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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弯道水槽中开展 ６ 组试验， 分别用非黏性土及黏性土填筑河床， 研究相同水力作用下近岸河床组成对黏性

岸坡崩塌的影响规律。 研究发现， 在试验给定的岸坡及河床组成情况下， 非黏性河床凹冲凸淤且总体表现为淤积，
近岸河床及凹岸岸坡冲刷强度大， 凸岸附近床面上泥沙掺混较明显； 黏性河床及凹岸岸坡均被冲刷， 河床主流区

冲刷强度比近岸河床及凹岸岸坡大。 相较于黏性河床， 非黏性河床近凹岸处较易冲刷， 水流结构重新调整， 凹岸

坡脚处水流流速及紊动能可增至 ２ 倍左右， 环流强度可增至 １１ 倍， 加速了岸坡崩塌及崩塌体的分解输移； 非黏性

河床近凹岸坡脚处变形以及凹岸岸坡崩塌量均相对较大， 岸坡崩塌强度为河床淤积强度的 ２～ ４ 倍， 崩塌物质可充

分补给河床的泥沙来源； 经水力冲刷后非黏性河床组成情况下形成的河道滩槽高差相对较小， 河道横断面相对

宽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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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ａｉｌ： ｍｈｙｕ＠ ｗｈｕ ｅｄｕ ｃｎ

崩岸是长江中下游河段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自然现象， 也是河道横向变形的具体表现形式［１］。 在中国，
崩岸问题在长江中下游、 汉江中下游及黄河中下游尤为突出。 ２０１１ 年长江中下游及汉江共发生崩岸险情 １１７
处， 累计崩岸长度 ６５ ８ ｋｍ［２］。 崩岸若没有得到及时控制， 就可能引发大的河势调整， 影响河道的稳定性及

其功能。
宏观上讲， 崩岸受制于不同河型的河床演变特性， 而不同河型又是水流与河床及河岸相互作用的结果，

具体来说， 一方面河岸在水流的冲刷作用下发生侵蚀甚至崩塌； 另一方面河岸及河床的抗冲条件约束或改变

水流结构并制约或加剧崩岸的发生发展［３⁃５］。 崩岸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种［６⁃８］。 河岸及

近岸河床土质边界条件是内在因素， 包括河岸土体性质、 岸坡高度和坡度［９⁃１０］、 河岸土体组成与分布、 滩槽

高差［１１］等； 河道水流动力是外因， 主要有河道内水位变化曲线［９］、 岸坡内的渗流作用［１０］， 纵向水流的冲刷

作用、 弯道环流及回流［１１］等。 水力作用是崩岸主要的外因， 张幸农等［１２］研究了坡体崩塌破坏的形成、 发展

过程及相关力学机制， 模拟试验的研究结果表明， 水流对岸坡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坡脚淘蚀、 岸坡崩塌、 坡度

变缓； Ｊａｍｉｅｓｏｎ 等［１３］探讨了紊动和涡旋对崩岸的影响， 发现涡旋区和冲刷区一致出现； Ｐａｐａｎｉｃｏｌａｏｕ 等［１４］表

明次生流会增大水深平均边壁切应力两倍以上。 水流作用对崩岸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近岸河床冲刷后导致岸

坡坡度的变化改变了岸坡的稳定性， 也表现在河床变形后水流结构自身的变化， 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岸坡崩塌

的发生及崩塌体的分解输移， 如余文畴［５］ 提出了横向流速与河宽及水深的正比关系， 说明了当近岸流速愈

集中， 近岸流速对于河岸的横向梯度就愈大， 近岸坡度将愈陡， 岸坡将愈易失去稳定， 愈易发生崩岸。 关于

崩岸发生内在因素影响规律的研究， 目前， 多数针对不同河岸土质组成， 如均质河岸或二元结构河岸组成，
或不考虑河床边界条件单纯研究崩岸的发生发展及临界稳定性条件［３，７⁃１０，１２⁃１６］； 或针对一般冲积河流中河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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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细沙的情况下耦合岸坡和河床变形建立数学模型预测河道的演变规律［１７⁃２０］， 而针对河床边界条件对岸

坡崩塌规律的研究不多。 一般说来， 在河道变化过程中水流引起的近岸河床冲淤直接改变了岸坡的坡度以及

滩槽高差， 降低（因近岸河床冲刷）或增加（因近岸河床淤积或崩塌体堆积）岸坡的稳定性［５，７⁃８，１０，２１⁃２２］。 例如，
在荆江河段自然演变状态下， 下荆江崩岸多于上荆江， 除河岸边界条件不同外， 也与下荆江河床泥沙起动流

