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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水动力学、 河流动力学、 热力学、 河冰水力学及固体力学等原理， 针对松花江上游白山河段具体特征，
建立了河冰数学模型， 并应用有限差分计算方法， 对白山河段冬季冰情演变进行了精确模拟。 应用该河段 １９５８—
１９７３ 年共 １５ 年完整的地形、 气象、 水文、 热力、 冰情等原型观测资料， 分别进行了模型参数率定及冰情数值模

拟。 研究结果表明： 白山河段的封冻首先开始于白山坝址下游 ４ ｋｍ 的大崴子河段， 然后封冻边缘逐渐上溯， 最终

到达松 １４ 断面； 计算的白山河段冰花堆积体外形与河床纵剖面呈相似趋势； 各种水力及冰情要素的数值计算结果

和实测值吻合较好， 所建立的数值模型能较好地模拟该河道的冰情。 研究结果对东北地区河流冬季冰情研究及冰

害防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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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冰是冬季高纬度地区及寒冷区域河流中普遍存在的自然现象。 在寒冷的冬季， 河流中的水体经历十分

显著而且极为复杂的变化， 出现一系列的河冰现象， 例如河流中各种形式的冰情的形成、 演变、 输移、 耗散

和消融等。 这些现象通常是水动力、 机械力和热力等相互作用的结果， 同时还受到气象、 水文条件和河道地

形及河势的影响， 是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物理过程的组合。 对于寒带地区水利水电工程、 水资源工程的设计及

调度运行、 冬季航运交通、 引水发电、 给水排水以及涉及环境、 生态等的研究问题来说， 正确理解河冰演变

过程非常重要［１］。
多年来， 随着河冰水力学理论的发展， 国内外学者们提出了不少模拟河道冰情的数值模型。 例如， Ｌａｌ

和 Ｓｈｅｎ［２］根据热力和两层输冰模型的理论分析框架， 建立了冰情演变河冰数值模型 ＲＩＣＥ 模型。 Ｓｈｅｎ 等［３］

提出了二维与一维结合的河冰动力学模型 ＤｙｎａＲＩＣＥ， 主要是模拟冰坝形成的动力学过程等。 Ｚｕｆｅｌｔ 和 Ｅｔｔｅ⁃
ｍａ［４］建立了一维冰水耦合的冰坝动力学模型， 模拟封河期和开河期水位变化。 茅泽育等［５⁃６］ 针对天然河道弯

曲复杂的特点， 首次建立了适体坐标下的二维河冰数值模型， 对黄河河曲段从龙口至禹庙 ５６ ｋｍ 河段进行了

数值模拟及验证，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并将模型应用于万家寨水库库区冰凌、 吉林中部城市供水长春干线伊

丹河冰期输水研究等。 Ｆｕ 等［７］在 ＲＩＣＥ 和 ＲＩＣＥＮ 模型的基础上， 开发了用于模拟冰期洪水的 ＹＲＩＤＭ（ＹＲＣＣ
Ｒｉｖｅｒ Ｉｃ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模型， 并用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冬季黄河宁蒙河段的冰情数据对模型的精确度进行了

验证。
如上所述， 河流冰情演变受到水力、 气象、 热力、 河道特征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这些众多影响因素的不

同组合导致不同的冰情； 此外， 河冰模型涉及许多参数， 而不同河道冰情其值有一定差别， 所以， 针对特定

的河道， 需要根据其具体气候、 地形等特性建立模型及计算。 １９５８—１９７３ 年， 东北勘测设计院与白山水电

工程处在松花江上游白山河段共同组织了较大范围、 比较系统的冰情勘测工作， 并整理出 １９５８—１９７３ 年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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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整、 详实的冰情实测资料， 这对于河冰模型的参数率定及模型验证极为宝贵。 本文针对松花江白山河段

的地形、 气象特性， 并根据研究河段实际冰情， 建立了一维河冰数值模型， 并应用 １５ 年的水文、 气象资料

对松花江上游白山河段冰期进行数值模拟， 模拟结果对今后东北地区河流冬季冰情研究及冰害防治具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

