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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水库蓄水后下荆江急弯河道凸冲凹淤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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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三峡水库蓄水后沙量骤减使得荆江河段河床剧烈冲刷调整， 下荆江急弯段“凸冲凹淤”， 部分弯道凹岸侧淤

积形成水下潜洲。 这种不同于弯曲河道一般性演变规律的异常现象势必给下荆江的行洪、 航运及江湖关系变化等

带来新的影响， 其内在成因急需揭示。 基于原型观测资料分析， 通过研究滩槽冲淤量及分布、 滩体及河道形态特

征等， 全面揭示了近期下荆江急弯段“凸冲凹淤”的演变特征及河道形态响应。 结果表明， 流量年内过程重分配、
来沙量及组成突变是下荆江急弯段“凸冲凹淤”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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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下荆江自藕池口至城陵矶， 属于典型弯曲河道， 素有“九曲回肠”之称。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
下荆江经历了人工裁弯和自然裁弯， 河道总长减少约 ７８ ｋｍ， 弯曲系数减小 ０ ９。 裁弯之后， 河势持续调整，
导致上荆江溯源冲刷、 城汉河段泥沙淤积、 荆江⁃洞庭湖关系调整等。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 随着河势控制

工程与护岸工程的不断实施， 下荆江成为限制性的蜿蜒型河道， 河势趋于稳定， 现今主要由石首、 北碾子

湾、 调关、 莱家铺、 监利、 荆江门、 熊家洲、 七弓岭和观音洲 ９ 个弯曲段和连接过渡段组成。
在河道纵向输沙相对平衡的条件下， 受一定的来水来沙长期作用， 弯道河段横向输沙， 一般表现为

“凹冲凸淤” 的演变特征。 河流修建水库（尤其是大型调节水库）使得下游河道水沙条件出现不平衡状态， 从

而引起河道河床形态的调整［１⁃２］。 三峡水库蓄水后， 下荆江水沙条件明显改变， 扰动了河道的相对平衡状态，
急弯段出现较为显著的、 带有某种趋向性的冲淤调整。 下荆江调关—莱家铺急弯段和反咀（荆江门）以下至

江湖汇流段的急弯段 “凸冲凹淤”， 与三峡水库蓄水前弯道 “凹冲凸淤” ［３⁃４］的一般规律形成鲜明对比。 部分

调整剧烈的弯道（如七弓岭弯道）， 凹岸侧河心淤积形成水下潜洲， 潜洲逐渐发育使得弯道断面形态改变，
河型初步显现出向分汊型转化的现象， 水动力轴线弯曲系数减小， 类似于丹江口建库后汉江下游弯道 “撇
湾切滩” ［５］。 宏观上， 流量过程坦化、 输沙急减， 打破了原有的纵向输沙平衡， 凸岸河滩的细颗粒泥沙极易

被冲刷， 而上游河槽粗颗粒泥沙下移， 在原有凹岸侧的深槽落淤， 从而造成了急弯段 “凸冲凹淤” 的现象。
已有关于荆江河道河势调整规律及趋势的研究多侧重于长历时的冲刷量及发展速度方面［６⁃７］， 对于局部河势

调整的异常现象研究成果鲜见。 尤其是下荆江急弯段普遍出现 “凸冲凹淤” 这种不同于一般现象发展的程

度及成因， 不仅关系到下荆江河势的整体稳定， 更事关长江中游防洪、 航运和江湖关系变化等重大问题。 本

文依据详尽的水文泥沙、 地形及局部水动力条件原型观测资料， 总结三峡水库蓄水以来下荆江典型急弯段

“凸冲凹淤” 演变特征， 采用多项表征指标明确其平面形态、 横断面形态的响应， 初步探讨 “凸冲凹淤” 成

因， 以期加深对强冲刷条件下急弯段河势演变规律的认识， 对下荆江河势规划、 保障防洪安全和维持航运尺

度等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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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域及数据源

下荆江除藕池口河段和监利河段为弯曲分汊河型外， 其他河段主要由弯道和顺直过渡段组成。 本文以下

荆江的调关—莱家铺、 反咀—城陵矶 ２ 个连续急弯段为研究对象。 其中， 调关—莱家铺急弯段由 ２ 个反向弯

道组成， 长约 ２２ ５ ｋｍ（石 ５ 断面至荆 １３３ 断面）； 反咀—城陵矶急弯段由 ４ 个反向弯道组成， 长约 ４５ １ ｋｍ
荆 １７１ 断面至荆 １８３ 断面）， 出口处有洞庭湖入汇， 属于洞庭湖入汇顶托段（图 １）。

