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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粉质黏土堤防漫溢溃决破坏过程及其对水流要素和土体性质的响应规律， 以河道流量、 筑堤土体含水率

和孔隙率为变量， 在弯道水槽中开展了 ９ 组堤防漫溢溃决概化试验。 通过试验发现， 粉质黏土堤漫溢溃决溃口发展过

程可分为垂向侵蚀和横向扩宽两个阶段， 垂向侵蚀阶段以 “陡坎” 后退为主要形式； 筑堤土体含水率与孔隙率不仅

影响了溃口垂向侵蚀以及横向扩宽速度， 而且决定了溃口最终形态， 河道流量主要影响堤防溃口的横向扩宽速度； 溃

口处流速以及下游水位变化受溃口高度的制约。 拟合得到土体黏聚力与土体含水率、 孔隙率的相关关系式； 通过试验

数据提出了由土体黏聚力和水流参数表达的 “陡坎” 侵蚀后退速度计算公式， 证明具有一定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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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防作为最常用的工程防洪措施之一， 保护了大量的耕地和人口。 其中土堤由于造价低， 应用最为广

泛。 然而， 由于极端洪水、 不合理设计等原因， 堤防工程措施的失效时有发生［１］。 漫溢溃决是一种最为常

见的堤防溃决形式［２］， 比如在 １９９８ 年洪水中， 长江流域沿岸堤防溃决共 ４９５ 处， 其中由于漫溢以及波浪漫

溢引起的溃决多达 ６４％［３］。 研究堤防溃决， 对于评估溃堤洪水淹没损失、 开展洪水预警和人员疏散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并可为制定溃口的快速堵复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黏土堤坝溃口发展过程的主要研究方法有概化模型方法、 现场观测 ／物理模型试验以及数值模拟方法。

概化模型方面， 英国学者 Ｍｏｈａｍｅｄ 等［４］结合溃口边坡失稳坍塌假设， 提出了一种较为新颖的溃口发展模型，
与之前假定溃口形状保持不变的概化模型相比具有很大进步； 另外， 具有代表性的黏土堤溃口发展模型为

Ｚｈｕ［５］提出的五阶段发展模型； Ｚｈａｏ 等［６］基于力矩平衡方法， 建立了黏性土堤坝溃口中出现的 “陡坎” 后退

过程预测模型。 物理模型试验方面， Ｈａｈｎ 等［７］通过开展一系列黏性土坝漫溢溃决试验， 总结了坝体溃决从

出现细小冲沟到陡坎形成， 然后坝顶高程下降直至溃口断面全部消失的溃口发展过程； 欧盟 ＩＭＰＡＣＴ 项目通

过现场大尺度黏土坝漫顶溃决试验， 研究了溃口的形成过程和黏土坝溃决机理， 同时进行了 ８ 组室内小尺度

黏土坝试验， 研究了土体颗粒组成、 土体压实度、 土体含水率以及坝体几何形态对坝体溃决的影响［８］；
Ｚｈａｎｇ 等［９］通过开展不同黏粒含量的均质土坝溃决试验， 揭示了溃口 “陡坎式” 后退以及坝顶 “双螺旋流”
淘刷等机理， 并探讨了不同黏聚力下溃口发展的不同特征； 陈生水等［１０］ 利用溃坝离心模型试验系统， 研究

了黏性心墙坝漫顶溃决过程， 发现黏性心墙在溃决过程中发生剪断破坏； Ｚｈｕ 等［１１］通过沙⁃粉沙⁃黏土混合料

的堤坝溃决试验， 详细研究了坝体断面的后退过程。 近年来，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通过求解水流以及泥

沙运动方程的数值解来研究堤防溃口发展过程的方法有了长足的发展。 Ｂｕｓｎｅｌｌｉ［１２］ 用三维水动力学模型计算

溃口处的流速并用 Ｚｗｉｎ′９４ 试验的实测数据进行验证， 计算溃口处最大流速与实测值吻合良好。 Ｌｉａｎｇ 等［１３］

运用二维浅水方程计算黄河溃堤水流， 运用非平衡泥沙输移和河床变形方程计算泥沙输移， 溃口的展宽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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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Ｏｓｍａｎ 和 Ｔｈｏｒｎｅ［１４］的河道横向展宽模型， 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 然而， 多数研究成果尤其是物理试验

