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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水库溯源冲刷试验是评估在水库速降水位过程中， 结合工程控制条件、 水沙条件、 冲刷时机和初始水库蓄

水条件等因素， 研究支流拦门沙坎破坏程度对干流溯源冲刷的影响。 采用按照水库高含沙模型相似律建立的小浪

底水库实体模型开展了 ４ 个组次的水库降水库区发生溯源冲刷的试验， 第 １ ～ ４ 组次库容恢复率依次为 １１ ６％、
６ ８％、 １２ ２％和 ６ ６％。 拦门沙坎破坏越严重， 水量越大， 库区溯源冲刷量越大， 库容恢复率大； 侵蚀基准面越

低， 库区溯源冲刷量大， 库容恢复率大； 库区淤积量 ４２ ００ 亿ｍ３时采用降低水位引起库区发生溯源冲刷优于库区

淤积量 ３２ ００ 亿ｍ３。 对原有的陕西水利科学研究所与清华大学的逐日溯源冲刷公式在考虑支流促因的基础上进行

了改进， 说明支流蓄水量进入干流越多， 引起支流口以下的干流河段冲刷量越大， 其计算结果与实测值满足生产

实践精度， 可作为多沙河流水库调水调沙方案制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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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冲刷常被作为多沙河流水库恢复库容的措施之一［１］， 溯源冲刷量的预测是溯源冲刷的重要指标，
它是依靠降低坝前或下游水位， 增加水流势能， 迫使淤积面下切， 继而向上游扩展。 溯源冲刷作为一种有效

的恢复库容方式， 前人对此开展了大量研究。 在溯源冲刷机理研究方面， 彭润泽等［２］ 对推移质、 曹叔尤［３］

对悬移质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张跟广［４］ 通过水槽试验认为冲刷基本发生在跃坎外， 以其不断崩塌的形式

进行， 其条件是颗粒细、 淤积物干容重大。 在溯源冲刷数学模型研究方面， 韩其为［５］ 概化出溯源冲刷图形，
巨江直接积分河床变形方程， 王艳平等［６］ 采用相干模式对溯源冲刷模拟进行了探讨。 国外学者也对水库淤

积冲刷问题的机理及数值模拟进行了较多研究， 从溯源冲刷发生的小尺度、 中尺度、 较大尺度等方面研究了

水流冲击河床物理机制。 陈建国等［７］ 从溯源冲刷的分组沙规律、 李洁等［８］ 从黄河下游河道塌岸蚀退、 余明

辉等［９］从水力冲刷过程中非黏性岸坡冲刷崩塌与河床冲淤交互作用过程及其影响因素角度探讨了溯源冲刷

对水库及其下游滩岸的影响。 Ｂｅｎｎｅｔｔ［１０］通过实验和野外研究总结了溯源冲刷的发生、 特性及其地貌与工程

意义。 Ｒｏｂｅｒｔ 等［１１］探索了 ３ 种河床比降下初始河宽与最终河宽分别与进口流量、 含沙量和输沙率的经验关

系。 美国陆军工程兵团与垦务局前苏联莫斯科大学地理系等工作最为显著， 其研究成果也多是经验性

质的［１２］。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水库冲刷机理及数值模拟的研究都是以原型观测与模型试验资料为基础， 结合适当

的流体力学方程进行简化得出了冲刷模式和计算方法。 这些研究成果对进一步开展水库溯源冲刷机理及数值

模拟研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针对多沙河流水库上支流众多的产生溯源冲刷效果的评估， 尤其是支流地形边

界不利， 一定条件下形成拦门沙坎， 以往在溯源冲刷的预测中， 未考虑支流拦门沙坎以下的蓄水在拦门沙坎

破坏后加剧干流河道的冲刷等问题， 以往均通过三门峡等其他水库的实测资料分析及基于其实测资料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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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公式计算， 尚未通过实体模型进行验证和评估， 导致计算结果在一定条件下产生较大偏差， 影响水库调

度效果预测， 因此， 本文对此开展研究。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利用郑州北郊模型黄河基地的小浪底水库实体模型， 在小浪底水库拦沙后期防洪减