１　 研究河段概况

如图 １ 所示白山电站河段（以下简称白山河段）位于松花江上游， 自丰满电站上溯 １９３ ｋｍ 处， 地理坐标

为东经 １２７°０９″， 北纬 ４２°４２″。 白山河段即指两江口下游的松 １ 断面到松 ３５ 断面之间的河段， 全长 １６ ７ ｋｍ，
平面位置如图 １ 所示。 两江口以下， 河道在峡谷中穿行， 两江口至坝址 １２ ｋｍ 河段内有 ６ 个较大的急坡， 坝

址以下 ４ ｋｍ 为长哨， 明流期河段平均水面坡降为 ９ ５‰。
白山河段流向自南向北， 河谷深窄， 河段由于特殊的地形、 水力、 气象条件， 每年（白山电站建成之前

（１９７５ 年电站主体工程开始施工））在封冻期都形成相当严重的冰塞， 壅水高度可达 ２ ～ ３ ｍ， 冰情比较复杂、
严重。

图 １　 白山河段及量测断面位置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Ｂａｉｓｈａｎ ｒｅａ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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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河冰数学模型及计算方法

２ １　 河道水力学模型

封冻河道的水流一维流动可由以下非恒定连续性方程和动量方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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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Ｑ 为流量， ｍ３ ／ ｓ； Ａ 为过流断面面积， ｍ２； ｘ 为距离， ｍ； ｔ 为时间， ｓ； ｇ 为重力加速度， ｍ ／ ｓ２； ｚ 为
水位， ｚ ＝ ｚｂ ＋ ｈ ＋ ρｉ ｔｉ ／ ρ ， ｍ， ｚｂ 为河床高程， ｍ， ｔｉ 为冰层厚度， ｍ， ρ 和 ρｉ 分别为水和冰的密度， ｋｇ ／ ｍ３， ｈ
为冰层下水深， ｍ； ｎｃ 为综合糙率系数； Ｐ 为湿周， ｍ。
２ ２　 水流温度场模型

根据热量守恒原理， 沿河水温的时空分布用对流扩散方程表述：
∂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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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Ｂ０ 为水面宽， ｍ； ｖ 为断面平均流速， ｍ ／ ｓ； ∑Ｓ 为水体与周围环境的单位面积热交换量（增热或失

热）； η＝ ρＣｐＡＴｗ， Ｃｐ 为水的比热容， 取 ４ １８５ Ｊ ／ （ｋｇ·℃）， Ｔｗ 为断面平均水温，℃。
２ ３　 浮冰和冰花模型

根据两层输冰理论， 河流中的流冰由浮在水面上的冰块和悬浮在水中的冰花两部分组成。 冰块和冰花的

质量守恒方程可由下式描述［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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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Ｃａ 为冰层或冰块体积密集度； Ｃ ｉ 为冰花的体积密集度； Ｌｉ 为结冰潜热， 取 ３ ３４８ ４×１０５ Ｊ ／ ｋｇ； α 为冰

花与冰层或冰块的转化系数， 取 １ ０； 冰粒上浮速度 Ｕｉ ＝ －０ ０２５（Ｔｗ＋∑Ｓ ／ １ １３０）＋０ ００５； 垂向紊动流速分量

ｖｚ ＝ ｖ ｇ ／ ［Ｃ（０ ７Ｃ ＋ ６）］ ／ ５， 其中 Ｃ 为谢才系数。
２ ４　 堆积冰层推进模型

根据堆积冰层前缘［９］断面的水力条件以及上游来冰情况， 堆积冰层的发展一般有 ３ 种形式： 并置平铺方

式推进、 水力增厚方式推进和机械增厚方式推进［２］。
当堆积冰层前缘断面水流弗劳德数 Ｆｒ＜Ｆｒｃ 时， 堆积冰层将以并置方式推进； 当 Ｆｒｃ＜Ｆｒ＜Ｆｒｐ 时， 由于水

流紊动加剧， 这时堆积冰层将以水力增厚方式推进； 当 Ｆｒ＞Ｆｒｐ 时， 堆积冰层不再向前推进， 其中 Ｆｒｐ 与 Ｆｒｃ
分别为第一临界弗劳德数和第二临界弗劳德数， 根据前人研究成果［２， １０］， Ｆｒｐ、 Ｆｒｃ 分别取 ０ ０９ 和 ０ ０６。

