率 ０ ４
ｋｉ 冰的热传导系数 ２ ２４ Ｆｒｃ 平封临界弗劳德数 ０ ０６
Ｃｐ 比热 ４ １４８ Ｆｒｍ 最大临界弗劳德数 ０ ０８
ρｉ 冰密度 ９１７ ０ Ｖｃ 水面冰黏结到岸冰上的最大流速 ０ ５５

２ １　 初边界条件

计算河段地形黄断 ３８（三湖河口水文站） ～黄断 ８７ 采用 ２００８ 年汛前实测大断面资料， 黄断 ８９～黄断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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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道拐）采用 ２００４ 年实测大断面资料。 计算河道初始流量采用封河期平均流量 ６００ ｍ３ ／ ｓ， 初始水体温度

５ ０℃。 进口采用三湖河口水文站实测日均流量过程（见图 ３）及日均水温过程， 出口采用头道拐水文站实测

日均水位过程。
该河段无实测太阳辐射、 风要素等气象资料， 仅在三湖河口、 头道拐水文站有实测日最高、 日最低和日

图 ３　 实测三湖河口、 头道拐日均流量过程

Ｆｉｇ 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ｔ Ｔｏｕｄａｏｇｕａｉ
ａｎｄ Ｓａｎｈｕｈｅｋｏｕ ｓｔａｔｉｏｎ

均气温资料。 上述气温资料不能够反映气温在一日内实

时变化的特性， 因此需要对气象资料进行拟合处理。 利

用日最高、 日最低气温资料， 采用正弦分段法建立模拟

气温日变化的拟合曲线：

Ｔｉ ＝
（Ｔｍａｘ － Ｔｍｉｎ）ｓｉｎ

ｉπ
１２

－ π
２

æ

è
ç

ö

ø
÷

２
＋

（Ｔｍａｘ ＋ Ｔｍｉｎ）
２

（１７）
图 ４ 为三湖河口水文站与头道拐水文站拟合与观测

日均气温变化过程对比图， 从拟合气温变化过程时空分

布上看， 三湖河口水文站拟合值与观测值比较接近， 拟

合精度较高。 头道拐水文站除 １ 月份模拟值较观测偏高

较大外， 其余月份模拟偏差和变幅都在应用中可以接受。
因此在无实测热辐射、 风要素和气温变化过程资料， 而仅有日最低和日最高资料时， 通过利用正弦分段模拟

法模拟气温的日变化过程来代替河道与大气之间的实时热交换， 在建立河冰模型时可行。

图 ４　 拟合与观测日均气温比较

Ｆｉｇ ４ Ｄａｉ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２ ２　 验证分析

图 ５　 头道拐水文站计算与观测冰盖发展过程

Ｆｉｇ ５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ｃｅ ｃｏｖｅｒ ａｔ Ｔｏｕｄａｏｇｕａｉ ｓｔａｔｉｏｎ

图 ５ 为头道拐水文站冰盖发展过程模拟和观测比较

图， 表 ２ 为模拟与观测冰情要素统计表， 模拟头道拐水

文站初封时间为 １２ 月 ４ 日 ９ 时， 观测为 １２ 月 ６ 日 ８ 时，
模拟初封时间比观测提前 ２ ｄ。 冰盖形成后， 冰盖在冰面

与大气、 冰底与水体热交换共同作用下逐渐增厚， 模拟

冰盖发展趋势与观测基本一致， 模拟在 １ 月 ２９ 日 ９ 时最

大冰厚为 ０ ６２ ｍ， 观测在 ２ 月 １ 日 ８ 时达到最大值

０ ６５ ｍ， 计算最大冰厚比观测值小 ０ ０３ ｍ。 在 ２ 月 １ 日

至 ３ 月 ８ 日， 尽管日均气温仍然在 ０℃以下， 但日最高气

温逐渐升高， 冰盖厚度有逐渐变小的趋势， 该时段内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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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冰盖发展过程与实测比较一致， 模拟与实测最大冰厚差值为 ０ ０８ ｍ。 ３ 月 ８ 日以后， 受到气温快速升高的

影响， 冰厚迅速变小， 模拟在 ３ 月 ２０ 日 １１ 时该水文站开河， 实测 ３ 月 １７ 日 ８ 时有流凌， 模拟开河时间较

实测晚 ３ ｄ。
表 ２　 计算与观测冰情要素统计（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度）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项目 初封时间 最大冰厚 ／ ｍ 最大冰厚时间 开河时间 最大槽蓄水增量出现时间 最大槽蓄水增量 ／ 亿 ｍ３