淤运用方式研究中进行了降水冲刷专题模型试验［１３］， 评估水库通过溯源冲刷恢复库容的效率， 采用模型试

验与实测资料分析相结合的手段， 研究降低库水位冲刷时机、 方式、 水库冲刷流量与持续冲刷历时的溯源冲

刷效果， 分析支流蓄水对溯源冲刷的作用等。 这既可为水库数学模型提供物理图形与参数， 又可为制定合理

的小浪底水库拦沙后期防洪减淤运用方式提供依据。

１　 模型概况

１ １　 模型相似准则及比尺

采用多沙河流水库动床模型相似律［１４⁃１５］， 建立了小浪底水库实体模型， 小浪底水库模型平面上覆盖了

库区干流的全部及各支流大部分库段。 垂向涵盖了 ２８５ ｍ 高程至 １５５ ｍ 高程之间部分。 模型的定床地形按照

小浪底库区 １９９７ 年观测的库区河道地形图制作。 图 １ 为模型平面布置图。
模型进口供水加沙采用清、 浑水两套独立的循环系统。 清水系统采用先进的电脑自动控制系统， 清水流

量使用电磁流量计精确控制， 通过专门管道输送至模型进口的前池。 浑水系统则采用人工控制孔口箱， 加沙

过程是首先在搅拌池按级配要求配制成高浓度的浑水， 再输送至孔口箱， 通过组合开启一定泄量的、 预先率

定的孔口来控制进入模型的浑水流量， 进而控制进口含沙量。

图 １　 小浪底库区模型平面布置

Ｆｉｇ 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Ｘｉａｏｌａｎｇｄｉ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ｍｏｄｅｌ

　 　 小浪底水库实体模型相似律主要遵循以下各条件［１６］：
　 　 水流重力相似 λｖ ＝ λ０ ５

Ｈ （１）

　 　 水流阻力相似 λｎ ＝
λ２ ／ ３

Ｒ

λｖ
λ０ ５

Ｊ （２）

　 　 泥沙悬移相似 λω ＝ λｖ

λＨ

λα∗
λＬ

（３）

　 　 水流挟沙相似 λＳ ＝ λ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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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床冲淤变形相似 λ ｔ２
＝
λγ０λＬ

λＳλｖ
（５）

泥沙起动及扬动相似 λｖＣ
＝ λｖ ＝ λｖｆ

（６）

式中： λＬ 为水平比尺； λＨ 为垂直比尺； λｖ 为流速比尺； λｎ 为糙率比尺； λＪ 为比降比尺； λω 为泥沙沉速比

尺； λＲ 为水力半径比尺； λｖＣ
、 λｖｆ

为泥沙起动流速、 扬动流速比尺； λα∗
为平衡含沙量分布系数比尺； λＳ、

λＳ∗为含沙量及水流挟沙力比尺； λ ｔ２为河床变形时间比尺； λγ０为淤积物干容重比尺。
小浪底库区模型主要比尺， 见表 １。

表 １　 小浪底库区模型主要比尺汇总

Ｔａｂｌｅ １ Ｘｉａｏｌａｎｇｄｉ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ｍｏｄｅｌ ｓｃａｌｅ

比尺名称 比尺数值 依据 比尺名称 比尺数值 依据

水平比尺 λＬ ３００ 根据试验要求及场地条件 容重差比尺 λγｓ－γ １ ５ 郑州热电厂煤灰

垂直比尺 λＨ ６０ 变率限制条件 起动流速比尺 λｖＣ ≈７ ７５ 泥沙起动相似条件

流速比尺 λｖ ７ ７５ 水流重力相似条件 含沙量比尺 λＳ １ ５０ 挟沙相似及异重流相似条件

流量比尺 λＱ １３９ ４２７ λＱ ＝λＬλＨλｖ 干容重比尺 λγ０ １ ７４ λγ０
＝γ０ｐ ／ γ０ｍ

糙率比尺 λｎ ０ ８８ 水流阻力相似条件 水流运动时间比尺 λｔ１ ３８ ７ λｔ１
＝λＬ ／ λｖ

沉速比尺 λω １ ３４ 泥沙悬移相似条件 河床变形时间比尺 λｔ２ ４４ ９ 河床冲淤变形相似条件

１ ２　 模型验证

模型选择小浪底水库运用以来最为典型的时段 ２００４ 年 ６—１０ 月验证水位对比见图 ２， 典型时段冲淤量对

比见表 ２， 从图 ２ 可以看出， 模型沿程水位变化与原型的接近。 图 ３ 为库区调水调沙期和 “０４ ８” 洪水期前

后的干流纵剖面对比图， 验证结果说明模型设计比尺合理， 可满足模型与原型相似。

图 ２　 调水调沙期 Ｑ＝ ９００ ｍ３ ／ ｓ 沿程水位对比

Ｆｉｇ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Ｑ＝９００ ｍ３ ／ ｓ

　