速小、 抗冲性较弱关系密切。 因此， 不同近岸河床组成情况下岸坡崩塌规律的研究可为崩岸的发生、 发展及

控制提供基础依据， 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 近岸河床冲淤改变河道水流结构及冲淤特性并直接影响了岸坡的稳定性。 本文在归纳总结以

往试验经验的基础上， 针对不同的河床组成边界条件， 在弯道水槽中试验研究水力冲刷作用下的岸坡崩塌与

河床冲淤的交互作用， 进一步分析河床组成条件对岸坡崩塌规律的影响。

１　 试验布置及方案设计

试验在 “Ｕ 型” 弯道水槽中进行， 水槽总长度 ５０ ０ ｍ， 弯道两端连接顺直过渡段长约 １５ ０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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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槽进口设有

图 １　 弯道水槽及横断面初始形态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ｂｅｎｄ
ｆ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ｉａｌ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可以调节流量大小的闸门， 调节尾门控制水位， 水槽形

态见图 １。 试验中， 沿水槽布置 １０ 个监控断面， 在如图

１ 所示的 “水位控制断面 ＣＳ０” 以及尾门处设有测针控

制水位， 断面 ＣＳ０ 槽底高程设为水位零点。 在弯道凹岸

一侧弯顶至其下游顺直过渡段内壁垒黏性材料模拟可动

岸坡， 首尾用碎石与边壁光滑连接， 岸坡材料采用黄河

中游宁蒙磴口河段河岸天然土（简称磴口土）， 属亚黏性

土， 中值粒径 ｄ５０ ＝ ０ ０３５ ｍｍ， 孔隙率为 ３７ ２％， 含水率

为 １６ ７５％， 黏聚力 Ｃ ＝ １７ ２ ｋＰａ， 内摩擦角 φ ＝ ２１ ５°。
试验考虑非黏性河床及黏性河床两种情况， 采用河沙模

拟非黏性河床， 中值粒径 ｄ５０ ＝ ０ ４３０ ｍｍ， 孔隙率为

３８ ５％； 采用与岸坡同材料的磴口土模拟黏性河床。 试

验材料初始级配见图 ２， 试验岸坡与河床的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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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断面初始形态如图 １ 所示， 在弯道水槽中制作概化模型如图 ３ 所示。

图 ２　 试验材料初始级配曲线

Ｆｉｇ ２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图 ３　 模型初始形态

Ｆｉｇ ３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ｆｏｒｍ ｏｆ ｍｏｄｅｌ

依边界条件、 流量不同设置 ６ 组试验工况， 见表 １。 试验开始时， 关闭尾门， 在水槽的下游缓慢注水，
当水位控制断面处水位上升到表 １ 所示值以下 １ ｃｍ 时， 停止注水， 随即开始动水试验。 每组试验工况施放

相应流量， 并谨慎调节尾门保持控制断面处水位为设定值； 继续该流量级下动水试验 ２ ５ ｈ 后， 用自动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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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仪测量时段末水下河床及岸坡形态， 其精度达到 ０ １ ｍｍ； 放干水槽里的水， 用喷漆固定地形， 再缓慢

注水至该流量级， 用 ＡＤＶ 监测如图 １ 所示的典型断面的水流结构； 为对比分析河床变形对水力因子的影响，
用 ＡＤＶ 监测初始地形下上述断面的水流结构。 试验中采用的 ＡＤＶ 生产厂家为诺泰克测量设备有限公司， 采

样频率设定为 ２００ Ｈｚ， 测杆模式为下视探头， 每一点持续监测记录瞬时流速 ２ ｍｉｎ。

表 １　 试验条件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工况 水位 ／ ｃｍ 流量 ／ （Ｌ·ｓ－１） 动水作用时间 ／ ｈ 河床边界条件 工况 水位 ／ ｃｍ 流量 ／ （Ｌ·ｓ－１） 动水作用时间 ／ ｈ 河床边界条件

１⁃１ ２４ １９ ８ ２ ５ ２⁃１ ２４ １９ ８ ２ ５
１⁃２ ２４ ３２ ８ ２ ５ 非黏性河床（河沙） ２⁃２ ２４ ３２ ８ ２ ５ 黏性河床（磴口土）
１⁃３ ２４ ４２ ２ ２ ５ ２⁃３ ２４ ４２ ２ ２ ５

２　 试验观测成果

无论是非黏性河床还是黏性河床， 试验中均可观察到坡脚冲刷、 岸坡失稳崩塌、 崩塌体冲刷破碎在河床上

输移掺混的全过程［２２］， 但二者在岸坡崩塌与河床冲淤过程及强度、 塌岸淤床交互作用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别。