针对水流与堤坝垂直的情况， 对于堤防与水流平行情况的研究成果甚少［１５］。
本文以筑堤土体的含水率、 孔隙率以及河道流量为影响因素， 考虑堤坝与水流平行的情况， 研究了堤防

溃口垂向、 横向发展过程， 最终溃口形态特征及其与上述影响因素的对应关系， 探讨了堤防溃决过程中水

位、 流速变化与溃口发展过程的对应关系。

１　 试验设计

１ １　 试验布置及筑堤材料　
概化试验在 Ｕ 形弯道水槽中进行， 平面布置如图 １（ａ）所示， 堤防横断面如图 １（ｂ）所示。 堤防从弯道顶

端开始修建， 将水槽分成两部分， 河道主流行进区为外江， 溃堤后洪水演进区域为内江。 在弯道顶端偏下部

位的堤顶设置长度为 ２０ ｃｍ 的初始溃口， 当河道水位略高于初始溃口顶部高程时水流漫溢。 在溃口外江侧布

置一台声学多普勒流速仪（ＡＤＶ）用来测量该处流速的变化过程。 流速监测点 Ｍ１、 Ｍ２位于溃口外江侧水面以

下 ５ ｃｍ 处， 具体位置以及 ｘ、 ｙ、 ｚ 方向如图 ２ 所示。 ｘ 方向为垂直于堤轴线的水平方向， ｙ 方向为平行于堤

轴线的水平方向， ｚ 方向为竖直向上的方向。

图 １　 试验平面布置及堤防横断面

Ｆｉｇ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ｌａｙｏｕ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模型试验中要满足水力学相似和土力学相似十分困难， 针对相比实际堤防缩小了若干倍的模型水力参

数， 为定性得到土堤漫溢溃决规律， 尽量减小土体起动剪切应力， 筑堤材料采用黏性较小的黄河磴口粉质黏

土， 其级配如图 ３ 所示。 材料的塑限含水率与液限含水率分别为 １８ １％、 ２８ ６％， 则塑性指数为 １０ ５， 这也

决定了其可变的含水率非常小。 溃堤试验前进行了反复的土体抗冲性敏感度测试实验， 发现土体抗冲蚀性对

含水率和孔隙率指标非常敏感。 当上述两项指标变化在 １％以内时， 土体抗冲蚀性能变化不大； 反之， 则变

化比较明显。

图 ２　 流速监测点位置及方向

Ｆｉｇ ２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图 ３　 试验材料级配

Ｆｉｇ ３ 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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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试验方案及步骤

河道流量 Ｑ 是影响堤防漫溢溃决的主要水流要素， 而筑堤土体孔隙率 ｅ 与含水率 ｗ 是影响黏土堤防抗冲

性能的重要物理指标。 考虑这 ３ 个影响因素， 设计如表 １ 所示 ９ 个试验组次。 由于土体性质的特殊性， 在如

下试验组次中， 含水率 ｗ 和孔隙率 ｅ 差别在 １％以内时， 可认为参数基本一致， 若超出， 则认为参数差异较

大。 溃口处外江侧水深控制在 １６ ５ ｃｍ， 初始溃口高度为 １６ ｃｍ。
堤防模型分层制作， 孔隙率通过控制既定体积下的土重来控制。 每次试验开始前， 均于堤身取土样测定