图 ３　 调水调沙期和 “０４ ８” 洪水期前后干流纵剖面对比

Ｆｉｇ ３ Ｔｈａｌｗｅｇ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０４ ８” ｆｌｏｏｄ ｐｅｒｉｏｄ

表 ２　 典型时段冲淤量对比（淤＋冲－） 亿ｍ３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ｕｍ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时 段 全库区 ＨＨ５３—４５ ＨＨ４５—３７ ＨＨ３７—２９ ＨＨ２９—１７ ＨＨ１７—０９ ＨＨ０９—０１

调水调沙
模型 ０ ７２７ －０ ７３０ ０ －０ ６８６ ０ １ ０３６ ０ ５８６ ０ ０ ２７５ ０ ０ ２４６ ０

原型 ０ ６８２ －０ ７４４ ０ －０ ５０２ ０ １ ０７９ ０ ３６１ ０ ０ ３０２ ０ ０ １８５ ０

“０４ ８”洪水
模型 －０ ４８１ －０ １５９ ０ －０ ５５６ ０ －０ ４３２ ０ ０ ３６２ ０ ０ ２７６ ０ ０ ０２８ ０

原型 －０ ６５２ －０ １７８ ０ －０ ６１７ ０ －０ １６３ ０ ０ ３０８ ０ ０ ２７２ ０ －０ ２７４ ０
注： ＨＨ 代表黄河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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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试验条件

开展的溯源冲刷时机选择试验是基于工程控制条件、 水沙条件、 冲刷时机和初始水库蓄水条件等因素，
组合了 ４ 个试验组次：

（１） 工程控制条件　 从水工安全允许的最大降水速率考虑， 库水位非连续下降时， 允许日最大下降幅

度 ６ ｍ； 库水位连续下降时， 一周内最大下降幅度不得大于 ２５ ｍ， 且最大消落速率不大于 ５ ｍ ／ ｄ， 控制最低

水位不低于 ２１０ ｍ。 冲刷试验控制水位选择 ２１０ ｍ 与 ２２０ ｍ 两种条件。
（２） 水沙条件　 分别选用 １６ ｄ 洪水过程及 １２ ｄ 洪水过程（图 ４）的两场洪水进行冲刷效果对比分析。

图 ４　 降水冲刷试验入库水沙过程

Ｆｉｇ ４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ｉｎｐｕ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ｈｅａｄ⁃ｃｕｔｔ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３） 冲刷时机　 水库冲刷时机以水库前期淤积条件为依据， 分别考虑库区淤积量 ３２ ００ 亿ｍ３及 ４２ ００
亿ｍ３两种情况。 ３２ ００ 亿ｍ３及 ４２ ００ 亿ｍ３地形将分别在现状地形或前一组次试验之后的地形基础上， 按设计

的水沙条件与拟定的水库调度方式塑造而成。
（４） 水库蓄水量　 小浪底水库在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 库区处于低壅水状态时有发生， 为使洪水过程

中获得较好的冲刷效果， 需在实施冲刷之前将前期蓄水泄空。 前期蓄水量设定为 ３ ０００ 亿ｍ３。
（５） 支流条件　 支流为干流滩面的延伸， 拦门沙坎为地形自然淤积形成， 随支流所在河段地形随机变

化， 相当于溯源冲刷时支流初始条件相同。 由于其他支流地形不同， 蓄水量小， 除畛水支流外， 拦门沙坎不

明显， 不增加支流口门以下干流的冲刷水量， 不作考虑。
各试验组次水沙条件与边界条件特征值统计见表 ３。

表 ３　 降水冲刷专题试验方案及其特征值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ｌａｎ ｏｆ ｈｅａｄ⁃ｃｕｔｔ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淤积量 ／
亿ｍ３ 控制水位 ／ ｍ 历时 ／ ｄ 支流拦门沙坎 组次