下荆江水沙主要来自于宜昌以上的长江干支流， 宜都附近有清江入汇， 径流量占比较小， 再经荆江南岸

松滋口、 太平口、 藕池口分走部分水沙。 监利水文站可作为水沙分析代表站， 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３ ６６０ 亿ｍ３、 多年平均输沙量为 ２ ９４ 亿ｔ（１９５６—２０１４ 年均值）， 其中年内主汛期 ６—９ 月输送全年 ５５ ８％的

水量和 ７６ ９％的沙量。 荆江三口河段又称 “三口洪道”， 由特大洪水溃口冲积形成， 且自形成以来汛期分流

比显著大于中低水期， 经三口分流后， 下荆江年内流量的变化幅度小于上荆江。
本文引用了研究区域内 １９８７ 年以来的 １ ∶１０ ０００ 河道地形资料（４ 个测次）、 １９８７ 年以来的 １ ∶５ ０００ 固定

断面资料（７ 个测次）、 控制站长系列水文泥沙资料， 均来源于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三峡水库蓄水前起始

时段选择 １９８７ 年的原因在于自此下荆江河道平面形态相对稳定， 河道冲淤主要表现为滩、 槽等微地貌形态

调整； 研究还用到局部河段典型断面流速资料， 分析弯道的水流横向分布特征， 来源于长江航道规划勘测设

计研究院。 平滩河槽、 基本河槽和枯水河槽为宜昌站 ３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１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和 ５ ０００ ｍ３ ／ ｓ 流量水面线以下

的河床。

图 １　 下荆江和急弯段河道形势

Ｆｉｇ １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ｓｈａｒｐ ｂｅｎ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ｎ Ｌｏｗｅｒ Ｊｉ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ｅａｃｈ （ＬＪＲ）

２　 下荆江急弯段 “凸冲凹淤” 现象

丹江口水库建成后， 汉江下游皇庄至泽口过渡型河段最突出的变化是流量调平后， 在非限制性弯道中，
原有河道的曲率半径不能适应新水沙条件， 主流脱离凹岸， 切割凸岸边滩， 并向下游移动， 全河段 １８ 个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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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中 １１ 个发生 “撇弯切滩”； 而在限制性弯曲河道中， 这种现象则不甚明显。 三峡水库下游下荆江河段为

典型弯曲河道， 河岸抗冲性较弱， 两岸多有护岸工程， 尤其是弯顶顶冲段， 相比较丹江口水库下游弯道， 三

峡水库下游下荆江弯曲段多为 “半限制性” 弯道， 其应对水沙条件变异的冲淤调整具有自身的特征。
“七五” 和 “八五” 期间对三峡建成下游河道长期冲刷后下荆江河型是否变化以及如何变化累积了一定

的研究成果， 韩其为和杨克诚［８］认为主要结论可分为 ３ 种类型： 第一类认为下荆江将来在冲刷后会继续蜿

蜒， 曲折率会加大； 第二类认为冲刷后， 下荆江可能向微弯分汊河型发展， 水库下泄泥沙减少， 凸岸淤积得

不到相应发展； 第三类认为河型基本维持现状， 三峡水库主要拦截 ｄ＞０ ０２５ ｍｍ 的泥沙， 且削峰机会很少，
故高漫滩淤积的泥沙并不减少， 凸岸还滩并不会很难。 观测资料显示， 三峡水库蓄水后， 下荆江急弯段顶冲

点岸线崩退并不突出， 河道进一步蜿蜒发展的现象未出现， 其次， 凸岸还滩的程度并不高， 累积呈冲刷状

态， 以至于弯道段普遍 “凸冲凹淤”， 个别段断面形态向 “Ｗ” 型转化， 总体特征与第二类相似。
２ １　 急弯段滩槽冲淤及分布特征

下荆江急弯段属于边滩发育型的蜿蜒河道， 具有偏 “Ｖ” 型断面形态， 河道凸岸一般分布有大规模的滩

体， 深槽贴靠凹岸侧， 滩、 槽分明。 弯道的取直多是通过滩体冲刷、 切割， 同时深槽向凸岸摆动来实现， 监

利河湾多次出现过这种现象， 在滩、 槽冲淤分布方面表现为 “凸冲凹淤”， 是一种异常现象， 显著区别于弯

道一般性的 “凹冲凸淤”。 三峡水库蓄水前， 下荆江弯道撇弯切滩一般只出现在特殊的水文条件下， 如特大

水年水动力轴线取直， 切割凸岸滩体， 长期中小水年作用后凸岸边滩基本能够淤积恢复。 此外， 下荆江裁弯

期比降显著变化， 也出现了撇弯切滩的现象。 三峡水库蓄水后， 坝下游除遭遇 ２００６ 年极枯水文年以外， 整

体以平水年居多， 大洪水被三峡工程削减。 然而， 下荆江急弯段 “凸冲凹淤” 现象较为普遍， 虽尚未发展

为撇弯切滩， 但局部调整剧烈的河段滩槽格局、 断面形态变化明显。
“凸冲凹淤” 首先体现在不同流量级下滩、 槽冲淤量的差异上。 三峡水库蓄水前， 下荆江急弯段冲淤沿

