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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三峡水库蓄水运用后， 泥沙淤积主要分布在常年库区的宽谷和弯道， 峡谷则无累积性淤积。 基于实测资料

计算了三峡成库前（２００１ 年）和成库后（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的挟沙力， 结果表明挟沙力随着不同运行阶段坝前水位的抬

高而逐步降低， 宽谷河段降低幅度较大， 峡谷河段降低幅度较小， 泥沙淤积比率逐步增大。 宽谷河段挟沙力普遍

降至含沙量以下而发生淤积， 峡谷河段挟沙力仍大于含沙量而无累积性淤积。 流量越大， 宽谷河段的挟沙力越小

于含沙量， 而峡谷河段的挟沙力越大于含沙量， 表明宽谷河段淤积主要发生在汛期， 而峡谷河段汛期以冲刷为主。
由于细颗粒泥沙絮凝沉降以及黏性淤积物难以冲刷， 恢复饱和系数淤积取 １、 冲刷取 ０ ０１ 得到的沿程淤积量计算

值与实测值吻合较好。 弯道河段计算的淤积量与实测值差异较大， 表明弯道河段二维特征明显， 利用一维的挟沙

力计算淤积量不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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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ａｉｌ： ｌｉ＿ｗｊ１９８４＠ １６３ ｃｏｍ

水库泥沙淤积对河床演变和工程运用等具有重大影响， 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如在数值模拟技术方

面持续改进［１⁃３］、 各种泥沙淤积预测方法逐步运用等［４⁃６］。 不同水库的运行环境迥异导致其泥沙淤积特点不

同， 水库泥沙淤积问题仍属于尚未完全解决的难题。 以中国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为例， 国内科研院校在论证

阶段开展的大量研究为三峡水库的调度运行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７⁃８］， 但三峡运行后来沙显著减少， 泥沙淤

积较论证阶段呈现差异：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库区泥沙淤积总量为 １５ ３ 亿ｔ， 淤积物中值粒径多在 ０ ０１ ｍｍ 以下，
淤积主要发生在宽谷和弯道河段， 峡谷段则无累积性淤积［９］。 目前对三峡水库泥沙淤积量和排沙比的分析

较多［１０⁃１２］， 对淤积空间分布及淤积物特性［９，１３⁃１４］有了新的认识， 对论证阶段的淤积预测和原型观测结果也进

行了比较［１５⁃１６］， 但对库区泥沙淤积成因的分析较少， 个别研究对近坝段淤积形态成因进行了模拟分析［１７］，
也有研究讨论了库区中值粒径为 ０ ０１ ｍｍ 细沙的淤积原因［１８］。 总体而言， 鲜有对整个库区泥沙淤积形态的

成因进行系统研究。
本文旨在基于实测资料， 分析三峡库区挟沙力的时空分布、 挟沙力和含沙量的对比、 基于挟沙力的沿程

淤积量计算等， 探索库区实际泥沙淤积形态的成因， 以期为三峡水库的运行调度提供支撑。

１　 数据搜集和计算方法

１ １　 数据搜集

库区地形资料来源于三峡库区航道泥沙原型观测分析报告［１９］， 包括库区 ３４０ 个断面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的年

度地形。 不同运行阶段坝前水位逐步抬升导致回水不断上延， 各阶段的三峡入库控制站不同：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第 ５ 期 李文杰， 等： 基于挟沙力的三峡水库泥沙淤积形态分析 ７２７　　

年三峡入库控制站为干流清溪场站，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为干流寸滩和乌江武隆站， ２００９ 年以后为干流朱沱、 嘉

表 １　 三峡库区泥沙粒径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淤积河段 淤积段长度 ／ ｋｍ 淤积物 Ｄ５０ ／ ｍｍ