入库流量 ／ （ｍ３·ｓ－１） 入库含沙量 ／ （ｋｇ·ｍ－３）

平均 范围 平均 范围

３２ ００ ２１０ １６ １ ２ ９６０ １ ２４０～４ ６６０ １０３ ４３ ０～１８９

２１０ １２
跟随干流滩面

２ ２ ２１０ ６７７～３ ４１０ １８０ ７５ ５～３４０

４２ ００ ２１０ １２ ３ ２ ２１０ ６７７～３ ４１０ １８０ ７５ ５～３４０

２２０ １２ ４ ２ ２１０ ６７７～３ ４１０ １８０ ７５ ５～３４０

　 　 从表 ３ 可以看出， 在初始库区淤积量为 ３２ ００ 亿ｍ３地形条件下， 进行两个组次的试验。 降水冲刷过程控

制坝前水位均为 ２１０ ｍ， 水沙过程分别采用 １６ ｄ 和 １２ ｄ 洪水过程， 以比较相同的边界条件而不同水沙条件的

冲刷效果。 在初始库区淤积量为 ４２ ００ 亿ｍ３地形条件下， 同样进行两个组次的试验。 降水冲刷过程水沙条件

均为 １２ ｄ 洪水过程， 而控制坝前水位分别为 ２１０ ｍ 及 ２２０ ｍ， 以比较相同的水沙条件而不同控制水位条件的

冲刷效果及支流变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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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试验结果分析

２ １　 水库溯源冲刷机理

水库发生溯源冲刷过程中， 跌水处水流状态多为急流， 水流紊动强度很大， 因此， 水流对河床具有较强

烈的冲刷能力。 水库在坝前水位迅速大幅度下降， 以至局部库段水深远小于均匀流水深， 甚至淤积面高于其

下游水位时， 进而产生自下而上剧烈的溯源冲刷。 溯源冲刷过程中， 水流流速较大， 河床变形剧烈， 具有较

强的紊动动能， 出现局部跌水， 且跌水位置会逆水流向上游快速后退。 溯源冲刷不仅可以排走上游来沙， 而

且还能冲刷前期淤积物， 是水库重要的排沙方式之一， 也是迅速恢复库容， 特别是恢复近坝段库容的有效

措施。
小浪底水库运用初期， 多发生异重流排沙［１７⁃１８］， 实现水库高蓄水位排沙和下游减淤相结合的双赢调度

目的， 水流挟带较细颗粒泥沙形成异重流向坝前输移， 在近坝段河床质大多为细颗粒泥沙， 这种黏性淤积物

在尚未固结情况下可看作宾汉体， 坝前异重流淤积段的冲刷与三角洲顶点的蚀退， 可有效恢复三角洲顶点以

下库容， 并有可能保持三角洲淤积形态逐步抬升［１９］， 如图 ５ 所示。
水库冲刷过程中出库的大多是库区下段与滩地相对较细的泥沙， 在恢复库容的同时， 又不至于在下游河

道造成较大影响。 由于水流冲刷、 切割跌坎， 溯源冲刷跌坎以下河道内水流含沙量增加， 若存在额外的水

量， 将促进水流冲刷。 如小浪底水库， 距坝 ２５ ｋｍ 内存在较大支流， 如畛水支流［１５］， 由于天然地形条件，
河口形成拦门沙阻碍沙坎高程以下干支流水流联通， 在干流水位下降过程中， 拦门沙发生自然滑塌或冲刷，
支流内蓄水冲出， 见图 ６。 相当于增加了支流沟口以下干流河道的冲刷水量， 增大了库区距坝约 １８ ｋｍ 区域

淤积恢复的效果。

图 ５　 小浪底水库三角洲淤积形态示意

Ｆｉｇ ５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ｄｅｌｔａ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Ｘｉａｏｌａｎｇｄｉ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图 ６　 支流拦门沙坎破坏导致蓄水进入干流

Ｆｉｇ ６ Ｐｏｎｄ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ｏｕｔ ａｆｔｅｒ ｓａｎｄｂａｒ 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

