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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合工程实际， 研究利用船闸泄水进行下游引航道清淤， 对减少清淤成本、 提高通航效率有着重要的工程

价值。 建立枢纽及船闸下游引航道的二维水沙数学模型， 采用已有模型试验对水流场和泥沙场进行验证。 研究引

航道及口门区的泥沙淤积规律， 在此基础上， 分析船闸输水系统的水力特性， 研究了不同冲刷流量、 冲刷时间和

初始淤积厚度下引航道及口门区的冲刷效果， 得出船闸泄水量与引航道及口门区最大淤积厚度的关系。 结果表明，
在同一初始淤积地形和冲刷流量下， 引航道及口门区的最大淤积厚度与冲刷时间呈线性变化， 冲刷流量越大， 泥

沙厚度下降的斜率越大。 淤积厚度低于一定值后， 随冲刷时间的增加， 冲刷效果开始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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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淤积问题是船闸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碍航问题。 国内大型船闸如三峡船闸和葛洲坝建设运行过程

中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试验， 同时也积累了较多的解决泥沙淤积问题的经验［１］。 早在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 张

瑞瑾［２］在葛洲坝船闸设计中提出： 静水过船、 动水冲沙， 对于局部冲刷效果较差的部位辅以机疏浚措施，
该技术方法原理简单、 可行性强， 在实际中应用较广。 动水冲沙的优点是冲沙历时短， 对通航影响小， 并能

同时解决上、 下游引航道问题， 但因引用流量偏大， 常需修建冲沙闸， 工程规模较大， 投资甚巨［２⁃４］。 由于

船闸输水系统泄水流量有限， 以往较少考虑利用船闸泄水进行清淤， 随着船闸规模的扩大、 输水系统及阀门

防空化技术的发展［５⁃６］， 使得利用船闸泄水进行引航道清淤变为可能。
利用船闸输水系统泄水进行引航道清淤不仅能节省工程费用， 水流还可直接作用于整个引航道， 更有利

于引航道的清淤， 其应用有着广阔的前景。 目前， 相应的研究较少， 且目前引航道中的冲刷特性多针对具体

的工程［３，７⁃１１］， 其冲刷规律还有待更进一步研究。 本文以西江贵港船闸为例， 研究船闸下游引航道在典型水

文年的泥沙淤积规律， 在此基础上， 探索利用船闸输水系统泄水进行引航道清淤时引航道中的冲刷规律， 探

讨利用船闸泄水进行引航道清淤的可行性。

１　 研究工程概况

贵港航运枢纽位于距广西贵港市约 ６ ５ ｋｍ 的蓑衣滩河段， 上游与西津梯级衔接， 下游与桂平梯级相连， 形

成 １ ０００ ｔ 级通航标准的航道体系。 枢纽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４８７ ５ 亿 ｍ３， 年平均流量为 １ ５１０ ｍ３ ／ ｓ， ６—９ 月为汛

期， 多年实测最大洪峰流量为 １２ ８００ ｍ３ ／ ｓ。 枢纽多年平均含沙量为 ０ １６４ ｋｇ ／ ｍ３， 实测断面最大含沙量为 １ ５７
ｋｇ ／ ｍ３。 悬移质输沙量年内分配极不均匀， 来沙量主要集中在汛期， ５—１０ 月来沙量占全年来沙量的 ９７ ４％以

上。 贵港河段泥沙中值粒径 ｄ５０ ＝０ ０１７ ｍｍ， 平均粒径为 ０ ０２３ ４ ｍｍ， 属粉沙河流， 其级配曲线如图 １ 所示［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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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悬移质泥沙级配曲线

Ｆｉｇ １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

２　 水沙模型

２ １　 水流模型

平面二维浅水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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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ｈ 为水深， ｍ； ξ 为自由水面水位， ｍ； ｕ、 ｖ 分别为 ｘ、 ｙ 方向的平均流速， ｍ ／ ｓ； Ｃｈ为 Ｃｈｅｚｙ 阻力系