土样的黏聚力 ｃ、 内摩擦角 φ、 含水率 ｗ 以及孔隙率 ｅ， 并计算密度 ρ 和干密度 ρｓ。 各组试验的堤防土体物理

指标见表 １。
试验前在堤防外江侧铺一层不透水薄膜， 以降低溃决前渗透对堤身的不利影响。 根据试验既定的来流

量， 打开上游闸门放水， 调节尾门， 使水位缓慢地上升到诱导溃口顶部， 水流即将漫堤时， 将薄膜除去。 于

溃口内江侧布置摄像机拍摄溃口发展全过程， 同时不断调整尾门， 使外江侧水位基本维持在 １６ ５ ｃｍ 左右。
表 １ 　 试验组次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组次 流量 Ｑ ／ （Ｌ·ｓ－１） 含水率 ｗ ／ ％ 孔隙率 ｅ ／ ％
密度 ρ ／

（ｋｇ·ｍ－３）
干密度 ρｓ ／
（ｋｇ·ｍ－３）

黏聚力 ｃ ／
ｋＰａ 内摩擦角 φ ／ （°）

Ｃ⁃１ ７ ５５ ２０ ２ ４０ ７ １ ９２０ １ ６００ ２１ ４５ ２５ ８３

Ｃ⁃２ １４ ６４ ２１ ２ ４１ ２ １ ９２０ １ ５９０ ２２ ２２ ２５ ７９

Ｃ⁃３ １４ ６４ ２１ １ ４２ ９ １ ８７０ １ ５４０ ２１ ８５ ２５ １３

Ｃ⁃４ １４ ６４ １９ ８ ４０ ８ １ ９１０ １ ６００ ２０ ９４ ２５ ７７

Ｃ⁃５ ２０ ３１ １９ ３ ３８ ４ １ ９８０ １ ６６０ ２２ ７３ ２４ ３６

Ｃ⁃６ ２０ ３１ １９ ７ ４２ ６ １ ８６０ １ ５５０ １９ ８１ ２４ ８０

Ｃ⁃７ ２８ ５３ ２０ ５ ４０ ０ １ ９５０ １ ６２０ ２２ ４８ ２５ ９１

Ｃ⁃８ ２８ ５３ ２１ ９ ４０ ４ １ ９６０ １ ６１０ ２３ ００ ２６ １０

Ｃ⁃９ ２８ ５３ １９ ９ ４０ ８ １ ９２０ １ ６００ ２１ ０７ ２６ ４０

２　 试验成果

２ １　 溃口发展过程　
溃口发展可分为垂向侵蚀与横向扩宽两个阶段。 溃堤初始时， 溃口发展以垂向侵蚀为主， 主要表现为

“陡坎” 侵蚀后退形式。 以试验组次 Ｃ⁃１ 为例， 说明溃口垂向发展过程。 将实测的溃口纵剖面高程随时间变

化的数据绘于图 ４， 拍摄的溃口垂向发展过程见图 ５。 背水侧水流漫堤后， 堤脚处最先产生小冲刷坑（ ｔ ＝
１ ｍｉｎ）， 但是冲刷坑也可能出现在背水侧其他薄弱的地方； 冲刷坑与原来的堤面交界处形成了 “陡坎” （指
床面高程突降处）， 水流类似瀑布状流动， 形成溢流水舌； 溢流水舌在陡坎底部施加垂直剪应力， 并形成反

　
图 ４　 组次 Ｃ⁃１ 溃口纵剖面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４ Ｂｒｅａｃｈ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ｓｅ Ｃ⁃１
图 ５　 组次 Ｃ⁃１ 溃口垂向发展过程

Ｆｉｇ ５ Ｂｒｅａｃｈ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ｓｅ Ｃ⁃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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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漩涡不断淘刷基础面， 导致陡坎失稳坍塌并不断向上游发展， 最终与其他 “陡坎” 合并成为一个大的

“陡坎”； 最后 “陡坎” 整体移动至堤防的迎水面并发生坍塌（ ｔ ＝ １５ ｍｉｎ）， 溃口高程陡然降低， 溃堤流量陡

然增大， 内江水位迅速上升， 溃口垂向发展基本结束。
待初始溃口在垂向上发展到固定河床或垂向发展后期（某些试验组次， 在溃口垂向发展后期， 内江侧的

溃口两侧边壁就已经出现明显的侵蚀）， 溃口开始横向扩宽。 溃口水下部分发生侧向冲蚀后， 水上部分在黏

性土颗粒之间较大的黏结力作用下， 可以支撑一段时间而不倒塌， 呈悬臂状。 由于溃决后水流流向下游， 溃

口下游侧受到的顶冲作用要比上游侧强很多， 因此溃口扩宽主要是由下游侧堤防的后退引起。
各组试验的溃口垂向发展时长、 横向扩宽时长以及由此计算的溃口发展速度等参数如表 ２ 所示。 陡坎后

