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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异重流层平均水沙耦合数学模型， 模拟开闸式和恒定入流式泥沙异重流水槽实验， 对比分析异重流与

环境之间物质交换经验式的适应性和不确定性。 考虑 ４ 个水卷吸经验式： ｅｗ５９、 ｅｗ８６、 ｅｗ８７ 和 ｅｗ０１， ５ 个泥沙侵蚀

经验式： Ｅｓ７７、 Ｅｓ８６、 Ｅｓ８７、 Ｅｓ９３ 和 Ｅｓ０４。 数值研究表明： 水卷吸对于水槽异重流影响较小， 应用综合考虑底床

摩擦和剪切不稳定的 ｅｗ 经验式时模拟结果较好； 开闸式异重流对床面侵蚀能力有限。 对于恒定入流式异重流， 应

用 Ｅｓ８７ 和 Ｅｓ９３ 侵蚀经验式计算所得淤积厚度与实测值吻合较好， 可能是率定时综合考虑了异重流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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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ａｉｌ： ｐｅｎｇｐｈｕ＠ ｚｊｕ ｅｄｕ ｃｎ

泥沙异重流与环境流体之间的密度差导致的压力差是异重流驱动力的来源。 异重流与环境之间的物质交

换（包括在上界面和锋面的水卷吸和下界面的泥沙侵蚀）改变其驱动力， 影响其演化。 准确量化物质交换是

合理模拟和预测异重流的关键。
Ｅｌｌｉｓｏｎ 和 Ｔｕｒｎｅｒ［１］建立了异重流卷吸水量与理查德数 Ｒｉ（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关系的 ｅｗ５９ 经验式。 范家

骅［２］认为急流时， 泥沙异重流的水卷吸同盐水异重流类似； 当理查德数在 ０ ６ ～ ０ ８ 时， 为零掺混。 Ｐａｒｋｅｒ
等［３⁃４］对 ｅｗ５９ 先后修正， 得到 ｅｗ８６ 和 ｅｗ８７。 Ｄａｌｌｉｍｏｒｅ 等［５］基于湍动能方程推导了水卷吸经验式 ｅｗ０１： 阻力

较大时， 底床摩擦主导水卷吸； 阻力较小时， 由上界面流速梯度导致的剪切不稳定主导水卷吸。 范家骅［６］

分析了流速和含沙量沿程衰减的规律， 但没有量化泥沙侵蚀。 以往对异重流泥沙侵蚀的量化借鉴明渠流成

果， 如 Ｓｍｉｔｈ 和 Ｍｃｌｅａｎ［７］经验式、 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 等［８］ 经验式、 Ｗｒｉｇｈｔ 和 Ｐａｒｋｅｒ［９］ 经验式。 率定侵蚀经验式时包

含了异重流数据的主要为 Ｐａｒｋｅｒ 等［４］、 Ｇａｒｃｉａ 和 Ｐａｒｋｅｒ［１０］。
经验式的大量提出带来了选择困难。 Ｙｉ 和 Ｉｍｒａｎ［１１］ 考察了不同侵蚀经验式对异重流自加速的影响； Ｔｒａｅｒ

等［１２］对水卷吸和泥沙侵蚀经验公式做了敏感性分析。 上述研究为揭示经验式的不确定性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也

有不足之处： ① 采用恒定流假设， 忽略了异重流非恒定特性； ② 没有与实验数据对比； ③ 采用了四方程模型

（ＦＥＭ）。 异重流四方程模型由 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 等［８］和 Ｐａｒｋｅｒ 等［３］针对传统三方程模型（ＴＥＭ）在模拟自加速异重流时

不能保证能量平衡而提出。 三方程模型的控制方程包括浑水质量方程、 动量守恒方程和泥沙连续方程， 四方程

模型与三方程模型的区别在于摩阻流速的计算： 三方程模型通过拖曳系数 ｃＤ 与流速表达（ｕ２
∗ ＝ ｃＤＵ２）； 四方程

模型通过湍动能 ｋ 来表达（ ｕ２
∗ ＝ αｋ ）， 从而后者增加了平均湍动能守恒方程。 Ｈｕ 等［１３］通过严格的理论推导和

数值实验发现， 三方程模型计算的自加速异重流满足能量平衡； 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 等［８］和 Ｐａｒｋｅｒ 等［３］利用三方程模型

没有计算出符合物理基础的自加速异重流的原因是， 采用的上游边界条件的不确定性。
本文在三方程模型框架下， 应用泥沙异重流水沙耦合数学模型， 模拟典型异重流水槽实验， 对比分析水

卷吸和泥沙侵蚀经验关系式的适用性和对异重流模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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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异重流层平均水沙耦合数学模型