数， Ｃｈ ＝
１
ｎ
ｈ１ ／ ６ ， ｎ 为曼宁系数； ｇ 为重力加速度， ｍ ／ ｓ２； ｔ 为时间， ｓ； εｘ 、 εｙ 分别为 ｘ、 ｙ 方向的水平涡动黏

滞系数。
模型水域底床的糙率根据以往研究经验并结合实测资料反推选取。 为保证模型计算的连续性， 采用“干

湿判别”来确定计算区域。
２ ２　 泥沙模型　

泥沙模型中的控制方程采用考虑沉降项的对流扩散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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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ｕ、 ｖ 分别为 ｘ、 ｙ 方向的矢量， ｍ ／ ｓ； Ｃｋ为第 ｋ 组分泥沙浓度， ｋｇ ／ ｍ３； Ｄｘ、 Ｄｙ为 ｘ、 ｙ 方向上的扩散

系数； Ｓｉ为对应泥沙沉降和悬起的源汇等各项。 可采用下式分别计算非黏性沙的冲刷和淤积源项：
ＳＤ ＝ αｓｋｗｋＣｋ 　 　 　 　 　 ＳＥ ＝ αｓｋｗｋＣ∗

ｋ
（５）

式中： Ｃ∗
ｋ 为泥沙分组挟沙力； αｓｋ为恢复饱和系数， 一般取 ０ １～１ ０［１３］； ｗｋ为泥沙分组沉降速度， 据图 １ 所

示的河段泥沙级配资料， 将泥沙级配分为 ５ 组， 采用张瑞瑾公式［１４］计算各组分泥沙沉降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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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ｄ 为悬浮物的粒径， ｍ； γｓ 为泥沙容重， Ｎ／ ｍ３； υ 为水的运动黏滞系数， ｍ２ ／ ｓ。 黏性泥沙源项的表达

式为［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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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悬浮： ＳＥ ＝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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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τｂ为瞬时底床剪切应力； τｃｅ为再悬浮临界剪切应力， 采用唐存本［１６］ 提出的基于床沙固结程度及中值

粒径的临界冲刷切应力公式计算； τｃｄ为临界淤积切应力， 对于不同研究区域的水沙条件， 其取值范围通常

为 ０ ０５～０ ３０ Ｎ ／ ｍ２［１３］； ｃｂ为泥沙近底浓度， 采用 Ｔｅｅｔｅｒ ｐｒｏｆｉｌｅ 公式进行计算［１７］； Ｅ 为控制黏性泥沙冲刷速

度的比例因子； ｍ 为冲刷指数， 根据实际泥沙特性和经验选取。 由悬移质泥沙不平衡输移引起的床面变形量

可用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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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ΔＺｂ 为计算时间步长 Δｔ 内的床沙冲淤厚度； Ｎ 为非均匀床沙的粒径分组数： ρ′为床沙干密度。
２ ３　 边界条件

由于研究河流含沙量小， 特别是每年的枯水季节， 含沙量接近于 ０。 因此特征年 ６—９ 月汛期的水沙，
能够反映其全年淤积情况。 数值计算中采用丰水丰沙年份（１９８６ 年）６—９ 月的水沙过程作为边界条件， 如图

２（ａ）、 图 ２（ｂ）所示。 根据图 ２（ａ）中流量过程线及贵港水文站实测的枢纽下游水位与流量关系曲线插值得到

下游的水位过程线， 作为下游边界条件， 见图 ２（ｃ）。

图 ２　 流量（Ｑ）、 含沙量（Ｃ）及下游水位（ ｚ）过程线（１９８６ 年）
Ｆｉｇ ２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ｃｕｒｖｅｓ ｉｎ ｈｉｇｈ ｆｌｏｗ ｙｅａｒ （ｉｎ １９８６）