图 ４　 水下侵蚀导致上部土体失稳破坏

Ｆｉｇ ４ Ｂａｎｋ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ｅｒｏｄｉｎｇ

２ １　 岸坡崩塌与河床冲淤

因水下岸坡表面和近岸河床遭受水力冲刷， 岸坡变陡，
水面附近水下岸坡出现横向冲刷凹槽， 水上岸坡悬空继而发

生崩塌， 如图 ４ 所示。 崩塌体部分堆积在坡脚， 使得水下坡

面变缓并得以暂时稳定。 但由于近岸水流及横轴环流对坡脚

造成的持续淘刷， 使岸坡再次变高变陡并超过了其稳定坡角

时， 上部的岸坡又会发生崩塌， 如此循环反复， 岸坡在水流

作用下节节后退， 发生岸坡崩塌最严重的断面依次为 ＣＳ５、
ＣＳ７、 ＣＳ３、 ＣＳ９， 除断面 ＣＳ９ 河床及岸坡均无太大变化以

外， 非黏性河床情况下， 岸线后退较黏性河床情况明显。 各

工况下代表横断面岸坡崩退及河床冲淤变形见图 ５。

图 ５　 不同河床组成在不同条件下岸坡崩退及河床冲淤变形

Ｆｉｇ ５ Ｂａｎｋ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ａｎｄ ｂｅ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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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槽弯顶（圆心角 ９０°处）为纵向起始断面、 坡脚为岸坡及河床分界点， 统计不同河床边界条件下岸坡

冲刷崩塌及河床冲淤累计量， 如图 ６ 所示。 对于黏性河床情况， 岸坡及河床都处于冲刷状态， 且河床冲刷量

比岸坡大； 对于非黏性河床情况， 河床表现为凸岸淤积， 岸坡表现为比黏性河床条件下更加剧烈的冲刷崩

塌， 其中弯顶偏下段（ＣＳ３—ＣＳ７）冲刷较强。

图 ６　 岸坡崩退及河床累计冲淤量对比

Ｆｉｇ ６ Ｂａｎｋ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２ ２　 岸坡崩塌与河床冲淤强度

以侵蚀速率来反映岸坡及河床的冲刷强度， 以淤积速率来反映河床的淤积强度。 定义 Ｓｎ为单位时间单

位面积的第 ｎ 断面当地侵蚀速率或淤积速率（约定侵蚀速率为正， 淤积速率为负）， 表达式为

Ｓｎ ＝
Ｖｎ

ＡΔｔ
（１）

式中： Ｖｎ为第 ｎ 断面和 ｎ＋１ 断面之间的岸坡（河床）冲淤量； Ａ 为相邻两断面之间的岸坡（河床）表面积； Δｔ
为动水作用时间。 如图 ７ 所示， 黏性河床情况下， 弯道段断面 ＣＳ３—ＣＳ５ 河床冲刷强度比岸坡大， 顺直段断

面 ＣＳ６—ＣＳ９ 河床微冲， 冲刷强度小于岸坡； 非黏性河床情况下， 岸坡冲刷强度大于黏性河床条件下， 且岸

坡冲刷强度为河床淤积强度的 ２～４ 倍， 弯道出口断面 ＣＳ５ 冲刷强度最大。

图 ７　 淤积速率对比　
Ｆｉｇ ７ Ｂａｎｋ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２ ３　 塌岸淤床交互作用程度

塌岸淤床交互作用程度可通过岸坡上冲刷崩塌的土体在河床上的横向输移量、 混掺交换范围及厚度等体

现［２２］。 试验结束后， 慢慢放干水槽， 在河床上挖槽后用透明网格板观测岸坡与河床冲淤交互情况如图 ８ 所

示。 与原始地形对比， 非黏性河床凹岸坡脚处冲刷明显。 横向环流的输移作用是崩塌体与河床发生混掺交换

的主要原因， 横向输移强度较大的地方混掺程度也较大， 如非黏性河床情况下位于弯顶的 ＣＳ５ 断面混掺强度

大于其他断面。 黏性河床情况， 在大于土体起动流速的水力条件作用下， 岸坡及河床都处于冲刷状态， 岸坡

崩塌体与河床物质在凸岸附近有部分的混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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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岸坡与河床冲淤交互情况

Ｆｉｇ ８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ａｎｋ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ａｎｄ ｂｅ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３　 冲刷过程中河床条件对崩岸的影响分析