堆积冰层体上溯推进速率采用下式计算：

Ｖｐ ＝
（Ｑｓ － Ｑｕ）Ｖｃ

［Ｂ０ｈ０（１ － ｅｃ）Ｖｃ － （Ｑｓ － Ｑｕ）］
（６）

式中： Ｖｐ 为堆积冰层推进速度； ｈ０ 为冰盖前缘发展冰层的厚度； ｅｃ 为堆积冰层整体孔隙率（取 ０ ４）； Ｖｃ 为

上游来冰速度； Ｑｓ 为入流的流冰量， Ｑｓ ＝Ｃａ［ｈｉ＋（１－ｅｆ）ｈｆ］Ｂ０Ｖｃ， ｈｉ 为冰块体厚度， ｈｆ 为冰块下冰花厚度， ｅｆ
为冰花的孔隙率， 取 ０ ４； Ｑｕ 为在堆积冰层前缘下潜的冰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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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５　 输冰模型

冰层下冰的输移和积聚可由输冰能力理论描述， 采用下式计算［１１］：

Φ＝
５ ４８７（Θ－Θｃ） １ ５ 　 　 　 　 Θ＞Θｃ

０ Θ≤Θｃ
{ （７）

式中： Φ 为量纲一的输冰能力， Φ＝
ｑｉ

（Ｆ Δｇｄ３
ｎ ）

， 其中 ｑｉ 为单宽体积冰流量， ｍ２ ／ ｓ， ｄｎ 为冰粒标称粒径， Ｆ

为形状系数， 取 １ ０［１１］， Δ＝ １－
ρｉ

ρ
； Θ 为量纲一的水流强度， Θ＝

ｕ２
∗

（Ｆ２Δｇｄｎ）
， 其中冰盖底部的剪切流速 ｕ∗ ＝

ｇＲ ｉＳ ， Ｒ ｉ 为水力半径， Ｓ 为封冻河段的水力坡度； Θｃ ＝ ０ ０４１， 为量纲一的临界剪切力。
冰层下冰花厚度， 采用冰体质量守恒方程计算［５］：

∂ｑｉ

∂ｘ
＋ （１ － ｅｃ）

∂ｔｆ
∂ｔ

＝ ０ （８）

式中： ｔｆ 为冰层下冰花厚度， ｍ。
２ ６　 冰层厚度演变模型

当堆积冰层向上游发展时， 一方面， 冰层体中的孔隙水冻结而形成固体冰外壳， 增大冰层的强度； 另一

方面， 由于冰层表面和底面发生热交换， 冰层体厚度将发生热力增厚或消融。 冰层体的热力增厚或消融过程

可由热力平衡原理得到：

ρ ｉＬｉ

ｄｔｉ
ｄｔ

＝ ｈｉａ（Ｔｓ － Ｔａ） － ｈｗｉ（Ｔｗ － Ｔｍ） （９）

式中： Ｔｓ 为冰层表面温度，℃； Ｔａ 为气温，℃； Ｔｍ 为冰层融化温度， 即 ０ ℃； ｈｉａ为大气与冰层表面的热交换

系数， 取 １９ ７１； ｈｗｉ为水体与冰层底面的热交换系数， 当 Ｔｗ≤０ 时， ｈｗｉ ＝ Ｃｗｉ ｖ ０ ８ ／ Ｒ０ ２， 当 Ｔｗ ＞０ 时， ｈｗｉ ＝
Ｃ ｉｗ ｖ ０ ８ ／ Ｒ０ ２， 其中 Ｃｗｉ和 Ｃ ｉｗ为常数， 分别取 １ １１８ 和 １ ４４８［１１］， Ｒ 为断面水力半径， ｍ。
２ ７　 数值计算方法