２ ４　 计算区域及网格划分

枢纽下游模拟范围为枢纽坝轴线至下游 ３ ｋｍ 范围， 见图 ３。 船闸引航道及口门区等重点研究区域采用网

格步长逐渐增大的混合网格， 最小网格步长 ３ ｍ， 最大网格步长 １５ ｍ， 网格数为 ２２ ７０４， 节点个数为 ４６ ３５５；
采用网格结点附近最近的 ６ 个高程点进行权重插值。

图 ３　 贵港枢纽水沙计算中整体网格划分及高程插值

Ｆｉｇ ３ Ｍｅ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２⁃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Ｇｕｉｇａ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２ ５　 模型验证

采用文献［１７］中物理模型试验进行了水面线和流速分布的验证， 对比结果表明， 在各流量级下游河道

数值仿真结果与原型观测的水位差值均在±２ ｃｍ 以内， 二者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图 ４（ａ）为在枢纽下泄 ５００
ｍ３ ／ ｓ 流量下物理模型试验和数值计算的水面线验证， 二者最大仅相差 １ ｃｍ。 枢纽下泄各流量级下， 模型试

验和数值计算中主河道及引航道口门区流场基本一致， 口门区及各点的横、 纵向流速较为一致， 图 ４（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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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ｃ）为枢纽下泄流量 ９ ０００ ｍ３ ／ ｓ 时， 典型断面中物理模型试验和数值模拟的对比结果， 二者最大相差为

０ ４５ ｍ ／ ｓ， 回流流速大小基本相同， 见图 ４。

图 ４　 恒定流典型流量下水面线及纵、 横向流速验证

Ｆｉｇ ４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采用文献［１２］中典型丰水丰沙年（１９８６ 年）汛期贵港船闸引航道的水沙物理模型资料进行泥沙验证。 数

值计算与文献［１２］中物理模型试验资料的验证结果对比见图 ５， 二者在引航道内的淤积情况基本一致， 在堤

头附近及口门区存在一定差别， 物理模型的结果大于数值计算。 其原因在于物理模型所用地形为贵港枢纽可

行性论证时的地形， 而数值计算为新地形（２０１０ 年）， 经过 １０ 多年的坝下冲刷和淤积， 除在引航道内因隔年

清淤外， 其他位置地形会有一定的变化， 影响口门区的流态和淤积特性， 因而结果会存在一定差异。

图 ５　 典型丰水丰沙年（１９８６ 年）引航道及口门区平均泥沙淤积量对比

Ｆｉｇ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ｉｌｔｉｎｇ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１９８６）

进一步采用 ｖａｎ Ｒｉｊｎ 的水槽试验进行冲淤验证［１３，１８⁃２０］。 其中， 水槽床面有一层厚 ０ ２ ｍ、 中值粒径 ｄ５０ ＝
０ １６ ｍｍ 的细沙， 中部有一长 ６ ｍ、 深 ０ １５ ｍ、 边坡 １ ∶１０ 的深槽， 总输沙率为 ０ ０４ ｋｇ ／ （ｓ·ｍ）， 进口断面平

均流速为 ０ ５１ ｍ ／ ｓ， 水深为 ０ ３９ ｍ。 计算结果见图 ６， 可以看出水槽淤积段（ｘ＝ １ ５～６ ５ ｍ）和冲刷段（自 ｘ＝
６ ５ ｍ 下游）的床面高程计算值与实测值符合较好， 精度与其他 ３ 个模型相近， 模型较好地模拟了淤积和冲

刷段的床面变形情况。

图 ６　 计算值与实测的水槽纵剖面对比

Ｆｉｇ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ｂｅｄ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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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船闸泄水冲刷规律