断面的横向分布符合弯道的一般规律， 凸岸滩体淤积的现象客观存在。 １９８７—２００２ 年间， 调关—莱家铺弯

道枯水河槽冲刷泥沙 ５９４ ０ 万ｍ３， 基本河槽冲刷泥沙 ３２０ ０ 万ｍ３， 而平滩河槽则淤积 ４９５ ０ 万ｍ３， 定义基本

河槽至平滩河槽之间为滩体， 则滩体淤积泥沙量约 ８１５ ０ 万ｍ３； 类似地， 反咀—观音洲河段滩体淤积泥沙约

１ ５００ 万ｍ３； 三峡水库蓄水后， 进入坝下游河道的水沙总量及过程都发生变异， 河床需进行冲淤调整来适应

新的水沙条件， 下荆江急弯段滩、 槽一致冲刷， 凸岸滩体的冲淤普遍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 尤其是蓄水初

期，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调关—莱家铺弯道滩、 槽分别冲刷 ４３８ ０ 万ｍ３、 ９８２ ０ 万ｍ３， 反咀—观音洲弯道滩、 槽分

别冲刷 ７２０ ０ 万ｍ３、 １ ９６０ 万ｍ３（表 １）， 相较于三峡水库蓄水前， 凸岸滩体由淤积转变为冲刷。

表 １　 下荆江急弯段冲淤量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ａｒｐ ｂｅｎｄ

河段名称 起止断面 河长 ／ ｋｍ 时段
冲淤量 ／ （万ｍ３）

平滩河槽 基本河槽 枯水河槽

调关—莱家铺
（荆 １１９⁃３—荆 １３３）

石 ５—荆 １３３
（２２ ２）
２２ ５

１９８７⁃１０ ／ ２００２⁃１０ ４９５ ０ －３２０ ０ －５９４ ０

２００３⁃１０ ／ ２００６⁃１０ －１ ４２０ －９８２ ０ －７９３ ０

２００６⁃１０ ／ ２００８⁃１０ －５３７ ０ －５５１ ０ －４９８ ０

２００８⁃１０ ／ ２０１３⁃１０ －１ ３１０ －１ ２４０ －１ ３４０

２００３⁃１０ ／ ２０１３⁃１０ －３ ２６０ －２ ７８０ －２ ６３０

反咀—观音洲 荆 １７１—荆 １８３ ４５ １

１９８７⁃１０ ／ ２００２⁃１０ ８ ７９０ ７ ２９０ ５ ３６０

２００３⁃１０ ／ ２００６⁃１０ －２ ６８０ －１ ９６０ －１ ７５０

２００６⁃１０ ／ ２００８⁃１０ １ ２９０ ７１４ ０ ４９０ ０

２００８⁃１０ ／ ２０１３⁃１０ －１ ５６０ －１ ９３０ －１ ６３０

２００３⁃１０ ／ ２０１３⁃１０ －２ ９５０ －３ １８０ －２ ８９０

　 　 依据河道水下地形观测资料， 计算出下荆江急弯段的河床冲淤厚度平面分布（图 ２）， 三峡水库蓄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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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荆江急弯段滩槽整体冲刷， 弯顶附近凸岸冲刷、 凹岸淤积， 调关、 莱家铺、 荆江门、 熊家洲、 七弓岭及观

音洲 ６ 处弯道均不同程度地出现 “凸冲凹淤” 现象， 进一步说明， 三峡水库蓄水后下荆江急弯段 “凸冲凹

淤” 的现象普遍， 部分弯道附近主泓偏离凹岸侧， 向凸岸摆动， 主流流路取直。

图 ２　 下荆江急弯段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年冲淤厚度分布

Ｆｉｇ ２ Ｓｃｏ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ｌｔｉｎｇ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ｒｐ ｂｅｎ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ｎ ＬＪＲ