１ １　 控制方程

异重流层平均控制方程可写成如下守恒形式：
∂Ｕ
∂ｔ

＋ ∂Ｆ
∂ｘ

＝ Ｓｂ ＋ Ｓｆ （１）

式中： Ｕ＝［ｈ， ｈｕ， ｈｃ， ｚ］为守恒变量向量， ｈ 为异重流厚度， ｕ 为层平均速度， ｃ 为层平均含沙量， ｚ 为底床高

程； Ｆ＝［ｈｕ， ｈｕ２＋０ ５ｇ′ｈ２， ｈｕｃ， ０］为通量向量， ｇ′＝Ｒｇｃ， 为水下有效重力加速度， ｇ 为重力加速度； ｘ 为水平

坐标； ｔ 为模拟时间； Ｓｂ ＝［０， －ｇ′ｈ（∂ｚ ／ ∂ｘ）， ０， ０］为底坡源项向量； Ｓｆ ＝［ｅｗ－ｓｚ， －ｕ２
∗（１＋ｒｗ）－ｓｅ， Ｅ－Ｄ， ｓｚ］为

其他源项向量， ｅｗ 为水卷吸系数， ｒｗ ＝０ ４３ 为异重流上下界面阻力比值， ｕ∗ ＝ ｃＤ ｕ 为摩阻流速， ｃＤ 为拖曳系

数， ｓｚ ＝（Ｄ－Ｅ） ／ （１－ｐ）为地形冲淤速率， ｐ ＝ ０ ４ 为床沙孔隙率， Ｅ ＝ωＥｓ、 Ｄ＝ωｃｂ 分别为泥沙上扬、 沉降通量，
ω 为泥沙沉速， Ｅｓ 为泥沙侵蚀系数， ｃｂ ＝ ｒｂｃ 为近底泥沙浓度， ｒｂ 为近底与水深平均泥沙浓度比值， 本文取 ２ ０，
ｓｅ ＝ ｓｚｕ（ρ－ρ０） ／ ρ－ｅｗｕ２（ρｗ－ρ） ／ ρ 为泥沙运动对异重流动量的影响， ρｗ ＝１ ０００ ｋｇ ／ ｍ３为清水密度， ρｓ 为泥沙密度，
ρ＝ρｗ（１－ｃ）＋ρｓｃ 为水沙混合体密度， ρ０ ＝ρｗｐ＋ρｓ（１－ｐ）； Ｒ＝（ρｓ－ρｗ） ／ ρ。 相关示意如图 １ 所示。
１ ２　 经验公式

考虑 ４ 个水卷吸经验式和 ５ 个泥沙侵蚀经验式， 总结如表 １ 和表 ２ 所示。

图 １　 异重流的一维示意

Ｆｉｇ １ 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ｋｅｔｃｈ ｆｏｒ 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ｙ ｃｕｒｒｅｎｔ

表 １　 水卷吸系数经验公式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ｍｐｒ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ｔｒａｉｎｍｅｎｔ

公式（文献来源） 　 　 　 公式表达式

ｅｗ８６ （Ｐａｒｋｅｒ 等［３］ ）
ｅｗ ＝ ０ ００１ ５３ ／ （０ ０２０ ４＋Ｒｉ），
Ｒｉ＝Ｒｇｃｈ ／ ｕ２

ｅｗ８７ （Ｐａｒｋｅｒ 等［４］ ） ｅｗ ＝ ０ ０７５ ／ １＋７１８Ｒｉ２．４

ｅｗ５９ （Ｅｌｌｉｓｏｎ 和 Ｔｕｒｎｅｒ［１］） ｅｗ ＝
０　 Ｆｒ＝Ｕ／ Ｒｇｃｈ，　 　 　 　 Ｆｒ２＜１ ２５
（０ ０８Ｆｒ２－０ １） ／ （Ｆｒ２＋５） Ｆｒ２≥１ ２５{

ｅｗ０１ （Ｄａｌｌｉｍｏｒｅ 等［５］ ） ｅｗ ＝
２ ２ｃ３ ／ ２Ｄ ＋１×１０－４

Ｒｉ＋１０（２ ２ｃ３ ／ ２Ｄ ＋１×１０－４）

表 ２　 泥沙侵蚀系数经验公式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ｍｐｒ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ｅ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ｅｒｏｓｉｏｎ