大坝—巫山 ７６ ０ ００４

巫山—奉节 ２５ ０ ００５

奉节—云阳 ４２ ０ ００６

云阳—万州 １０ ０ ００８

万州—忠县 ２５ ０ ０１２

忠县—长寿 ６０ ０ ０１５

长寿以上 １３３ ０ ０１５～０ １００

陵江北碚和乌江武隆站。 各站的流量和含沙量资料见

长江泥沙公报［２０］，可在网站 “ ｈｔｔｐ： ／ ／ ｃｊｈ ｃｏｍ ｃｎ ／ ” 下

载， 采用的数据系列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 此外， 本文搜

集了泥沙粒径资料和沿程水位资料， 粒径资料为 ２００９
年实测数据， 见表 １； 水位资料为沿程日均水位， 水

位站统计资料见表 ２。
１ ２　 计算方法

挟沙力采用张瑞瑾公式：

Ｓ∗ ＝ ｋ 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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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式中： Ｓ∗为挟沙力， ｋｇ ／ ｍ３； Ｕ 为断面平均流速， ｍ ／ ｓ； ｇ 为重力加速度， ｍ ／ ｓ２； ｈ 为平均水深， ｍ； ω 为沉

速， ｍ ／ ｓ； ｍ 为挟沙力指数（一般取 ０ ９２）； ｋ 为挟沙力系数。 三峡论证阶段挟沙力系数 ｋ 在库区下段取

０ ０３， 而上段取 ０ ０２， 但挟沙力系数的合理取值仍有很大余地［２１］。 本文分析了两种取值下的挟沙力， 由于

库区淤积物中值粒径多在 ０ ０１ｍｍ 以下， ｋ 取 ０ ０３ 时宽谷河段挟沙力普遍大于含沙量， 不会淤积， ｋ 取 ０ ０２
时泥沙淤积与实测结果吻合较好， 故本文最终选用挟沙力系数 ０ ０２。 不同河段的泥沙沉速不同， 计算时采

用表 １ 的泥沙中值粒径。
断面淤积量计算方法为： 以 １ ｄ 为时间步长， 将某断面某天的含沙量减去挟沙力， 乘以恢复饱和系数，

再乘以对应的沉速、 河宽和时间， 得到１ ｄ的淤积质量， 对 １ 年内每天的淤积质量进行累加得到该断面的年

度淤积质量， 即

Ｍ ＝ ∑
３６５

ｄ ＝ １
αω（Ｃ － Ｓ∗）ＢＴ （２）

式中： Ｍ 为断面年度淤积质量， ｋｇ ／ ｍ； α 为恢复饱和系数， 淤积或冲刷取值不同； Ｃ 为含沙量， ｋｇ ／ ｍ３； Ｂ 为

河宽， ｍ； Ｔ 为时间， ｓ。

表 ２　 三峡库区水位站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ＧＲ

水位站 距坝距离 ／ ｋｍ 水位站 距坝距离 ／ ｋｍ 水位站 距坝距离 ／ ｋｍ 水位站 距坝距离 ／ ｋｍ
朱沱 ７５６ ９ 玄坛庙 ６１３ ２ 长寿 ５３５ ４ 万州 ３８５ ５

朱杨溪 ７４５ ３ 寸滩 ６０５ ７ 卫东 ５２６ ４ 忠县 ３３２ ４
塔坪 ６８３ １ 铜锣峡 ５９８ ０ 大河口 ５１４ ８ 奉节 １６３ ０
双龙 ６６８ ７ 鱼嘴 ５８４ ９ 北拱 ５０３ ８ 巫山 １２４ ５

小南海 ６５６ ４ 羊角背 ５７２ ９ 沙溪沟 ４９６ ４ 茅坪 ０
钓二嘴 ６４５ ０ 太洪岗 ５６３ ６ 清溪场 ４７６ ９
落中子 ６３２ １ 麻柳嘴 ５５５ ７ 南沱 ４５３ ０
鹅公岩 ６２３ １ 扇沱 ５４５ ２ 白沙沱 ４３３ ６

注： 水位资料为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逐日平均水位 （水位数据较多， 未列出）。

２　 挟沙力时空分布特征

２ １　 挟沙力的时间分布

三峡水库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２００６ 年 ９ 月为围堰发电期， 按照 １３５—１３９ ｍ 方案调度运行；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是初