２ ２　 急弯段 “凸冲凹淤” 的河床形态响应

凡是弯道必然存在凹、 凸两岸， “凸冲凹淤” 本质是一种冲淤部位的特定描述， 河床冲淤带来的形态响

应往往是多方面的。 主要有滩、 槽平面形态， 河道断面形态， 深泓纵剖面形态等， 其中滩、 槽平面形态和河

道断面形态都能够反应凹、 凸两岸的变化， 而深泓纵剖面形态仅局限于主河槽， 为此， 本文主要对平面形态

和断面形态响应开展系统研究， 以期进一步深入认识下荆江急弯段近期 “凸冲凹淤” 的具体特征。
２ ２ １　 平面形态响应

三峡水库蓄水后， 下荆江急弯段 “凸冲凹淤” 平面形态的响应特征突出地表现为： 凸岸边滩的冲退和

近凹岸侧河槽内淤积形成（或切割出）水下潜洲， 这一现象在下荆江的调关弯道、 莱家铺弯道、 七弓岭弯道

和观音洲弯道都较为明显， 其中调关弯道段的凹岸侧水下潜洲是由凸岸边滩切割形成， 其余弯道的凹岸侧水

下潜洲基本都是在原河槽的基础上淤积形成（图 ３）。

图 ３　 下荆江急弯段 ２０ ｍ 等高线年际变化

Ｆｉｇ ３ ２０ ｍ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ｏｆ ｓｈａｒｐ ｂｅｎ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ｎ ＬＪＲ

（１） “凸冲凹淤” 发展期间， 凸岸边滩的变化以滩唇后退和面积萎缩为主。 宽大的凸岸边滩是下荆江急

弯段平面形态的典型特征之一。 三峡水库蓄水前， 弯道的 “凸淤凹冲” 累积作用下， 至 ２００２ 年下荆江急弯

段凸岸边滩规模均较大； 三峡水库蓄水后， 下荆江河道急弯段的凸岸边滩不断冲刷， 滩唇冲刷（切割）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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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体面积萎缩明显（图 ３、 表 ２）。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年， 调关弯道和莱家铺弯道凸岸边滩的 ２０ ｍ 等高线面积萎缩

率分别为 ２８ １％和 ４ ６％， ２５ ｍ 等高线面积萎缩率分别为 ３１ ７％和 １１ ６％； 反咀弯道、 七弓岭弯道和观音洲

弯道 ２０ ｍ 等高线面积萎缩率分别为 ４ ０％、 ４１ １％和 ９０ ７％。

表 ２　 下荆江急弯段滩体形态特征变化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Ｂｅａｃｈ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ｈａｒｐ ｂｅｎ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ｎ ＬＪＲ

弯道名称 年份
平滩
河宽
／ ｍ

枯水
河宽
／ ｍ

滩、槽
宽度比

凸岸边滩（调关—莱家铺弯道
２０ ｍ、２５ ｍ 等高线；

反咀—观音洲 ２０ ｍ 等高线）

凹岸水下潜洲
（２０ ｍ 等高线）

最大滩宽 ／ ｍ 面积 ／ ｋｍ２ 滩顶高程 ／ ｍ 面积 ／ ｋｍ２

２００２ １ ８３０ ８６４ １ １ １ ６５０
１ ４５０

４ ８１
３ ４６ ／ ０

调关弯道 ２００８ １ ５９０ １ ４４０ ０ １０ １ １９０
９５６

３ ５０
２ ５０ ２２ ９ ０ ２４４

２０１３ １ ６１０ １ ３００ ０ ２４ １ ３６０
９８５

３ ６９
２ ５２ ２７ ４ ０ ８５１

２００２ １ ２５０ １ ０５０ ０ １９ １ ２４０
１ １２０

４ ３７
３ ５２ ／ ０

莱家铺弯道 ２００８ １ ２５０ １ １８０ ０ ０６ １ １９０
９４２

４ １２
３ １２ ２４ ４ ０ １２４

２０１３ １ ２６０ １ ０８０ ０ １７ １ ２８０
９３６

４ １７
３ １１ ２７ １ ０ １５８

２００２ １ ５３０ ８９１ ０ ７２ １ ９６０ ４ ４５ ３０ ６ ／

反咀弯道 ２００８ １ ４１０ １ ０４０ ０ ３６ １ ８８０ ４ ３１ ２９ ６ ／

２０１３ １ ３８０ １ ０４０ ０ ３３ １ ７４０ ４ ２７ ３０ ７ ／

２００２ ２ ０００ ６０３ ２ ３ ３４０ ０ ９０ ／ ０

七弓岭弯道 ２００８ ２ ０８０ ９３５ １ ２ ２１０ ０ ５７ ２２ ７ ０ ３９７

２０１３ １ ５３０ ８３８ ０ ８３ ２７０ ０ ５３ ２４ ３ ０ ５７９

２００２ １ ４３０ ９６４ ０ ４８ ４５０ １ １８ ／ ０

观音洲弯道 ２００８ １ ５８０ １ １７０ ０ ３５ ２８０ ０ ６３ ２２ ６ ０ １０５

２０１３ １ ６４０ １ ４１０ ０ １６ ３０ ０ １１ ２２ １ ０ ２２９

　 　 （２） “凸冲凹淤” 发展期间， 凹岸侧水下潜洲形态上的变化以面积持续增大为主。 １９８７—２００２ 年期间，
下荆江弯道凸岸边滩规模较大， 有效地控制了主河槽的宽度（图 ３）， 主河槽呈窄深形态；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年期