退平均速度由堤顶宽度除以溃口垂向发展时长得到。 平均扩宽速度由下式计算：

β ＝
Ｂ ｆ － Ｂ ｉ

Ｔｂ
（１）

式中　 β 为溃口扩宽速度； Ｂ ｆ 为溃口最终宽度； Ｂ ｉ 为初始溃口宽度， 在本试验中为 ２０ ｃｍ； Ｔｂ 为溃口扩宽

时长。

表 ２ 　 溃口发展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Ｂｒｅａｃ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组次
垂向发展时长 ／

ｍｉｎ
总发展时长 ／

ｍｉｎ
最终宽度 ／

ｃｍ
扩宽时长 ／

ｍｉｎ
陡坎后退平均速度 ／

（ｃｍ·ｍｉｎ－１）
平均扩宽速度 ／
（ｃｍ·ｍｉｎ－１）

Ｃ⁃１ １５ ６４ ６０ ５０ ０ ６６７ １ ２６０

Ｃ⁃２ ７８ １８５ ６０ １３８ ０ １２８ ０ ４３０

Ｃ⁃３ ２３ ６７ ６０ ４７ ０ ４３５ １ ２８０

Ｃ⁃４ １５ ４６ ６０ ３４ ０ ６６７ １ ７６０

Ｃ⁃５ １２３ ３５０ ６１ ２４０ ０ ０８１ ０ ２５４

Ｃ⁃６ ７ ２０ ５７ １４ ５ １ ４２９ ３ ９３０

Ｃ⁃７ １０３ ２４０ ６０ １８１ ０ ０９７ ０ ３３０

Ｃ⁃８ １８０ ５９０ ６０ ４７０ ０ ０５６ ０ １２８

Ｃ⁃９ １６ ３１ ６０ １６ ０ ６２５ ３ ７５０

２ ２　 溃口最终形态

最终溃口形态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为梯形溃口， 如图 ６（ａ）所示， 其主要特征： 溃口被水浸透， 比较

松软； 垂直方向上， 溃口水上部分边壁较陡， 基本垂直于槽底， 而水下部分边壁坡度较缓， 这主要由水上水

下部分不同的破坏方式引起； 溃口下游侧， 外江侧的冲蚀后退距离小于内江侧， 而上游侧则相反， 主要由水

图 ６　 溃口最终形态

Ｆｉｇ ６ Ｆｉｎａｌ ｂｒｅａｃｈ ｆｏｒｍ

流流向引起； 水上部分与水下部分交界处的冲蚀后退

距离最大， 这是因为水面处流速较大， 对堤防的冲蚀

最为剧烈； 试验组次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４、 Ｃ⁃６ 和 Ｃ⁃９
的最终溃口形态都是这种类型， 各组溃口的发展时长

分别为６４ ｍｉｎ、 １８５ ｍｉｎ、 ６７ ｍｉｎ、 ４６ ｍｉｎ、 ２０ ｍｉｎ 和 ３１
ｍｉｎ。 另外一种类型是矩形溃口， 被水流冲刷过的溃口

仍然比较密实， 如图 ６（ｂ）所示， 试验组次 Ｃ⁃５、 Ｃ⁃７ 和

Ｃ⁃８ 的最终溃口形态为这种类型， 其溃口发展时长分别

为３５０ ｍｉｎ、 ２４０ ｍｉｎ 和 ５９０ ｍｉｎ。
２ ３　 水位、 流速变化过程

图 ７（ａ）、 图 ７（ｂ）分别为试验组次 Ｃ⁃２ 和 Ｃ⁃３ 的 ６＃监测点水位 Ｚ（代表溃口处洪水演进区水位变化）、 溃

口处流速（Ｕｘ、 Ｕｙ、 Ｕｚ和总流速 Ｕ）以及溃口高度 Ｈ 随时间变化过程。 组次 Ｃ⁃２ 的流速测点为 Ｍ１， 组次 Ｃ⁃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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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速测点为 Ｍ２。