３ １　 淤积分布

分析泥沙淤积情况可知， 在汛期， 随着来水量和来沙量的增大， 引航道及口门区淤积量迅速增加； 从船

闸下闸首到引航道口门， 淤积厚度逐渐增加， 最大淤积位置在距离船闸下闸首 ３６６ ｍ 的引航道内， 引航道内

的最大淤积厚度为 ２ ０５ ｍ， 淤积厚度较为均匀， 淤积发生在引航道全断面。 由距船闸下闸首 ３６６ ｍ 的引航道

向口门外， 淤积厚度逐渐减小， 淤积物呈锥形， 在距离船闸下闸首 ５６３ ｍ 处（距堤头 １６３ ｍ）口门区泥沙基本

趋于 ０， 引航道的淤积量占总淤积量的 ８３ ７３％， 口门区的淤积量占总淤积量的 １６ ２７％。 各时期的淤积区域

及淤积量见图 ７、 图 ８ 所示。

图 ７　 引航道及口门区的泥沙淤积

Ｆｉｇ 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图 ８　 不同时刻引航道及口门区淤积厚度

Ｆｉｇ ８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ｍｅｎｔ

由计算结果可知， 经过一个汛期的泥沙淤积， 在枯

水期船闸正常运行工况下， 通航水深约 ２ ９ ｍ； 最大水位

差工况， 通航水深仅有 １ ５ ｍ， 而贵港枢纽 １ ０００ ｔ 单船

设计吃水为 ２ ８ ｍ， 此时通航水深严重不足， 难以满足通

航要求。
在枢纽及船闸的实际运行中， 由于船闸泄水和船行

波的作用， 会带走或推开一部分泥沙， 同时， 在较低的

通航水深条件下， 船舶进出闸时螺旋桨后的水流会搅动

底部的淤积物， 使得沿船闸引航道中心线上的泥沙会小

于计算值， 但仍有较多的泥沙在起动后又较快落淤， 仍

然存在于引航道或口门附近， 影响船闸的正常运行。
３ ２　 利用船闸泄水冲淤措施

３ ２ １　 冲刷流量分析

在计算淤积的基础上， 探索利用船闸泄水进行引航道清淤的措施。 为增强引航道的冲刷效果， 冲刷流量

应在船闸输水系统泄流能力的范围内尽可能大。 暂不考虑输水阀门的启闭力、 空化等情况， 在采用船闸输水

系统泄水的方式下对泄水流量进行分析。
根据文献［２１］中的研究成果可知， 除去闸室出水孔段， 船闸灌、 泄水输水廊道总阻力系数为 １ ５２。 则

可根据下式计算输水系统能达到的最大流量［２２］：

Ｑ ＝ μω ２ｇ（Ｈ ＋ ｄ） （１０）

μ ＝ １
ψ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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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Ｑ 为泄水流量， ｍ３ ／ ｓ； μ 为流量系数； ψ 为水头损失系数， 取 １ ５２； ω 为输水阀门段面积； Ｈ 为水头；
ｄ 为惯性水头， 恒定流下为 ０。 则在各水头下最大流量见表 １。

表 １　 不同运行工况下泄水最大下泄流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ｌｏｃｋ ｖａｌｖ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水位组合 上游水位 ／ ｍ 下游水位 ／ ｍ 水头 ／ ｍ 正常泄水最大流量 ／ （ｍ３·ｓ－１） 船闸泄水最大流量 ／ （ｍ３·ｓ－１）

正常运行 ４３ １０ ３０ ００ １３ １ １８０ ３４６

最大水头 ４３ １０ ２９ ００ １４ １ ２０２ ３５９

　 　 由表 １ 可知， 闸室最大水头泄水时， 最大流量为 ２０２ ｍ３ ／ ｓ； 考虑利用船闸泄水冲沙时， 最大流量可达

３５９ ｍ３ ／ ｓ， 流量增加 １５７ ｍ３ ／ ｓ。 因此， 利用船闸泄水冲淤有较大的潜力。
因细粒径泥沙淤积后易固结， 为减小冲淤难度， 可考虑在当年汛期结束后的高水头下进行冲刷。 冲刷计

算工况中， 下游水位取表 １ 中下游水位 ２９ ｍ， 根据枢纽下泄水位与流量关系曲线可得此水位下枢纽下泄流量

为 ２２５ ｍ３ ／ ｓ， 均为电站发电泄流。 选取船闸泄水 １９０ ｍ３ ／ ｓ、 ２３０ ｍ３ ／ ｓ、 ２７０ ｍ３ ／ ｓ、 ３１０ ｍ３ ／ ｓ 和 ３５９ ｍ３ ／ ｓ ５ 个流