公式（文献来源） 公式表达式

Ｅｓ８６（Ｐａｒｋｅｒ 等［３］ ） Ｅｓ ＝
０ ３ Ｚｍ≥１３ ０

３×１０－１２Ｚ１０
ｍ （１－５ ／ Ｚｍ） ５＜Ｚｍ＜１３ ０
０ Ｚｍ≤５{ ，　 　 　 Ｚｍ ＝Ｒｅ０ ５ｐ ｕ∗ ／ ω

Ｅｓ８７ （Ｐａｒｋｅｒ 等［４］ ） Ｅｓ ＝
３×１０－１１Ｚ７

ｍ

１＋１×１０－１０Ｚ７
ｍ
，　 　 　 Ｚｍ ＝Ｒｅ０ ７５ｐ ｕ∗ ／ ω

Ｅｓ９３ （Ｇａｒｃｉａ 和 Ｐａｒｋｅｒ［１０］ ） Ｅｓ ＝
１ ３×１０－７Ｚ５

ｍ

１＋４ ３×１０－７Ｚ５
ｍ
，　 　 　 Ｚｍ ＝

Ｒｅ０ ６ｐ ｕ∗ ／ ω 　 　 　 Ｒｅｐ≥３ ５
０ ５８６Ｒｅ１ ２３ｐ ｕ∗ ／ ω 　 　 　 １＜Ｒｅｐ＜３ ５{

Ｅｓ０４ （Ｗｒｉｇｈｔ 和 Ｐａｒｋｅｒ［９］ ） Ｅｓ ＝
７ ８×１０－７Ｚ５

ｍ

１＋７ ８×１０－７Ｚ５
ｍ ／ ０ ３

，　 Ｚｍ ＝ｕ∗ ／ ωＲｅ０ ６ｐ （ｕ∗ ／ ｇｈ） ０ ０８

Ｅｓ７７ （Ｓｍｉｔｈ 和 Ｍｃｌｅａｎ［７］ ） Ｅｓ ＝
０ ６５γ０Ｓ０ ｖｓ
１＋γ０Ｓ０

，　
Ｓ０ ＝

（τ－τｃ）
τｃ

，　 　
τｃ ＝ ρｕ２

∗ｃ ＝ θｃＲρｇｄ
τ＝ ρｕ２

∗，{ 　 　 θｃ ＝
ｕ２
∗ｃ

Ｒｇｄ
＝ ０ ０３

γ０ ＝ ２ ４×１０－３；　 ｖｓ ＝ω（１－ｃ） ２．３９
{

注： ｄ 为泥沙粒径； Ｒｅｐ ＝ Ｒｇｄ ｄ ／ ν 为颗粒雷诺数； ν 为水体运动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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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数值计算方法

基于均匀网格， 采用有限体积法对控制方程进行离散如下：

Ｕ∗
ｉ ＝ Ｕｎ

ｉ － Δｔ
Δｘ

（Ｆｉ ＋１ ／ ２ － Ｆｉ －１ ／ ２） ＋ ΔｔＳｂｉ 　 　 　 Ｕｎ＋１
ｉ ＝ Ｕ∗

ｉ ＋ ΔｔＳｆ（Ｕ∗
ｉ ） （３）

式中： Δｔ 为时间步长； Δｘ 为空间步长； 下标 ｉ 为空间节点号， 上标∗、 ｎ 为时间层； Ｓｂｉ为底坡源项在第 ｉ 个
空间单元的计算值； Ｆｉ＋１ ／ ２为体积单元间的数值通量， 采用基于限制坡度的中心格式（ ｓｌｏｐ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ｓｃｈｅｍｅ， ＳＬＩＣ）近似黎曼算子方法计算［１４］。

２　 数值算例研究

２ １　 开闸式异重流数值模拟与分析

开闸式异重流水槽可概化为图 ２ 所示： 水槽长高宽分别为 Ｌ、 Ｈ 和Ｗ ； 槽内设闸， 离槽左壁距离 Ｌｍ； 闸

门左侧为浑水， 高 Ｈｍ， 体积含沙量 Ｃ０， 槽底水平； 闸门右侧为清水， 水面与左侧齐平， 槽底为不规则地

形。 闸门被抽离时， 浑水与清水接触并沿槽底运动， 称为开闸式异重流。 本文模拟英国 Ｍｕｌｄｅｒ 和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１５］实验， 记为 ＭＡ０１； Ｋｕｂｏ［１６］实验， 记为 Ｋ０４。

图 ２　 开闸式异重流实验水槽设置

Ｆｉｇ 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ｆｌｕｍｅ ｓｅｔｕｐ ｏｆ ｌｏｃｋ⁃ｒｅｌｅａｓｅ 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ｙ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Ａ０１ 实验闸门右侧坡角为 ０； Ｌｍ ＝ ０ １６ ｍ； 初始水深 ０ ４２ ｍ； Ｃ０ ＝ ０ ０５； 泥沙粒径 ｄｒ ＝ ５１μｍ； ρｓ ＝
３ ２２０ ｋｇ ／ ｍ３； ｃＤ ＝ ０ ０３。 图 ３ 为距离闸门不同距离淤积量占总淤积量比重的沿程变化， 包括计算值和实验测