图 ７　 水位、 流速与溃口高度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７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ｃｈ ｈｅｉｇｈ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由图 ７ 可见， 溃口高程初始降低缓慢， 但在后期陡然降至最低。 溃口附近内江侧的水位在某时刻陡然增

大， 而后基本稳定在 １２ ｃｍ 左右； 总流速 Ｕ 先缓慢增大， 后突然达到最大值（约 ０ ６０ ｍ ／ ｓ 或 ０ ６５ ｍ ／ ｓ）， 最

后降低并保持在某一稳定值（０ ４０ ｍ ／ ｓ 或 ０ ２５ ｍ ／ ｓ）。 Ｕｘ变化趋势与总流速变化趋势一致， Ｕｙ与 Ｕｚ也在某一

时刻发生突变并在瞬间达到极值； 由于溃堤水流向溃口汇集， 因此在溃口发生坍塌时， 当流速监测点位于

Ｍ１位置时， Ｕｙ陡然增大， 反之位于 Ｍ２位置时， Ｕｙ陡然减小。

３　 试验成果分析

３ １　 “陡坎” 侵蚀后退速度

“陡坎” 侵蚀后退实质是 “陡坎” 土体与漫溢水流相互作用的过程， 其速度受水流要素和土体性质的共

同影响。 试验中当上游来流量不同时， 由于 “陡坎” 基本维持在较高的高度， 这导致各组试验的漫溢溃决

流量均较小， 且差别不大。 因此溃口垂向发展受上游来流量影响较小。 如试验组次 Ｃ⁃１、 Ｃ⁃４ 和 Ｃ⁃９ 的堤防

参数相差甚微， 来流量不同， 但是 “陡坎” 侵蚀后退速度基本相同， 分别为 ０ ６６７ ｃｍ ／ ｍｉｎ、 ０ ６６７ ｃｍ ／ ｍｉｎ
和０ ６２５ ｃｍ ／ ｍｉｎ。

Ｔｅｍｐｌｅ 和 Ｍｏｏｒｅ［１６］提出了一个基于土体性质参数 Ｅ、 水流要素单宽溃决流量 ｑ、 “陡坎” 高度 Ｈ 的 “陡
坎” 侵蚀后退速度计算公式， 表达式为

ｄＸ ／ ｄｔ ＝ Ｅｑ１ ／ ３Ｈ１ ／ ３ （２）
式中　 ｄＸ ／ ｄｔ 为 “陡坎” 后退速度， ｍ ／ ｈ； ｑ 为单宽溃决流量， ｍ２ ／ ｓ； Ｈ 为 “陡坎” 高度， ｍ。 土体性质参

数 Ｅ 代表了土体的抗侵蚀能力， 与土中黏粒含量、 土体压实度和含水率等一系列参数相关。
王晓刚等［１７］引入摩阻流速作为衡量 Ｅ 的重要指标， 并得到了二者的相关关系式。 黏土颗粒之间的黏结

力对其抗冲能力具有决定性作用， 因此对 “陡坎” 侵蚀速度影响较大， 本文拟以黏聚力作为 Ｅ 的计算指标。
将各组试验溃口垂向发展阶段的平均单宽溃决流量作为 ｑ， 并将溃口平均高度作为 “陡坎” 高度 Ｈ， 根据实