量级下， ４ 个不同时期的淤积地形共 ２０ 个工况进行研究。 根据枢纽实际水文情况， 在此水位和流量下， 船

闸泄水冲刷计算中含沙量近似取 ０ ｋｇ ／ ｍ３。 考虑船闸泄水时会暂时停航， 冲刷时间不宜过长， 各工况冲刷时

间均为 １２ ｈ。
３ ２ ２　 流量对冲刷的影响

表 ２　 船闸各泄水流量下引航道及口门区的平均流速 ｍ／ ｓ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ｉ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ｌｏｃｋ ｖａｌｖｅ

区域
冲刷流量

１９０ ｍ３ ／ ｓ ２３０ ｍ３ ／ ｓ ２７０ ｍ３ ／ ｓ ３１０ ｍ３ ／ ｓ ３５９ ｍ３ ／ ｓ

引航道 ０ ９８ １ ３５ １ ６０ １ ８３ ２ ０４

口门区 ０ ８４ １ ０４ １ ３１ １ ５０ １ ６３

由计算可得， 船闸泄水 １９０ ｍ３ ／ ｓ、 ２３０ ｍ３ ／ ｓ、
２７０ ｍ３ ／ ｓ、 ３１０ ｍ３ ／ ｓ 和 ３５９ ｍ３ ／ ｓ ５ 个流量级下， 引航

道内平均流速为 ０ ９８～２ ０４ ｍ ／ ｓ； 口门泥沙淤积区平

均流速为 ０ ８４～１ ６３ ｍ ／ ｓ， 在这 ５ 个冲刷流量下， 泥

沙均开始起动， 根据张洪武［２３］ 公式计算得泥沙的起

动流速约为 ０ ５７ ｍ ／ ｓ， 计算结果与之相符。 引航道及

口门淤积区各处的平均流速见表 ２。
冲刷计算结果表明， 船闸泄水流量为 １９０ ｍ３ ／ ｓ

时， 引航道内泥沙开始被冲走， 随着冲刷流量的增大， 引航道断面平均流速逐渐增大， 冲刷效果也渐趋明

显， 流量增大到 ３５９ ｍ３ ／ ｓ， １２ ｈ 后引航道内泥沙大部分被冲走， 以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 ２８ 日淤积地形为例， 冲刷

前， 引航道内最大淤积厚度为 ２ ０１ ｍ， 在 １９０ ｍ３ ／ ｓ、 ２３０ ｍ３ ／ ｓ、 ２７０ ｍ３ ／ ｓ、 ３１０ｍ３ ／ ｓ 和 ３５９ ｍ３ ／ ｓ ５ 个船闸泄水

流量冲淤 １２ ｈ 后， 最大淤积厚度分别为 １ ５０ ｍ、 １ ３１ ｍ、 １ １５ ｍ、 ０ ８１ ｍ 和 ０ ５０ ｍ（见表 ３ 及图 ９）， 在

３５９ ｍ３ ／ ｓ的冲淤流量下， 最大淤积厚度仅为原淤积厚度的 ２４ ９％。 采用船闸泄水的方式， 可有效地冲走引航

道中的泥沙。
在同一冲刷流量下， 口门区的水流流速小于引航道内的流速， 故口门区的冲刷效果相对较差。 对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 ２８ 日淤积地形， 以 ３５９ ｍ３ ／ ｓ 的流量冲淤 １２ ｈ 后， 口门区的最大淤积厚度仍为 ０ ６９ ｍ， 相当于原淤积