３ １　 冲刷过程中水流结构的变化

用 ＡＤＶ 可测量某一点的三维瞬时流速 ｕ（ ｔ） 、 ｖ（ ｔ） 、 ｗ（ ｔ） ， ｕ（ ｔ）为指向下游的纵向瞬时流速； ｖ（ ｔ）为横

向瞬时流速， 沿横断面由凹岸指向凸岸为正值； ｗ（ ｔ）为垂直向瞬时流速， 垂直床面向上为正值。 监测点监

测期内瞬时流速的平均值称时均流速 ｕ（ ｔ） 、 ｖ（ ｔ） 、 ｗ（ ｔ） ， 瞬时流速和时均流速的差值称脉动流速 ｕ′（ ｔ） 、
ｖ′（ ｔ） 、 ｗ′（ ｔ） 。 以工况 １⁃２ 为例分析河床冲刷变形前后纵向时均流速、 横向环流及紊动的变化规律及岸坡崩

塌的水力机制。
３ １ １　 纵向时均流速分布

岸坡崩退模式、 崩塌量以及稳定后的形态与近岸主流冲刷作用密切相关。 冲刷变形前后横断面地形及近

岸流速分布见图 ９。 由图 ９ 可见， 无论河道是否冲刷变形， 主流进入弯道水槽后走势基本一致。 水流进入弯

道水槽后， 顶冲弯顶（圆心角为 ９０°处）随水槽转向折向凸岸， 主流在 ＣＳ３ 处靠近凸岸， 后逐渐向凹岸偏转，
ＣＳ５ 至 ＣＳ７ 段靠近凹岸， 在断面 ＣＳ９ 之后又慢慢居中。

对比河床冲刷变形前后地形及近岸流速分布可知， 一方面由于河床冲刷及岸坡崩塌导致过水断面面积增

大使河床变形后断面平均流速有所降低； 另一方面由于岸坡冲刷后退、 坡脚淘刷， 近岸纵向时均流速增大至

１ ３～２ ３ 倍， 若悬移质水流挟沙力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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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 ｋ Ｕ３

ｇＲω
æ

è
ç

ö

ø
÷

ｍ

（２）

式中： Ｒ 为水力半径； Ｕ 为断面平均流速； Ｓ∗为水流挟沙力； ω 为泥沙沉速； ｋ、 ｍ 为系数； ｍ 一般取 １ 左

右。 则河床冲刷变形后水流挟沙力可增大至 ２～１２ 倍。

图 ９　 纵向时均流速分布（工况 １⁃２）
Ｆｉｇ ９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ａｒ⁃ｂａｎｋ ｆｌｏｗ

３ １ ２　 横轴环流

分析岸坡崩塌过程时除考虑纵向水流作用外， 还应考虑作为横向输沙主要动力的横轴环流作用， 尤其是

具有明显三维水流特性的弯道段。 冲刷变形前后弯道出口断面 ＣＳ５ 的横断面流速分布见图 １０。 由图 １０ 可

见， 横轴环流使表层较清的水体流向凹岸， 底层含沙量较大的水流流向凸岸， 造成凹岸冲刷， 岸坡变陡发生

崩岸， 而凸岸不断淤积发展。 对比河床冲刷变形前后的横断面流速分布可知， 冲刷后坡脚附近横向流速可增

大至 ８ 倍左右。
考虑环流强度［２３］及环流横向输沙率为：

Ｉ ＝ ｖ（ ｔ）
Ｕ

（３）

ｑ ＝ ｖ（ ｔ）Ｓ （４）
式中： ｑ 为环流横向输沙率； Ｓ 为含沙量。 冲刷后坡脚附近环流强度增大至 １１ 倍左右， 环流横向输沙率增大

至 ８ 倍左右， 加速了崩塌体在横向上的输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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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横向流速分布（工况 １⁃２）
Ｆｉｇ １０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ａｒ⁃ｂａｎｋ ｆｌｏｗ

３ １ ３　 紊动能

定义紊动能 Ｋ′ ［２４］为

Ｋ′ ＝ ｕ′（ ｔ） ２ ＋ ｖ′（ ｔ） ２ ＋ ｗ′（ ｔ） ２

２
（５）

图 １１　 不同断面 Ｋ′ ／ （Ｕ２ ／ ２）值（工况 １⁃２）
Ｆｉｇ １１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ｍａｐ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河床冲刷变形前后 ＣＳ３、 ＣＳ５、 ＣＳ７、 ＣＳ９ 的量纲一紊动能 Ｋ′ ／ （Ｕ２ ／ ２） （其中 Ｕ 为断面平均流速）分