间， 调关弯道、 莱家铺弯道、 七弓岭弯道和观音洲弯道 ４ 处弯道附近的凹岸侧水下潜洲均淤积（切割）形成，
调关弯道边滩切割为心滩的现象最为明显， 七弓岭弯道段水下潜洲的面积最大， ２００８ 年其 ２０ ｍ 等高线面积

为 ０ ３９７ ｋｍ２， 滩体顶部高程达 ２２ ７ ｍ；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 ４ 处弯道段的水下潜洲均持续淤积， 滩体面积不同

幅度的增加， 滩顶高程以淤积抬高为主， 其中 ２０ ｍ 等高线面积增幅以调关弯道水下潜洲为最大， 达到

２４９％， 观音洲弯道次之， 增幅约 １１８％， 七弓岭弯道段的水下潜洲面积增至 ０ ５７９ ｋｍ２（表 ２）。
２ ２ ２　 横断面形态响应　

为表征急弯段滩、 槽冲淤变化对横断面形态影响的区别， 采用常规的宽深比来体现断面形态对 “凸冲

凹淤” 现象沿水深方向的响应特征， 同时， 提出滩、 槽宽度比（α）的概念， 旨在表达横断面形态对 “凸冲凹

淤” 现象沿河宽方向的响应特征， 其中滩宽采用平滩河槽宽度（Ｂｐ）与枯水河槽宽度（Ｂｋ）的差值来表示， 槽

宽度直接采用枯水河槽对应的河宽，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α ＝
Ｂｐ － Ｂｋ

Ｂｋ
（１）

（１） “凸冲凹淤” 发展期间， 弯道断面滩、 槽宽度比明显减小。 “凸冲凹淤” 在横断面形态的反映是二

维的， 沿河宽方向主要表现为滩、 槽的宽度变化有所区别。 三峡水库蓄水前， 弯道段平滩河宽均较大， 枯水

河槽河宽相对较小， 至 ２００２ 年调关弯道、 莱家铺弯道、 反咀弯道、 七弓岭弯道和观音洲弯道的滩、 槽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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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分别为 １ １、 ０ １９、 ０ ７２、 ２ ３ 和 ０ ４８（表 ２）； 三峡水库蓄水后， 弯道段滩体除面积冲刷减少外， 对主河

槽河宽的控制作用也显著减弱，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年枯水河槽河宽普遍增大， 使得上述 ５ 处弯道的滩、 槽宽度比

均不同幅度地减小， 至 ２０１３ 年分别减小至 ０ ２４、 ０ １７、 ０ ３３、 ０ ８３ 和 ０ １６， 变幅偏大的调关弯道、 七弓岭

弯道和观音洲弯道断面形态出现了趋势性的调整， 均由 ２００２ 年的偏“Ｖ”型发展为 ２０１３ 年的“Ｗ”型（图 ４）。

图 ４　 下荆江急弯段典型断面年际变化（Ｚｐ为平滩水位， Ｚｋ为枯水位）

Ｆｉｇ ４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ｒｐ ｂｅｎ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ｎ ＬＪＲ

（２） “凸冲凹淤”发展期间， 典型断面宽深比平滩河槽减小、 枯水河槽增大。 沿水深方向“凸冲凹淤”形
态响应主要表现滩、 槽高程的变化差异，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年期间， 弯道段枯水河槽大幅度展宽的同时， 河床平

均高程抬升或下切幅度偏小， 综合表现为宽深比的增大（图 ５）， 平滩河槽宽深比变化的规律恰好相反， 一方

面， 其河宽减小（表 ２）， 另一方面， 其河床平均高程变化较小， 使得宽深比有所减小。 可见， “凸冲凹淤”
使得急弯段枯水河槽宽浅化发展与荆江河段河道总体窄深化的规律不一致。

图 ５　 下荆江急弯段典型断面宽深比变化

Ｆｉｇ ５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ｗｉｄｔｈ ｔｏ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ｓｈａｒｐ ｂｅｎ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ｎ ＬＪＲ