测 “陡坎” 后退速度， 则由式（２）可得到各组试验的 Ｅ 值。 将 Ｅ 值与 ｃ 值点绘于图 ８ 中， 可得到二者拟合关

系式：
Ｅ ＝ ０ ４７１ ８ｃ２ － ２３ ０１９ｃ ＋ ２７９ ９６ （３）

式中　 ｃ 为黏聚力， ｋＰａ。
由于缺乏相关的实测数据对式（３）进行验证， 将式（２）和式（３）得到的 “陡坎” 移动速度与 Ｈａｎｓｏｎ 等［１８］

计算的两组 “陡坎” 后退速度结果进行比较。 计算的 “陡坎” 高度为 １ ２ ｍ， 顶部水深为 ０ ２４ ｍ， 由堰流公

式计算得到单宽漫溢流量约为 ０ １６７ ｍ３ ／ ｓ， 黏聚力 ｃ 分别为 １９ ｋＰａ 和 ２２ ｋＰａ， 由式（３）计算得到土体性质参

数 Ｅ 分别为 １２ ９２ 和 １ ８９， 则由式（２）计算得到 “陡坎” 后退速度分别为 ７ ５５ ｍ ／ ｈ 和 １ ０７ ｍ ／ ｈ， Ｈａｎｓ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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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１８］的计算结果为 ８ ３ ｍ ／ ｈ 和 １ ８ ｍ ／ ｈ， 十分接近。 而 Ｈａｎｓｏｎ 等［１８］的计算公式与其开展的 ４６ 组试验结果吻

合良好， 从而侧面反映出式（２）、 式（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由图 ８ 和式（２）可知， 当水流参数 ｑ 和 Ｈ 一定时， “陡坎” 后退速度基本随 ｃ 值的增大而减小。 而 ｃ 值又

与土体含水率 ｗ 和孔隙率 ｅ 存在如图 ９ 所示的相关关系： 土体孔隙率越大， 含水率越小， 土体颗粒间黏聚力

越小。 因此土体孔隙率的增大或者含水率的减小将加快 “陡坎” 后退速度。 由图 ８、 图 ９ 以及试验数据可

知， 当 ｃ 值大于 ２２ 时， “陡坎” 后退速度很小， 对应的 ｗ ／ ｅ 大于 ０ ５， 同时满足 １９％＜ｗ＜２３％。

图 ８　 土体性质参数与土体黏聚力 ｃ 关系

Ｆｉｇ 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ｉ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ｈｅｓ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
图 ９　 黏聚力 ｃ 与 ｗ ／ ｅ 关系

Ｆｉｇ 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ｈｅｓ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３ ２　 溃口扩宽过程和溃口最终形态影响因素分析　
溃口横向扩宽阶段， 水下侧边壁的侵蚀速度与堤防抗冲能力和附近水流流态特征有关。 此阶段主流已改

变方向， 主要流向溃口， 上游来流量越大， 作用于溃口两侧边壁的流速也越大， 因此溃口平均扩宽速度随着

流量的增大而增大（如试验组次 Ｃ⁃１、 Ｃ⁃４ 和 Ｃ⁃９ 上游来流量分别为 ７ ５５ Ｌ ／ ｓ、 １５ ６６ Ｌ ／ ｓ 和 ２８ ５３ Ｌ ／ ｓ， 溃口

平均扩宽速度分别为 １ ２６ ｃｍ ／ ｍｉｎ、 １ ７６ ｃｍ ／ ｍｉｎ 和 ３ ７５ ｃｍ ／ ｍｉｎ）。 而筑堤土体孔隙率的减小以及含水率的

增大提高了土体的抗冲性（如图 ９ 所示）， 从而导致溃口扩宽速度的减小。 如试验组次 Ｃ⁃２ 和 Ｃ⁃３ 的堤防孔隙

率分别为 ４１ ２０％和 ４２ ８８％， 含水率基本相同， 其溃口平均扩宽速度分别为 ０ ４３ ｃｍ ／ ｍｉｎ 和 １ ２８ ｃｍ ／ ｍｉｎ；
试验组次 Ｃ⁃２ 和 Ｃ⁃４ 含水率分别为 ２１ ２％ 和 １９ ８％， 孔隙率基本相同， 溃口平均扩宽速度分别为