厚度 １ ２４ ｍ 的 ５５ ６％， 见图 ９。 因此， 针对引航道内的泥沙淤积， 利用船闸泄水可冲走较多的泥沙， 但口门

区的淤积泥沙需在船闸泄水的基础上采取一定的辅助清淤措施。
３ ２ ３　 冲刷时间的影响

在上述工况下， 随着冲刷时间的增加， 引航道和口门区的淤积量逐渐减小， 冲刷流量越大， 淤积厚度随

冲刷流量的变化越明显。 引航道中， 淤积厚度在 ０ ２０ ｍ 以上时， 淤积厚度基本上随冲刷时间呈线性变化，
同一冲刷流量下， 其斜率基本保持不变； 淤积厚度在 ０ ２０ ｍ 以下时， 因流速降低， 冲刷效率开始下降， 淤

积厚度越小， 冲刷效率越低， 此时的冲刷受淤积地形的影响， 规律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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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不同冲刷流量下引航道及口门区的最大淤积厚度 ｍ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冲淤流量 ／
（ｍ３·ｓ－１） 冲刷时间 ／ ｈ

引航道 口门区

０７⁃０５ ０８⁃１３ ０８⁃３１ ０９⁃２８ ０７⁃０５ ０８⁃１３ ０８⁃３１ ０９⁃２８

０ ０ ４１ １ ２４ １ ７８ ２ ０１ ０ ２９ ０ ８８ １ １７ １ ２４

１ ０ ３７ １ ２０ １ ７４ １ ９５ ０ ２８ ０ ８７ １ １５ １ ２３

１９０ ４ ０ ２５ １ ０７ １ ６１ １ ８２ ０ ２３ ０ ８２ １ １１ １ ２０

８ ０ １２ ０ ９１ １ ４５ １ ６７ ０ １８ ０ ７６ １ ０６ １ １５

１２ ０ ０７ ０ ７５ １ ２９ １ ５０ ０ １５ ０ ７０ １ ０１ １ １０

１ ０ ３５ １ １８ １ ７２ １ ９５ ０ ２７ ０ ８６ １ １５ １ ２３

２３０ ４ ０ １８ １ ００ １ ５４ １ ７８ ０ ２０ ０ ７８ １ ０９ １ １７

８ ０ ０７ ０ ７７ １ ３１ １ ５３ ０ １４ ０ ６９ １ ０１ １ ０９

１２ ０ ０３ ０ ５４ １ ０７ １ ３１ ０ １０ ０ ６１ ０ ９３ １ ０２

１ ０ ３４ １ １７ １ ７０ １ ９１ ０ ２６ ０ ８５ １ １４ １ ２２

２７０ ４ ０ １３ ０ ９５ １ ４９ １ ７０ ０ １８ ０ ７６ １ ０７ １ １５

８ ０ ０４ ０ ６７ １ ２０ １ ４３ ０ １２ ０ ６５ ０ ９７ １ ０５

１２ ０ ０２ ０ ４４ ０ ９１ １ １５ ０ ０８ ０ ５４ ０ ８７ ０ ９６

１ ０ ３１ １ １４ １ ６８ １ ９１ ０ ２５ ０ ８４ １ １３ １ ２１

３１０ ４ ０ ０８ ０ ８４ １ ３７ １ ５９ ０ １５ ０ ７０ １ ０２ １ １０

８ ０ ０２ ０ ４６ ０ ９６ １ ２０ ０ ０８ ０ ５５ ０ ８７ ０ ９６

１２ ０ ０ ２８ ０ ５９ ０ ８１ ０ ０５ ０ ４２ ０ ７３ ０ ８２

１ ０ ２１ １ １０ １ ６４ １ ８８ ０ ２３ ０ ８２ １ １１ １ １９

３５９ ４ ０ ０５ ０ ６９ １ ２１ １ ４４ ０ １１ ０ ６３ ０ ９５ １ ０４

８ ０ ０ ３０ ０ ６５ ０ ９４ ０ ０５ ０ ４３ ０ ７５ ０ ８３

１２ ０ ０ １５ ０ ３７ ０ ５０ ０ ０３ ０ ３０ ０ ５９ ０ ６９

图 ９　 各淤积地形下不同泄水流量下的冲刷效果

Ｆｉｇ ９ Ｓｃｏｕｒ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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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一冲刷流量下， 因口门区的流速小于引航道的流速， 口门区的冲刷效果要差于引航道。 在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 ２８ 日的初始淤积厚度下， 淤积在 １ ０７ ｍ 以上时， 淤厚随冲刷时间呈线性变化， 淤积小于 １ ０７ ｍ 时， 冲