３　 下荆江急弯段 “凸冲凹淤” 成因研究

３ １　 下荆江河曲成因

下荆江河曲是在特定的河床、 河岸边界条件下， 经历特殊的水沙过程而逐渐形成。 下荆江弯曲河道

“凸冲凹淤” 现象的成因分析仍要从其基本形成条件出发， 此类研究成果较多， 且多集中在下荆江裁弯工程

前后： 首先， 广阔而深厚的二元结构边界条件是基本前提［９⁃１１］， 二元结构的河岸在水流作用下表现为较弱的

抗冲性， 以至于河曲能够发展， 同时河道又不会过度展宽至分汊； 其次， 下荆江流量变幅小和造床流量作用

时间长是有利于河曲形成的关键水动力条件［９，１１］， １８５２ 年藕池口决口， 进一步分走了荆江干流的流量， 对

下荆江较小的流量变幅有决定性的作用［１２⁃１３］， 下荆江河道河床质泥沙输移基本平衡［９］， 凸岸边滩的淤积与

凹岸冲刷后退相应， 在弯道断面上凹岸冲刷的泥沙量与凸岸淤积的泥沙量基本相等， 保持河宽不增大， 水流

与河床均不产生分汊， 河宽也不缩窄， 河型不向河漫滩蜿蜒型转化［１２］； 最后， 下荆江位于江湖汇流段， 城

陵矶附近洞庭湖出口的顶托作用， 洪水期比降小于枯水期比降［９⁃１０］， 有利于汛期淤滩， 枯水期水流归槽［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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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下荆江急弯段 “凸冲凹淤” 成因

下荆江急弯段经过几十年的自然、 人工的演替过程后， 河道整体平面形态在堤防限制作用下基本稳定，
但由于弯道段水流素有 “大水取直， 低水傍岸” 的属性， 河道内部滩槽格局始终处于冲淤调整状态。 水文

泥沙周期性变化下， 弯道段河道能维持相对平衡的状态， 一旦水文泥沙条件出现趋势性的调整， 河床为了响

应这种变化， 不可避免的出现不同于周期性冲淤的趋势性变化， 这种关联性基于河床演变基本原理， 在已有

研究中达成共识。 因此， 近期下荆江水沙条件的异常变化是急弯段 “凸冲凹淤” 的决定性因素。
（１） 流量年内过程的重分配使得水动力轴线作用历时在凸岸、 凹岸的不均匀性增强。 “大水趋直， 小水

走弯” 是弯道水流动力轴线随来流变化而发生平面摆动的基本属性。 下荆江急弯段典型断面流速分布规律

表现为， 随着来流量的增大， 主流区向凸岸边滩移动，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调关—莱家铺、 反咀弯道流量超

１５ ０００ ｍ３ ／ ｓ 时， 主流区向凸岸边滩靠近的现象明显， 当流量降至 ６ ０００ ｍ３ ／ ｓ 左右时， 主流开始回归主河槽，
主流区向凹岸侧深槽摆动（图 ６）， 与该段枯水河槽主要塑造流量（也称第二造床流量）相当。 以监利水文站为

代表， 其附近河段的平滩流量约为 ２５ ０００ ｍ３ ／ ｓ（在宜昌站平滩流量 ３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的基础上考虑清江入汇和荆江

三口分流， 也称第一造床流量）， 从枯水河槽到平滩河槽的流量区间为 ６ ０００ ～ ２５ ０００ｍ３ ／ ｓ， 可以作为下荆江

滩体集中冲刷的流量级。 综合上述分析， 来流为 ６ ０００ ｍ３ ／ ｓ 以下流量， 水流回归和冲刷主河槽， 而位于枯水

河槽至平滩河槽的下荆江急弯段凸岸边滩的冲刷则主要受 ６ ０００ ～ ２５ ０００ ｍ３ ／ ｓ 流量区间水流作用， 流量超过

２５ ０００ ｍ３ ／ ｓ 之后， 水流满槽， 对全断面有强塑造作用。 三峡水库蓄水前 １９９１—２００２ 年， 中水出现频率为

６２ １％， 低水为 ２９ ５％， 这两级流量累积持续时间的比例为 ２ １， 三峡水库蓄水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与蓄水前

１９９１—２００２ 年总历时相同）， 中水出现频率增至 ７８ １％， 低水降为 １６ ７％， 这两级流量累积持续时间的比例

增大至 ４ ７， 径流在这两级流量上的重分配现象明显（表 ３）。 高水对全断面形态的作用较强， 三峡水库蓄水

后下荆江高水作用时间缩短， 但其与低水作用时间的比例基本稳定。 因此， 受水库调度影响， 下荆江流量年

内过程重分配使得水动力轴线作用历时在凸岸、 凹岸不均匀性增强， 具体表现为凸岸边滩位于主流区的持续

时间相对于凹岸侧深槽大大延长， 从而加大边滩冲刷动力条件。 流量过程变化对于弯道冲淤作用机理与汉江

丹江口水库下游极为类似。

图 ６　 下荆江急弯段典型断面流速分布

Ｆｉｇ ６ Ｆｌｏ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ｒｐ ｂｅｎ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ｎ ＬＪＲ