期运行期， 按照 １４４—１５６ ｍ 方式调度运行； ２０１１ 年蓄水至 １７５ ｍ， 按照 １４５—１５５—１７５ 方案运行。 为分析不

同蓄水阶段下挟沙力的变化特征， 图 １ 给出了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典型断面挟沙力与流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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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三峡水库典型断面挟沙力与流量的关系

Ｆｉｇ １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ｆｌｏｗ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ＧＲ

可以看出， 三峡蓄水前挟沙力较大， 蓄水初期挟沙力明显降低， 之后随着不同运行阶段坝前水位的抬升

逐渐降低。 宽谷河段的过水面积随着水位的抬升增加明显， 其挟沙力大幅度降低， 而峡谷河段过水面积增加

有限， 其挟沙力降低幅度较小。 如 １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流量时， 坝前宽谷和瞿塘峡上游宽谷河段挟沙力从蓄水前

１ ００ ｋｇ ／ ｍ３降至 ０ ０１０ ｋｇ ／ ｍ３左右， 而西陵峡和瞿塘峡河段则降至 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ｋｇ ／ ｍ３之间； ３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流量

以上时， 宽谷段挟沙力约为 １ ００ ｋｇ ／ ｍ３， 而峡谷段挟沙力基本大于 １０ ０ ｋｇ ／ ｍ３。 大流量时同一河段不同运行

阶段挟沙力较为接近， 原因是各阶段汛期的坝前最低水位相差较小。
２ ２　 挟沙力的空间分布

三峡水库蓄水至 １７５ ｍ 后， 回水末端上延至江津（距坝约 ６６８ ｋｍ）， 以长寿（距坝约５３５ ｋｍ）为界， 其上

至江津称为变动回水区， 其下至大坝称为常年回水区。 为分析挟沙力的沿程变化规律， 图 ２ 给出了典型水位

流量组合， 即水位 １４５ ｍ、 流量 ３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和水位 １７５ ｍ、 流量 ８ ０００ ｍ３ ／ ｓ 条件下的挟沙力沿程分布。

图 ２　 挟沙力沿程分布

Ｆｉｇ ２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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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从库尾至坝前的深泓线逐渐降低、 水深逐渐增加， 但挟沙力并非逐渐降低。 库尾变动回水区挟沙力

较大， 进入常年回水区后挟沙力降低， 但距坝 ５０～１７０ ｋｍ 河段内的挟沙力却明显大于其上游 １８０～４００ ｋｍ 河

段及下游坝前宽谷段的挟沙力， 原因是该河段内分布着西陵峡、 巫峡、 瞿塘峡等著名峡谷， 河道形态窄深、
流速较大， 故挟沙力总体偏大。 此外， 各峡谷河段和其上游相邻宽谷的挟沙力差异明显， 每个不淤峡谷上游

均发现挟沙力显著降低。

３　 泥沙淤积形态成因分析

３ １　 挟沙力和含沙量对比

基于库区实测的地形、 水位、 流量和含沙量资料， 统计了库区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的挟沙力与含沙

量对比， 图 ３ 给出了典型断面的挟沙力与含沙量。

图 ３　 三峡水库典型断面挟沙力与含沙量

Ｆｉｇ 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泥沙淤积主要与挟沙力和含沙量的相对大小有关， 挟沙力大于含沙量产生冲刷， 反之则产生淤积。 由图

３ 可知， 成库前峡谷和宽谷河段的挟沙力都明显大于含沙量。 蓄水运行后， 宽谷河段挟沙力降低幅度较大，
挟沙力小于含沙量； 而峡谷河段挟沙力降低幅度较小， 挟沙力仍普遍大于含沙量。 因此， 库区宽谷河段淤积

显著， 而峡谷河段非汛期即使有部分淤积， 汛期较大的挟沙力可产生冲刷， 总体无累积性淤积。
随着入库流量的不同， 挟沙力与含沙量的大小都发生变化。 以 １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流量为界限区分汛期和非汛

图 ４　 三峡水库典型断面挟沙力与含沙量的差值随流量变化关系

Ｆｉｇ 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ｆｌｏｗ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期， 图 ４ 给出了典型河段挟沙力与含沙量的差值随流量的变化关系。 图 ４ 表明， 非汛期小流量情况下， 宽谷