模型中由式（１）—式（５）所构成的方程组的数值格式， 采用显式有限差分 ＭａｃＣｏｒｍａｃｋ 步进格式［１２］， 其

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二阶精度 Ｏ（Δｘ２， Δｔ２） 。 ＭａｃＣｏｒｍａｃｋ 方法是两步预测⁃修正型。 其预测和修正步骤， 可

以交替地向前和向后差分。 对由式（１）—式（９）组成的方程组问题采用同步求解。

３　 白山河段数值模拟

３ １　 河段基本概况

如图 １ 所示， 白山河段上自松 １ 断面， 下游至长哨处的松 ３５ 断面， 全长 １６ ７ ｋｍ。 各断面有关的特征值

如表 １ 所示（地形资料采用东北勘测设计院 １９６２ 年 １２ 月到 １９６３ 年 ２ 月施测的松 １—松 ３５ 断面的横断面及纵

断面资料）。 白山坝址以上河段比降陡、 流速大， 河底高程变化大， 特别在松 １５—松 １７ 断面和松 １９—松 ２４
断面两处河段存在 ５ ｍ 深坑， 白山坝址以下河身逐渐变宽， 河段水面比降自上而下呈递减之势。
３ ２　 数值计算选用资料及初边界条件确定

为准确模拟白山河段的冰情， 采用白山水文站 １９５８—１９７３ 年共 １５ 年冰情、 气象（包括气压、 气温、 水

汽压、 相对湿度、 风速、 风向、 降雨、 日照和云量等）、 水文多年平均观测资料［１３］， 对松 １—松 ３３ 断面长为

１５ ２６ ｋｍ 河段（３３ 个断面）的封冻过程进行了冰情数值模拟， 并与实测资料进行了比较。 模拟计算总时长

１５１ ｄ， 时间步长 ６０ ｓ， 对于实测断面间距过大的河段进行断面内插， 最大计算断面间距取 １００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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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白山河段实测断面特征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ａｉｓｈａｎ ｒｅａｃｈ

断面名称 距松 １ ／ ｍ 间距 ／ ｍ 深泓点高程 ／ ｍ 糙率 断面名称 距松 １ ／ ｍ 间距 ／ ｍ 深泓点高程 ／ ｍ 糙率

松 １ ０ ２９９ ０２ ０ ０３６ 松 １８ １０ ５９８ ３１０ ２８８ ４８ ０ ０２９
松 ２ ８０５ ８０５ ２９８ ５０ ０ ０３０ 松 １９ １１ ２５８ ６６０ ２８７ ３４ ０ ０３０
松 ３ １ ９５５ １１５０ ２９５ ５５ ０ ０２４ 松 ２０ １１ ３８２ １２４ ２８５ ０１ ０ ０２８
松 ４ ２ ７１０ ７５５ ２９５ ８３ ０ ０２４ 松 ２１ １１ ７４５ ３６３ ２８０ ６６ ０ ０２５
松 ５ ３ ２７７ ５６７ ２９６ ４６ ０ ０２４ 松 ２２ １１ ９００ １５５ ２７８ ５５ ０ ０２８
松 ６ ３ ９９７ ７２０ ２９３ ５３ ０ ０３５ 松 ２３ １２ ０７８ １７８ ２８２ ５３ ０ ０３０
松 ７ ４ ９４７ ９５０ ２９６ ０４ ０ ０３３ 松 ２４ １２ ３７５ ２９７ ２８３ ５９ ０ ０３３
松 ８ ５ ７１７ ７７０ ２９６ ５４ ０ ０３０ 松 ２５ １２ ５１７ １４２ ２８３ １３ ０ ０３５
松 ９ ６ ６２７ ９１０ ２９３ ８０ ０ ０２５ 松 ２６ １２ ７４５ ２２８ ２８４ １５ ０ ０３０
松 １０ ７ １８５ ５５８ ２９３ ４０ ０ ０３２ 松 ２７ １２ ９９４ ２４９ ２８３ ２ ０ ０２８
松 １１ ７ ９４０ ７５５ ２９３ １２ ０ ０３０ 松 ２８ １３ ２４４ ２５０ ２８３ ２９ ０ ０３０
松 １２ ８ ５５８ ６１８ ２９１ ５３ ０ ０３１ 松 ２９ １３ ６０８ ３６４ ２８４ ２３ ０ ０２８
松 １３ ８ ９３８ ３８０ ２８９ ８４ ０ ０３０ 松 ３０ １３ ７８５ １７７ ２８３ ６３ ０ ０２９
松 １４ ９ ２１１ ２７３ ２８９ ３７ ０ ０３１ 松 ３１ １４ ３９５ ６１０ ２８３ ０５ ０ ０３２
松 １５ ９ ６０８ ３９７ ２８８ ８２ ０ ０３１ 松 ３２ １４ ７７５ ３８０ ２８２ ０７ ０ ０３３
松 １６ ９ ８７８ ２７０ ２８４ ４７ ０ ０３２ 松 ３３ １５ ２６０ ４８５ ２８２ ８２ ０ ０３０
松 １７ １０ ２８８ ４１０ ２８８ ９２ ０ ０２９