刷效果随冲刷时间开始下降， 淤积厚度随冲刷时间的增加下降不明显；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８ 月 １３ 日和 ７ 月

５ 日 ３ 个初始淤积地形下， 此临界淤积厚度分别为 ０ ９３ ｍ、 ０ ５４ ｍ 和 ０ ２７ ｍ， 见图 １０。

图 １０　 冲刷时间对淤积厚度的影响

Ｆｉｇ １０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ｌ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ｓｃｏｕｒｉｎｇ ｔｉｍｅ

３ ２ ４　 冲刷厚度变化规律

上述各工况中， 引航道水深大于 ０ ２０ ｍ、 口门区淤积厚度大于各初始淤积地形的临界淤积厚度时， 冲

刷厚度随时间呈线性变化， 即

Ｔ ＝ Ｔ０ － ｋｉ ｔ （１２）
式中： Ｔ 为冲刷深度， ｍ； Ｔ０为各淤积地形下的初始最大淤积厚度， ｍ； ｔ 为冲刷时间， ｈ； ｋｉ为斜率， 下标 ｉ
为 １ 或 ２， ｉ＝ １ 代表引航道， ｉ＝ ２ 代表口门区。

取相对冲刷流量 ｑ＝Ｑ ／ Ｑｍａｘ， 其中 Ｑ 为船闸泄水冲刷流量， Ｑｍａｘ为船闸最大冲刷流量。 在上述 ５ 个流量

下， ｋ１和 ｋ２与 ｑ 的关系为：

图 １１　 冲刷厚度斜率随流量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１１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ｓｌｏｐ ｏｆ ｓｉｌ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ｖａｒ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ｋ１ ＝
Ｔ０ － Ｔ

ｔ
æ

è
ç

ö

ø
÷

１

＝ ０ １３７ ９ ｑ１ ８６４ ８ （１３）

ｋ２ ＝
Ｔ０ － Ｔ

ｔ
æ

è
ç

ö

ø
÷

２

＝ ０ ０５０ ６ ｑ１ ９９３ ９ （１４）

将式（１３）、 式（１４）代入式（１２）， 可得出引航道和口

门区的淤积厚度随冲刷时间的变化。 因口门区淤积部位

为沿回流的纵轴方向， 其淤积厚度随冲刷流量的变化规

律受淤积地形影响较大， 冲刷效率也低于引航道， 见

图 １１。

４　 结　 　 论

（１） 船闸引航道中， 泥沙淤积迅速， 即使是少沙河流， 引航道的淤积也不容忽视， 引航道内淤积物分

布均匀， 从船闸下闸首到引航道口门， 淤积厚度逐渐增加， 最大淤积的位置靠近口门区； 口门区以外， 淤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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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逐渐减小， 淤积物呈锥形， 淤积主要沿回流轴线方向分布。
（２） 贵港船闸中， 船闸泄水 ３５９ ｍ３ ／ ｓ， １２ ｈ 后引航道内泥沙大部分被冲走； 引航道外的口门区， 由于水

流偏向主河道， 其流速较小， 冲刷完成后仍存留部分淤积， 在船闸泄水的基础上采取其他技术措施辅助

清淤。
（３） 在同一初始淤积地形和冲刷流量下， 引航道及口门区的最大淤积厚度与冲刷时间呈线性变化， 冲

刷流量越大， 泥沙厚度下降的斜率越大。 淤积厚度低于一定值后， 随冲刷时间的增加， 冲刷效果开始减弱。
利用船闸泄水清淤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其冲淤方式还涉及到研究河段的泥沙特性、 船闸输水系统过流

能力、 输水阀门的启闭及空化等问题， 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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