２ ２　 试验过程

洪水过程中库区干流主槽冲刷主要分为溯源冲刷和沿程冲刷两种形式， 在时空分布上， 两者或独立存

在， 或同时进行。 溯源冲刷主要从坝前库段开始， 由最低侵蚀基点向上游发展， 其上溯速度主要取决于边界

条件（包括断面形态、 淤积物组成和侵蚀基准面高程）及水沙条件（包括流量与含沙量及其过程）。 溯源冲刷

局部产生跌坎， 跌坎以下形成水流湍急的窄深河槽， 见图 ７。
泄水期水库的补水、 库区支流部分蓄水相继补充至干流、 库区淤积物被冲起悬浮而增加了水流体积等因

素， 使得洪水过程出库水量增加。 第 １～４ 组次试验出库水量分别增加 ７ ７３０ 亿ｍ３、 ５ ６００ 亿ｍ３、 ９ ０５０ 亿ｍ３

和 ６ ８２０ 亿ｍ３。 若不考虑洪水初期水库补水的因素， 日平均出库流量最大增加值分别为 １ ５９０ ｍ３ ／ ｓ、
１ ２２０ ｍ３ ／ ｓ、 １ ７２０ ｍ３ ／ ｓ 和 ９３５ ｍ３ ／ ｓ， 这主要是支流泄水引起的结果， 见图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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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干流冲刷跌坎

Ｆｉｇ ７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ｈｅａｄ⁃ｃｕｔ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ｔｅｍ
图 ８　 支流畛水口门产生冲刷

Ｆｉｇ ８ Ｓｃｏｕ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ｕｔｈ ｏｆ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ｒｉｖｅｒ Ｚｈｅｎｓｈｕｉ

２ ３　 冲刷效果

（１） 干流纵比降调整　 以溯源冲刷为主的降水冲刷过程， 洪水之后纵比降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图 ９
为第 １～４ 组次冲刷结束后河床纵剖面。

图 ９　 ４ 组次试验后纵剖面对比

Ｆｉｇ ９ Ｔｈａｌｗｅｇ ａｆｔｅｒ ｆｏｕｒ ｔｅｓｔｓ

（２） 干流横断面形态调整 　 图 １０ 为距坝 １１ ４２ ｋｍ
的 ＨＨ９ 断面各试验组次冲刷前后横断面对比图。 图 １０
（ａ）为第 １ 组次与第 ２ 组次两组冲刷结果的对比， 反映若

具有相近的初始断面形态、 淤积物组成与相同的侵蚀基

面， 较大流量且较长的冲刷历时， 可塑造出更大的过流

断面。 图 １０（ｂ）为第 ３ 组次与第 ４ 组次两组冲刷结果的对

比， 反映若具有相近的初始断面形态、 淤积物组成及相

同洪水过程， 较低的侵蚀基面可获得更大的冲刷效果。
冲刷试验结果均表明， 水库速降水位产生的自下而

上的溯源冲刷， 河槽大幅度下切而后展宽， 河槽过流面

积大幅度增加， 也意味着水库槽库容得到了较为明显恢

复， 可使得其后进行的水库调水调沙有更大的调节余地。

图 １０　 各试验组次试验前后典型横断面对比

Ｆｉｇ １０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ｆｏｕｒ ｔｅｓｔｓ

（３） 支流形态变化　 干支流交汇处干流河槽大幅度冲刷下降， 相继波及滩地与沟口拦门沙坎， 在拦门

沙坎高程降低的同时， 支流蓄水破口而出， 进而引发自沟口向支流上游的溯源冲刷。 图 １１ 为降水冲刷试验

支流纵剖面变化过程， 可以看出， 支流口门随干流同步发展， 纵剖面下切并向上延伸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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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洪水期支流畛水纵剖面调整过程

Ｆｉｇ １１ Ｔｈａｌｗｅｇ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ｒｉｖｅｒ
Ｚｈｅｎｓｈｕｉ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ｅｓｔｓ

（４） 冲刷量 　 沙量平衡法与断面法计算结果接近。
表 ４ 为利用沙量平衡法统计的库区淤量。 按各试验组次

冲刷量大小排序， 依次为第 ３、 第 １、 第 ４、 第 ２ 组次。
若将洪水过程中的冲刷量（体积）与库区总淤积量（体积）
的比值定义为库容恢复率， 则第 １ ～ ４ 组次库容恢复率依