表 ３　 下荆江监利站特征流量总历时和频率变化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ｏｔａｌ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ｆｌｏｗ ｉｎ Ｊｉａｎｌｉ ｓｔａｔｉｏｎ

时段
＜６ ０００ ｍ３ ／ ｓ ６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 ｍ３ ／ ｓ ＞２５ ０００ｍ３ ／ ｓ

总历时 ／ ｄ 频率 ／ ％ 总历时 ／ ｄ 频率 ／ ％ 总历时 ／ ｄ 频率 ／ ％
历时比例

（中水 ／ 低水）
历时比例

（高水 ／ 低水）

１９９１—２００２ 年 １ ２９５ ２９ ５ ２ ７２４ ６２ １ ３５９ ８ １９ ２ １ ０ ２８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 ７３２ １６ ７ ３ ４２３ ７８ １ ２１３ ４ ８６ ４ ７ ０ ２９

　 　 （２） 泥沙来源及组成的差异改变了凸岸、 凹岸恢复程度。 弯道段高水主河槽落淤、 低水滩体落淤， 累

积作用下， 边滩的泥沙组成比主河槽细， 据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２００９ 年在调关弯道凸岸边滩的钻孔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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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成果， 凸岸边滩局部淤泥质粉质黏土的厚度达到 ４ ｍ， 而主河槽主要为粒径较粗的细沙， ２０１２ 年长江委员

会水文局在该弯道的断面床沙取样结果显示， 凸岸低滩＜０ １２５ ｍｍ 颗粒泥沙占比为 ２５ ７％， 而右岸侧主河槽

内不足 ３％。 三峡水库蓄水后， 水库平均排沙比不足 ２５％， 也即入库超 ７５％的泥沙被拦截， 宜昌站、 监利站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输沙量相较于 １９８６—２００２ 年分别偏少 ８８ ９％、 ７５ ０％， 宜昌至监利区间河床冲刷补给作用使

得其输沙量减少幅度沿程减小， 受床沙组成的限制， 粗、 细颗粒泥沙的补给程度差异较大， 其中 ｄ ＜
０ １２５ ｍｍ减幅达到 ８１ ６％， ｄ＞０ １２５ ｍｍ 输移量年均值为 ０ ２６４ 亿ｔ， 与蓄水前的 ０ ２９９ 亿ｔ 基本相当（表 ４）。
细颗粒泥沙的大幅度减少， 直接影响到凸岸滩体恢复性淤积的泥沙来源， 粗颗粒泥沙的恢复则给凹岸侧淤

积， 乃至形成水下潜洲提供了物质基础。
可见， 水沙条件变化是三峡水库蓄水后下荆江急弯段 “凸冲凹淤” 的决定性因素。 水库调蓄作用影响

下， 对应于下荆江急弯段的形成条件， 某些发生突变， 某些基本稳定或延续三峡水库蓄水前的变化。 其中水

动力条件、 泥沙来源的变化具有突变性： 一方面流量年内分配规律发生变化， 三峡水库汛期削峰调度、 汛后

蓄水和枯期补水调度综合作用下， 流量过程坦化现象明显， 年内主流线在凸岸、 凹岸的作用历时分配不均匀

化； 另一方面， 来沙量大幅度减少， 尤其是细颗粒泥沙上游河床的补给作用弱， 凸岸边滩年内淤积期的沙量

来源远远不足， 边滩恢复程度极低， 同时， 床沙质的补给效应强， 相对恢复情况较好， 主河槽内的淤积物来

源在量上的满足程度相对较好。 两方面综合作用下， 下荆江急弯段的 “凸冲凹淤” 普遍出现。
表 ４　 不同粒径组泥沙输移量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时段

宜昌站 监利站

沙重百分数 ／ ％ 输沙量 ／ 亿ｔ 沙重百分数 ／ ％ 输沙量 ／ 亿ｔ

ｄ＜０ １２５ ｄ＞０ １２５ ｄ＜０ １２５ ｄ＞０ １２５ 全沙 ｄ＜０ １２５ ｄ＞０ １２５ ｄ＜０ １２５ ｄ＞０ １２５ 全沙

１９８６—２００２ 年 ９１ ０ ９ ０ ３ ５６ ０ ３５２ ３ ９１ ９０ ５ ９ ５ ２ ８５ ０ ２９９ ３ １５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 ９４ ３ ５ ７ ０ ４０９ ０ ０２５ ０ ４３４ ６６ ５ ３３ ５ ０ ５２３ ０ ２６４ ０ ７８７
注： 泥沙粒径 ｄ， ｍｍ。