和峡谷河段挟沙力与含沙量的差别均不明显。 汛期大流量情况下， 宽谷河段流量越大时挟沙力越小于含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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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说明大流量时淤积明显； 峡谷河段流量越大时挟沙力越大于含沙量， 说明大流量时以冲刷为主。 总体来

看， 库区的冲淤特点表现为： 枯水期小流量时整个库区发生少量淤积， 汛期大流量时宽谷河段持续淤积， 而

峡谷河段汛期以冲刷为主， 由此产生了库区宽谷淤积、 峡谷无累积性淤积的特点。
３ ２　 基于挟沙力的库区沿程淤积量计算

为分析不同运行时期水流挟沙力变化给库区泥沙冲淤带来的变化， 图 ５ 给出了三峡水库淤积量与来沙量

的关系。 图 ５ 表明， 淤积量与入库沙量成正比， 淤积比率（单位入库沙量的淤积量）逐渐增加， 围堰蓄水期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年）淤积比率约为 ０ ５６， 初期蓄水期（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淤积比率增加至 ０ ６４ 左右， ２００８ 年以后

进一步增加至 ０ ８３ 左右。 在不同运行时期， 挟沙力随着坝前水位的抬升逐渐降低， 如在 １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流量

时， 坝前宽谷河段的挟沙力从蓄水前至围堰蓄水期降低了 ９０％， 至 ２０１１ 年则降低了 ９５％。 因此， 在来沙相

同的条件下， 库区泥沙淤积比率在各运行阶段不同程度的增加。
本文进一步基于挟沙力计算了库区的沿程淤积量。 由于三峡库区淤积物多为中值粒径 ０ ０１ ｍｍ 左右的细沙

（表 １）， 极有可能发生絮凝沉降， 沉速可变为原始颗粒沉速的 １０ 倍［１８］， 本文采用原始颗粒沉速计算淤积量时

偏差较大， 故式（２）最终采用絮凝沉速。 传统数学模型中通常将恢复饱和系数 α 取为 ０ ２５ 和 １（前者为淤积， 后

者为冲刷， 下同）， 本文对恢复饱和系数分别取 ０ ２５ 和 １、 １ 和 ０ ０１、 １ 和 ０ １、 １ 和 ０ ２５ 等方案进行了三峡库

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累计淤积量的估算， 图 ６ 给出了 ４ 种方案下累计淤积量的计算值和实测值的对比。

图 ５　 三峡水库淤积量与来沙量的关系

Ｆｉｇ 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ｅ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ｉｎｐｕ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ＧＲ

图 ６　 三峡库区累计淤积量的计算值与实测值对比

Ｆｉｇ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ＧＲ

可见传统数学模型的恢复饱和系数取值效果较差， 而恢复饱和系数 α 淤积取 １、 冲刷取 ０ ０１ 时得到的

淤积量估算值和实测值符合较好， 其主要原因是细颗粒泥沙发生絮凝沉降容易淤积， 而细颗粒淤积物具有黏

性难以冲刷。 考虑到三峡库区淤积物比重约为 １［１８］， 可将淤积质量转化为淤积体积， 据此得到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沿程累计淤积量计算值与实测值的对比见图 ７。

图 ７　 三峡库区沿程淤积量的计算值与实测值对比

Ｆｉｇ 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Ｇ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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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表明， 库区沿程淤积量的计算值和实测值总体吻合较好， 但是距坝 ４００ ～ ５５０ ｋｍ 河段处的淤积量计

算较差。 分析库区平面形态， 估算效果较好的河段多顺直， 而估算较差的河段多为弯道， 两种平面形态下的

实测断面淤积分布有明显差别， 见图 ８。

图 ８　 典型断面淤积分布

Ｆｉｇ 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本文计算的挟沙力采用断面平均流速， 其本质属于一维。 顺直的宽谷河段全断面发生淤积（图 ８）， 流速