次为 １１ ６％、 ６ ８％、 １２ ２％和 ６ ６％。 第 １ 试验组次库

容恢复率较大的原因是水沙条件有利， 引起支流拦门沙

坎破坏严重， 拦门沙坎破坏越严重， 水量越大， 库区溯

源冲刷量越大， 库容恢复率大。 而第 ３ 试验组次库容恢

复率较大的原因是由于相对于淤积面高程而言， 侵蚀基

准面更低， 侵蚀基准面越低， 库区溯源冲刷量大， 库容

恢复率大。 库区淤积量 ４２ ００ 亿ｍ３时采用降低水位引起

库区发生溯源冲刷优于库区淤积量 ３２ ００ 亿ｍ３。
表 ４　 库区冲淤量计算成果（沙量平衡法）

Ｔａｂｌｅ 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ｒａｔｅ ｍｅｔｈｏｄ）

组次

入库 出库

水量 ／
亿ｍ３

沙量 ／
亿ｔ

平均含沙量 ／
（ｋｇ·ｍ－３）

水量 ／
亿ｍ３

沙量 ／
亿ｔ

平均含沙量 ／
（ｋｇ·ｍ－３）

排沙比 ／ ％ 冲淤量 ／ 亿ｔ

１ ４０ ９５ ４ ２３ １０３ ４８ ６７ ９ １６ １８８ ２１６ ７ ４ ９３
２ ２２ ９１ ４ １２ １４０ ２８ ５１ ６ ７４ ２３７ １６３ ８ ２ ６３
３ ２２ ９１ ４ １２ １８０ ３１ ９６ １０ ２ ３２１ ２４９ ０ ６ １３
４ ２２ ９１ ４ １２ １８０ ２９ ０２ ７ ４３ ２５６ １８０ ６ ３ ３２

３　 计算验证及公式改进

陕西水利科学研究所与清华大学［５］ 假设当库水位从 Ｚ０ 下降到 Ｚ１ 后， 经 Δｔ 时段后， 从沙量平衡出发，
可写出冲刷量与河段输沙量的关系式：

ΔＴ ＝ （Ｑｓ０ － Ｑｓｉ）Δｔ （７）
式中： ΔＴ 为时段 Δｔ 内的冲刷量， ｔ； Ｑｓ０为冲刷段下游断面的输沙率， ｔ ／ ｓ； Ｑｓｉ为进入冲刷段上游断面的输沙

率， ｔ ／ ｓ； Δｔ 时段， ｓ。

冲刷段下游断面悬移质输沙率 Ｑｓ０由挟沙能力公式 Ｓ∗ ＝ Ｋ′ ｖ３

ｇｈω
、 曼宁公式 υ ＝ １

ｎ
ｈ２ ／ ３ Ｊ１ ／ ２、 流量连续公式

Ｑ＝υｈＢ推导， 联解 ３ 个方程， 得

ρ０ ＝ Ｓ∗ ＝ Ｋ′
ｇωｎ２ ４·

Ｑ０ ６Ｊ１ ２

Ｂ０ ６
＝ ψｑ０ ６Ｊ１ ２ （８）

单宽输沙率 ｑｓ０为

ｑｓ０ ＝ ｑρ０ ＝ ψｑ１ ６Ｊ１ ２ （９）
下游全断面输沙率 Ｑｓ０为

Ｑｓ０ ＝ Ｂｑρ０ ＝ ψ Ｑ１ ６Ｊ１ ２

Ｂ０ ６ （１０）

式中： Ｑ 为上游断面流量， ｍ３ ／ ｓ； ｑ 为单宽流量， ｍ２ ／ ｓ； ρ０ 为输沙效率， ｋｇ ／ ｍ３； υ 为流速， ｍ ／ ｓ； ｈ 水深，
ｍ； Ｂ 为河宽， ｍ； Ｊ 为河段比降。 其中 ψ 为一综合系数， 取决于悬移质级配、 床沙抗冲性（床沙级配及密实

程度）等。 式（ ４） 同时适应沿程冲刷、 溯源冲刷与敞泄排沙。 当来水含沙量较高而淤泥极易起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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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 １ １００；河床质抗冲性能最小， 颗粒不粗的新淤积物， 取 ψ ＝ ６５０； 淤积物中等抗冲性能时， ψ ＝ ３００； 抗冲