计算 ２００８⁃１２⁃０４Ｔ０９：００ ０ ６２ ２００９⁃０１⁃２９Ｔ０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３⁃２０Ｔ１１：００ ２００９⁃０２⁃２５Ｔ０２：００ １０ ２３

观测 ２００８⁃１２⁃０６Ｔ０８：００ ０ ６５ ２００９⁃０２⁃０１Ｔ０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３⁃１７Ｔ０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２⁃２２Ｔ０８：００ １０ ９５

　 　 图 ６ 为头道拐水文站水温变化过程模拟与实测对比图， 受计算初始温度影响，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７ 日模拟水温

与实测日均水温有差异。 受大气温度下降河道水体与大气热交换影响， 水温逐渐降低， 在 １１ 月 ２７ 日实测日

图 ６　 头道拐水文站计算与实测水温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６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ｔ Ｔｏｕｄａｏｇｕａｉ ｓｔａｔｉｏｎ

均水温降到 ０℃， 模拟水温下降的过程与实测比较一致。
在冰盖形成初期受到上游封河较晚、 水体暴露在外的影

响， 上游来水水温处于超低温状态， 到达冰盖之下时会

与冰盖发生热交换， 冰盖释放热量并增厚， 水体吸收热

量后向冰点 ０℃方向调整， 这种调整会一直持续到其上

游河道大部分区域封河为止， 头道拐水文断面计算最低

水温为－０ １６４℃。 在 １２ 月 ２４ 日以后的稳定封河期， 模

拟水温为 ０℃ 左右， 这与观测值比较一致。 在开河期，
实测在 ３ 月 １７ 日 ８ 时以后， 水温随气温的升高而逐渐升

高， 模拟在 ３ 月 ２０ 日 １１ 时后水温随气温变化逐渐升高，
计算与实测相差 ３ ｄ， 这主要是受到模拟开河较实测开河

晚的影响。 水温低于 ０℃是由于当水温下降到冰点以下

时［１９］， 进一步变冷会导致河水过度冷却并形成冰晶， 冰晶的形成过程是冰晶释放热量、 水体吸收热量的过

程， 同时外界气温过低水体与大气剧烈热交换， 水体又向大气中释放热量， 这就造成水温一直处于冰点与冰

点以下的一个动态的调整过程。
图 ７ 为槽蓄水增量过程验证图， 计算槽蓄水增量过程与实测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封河期计算比实测滞后

约 ３ ｄ， 开河期滞后 ４ ｄ。 计算最大槽蓄水增量为 １０ ２３ 亿 ｍ３， 实测 １０ ９５ 亿 ｍ３， 计算比实测偏小

０ ７２ 亿 ｍ３， 计算最大槽蓄水增量出现时间比实测滞后 ３ ｄ。 从实测流量传播过程看（见图 ３）， 在流凌期及稳

定封河期（图 ３ 中Ⅰ区）， 进口流量大于出口流量， 槽蓄水量增大； 在开河期（图 ３ 中Ⅱ区）， 槽蓄水增量快

速释放， 出口流量大于进口流量。 从计算槽蓄水增量来源看（图 ８）， 主槽冰盖蓄水在冰盖最厚时最大为 １ １８
亿 ｍ３， 其蓄水量随冰盖不断增长而增大， 当冰盖发展到最长、 厚度最大时， 主槽冰盖蓄水也达到最大， 其

后在冰盖稳定时， 蓄水量变化不大， 当气温升高冰盖消融时， 其蓄水迅速释放。 附加冰盖引起水位壅高， 主

河道槽蓄水量增大， 其量值受冰盖固结程度及上游来水过程影响， 在封河初期， 附加冰盖存在对槽蓄水增量

影响较大， 稳定封河期槽蓄水量的变化以上游来水影响为主， 计算至 ２ 月 ２３ 日达到最大值 ２ ７６ 亿 ｍ３。 计

算河段滩地较大， 成为蓄滞洪水的主要场所， 其蓄滞洪水要较初封期偏晚， 计算在 １２ 月 １５ 日前后， 滩地开

始滞洪， 随冰盖发展及上游持续来水， 滩地滞洪量逐渐增大， 在稳定封河期， 进出河段流量相对稳定， 冰盖

糙率变化也不剧烈， 蓄滞洪水相对稳定， 计算在 ２ 月 ２３ 日 ７ 时， 达到最大值的 ６ ４９ 亿 ｍ３， 温度升高后， 蓄

滞洪水转化为槽蓄水增量归槽。 从上述分析看出， 滩地冰盖及冰盖下滞洪是槽蓄水增量的主要来源， 占最大

槽蓄水增量的 ６３ ４４％， 其次是主槽水位壅高的影响， 占最大槽蓄水增量的 ２６ ５６％， 主槽冰盖蓄水相对稳

定， 占最大槽蓄水增量的 １０ 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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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槽蓄水增量计算与实测对比