　 　 根据白山水文站等气象资料， 白山河段区域冬季多年平均日平均气温见图 ２。
初始条件为计算开始时刻计算域的流量、 水位分布、 水温分布、 浮冰体积密集度分布、 冰花体积密集度

分布和冰层体厚度分布。 边界条件包括上游（松 １ 断面）流量（如图 ３ 所示）、 水温过程线， 下游（松 ３３ 断面）
水位过程线（如图 ４ 所示）。

图 ２　 白山河段冬季（１１—３ 月）多年平均日均气温

Ｆｉｇ ２ Ｄａｉｌ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Ｂａｉｓｈａｎ
ｒｅａｃｈ （Ｎｏｖ —Ｍａｒ ）

图 ３　 松 １ 断面冬季（１１—３ 月）流量过程线

Ｆｉｇ ３ Ｆｌｏｗ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 ａｔ Ｓｏｎｇ １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Ｎｏｖ —Ｍａｒ ）

３ ３　 计算结果及分析

封河过程中沿程水位的计算结果如图 ５ 所示， 随着堆积冰层向上游推进， 堆积冰层前缘断面附近的水位

逐渐壅高， 随着气温降低， 冰层体厚度增长， ２ 月 ２０ 日沿程水位壅高达到最大， ３ 月下旬气温回暖， 冰层体

开始消融， 沿程水位值降低。 松 ２４ 断面封冻期（１１ 月至 ３ 月）水位以及流量的计算值和实测值的对比如图 ６、
图 ７ 所示， 显然两者吻合较好， 由图 ６ 可见， １１ 月末 １２ 月初， 冰层前缘推进至松 ２４ 断面， 松 ２４ 断面的水

位开始壅高， 最高壅水达 ２ ｍ， 随后， 随着冰盖进一步固结， 冰盖糙率系数降低， 计算壅水位也逐渐降低。
松 ２４ 断面水温随时间变化过程如图 ８ 所示， 实测值与计算值基本一致， 从图 ８ 可知， １１ 月 ２０ 日日平均

气温转负， 受河道水体与大气热交换的影响， 水温随之稳定地降到 ０ ℃以下， 水体进入过冷却状态， 随着冰



　 第 ６ 期 樊霖， 等： 松花江白山河段冰情数值计算及分析 ８９５　　

层的生成， 水温又逐渐地稳定在 ０ ℃附近， 这与观测值比较一致。

图 ４　 松 ３３ 断面冬季（１１—３ 月）水位过程线

Ｆｉｇ ４ Ｓｔａｇｅ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 ａｔ Ｓｏｎｇ ３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Ｎｏｖ —Ｍａｒ ）

　
图 ５　 沿程水位

Ｆｉｇ ５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图 ６　 松 ２４ 断面冬季水位过程

Ｆｉｇ ６ Ｓｔａｇｅ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 ａｔ Ｓｏｎｇ ２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图 ７　 松 ２４ 断面冬季流量过程

Ｆｉｇ ７ Ｆｌｏｗ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 ａｔ
Ｓｏｎｇ ２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图 ９ 为冰层推进前缘位置的计算值和实测值的比较， 显然两者吻合很好。 从图 ９ 可以看出， １１ 月 ２０ 日