性能最大， 如颗粒较粗或黏性较大， ψ＝ １８０。
试验中出库流量较入库流量增加较多， 利用式（１０）进行计算， 使得计算结果小于试验实测资料较多。

根据小浪底水库的地形特性， 支流众多， 支流冲刷形态取决于干支流交汇处干流冲刷形态与过程以及支流蓄

水条件。 支流拦门沙坎作为干流滩地的延伸， 随干流滩地的滑塌均有所下降； 干流溯源冲刷作用使得干支流

的水位差急剧增加， 支流蓄水在拦门沙坎较为薄弱的部位泄水， 形成了一条与干流衔接的河槽， 并且不断刷

深、 展宽与上溯， 其形态取决于支流泄水流量及泄水过程； 受支流侵蚀基面与蓄水条件不同， 每条支流在洪

水过程中平面形态与纵、 横剖面形态变化过程会有较大的差别。 支流淤积形态的调整， 有利于干流、 支流水

沙交换， 从而有利于减少支流 “死库容”。
前期支流的蓄水在支流破口后加水至干流， 对破口支流以下库段的冲刷具有促进作用， 考虑对此进行因

素分析。 因此， 借用式（１０）的形式， 考虑支流加水的流量变化为 （Ｑ － Ｑｉ） ， 在此忽略沙变水的影响， 支流

加水仅对支流口以下的河段冲刷有作用， 比降采用支流下游库段比降 Ｊ１， 可得

Ｑｓ１ ＝ ψ
（Ｑ － Ｑｉ） １ ６Ｊ１

１ ２

Ｂ０ ６ （１１）

ΔＴ ＝ （Ｑｓ０ ＋ Ｑｓ１ － Ｑｓｉ）Δｔ （１２）

图 １２　 模型试验与计算结果对比

Ｆｉｇ １２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式中： Ｑｓ１为支流促因增加的输沙率， ｔ ／ ｓ； Ｑ 为下游断面流量， ｍ３ ／ ｓ；

Ｑｉ 为上游断面流量， ｍ３ ／ ｓ； Ｑｓｉ ＝ ψ
Ｑｉ

１ ６Ｊ１ ２

Ｂ０ ６ ， ｔ ／ ｓ。 既考虑了上游来水

对河道的作用， 又考虑了支流拦门沙坎破口后对支流下游河段的 “增
冲” 作用。

第 １～４ 组次计算中 ψ 取 ６５０。 利用式（１２）分别计算了第 １ ～ ４ 组

次与概化试验的逐日冲淤量， 并与试验值进行对比， 见图 １２。 从图

１２ 可以看出， 由于考虑了支流蓄水对下游河段的 “增冲” 作用， 计

算结果与实测资料较为接近。 以上分析认为， 利用式（１２）进行小浪底

水库溯源冲刷计算可行。

４　 结　 　 论

（１） 水库在维持三角洲淤积形态进行溯源冲刷时， 三角洲顶点以上冲刷的泥沙在向坝前的输移过程中

进行二次分选， 较细颗粒泥沙排出水库。 水库冲刷过程中出库的大多是库区下段相对较细的泥沙， 在恢复水

库库容的同时， 又不至于在下游河道造成较大的影响。
（２） 第 １～４ 组次库容恢复率依次为 １１ ６％、 ６ ８％、 １２ ２％和 ６ ６％， 第 ３ 试验组次冲刷效果优于其他

方案， 水量越大， 库区溯源冲刷量越大， 库容恢复率大； 侵蚀基准面越低， 库区溯源冲刷量大， 库容恢复率

大； 支流拦门沙坎破坏越大， 支流下游河床溯源冲刷效果越强烈； 库区淤积量 ４２ ００ 亿ｍ３时采用降低水位引
起库区发生溯源冲刷优于库区淤积量 ３２ ００ 亿ｍ３。

（３） 对原有的陕西水利科学研究所与清华大学的逐日溯源冲刷公式在考虑支流促因的基础上进行了改

进， 说明支流蓄水量进入干流越多， 引起支流口以下的干流河段冲刷量越大， 改进结果与模型试验资料符合

较好。 支流拦门沙坎的存在为水库溯源冲刷增加了不确定性。 在水库拦沙后期调度运用中， 需要考虑支流口

门拦门沙的形成与发展。
在水库拦沙后期， 调水调沙过程中尽可能进行相机骤降水位排沙， 增加水库排沙机会， 塑造优选的三角

洲淤积形态， 实现水库溯源冲刷与拦粗排细的结合。 当前黄河多发生峰低量小的洪水过程， 应在准确把握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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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下游河道高含沙水流过程输沙规律的基础上， 控制水库降水过程， 兼顾水库排沙与下游河道输沙。 应进一

步研究小浪底水库不同调度方式对库区淤积物组成、 固结环境与过程的影响， 同时进一步研究其模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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