布见图 １１。 由图 １１ 可见， 凹岸坡脚处冲刷导致地形不规则， 紊动能的最大值出现在凹岸坡脚附近，
但在凸岸由于受到边壁的影响， 紊动能在凸岸处也较高。 河床变形后近岸处床面附近紊动能增大 ２ 倍

左右， 河床突变处紊动能也突然增大， 弯道段断面 ＣＳ３、 ＣＳ５ 坡脚处的增大较为明显。 强烈的紊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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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对岸坡的随机扰动作用， 从而导致土体颗粒与岸坡之间的咬合松动， 易于从岸坡脱离分解， 加速

岸坡的崩塌。
３ ２　 冲刷过程中河床条件对塌岸淤床规律的影响

如上所述， 非黏性河床情况下岸坡崩退较黏性河床情况明显。 这是因为非黏性近岸河床与黏性岸坡坡脚

交界处床沙较易起动冲刷， 水流结构重新调整， 增加了凹岸坡脚处床面纵向流速、 横向环流及紊动强度； 紊

动会导致岸坡黏土颗粒的咬合松动， 使黏土颗粒易于从岸坡脱离， 而纵向流速和环流强度的增加分别增强了

水流挟沙力和环流横向输沙率， 加速了崩塌体输移。 但非黏性河床情况下河床的冲刷量小于黏性河床情况，
分析其原因： 一方面， 非黏性河床情况下岸坡的崩塌量较大， 可补充河床泥沙； 另一方面， 若水流流速大于

黏性土体的起动流速时， 黏性颗粒之间的粘合力导致河床成块状的冲刷， 冲刷量可大于非黏性河床颗粒状的

冲刷。

图 １２　 不同河床横断面形态

Ｆｉｇ １２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ｉｖｅｒｂｅｄ

不同河床边界条件相同流量级（Ｑ ＝ ４２ １６ Ｌ ／ ｓ， 工况 １⁃３、 工

况 ２⁃３）冲刷后横断面 ＣＳ５、 ＣＳ７ 形态对比见图 １２。 非黏性河床情

况， 根据沙莫夫泥沙起动公式得起动流速（Ｖ０）与水深（ｈ）和粒径

（ｄ）之间的关系为

Ｖ０ ＝ ｋｄ１ ／ ３ｈ１ ／ ６ （６）
式中： ｋ 为常系数， 近岸河床的床沙粒径可以考虑为保持不变，
则起动流速与水深的关系简写为 Ｖ０∝ｈ１ ／ ６。 当从岸边至深泓的横

向流速分布满足 Ｖ∝ｂ１ ／ ６时（Ｖ 为垂线平均流速， ｂ 为距水边的距

离）， 则 ｈ 和 ｂ 成正比， 近岸河床横断面等坡度。 当深泓处最大

垂线平均流速不变的情况下， 近岸河床冲刷导致近岸水流集中使

得流速横向分布 ｂ 的指数小于 １ ／ ６ 时， 那么近岸河床横断面形态

将不是直线而是呈向上凹的抛物线形［５］， 即自岸边至深泓部位其

岸坡坡度呈现由陡逐渐转缓的特性。 而对于黏性河床： 由于黏性颗粒之间存在黏聚力， 相较于非黏性河床渐

变的冲刷， 黏性河床的初始冲刷发生在主流线区， 且具有突变性。 当河床主流区冲刷后形成深槽， 水流集中

并进一步加强了此处的冲刷。 因此， 水力冲刷后， 非黏性河床组成河道滩槽高差相对较小， 河道横断面相对

宽浅。

４　 结　 　 论

（１） 黏性河床情况， 岸坡及河床都处于冲刷状态， 对于弯道段断面（ＣＳ３—ＣＳ５）来说， 河床主流区冲刷

强度较岸坡大， 而在顺直段断面（ＣＳ６—ＣＳ９）河床微冲， 冲刷强度小于岸坡； 非黏性河床情况， 岸坡表现为

冲刷崩塌， 因坍塌量较大， 河床凹冲凸淤且整体表现为淤积， 岸坡崩塌强度为河床淤积强度的 ２ ～ ４ 倍， 岸

坡崩塌体在河床上的输移与交换掺混明显。 非黏性河床条件下岸坡崩塌比黏性河床条件下更加剧烈， 岸线后

退更加明显。 水力冲刷后， 非黏性河床组成河道滩槽高差相对较小， 河道横断面相对宽浅。
（２） 河床冲刷导致水流局部集中， 并改变了断面水流结构特点。 非黏性河床冲刷易集中在坡脚附近，