呈现较强的一维特性， 基于断面平均流速计算的挟沙力明显小于含沙量， 见图 ３ 坝前宽谷和瞿塘峡上游宽谷

挟沙力与含沙量对比， 因此， 淤积量估算值与实测值吻合较好。 弯道河段流速较小一侧的实际水流挟沙能力

明显不足而产生强烈淤积（图 ８）， 其流速分布具有较强的二维特性， 利用弯道处的一维断面平均流速计算挟

沙力时， 消除了流速分布的二维特性， 导致挟沙力与含沙量差别不明显， 甚至大于含沙量， 见图 ９。

图 ９　 典型弯道断面的挟沙力与含沙量

Ｆｉｇ ９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ｖｅｄ ｒｅａｃｈ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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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利用一维断面平均流速计算的挟沙力和含沙量来估算弯道河段的淤积量， 不能准确模拟流速平面

二维特性引起的旁侧淤积， 故淤积量的计算结果较差。 因此， 对于库区二维特征明显的弯道河段， 采用一维

的挟沙力计算淤积量不再适用。

４　 结　 　 论

（１） 三峡水库水流挟沙力时间分布特征为：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蓄水前挟沙力较大， 蓄水后随着不同运行阶段

坝前水位的抬升， 挟沙力逐渐降低。 宽谷河段挟沙力降低幅度较大， 峡谷河段挟沙力降低幅度较小。 如

１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流量时， 坝前宽谷和瞿塘峡上游宽谷河段的挟沙力从蓄水前 １ ００ ｋｇ ／ ｍ３左右降至 ０ ０１０ ｋｇ ／ ｍ３左

右， 而西陵峡和瞿塘峡河段则降至 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ｋｇ ／ ｍ３之间。
（２） 库区水流挟沙力空间分布特征为： 库尾变动回水区挟沙力较大， 进入常年回水区后挟沙力降低，

但西陵峡、 巫峡和瞿塘峡河段的挟沙力明显大于其上游及下游坝前宽谷河段的挟沙力。 各峡谷上游相邻宽谷

挟沙力明显小于峡谷内挟沙力， 如 ３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流量以上时， 瞿塘峡上游宽谷段挟沙力为 １ ００ ｋｇ ／ ｍ３左右，
而瞿塘峡河段挟沙力基本大于 １０ ０ ｋｇ ／ ｍ３。

（３） 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成因： 三峡蓄水运行后， 宽谷河段挟沙力降低幅度较大而普遍小于含沙量， 峡

谷河段挟沙力降低幅度较小而汛期仍明显大于含沙量。 枯水期全库区发生淤积， 汛期宽谷河段持续淤积， 而

峡谷河段以冲刷为主， 由此产生了库区宽谷淤积、 峡谷无累积性淤积的特点。
（４） 库区细颗粒泥沙絮凝沉降且黏性淤积物难以冲刷， 泥沙恢复饱和系数取值与传统不同， 而淤积取

１、 冲刷取 ０ ０１ 时的淤积量模拟较为准确。 库区顺直河段利用挟沙力计算的淤积量和实测值吻合较好， 但弯

道河段流速具有较强的二维特性， 基于断面平均流速的挟沙力消除了二维分布特性， 不能准确模拟弯道的旁

侧淤积。 因此， 对于库区二维特征明显的弯道河段， 采用一维的挟沙力计算其淤积量不再适用。
本文基于实测资料， 从挟沙力角度分析了库区泥沙淤积形态的成因。 若三峡库区长期保持目前的来水来

沙条件， 峡谷河段挟沙力将大于实际输沙率而存在富余挟沙力， 峡谷进口可能成为局部侵蚀基准面而不会淤

积， 由此三峡水库的淤积平衡状态相较论证阶段将发生变化， 不会有统一平衡比降的趋势， 淤积总量变少，
对三峡水库的中小洪水调度和提前蓄水等非常有利。 需要进一步研究相同流量下不同调度方式对库区挟沙力

降低幅度的影响， 重点关注峡谷河段富余挟沙力的变化规律及其临界水力条件， 从而为制定三峡工程运行调

度方案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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