０ ４３ ｃｍ ／ ｍｉｎ和 １ ７６ ｃｍ ／ ｍｉｎ。

图 １０　 土体特性分布

Ｆｉｇ １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当含水率比较低或者孔隙率较大时， 最终溃口形态容

易形成如图 ６（ａ）所示的梯形溃口， 这种情况下土体经过水

流长时间浸泡而饱和， 失去可塑性， 比较松散， 易受水流

冲刷， 溃口形态被水流重新塑造的痕迹比较明显， 且溃口

侵蚀速度较快。 含水率合适而孔隙率较小时， 溃口容易形

成如图 ６（ｂ）所示的矩形溃口， 此时由于堤防透水性较差，
土体颗粒黏结比较密实， 溃口受水流长时间浸泡冲刷而不

会被浸透和冲动， 溃口最终形态受水流影响较小， 被水流

重新塑造的现象不明显， 且溃口发展速度十分缓慢。 将各

组试验的孔隙率与含水率组合绘于图 １０ 中， 以直线为分

割线， 左上部分的孔隙率与含水率组合溃口形态为梯形溃口， 而右下部分的组合为矩形溃口。
３ ３　 水位、 流速变化过程与溃口发展的对应关系

堤防溃决过程实质是水流与堤防相互作用的过程， 因此水位、 流速的变化与溃口发展过程必然存在一定

的对应关系。 表 ３ 为两个试验组次水位、 流速变化以及溃口发展的时间参数。
由图 ７ 和表 ３ 可见， 溃口附近内江侧水位的迅速增大发生在溃口垂向发展完毕瞬间， 并且在之后的几分

钟内达到稳定； 总流速 Ｕ 和Ｕｘ在溃口高度降低较为明显时开始增大， 且在溃口垂向发展完毕后的 １ｍｉｎ 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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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大值， 与此同时， 水位增长速度也最快； Ｕｙ 与 Ｕｚ 在溃口发生坍塌的同时发生突变并在瞬间达到极值。

表 ３　 溃口发展以及水位、流速变化的时间参数 ｍｉｎ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ｉｍ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ｃ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组次
垂向发
展时间

水位迅速增
大起始时间

水位达到基
本稳定时间

Ｕｘ 开始
增大时间

Ｕｙ 开始
变化时间

Ｕｚ 开始
变化时间

Ｕｘ 达到
最大值时间

Ｕｙ 达到最大
（最小）值时间

Ｕｚ 达到最大
值时间

Ｃ⁃２ ７８ ７８ ８２ ６５ ７８ ７８ ７９ ７７ ７８

Ｃ⁃３ ２３ ２３ ２７ １７ ２２ ２２ ２４ ２３ ２４

４　 结　 　 论

（１） 根据溃口发展特点可将堤防漫溃过程分为溃口垂向侵蚀以及横向扩宽两个阶段， 垂向侵蚀阶段主

要以 “陡坎” 后退为主要发展形式， 溃口横向扩宽主要由溃口下游侧的侵蚀后退引起。
（２） 河道流量对溃口垂向发展速度基本无影响， 但是大流量使得溃口横向扩宽速度较快。 筑堤土体含

水率的增大以及孔隙率的减小增大了土体黏聚力， 从而使得溃口垂向发展速度和横向扩宽速度减缓； 当筑堤

土体含水率较大或者孔隙率较小时， 最终溃口形态倾向于矩形， 反之倾向于梯形。
（３） 采用土体黏聚力表达土体性质参数， 从而得到 “陡坎” 侵蚀速度计算公式， 而黏聚力同土体含水

率与孔隙率的比值相关性较好。 通过比较本文计算的 “陡坎” 侵蚀速度结果与前人的计算结果发现， 本文拟

合的公式具有一定合理性。
（４） 溃口外江侧流速、 内江侧水位与溃口垂向发展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溃口垂向发展完毕瞬间， 水

位开始迅速增大， 紧随其后， 流速值和水位增长速度均达到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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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１１２７２２４０； Ｎｏ １１５０２１７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