坡脚处的纵向时均流速增大至 １ ３～２ ３ 倍、 紊动能增大至 ２ 倍、 横向流速增大至 ８ 倍、 环流强度增大至 １１
倍， 加速岸坡崩塌。 黏性河床的初始冲刷发生在主流线区， 冲刷过程具有突变性。

当然， 由于问题的复杂性， 本文仅仅初步尝试从实验现象上分析黏性土河床和非黏性土河床对黏性土岸

坡崩塌的影响。 下一步将结合理论分析， 从黏性土和非黏性土不同的起动机理、 所形成的床面形态及其阻力

特性、 壁面切应力分布特性上展开深入研究。



１８４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７ 卷　

参考文献：

［１］ 张幸农， 陈长英， 应强， 等． 渐进式崩岸基本特征及其形成原因［Ｊ］． 泥沙研究， ２０１２（３）： ４６⁃５０． （ＺＨＡＮＧ Ｘ Ｎ， ＣＨＥＮ Ｃ Ｙ，
ＹＩＮＧ Ｑ． ｅｔ 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ｒｉｖｅｒｂａｎｋ ｃａｖｉｎｇ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３）： ４６⁃５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中国河流泥沙公报 ２０１１［Ｍ］．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２８⁃２９．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ｉｖｅｒ′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ｔｅｒ ＆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２８⁃２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ＳＩＭＯＮ Ａ， ＰＯＬＬＥＮ⁃ＢＡＮＫＨＥＡＤ Ｎ， ＭＡＣＨＡＣＥＫ Ｖ．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ｓｓ⁃ｆａｉｌｕｒ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ｌｏａ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ｓｔｒｅａｍ ｂａｎｋ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ｏ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ａｎｓ： Ｌａｋｅ Ｔａｈｏ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 ４５（１）： １７０⁃１８６．

［４］ ＮＡＳＥＲＭＯＡＤＤＥＬＩ Ｍ Ｈ， ＰＡＳＣＨＥ Ｅ Ａ．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ｓ ３⁃Ｄ ｌａｓｅｒ ｓｃａｎｎｅｒ ｉｎ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ｂａｎｋ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Ｆｌｏｗ． Ｃｅｓｍｅ⁃Ｉｓｍｉｒ： ＩＡＨＲ， ２００８： ２４０７⁃２４１６．

［５］ 余文畴． 长江中下游河道崩岸机理中的河床边界条件［Ｊ］． 长江科学院院报， ２００８， ２５（１）： ８⁃１１． （ＹＵ Ｗ Ｃ． Ｒｉｖｅｒ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ｂａｎｋ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０８， ２５（１）： ８⁃１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王延贵． 河流岸滩挫落崩塌机理及其分析模式［Ｊ］．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 ２０１３， ３３（５）： ２１⁃２５． （ＷＡＮＧ Ｙ 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 ｏｆ ｓｉｎｋｉｎｇ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ｎｋｓ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１３， ３３（５）： ２１⁃２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ＯＳＭＡＮ Ａ Ｍ， ＴＨＯＲＮＥ Ｃ Ｒ．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ｎｋ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 ｔｈｅｏｒｙ［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ＳＣＥ， １９９８， １１４
（２）： １３４⁃１５０．

［８］ ＤＡＶＩＳ Ｌ， ＨＡＲＤＥＮ Ｃ Ｐ．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ｔｏ ｂａｎｋ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ｉｚｅｄ， ａｌｌｕｖｉａｌ ｓｔｒｅａｍｓ［Ｊ］．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２， ３０ （１）： ７１⁃８０．

［９］ ＳＴＥＦＡＮＯ Ｄ， ＭＡＳＳＩＭＯ 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ｒｉｖｅｒｂａｎｋ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ｎｏ Ｒｉｖｅ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ｔａｌｙ［ Ｊ］． Ｅａｒｔ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ｓ， ２００３， ２８（１２）： １３０３⁃１３２３．