左右， 下游松 ３３ 断面首先形成冰层， ６ ｄ 左右冰层前缘到达松 ２４ 断面， 随后在坡降较大的松 １９ 断面停留一

段时间之后继续向前发展， 最终到达松 １４ 断面， 便不在向前发展。

图 ８　 松 ２４ 断面水温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ａｔ
Ｓｏｎｇ ２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图 ９　 冰层前缘位置随时间变化

Ｆｉｇ 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ｃｅ ｃｏｖｅｒ ｈｅａ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图 １０ 为封冻期松 ２４ 断面冰层体厚度计算与实测值的比较， 模拟的冰厚发展过程与实测值基本一致。 由

图 １０ 可见， 松 ２４ 断面的初封时间为 １１ 月 ２７ 日， 实测为 １１ 月 ２９ 日， 模拟初封时间比实测提前 ２ ｄ。 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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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层在冰面与大气及冰底面与水体热交换的共同作用下， 开始热力增厚。 模拟在 ２ 月 １０ 日， 松 ２４ 断面冰厚

值达最大， 为 １ ０５ ｍ， 计算冰厚值比实测最大冰厚值小 ０ ０５ ｍ。 此后受气温回暖的影响， 冰厚值开始减小。
图 １１ 为白山河段 ２ 月 ２０ 日冰面高程及冰花堆积体厚度沿程分布的计算结果， 从图 １１ 可以看出， 坡度较大

的河段下游冰花堆积比较严重， 这是由于坡度比较大的河段不易封冻（或封冻较晚）， 受较低的气温影响， 河道

水体持续失热产生大量的冰花向下游河道流动， 当遇到下游稳定冰盖时， 冰花下潜堆积， 形成冰塞。 计算结果

表明， 冰花堆积体（冰塞体）的外形与河流纵剖面呈相似趋势， 模拟的冰花最大堆积厚度为 １ ５ ｍ。

图 １０　 封冻期松 ２４ 断面冰厚随时间变化

Ｆｉｇ １０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ｃｅ ｃｏｖｅｒ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ａｔ Ｓｏｎｇ ２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图 １１　 白山河段 ２ 月 ２０ 日沿程冰面高程及

冰花堆积厚度分布

Ｆｉｇ １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ｃｅ ｃ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ｆｒａｚｉｌ ｉｃ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Ｆｅｂ ２０ｔｈ

上述计算结果表明， 白山河段的封冻， 首先开始于白山坝址下游约 ４ ｋｍ 的大崴子河段（松 ３３—松 ３５ 断

面区域）， 因为该河段系弯道， 流缓水深， 初冰岸冰增长较快， 在封冻前夕敞露河面仅为原河宽的 １ ／ ３ 左右，
因此， 当气温突降， 流冰剧增密集的流冰首先在此发生卡堵， 形成冰桥， 然后封冻边缘逐渐上溯。 白山坝址

河段封冻的形式是比较激烈的立封形式。 因为河道比降较陡， 水流较急， 在主流部位冰块不是沿着边缘平铺

上溯， 而是相互挤压， 倾斜堆叠而后结成冰层， 所以冰面犬牙交错， 起伏不平。

４　 结　 　 论

针对松花江上游白山河段地形、 气象、 水文等特点， 建立了该河段河冰数值模型， 并应用该河段 １５ 年

长系列水文、 气象等实测资料， 对该河段冬季冰情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 各种水力及冰情要

素的计算值和实测值吻合较好， 表明本文模型能较好地反映白山河段封冻期冰情。 数值计算表明， 白山河段

的封冻开始于白山坝址下游约 ４ ｋｍ 的大崴子河段， 然后封冻边缘逐渐上溯， 第 ６ 天到达白山坝址区域（松 ２４
断面）， 冰期最大冰厚为 １ ０５ ｍ； 在河道封冻过程中， 堆积冰层前缘推进速度及冰层体厚度分布受诸多因素

影响， 且随堆积冰层前缘逐步向上游推进， 沿程水位也逐渐开始壅高， 最高壅水达 ２ ｍ， 计算的白山河段冰

花堆积体外形与河流实测纵剖面呈相似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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