Ｆｉｇ ７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ｔｏｒａｇｅ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图 ８　 计算槽蓄水增量过程组成

Ｆｉｇ ８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ｔｏｒａｇｅ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图 ９　 结冰对包头水文断面水位影响

Ｆｉｇ 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ｏｎ Ｂａｏｔｏｕ ｓｅｃｔｉｏｎ

为分析河道结冰对水位影响， 本研究以包头水文断

面为例对比了考虑结冰与不考虑结冰对水位变化过程的

影响（见图 ９）， 在 １２ 月 ６ 日后， 受到结冰的影响， 冰盖

对水体产生摩擦耗能， 水体需要增加势能， 计算水位就

会壅高。 由于冰盖厚度及结冰固结时间都影响了冰盖摩

擦力的大小， 计算在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２３ 时冰盖摩擦力达到最

大值， 相应壅水为 ０ ８５ ｍ。 １２ 月 ２３ 日以后， 冰盖进一

步固结， 冰盖糙率系数随之降低， 计算壅水位也逐渐降

低。 ３ 月 ２２ 日以后尽管断面已经开河， 但受到前期槽蓄

水量的释放， 考虑冰盖影响的工况下， 计算水位仍然会

较不考虑冰盖要高。
同时， 还利用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度冰情资料对该河段槽

蓄水增量组成开展计算分析， 计算采用 ２０１２ 年汛后实测大断面资料， 进口采用三湖河口日均流量过程及水

温过程， 出库采用头道拐站日均水位过程。 计算成果见表 ３， 计算冰厚比实测大 ０ ０７ ｍ， 出现最大冰厚的时

间提前了 ３ ｄ， 计算最大槽蓄水增量为 ８ ９６ 亿 ｍ３， 实测为 ８ １６ 亿 ｍ３。 从槽蓄水增量组成看， 滩地冰盖及冰

盖下蓄水仍然是最大槽蓄水增量的主要组成部分， 计算该部分水量为 ５ ５９ 亿 ｍ３， 占最大槽蓄水增量的

６２ ４％， 其次是主槽水位壅高的影响， 占最大槽蓄水增量的 ２３ ５％， 主槽冰盖蓄水占最大槽蓄水增量的

１４ １％左右。

表 ３　 计算与观测冰情要素统计（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度）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项目 最大冰厚（日期） 最大槽蓄水增量（日期） 主槽槽蓄水增量 主槽冰盖蓄水量 滩地冰盖及冰下蓄水量

计算 ０ ７１ｍ（２０１３⁃０２⁃１８） ８ ９６ 亿 ｍ３（２０１３⁃０２⁃１９） ２ １１ 亿 ｍ３ １ ２６ 亿 ｍ３ ５ ５９ 亿 ｍ３

观测 ０ ６４ｍ（２０１３⁃０２⁃２１） ８ １６ 亿 ｍ３（２０１３⁃０２⁃２０） － － －

３　 结　 　 论

不考虑土壤中的冻结水量、 融雪水量及开河期降水量转化的地表径流量等物理过程的影响， 分析了槽蓄

水增量的来源及转化过程， 建立考虑槽蓄水增量的河冰动力学模型， 利用实测冰情资料对模型进行验证。 研

究表明， 在流凌期及封河初期， 河道水体温度低于冰点 ０℃， 计算最低温度为－０ １６４℃， 在稳定封河期水体

温度维持在冰点 ０℃； 计算槽蓄水增量来源表明， 天然复式河道具有较大的滩地空间， 凌汛期受河道封河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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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水位壅高， 冰水上滩， 滩地冰盖及冰盖下滞洪是内蒙古河段槽蓄水增量的主要来源， 占最大槽蓄水增量

的 ６０％以上， 其次是水位壅高主河道内槽蓄水量增量， 冰盖蓄水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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