［１０］ 张幸农， 陈长英， 假冬冬， 等． 渐进坍塌型崩岸的力学机制及模拟［Ｊ］． 水科学进展， ２０１４， ２５（２）： ２４６⁃２５２． （ＺＨＡＮＧ Ｘ Ｎ，
ＣＨＥＮ Ｃ Ｙ， ＪＩＡ Ｄ Ｄ， ｅｔ 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ｒｉｖｅｒｂａｎｋ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４， ２５（２）： ２４６⁃２５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徐芳， 邓金运． 河道崩岸影响因子量化分析［Ｊ］． 水运工程， ２００５（２）： ５４⁃５７． （ＸＵ Ｆ， ＤＥＮＧ Ｊ 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ｂａｎｋ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Ｊ］． 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５（２）： ５４⁃５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张幸农， 蒋传丰， 陈长英， 等． 江河崩岸的影响因素分析［Ｊ］． 河海大学学报， ２００９， ３７（１）： ３６⁃４０． （ＺＨＡＮＧ Ｘ Ｎ， ＪＩＡＮＧ Ｃ
Ｆ， ＣＨＥＮ Ｃ Ｙ，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ｂａｎｋ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ｉｎ ｆｌｕｖｉ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ｏ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９， ３７（１）： ３６⁃４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ＪＡＭＩＥＳＯＮ Ｅ Ｃ， ＲＥＮＮＩＥ Ｃ Ｄ，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Ｒ Ｄ．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ａ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ｂｅｎｄ ａｔ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ｃｌｅａｒ⁃ｗａｔｅｒ
ｓｃｏｕｒ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ｔｒｅａｍ ｂａｒｂ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ＳＣＥ， ２０１２， １３９ （３）： ２５９⁃２６８．

［１４］ ＰＡＰＡＮＩＣＯＬＡＯＵ Ａ Ｎ， ＥＬＨＡＫＥＥＭ Ｍ， ＨＩＬＬＤＡＬＥ Ｒ．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ｃｏｈｅｓｉｖ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ｎｋ ｅｒｏｓｉｏｎ［Ｊ］． Ｗａｔｅｒ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７， ４３ （１２）： Ｗ１２４１８．

［１５］ 夏军强， 宗全利， 许全喜， 等． 下荆江与原结构河岸土体特性及崩岸机理［Ｊ］． 水科学进展， ２０１３， ２４（６）： ８１０⁃８２０． （ＸＩＡ Ｊ
Ｑ， ＺＯＮＧ Ｑ Ｌ， ＸＵ Ｑ Ｘ， ｅｔ ａｌ．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ｒｉｖｅｒｂａｎｋｓ ｉｎ Ｌｏｗｅｒ Ｊｉ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ｅａｃｈ ［Ｊ］． Ａｄ⁃
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３， ２４（６）： ８１０⁃８２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ＮＡＲＤＩ Ｄ， ＲＩＮＡＬＤＩ Ｍ， ＳＯＬＡＲＩ Ｌ．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ａｓｓ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ｉｎ ａ ｒｉｖｅｒｂａｎｋ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ｓａｎｄｙ
ｇｒａｖｅｌ［Ｊ］．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１６３ ／ １６４： ５６⁃５９．

［１７］ ＮＡＧＡＴＡ Ｎ， ＨＯＳＯＤＡ Ｔ， ＭＵＲＡＭＯＴＯ Ｙ．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ｂａｎｋ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
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ＳＣＥ， ２０００， １２６ （４）： ２４３⁃２５２．

［１８］ ＤＡＲＢＹ Ｓ Ｅ， ＴＲＩＥＵ Ｈ Ｑ， ＣＡＲＬＩＮＧ Ｐ Ａ． ｅｔ ａｌ． Ａ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 ｒｉｖｅｒｂａｎｋ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ｏｒｍ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ｉｎ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ｅｒｏｓ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０， １１５ （Ｆ４）： Ｆ０４００３．



　 第 ２ 期 余明辉， 等： 不同近岸河床组成情况下岸坡崩塌试验 １８５　　

［１９］ 假冬冬， 黑鹏飞， 邵学军， 等． 分层岸滩侧蚀坍塌过程及其水动力响应模拟［Ｊ］． 水科学进展， ２０１４， ２５（１）： ８３⁃８９． （ＪＩＡ Ｄ
Ｄ， ＨＥＩ Ｐ Ｆ， ＳＨＡＯ Ｘ Ｊ， ｅｔ 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ｎｋ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ｆｌｏｗ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４， ２５（１）： ８３⁃８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ＣＨＥＮ Ｄ，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Ｇ Ｄ．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 Ｊｏｒｄａｎ Ｒｉｖｅｒ，
Ｕｔａｈ［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ＳＣＥ， ２００８， １３４： ３１５⁃３２７．