　 　 其他因素， 诸如边界条件、 江湖关系在三峡水库运行之前的 １０ 来年和之后基本无变化或呈现延续性的

变化， 两岸边界条件基本无大的变化， 集中体现江湖关系的三口分流分沙量总体仍呈小幅减小趋势［１５］， 但

同流量下的分流关系基本无变化［１６］； 城陵矶与监利站流量比减小导致长江对洞庭湖的顶托加剧， 抬高了城

陵矶同流量相应水位， 但另一方面在以长江来水为主的情况下， 荆江三口分流减少导致城陵矶流量减小， 降

低了水位， 两者可以部分甚至全部抵消［１７］。 可以认为延续性的变化对于下荆江急弯段的 “凸冲凹淤” 的促

发作用相对较弱。
基于三峡水库蓄水后下荆江“凸冲凹淤”基本原因的综合研究， 结合水库调度影响下的下荆江水沙总量

及过程变化趋势来看， 一方面， 三峡水库汛期削峰调度、 汛后提前蓄水及枯水期补偿调度综合作用下， 中洪

水持续时间的年内占比将长期保持较高的水平， 有效保证了弯道凸岸边滩的主流作用历时； 另一方面， 上游

宜昌至藕池口段河床冲刷不断粗化， 河床冲起的泥沙对于下荆江细颗粒泥沙的补给作用会保持当前状态或进

一步减弱， 凸岸边滩恢复性淤积的物质来源仍然有限， 下荆江凸岸边滩的回淤幅度不会很大。 类似地， 关于

当前河道内形成的低矮浅滩， 伴随着河床冲刷强度的逐渐下移， 可能冲刷消失。 初步推断， 下荆江急弯河道

的 “凸冲凹淤” 更可能是全断面冲刷的一个中间过程， 下荆江冲刷发展为稳定分汊河型的可能性较小。

４　 结　 　 论

（１） 三峡水库蓄水前， 下荆江急弯段凸岸滩体淤积的现象客观存在， １９８７—２００２ 年间调关—莱家铺弯

道滩体淤积泥沙量约 ８１５ ０ 万ｍ３， 反咀—观音洲滩体淤积泥沙约１ ５００ 万ｍ３； 三峡水库蓄水后， 急弯段凸岸

滩体冲刷，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调关—莱家铺弯道滩体冲刷 ４３８ ０ 万ｍ３， 反咀—观音洲弯道滩体冲刷７２０ ０ 万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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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弯顶段， “凸冲凹淤” 的现象普遍， 部分弯道附近主泓偏离凹岸， 向凸岸摆动， 主流流路取直。
（２） 下荆江急弯段 “凸冲凹淤” 平面形态的响应特征突出地表现为凸岸边滩的冲退和近凹岸侧河槽内

淤积形成（或切割出）水下潜洲， 其横断面形态方面的响应沿河宽方向主要表现为滩、 槽的宽度比明显减小，
沿水深方向主要表现滩、 槽高程的变化差异， 断面宽深比平滩河槽减小、 枯水河槽增大。 “凸冲凹淤” 使得

急弯段枯水河槽宽浅化发展与荆江河段总体窄深化的规律不一致。
（３） 三峡水库蓄水后， 流量年内过程重分配、 来沙量及组成突变是下荆江急弯段 “凸冲凹淤” 的决定

性因素。 一方面流量年内过程分配规律发生变化， 中水（６ ０００ ～ ２５ ０００ ｍ３ ／ ｓ）、 枯水（＜６ ０００ ｍ３ ／ ｓ）两级流量

持续时间的比例由 ２ １ 增大至 ４ ７， 使得凸岸、 凹岸位于主流区的历时不均匀性增强， 凸岸边滩冲刷动力条

件显著增大； 另一方面， 凸岸、 凹岸恢复性淤积物来源发生变化， 细颗粒泥沙大幅度减少， 凸岸边滩淤积恢

复程度极低， 粗颗粒基本恢复满足了主河槽内的淤积物来源。
回顾笔者此前关于三峡水库蓄水后， 上荆江河段以及城陵矶以下广泛分布的分汊河道演变机理及趋势的

研究， 发现荆江河段冲刷剧烈， 上荆江分汊段普遍出现支汊冲刷发展的现象， 不同于原多家研究机构预测的

汊道 “塞支强干”， 下荆江急弯段明显地 “凸冲凹淤”， 显著区别于弯道一般性的冲淤规律。 这些突变性现

象产生一系列连锁效应， 如上荆江汊道段不得不实施多个（期）分汊段的航道整治工程， 限制支汊的过度发

展， 维持主汊通航条件的稳定； 下荆江 “凸冲凹淤” 会带来弯道顶冲点的下移， 崩岸范围下延， 影响防洪

安全， 同时原主河槽的淤积也会对通航造成不利影响， 需尽快开展急弯段河势控制工程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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