［２１］ 余明辉， 郭晓． 崩塌体水力输移与塌岸淤床交互影响试验［Ｊ］． 水科学进展， ２０１４， ２５（５）： ６７７⁃６８３． （ＹＵ Ｍ Ｈ， ＧＵＯ Ｘ． 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ｆａｉｌｅｄ ｂａｎｋ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ｎｅａｒ⁃ｂａｎｋ ｂｅ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４， ２５（５）： ６７７⁃６８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余明辉， 申康， 吴松柏， 等． 水力冲刷过程中塌岸淤床交互影响试验［Ｊ］． 水科学进展， ２０１３， ２４（５）： ６８４⁃６９１． （ＹＵ Ｍ Ｈ，
ＳＨＥＮ Ｋ， ＷＵ Ｓ Ｂ， ｅｔ ａｌ．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ａｎｋ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 ｂｅ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３， ２４（５）： ６８４⁃６９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宋永港， 卢永金， 李路， 等． 潮汐作用下弯道环流的数值模拟［Ｊ］．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２０１５， ３０（３）： ３１４⁃３２３． （ＳＯＮＧ Ｙ
Ｇ， ＬＵ Ｙ Ｊ， ＬＩ Ｌ， ｅｔ 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ｆｌｏｗ ｉｎ ａ ｔｉｄｅ⁃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ｅｎｄ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１５， ３０（３）： ３１４⁃３２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ＢＬＡＮＣＫＡＥＲＴ Ｋ， ＧＲＡＦ Ｗ Ｈ． Ｍｅａｎ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ｏｐｅｎ⁃ｃｈａｎｎｅｌ ｂｅｎｄ［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ＳＣＥ，
２００１， １２７： １４１⁃１５８．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ｅａｒ⁃ｂａｎｋ
ｒｉｖｅｒｂ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ｂａｎｋ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ＹＵ Ｍｉｎｇｈｕｉ， ＣＨＥＮ Ｘｉ， ＷＥＩ Ｈｏｎｇｙａｎ， ＨＵ Ｃｈｅｎｇｗｅｉ， ＷＵ Ｓｏｎｇｂａｉ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ｉｘ ｓｅｔ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ｉｎ ａ ｂｅｎｄ ｆｌｕｍ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ｂ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ｈｅｓｉｖｅ ｂａｎｋ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ｈｅ ｆｌｕｍｅ ｂｅｄ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ｄ ｏｆ ｃｏｈｅ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ｏｎ⁃ｃｏｈｅｓｉｖ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ｂｅｎｄ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ｃｏｈｅｓｉｖｅ ｂｅｄ，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ｂａｎｋ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ｎｄ ｗａｓ ｅｒｏｄ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ａ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ｄ ｂａｎｋ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ｗａｓ 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ｂａｎｋ． Ｎｅｔ ａｇ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ｂｅｄ．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ｂｅｎ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ｈｅｓｉｖｅ ｂｅｄ，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ｂ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ｂａｎｋ ｗｅｒｅ ｅｒｏｄｅｄ．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ｌｏｗ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ｂｅｄ ｗａ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ｂａｎｋ． Ｔｈｅ ｂａｎｋ ｔｏ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ｂａｎｋ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ｎｄ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ｃｏｈｅｓｉｖｅ ｂｅｄ ｗａｓ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ｎｅ ｔｏ ｂｅ ｓｃｏｕｒｅｄ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ｎ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ｈｅｓｉｖｅ ｂｅｄ．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
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ｂａｎｋ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ｎｄ， ｔｈｅ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ｃａｎ ｄｏｕｂ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ｃａｎ ｒｉｓｅ ｔｏ ａｓ ｇｒｅａｔ ａｓ ｅｌｅｖｅｎ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ｔ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ｕｓ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ｌ⁃
ｌａｐｓ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ｗａｓｔ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Ｓｅｖｅｒｅ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ｂａｎｋ ｔｏ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ｃｏｈｅｓｉｖｅ ｂ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ｄ ｂａｎｋ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ｗａｓ ｔｗｏ ｔｏ ｆｏｕｒ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ｔｈａｔ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ｄ． Ｔｈｅ
ｗａｓｔｅｄ ｂａｎｋ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ａ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ｂｅｄ． Ｔｈ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ｂ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ｐｌａ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ｃｏｈｅｓｉｖｅ ｂｅｄ ｗ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ｗｉｄｅｒ ａｎｄ
ｓｈａｌｌｏｗ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ｓｃｏｕ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ｂ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ａｎｋ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ｍａｙ ｈｅｌｐ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ｂａｎｋ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ｕｖｉ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ｅａｒ⁃ｂａｎｋ ｒｉｖｅｒｂ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ｂａｎｋ ｓｌｏｐ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ｒｉｖｅｒｂｅ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ｃｏｕｒｉｎｇ；
ｆｌｕｍ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５１３３９００１； Ｎｏ １１４７２１９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