量值。 根据水卷吸经验式的不同， 分 ４ 个子图： ｅｗ５９（图 ３（ａ））、 ｅｗ８６（图 ３（ｂ））、 ｅｗ８７（图 ３（ｃ））和 ｅｗ０１（图
３（ｄ））。 各子图之间无明显差异， 说明水卷吸对开闸式异重流淤积影响不大。 这可能是因为开闸式异重流以

淤积为主， 驱动力快速减小而消亡， 从而水卷吸可略 （Ｂｏｎｎｅｃａｚｅ 和 Ｌｉｓｔｅｒ［１７］ ）。 根据计算与实测值吻合程

度， 可将泥沙侵蚀经验式分为 ３ 组： Ｅｓ７７ 和 Ｅｓ ＝ ０ 为组Ⅰ； Ｅｓ８７ 和 Ｅｓ９３ 为组Ⅱ； Ｅｓ８６ 和 Ｅｓ０４ 为组Ⅲ。 组Ⅰ
的模拟结果最贴近实测结果， 组Ⅱ和组Ⅲ的计算结果和实测淤积之间差异显著（陡坡段低估， 平坡段高估）；
组Ⅱ稍微好于组Ⅲ。 Ｅｓ７７ 计算所得侵蚀量趋于 ０， 与 Ｅｓ ＝ ０ 接近。 这表明对于该系列开闸式异重流实验， 可

以忽略床面侵蚀。 其他实验组次模拟效果与图 ３ 类似， 不再详述。
Ｋ０４ 在闸右侧设置了斜坡（水平长 １ ０ ｍ， 坡角为 ６°）和 ３ 个对称隆起（隆起高为 ０ ０３６ ｍ， 长 １ ０ ｍ）；

Ｌｍ ＝ ０ ５ ｍ； 水深为 ０ ２ ｍ； Ｃ０ ＝ ０ ０２； ｄｒ ＝ ７７ μｍ。 图 ４ 为计算和实测所得的单位面积泥沙沉降质量的沿程分

布。 类似于 ＭＡ０１， 水卷吸对 Ｋ０４ 实验淤积的影响也不大； 综合来看， 应用 ｅｗ０１ 时模拟相对稍好。 因为 ｅｗ０１
对各种物理过程考虑得最为全面， 而复杂地形上异重流演化对准确量化水卷吸的依赖程度更高。 与 ＭＡ０１ 模

拟结果类似的是， 组 Ｉ 泥沙侵蚀经验式计算结果更为接近实测值。
２ ２　 恒定入流异重流数值模拟与分析

恒定入流式异重流水槽可概化为图 ５ 所示： 槽内注入清水， 通过槽左底部设有开口向右的导管在底部注

入浑水， 浑水沿槽底流动形成异重流； 槽左可设置斜坡。 本文模拟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和 Ｍｕｌｄｅｒ［１８］实验， 记为 ＡＭ０２，
Ｇａｒｃｉａ 和 Ｐａｒｋｅｒ １９８９［１９］实验， 记为 ＧＰ。

ＡＭ０２ 实验斜坡长 １ ｍ， 初始底床不可冲， 管嘴半径 ０ ０１ ｍ。 图 ６ 为泥沙沉降与总沉降质量之比的沿程

分布（斜坡坡角为 ３°， 泥沙粒径为 ４５ μｍ， 出流速度为 ０ ２６５ ｍ ／ ｓ， 初始含沙量为 ０ ００９）。 分析图 ６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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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卷吸过程对于恒定入流式异重流影响不明显。 应用组Ⅲ的 Ｅｓ８６ 和 Ｅｓ０４ 侵蚀经验式时， 计算淤积厚度与实

测值有明显差异， 在斜坡段， 计算显示完全没有泥沙淤积， 而实验显示该段为最大淤积处； 应用组Ⅰ和组Ⅱ
时， 计算和实测淤积厚度均有一定差异， 难以分出优劣。 定性而言， 组Ⅱ的 Ｅｓ９３ 公式得到了底坡陡变处的

淤积突然增大现象。

图 ３　 各点泥沙沉降与总沉降质量之比的沿程分布（ＭＡ０１）
Ｆｉｇ 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ｌｕｍ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０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图 ４　 单位面积沉积质量沿程变化（Ｋ０４）
Ｆｉｇ ４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ａｒｅａ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Ｋ０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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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恒定入流式异重流实验水槽设置

Ｆｉｇ 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ｆｌｕｍｅ ｓｅｔｕｐ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ｆｌｕｘ 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ｙ ｃｕｒｒｅｎｔ

图 ６　 各点泥沙沉降与总沉降质量之比的沿程分布（ＡＭ０２）
Ｆｉｇ ６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ｌｕｍ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０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ＧＰ 水槽长 １１ ６ ｍ， 宽 ０ ３ ｍ， 高 ０ ７ ｍ； 异重流注入高度 ｈ０ ＝ ０ ０３ ｍ， 斜坡长 ５ ｍ， 底坡 ０ ０８， 斜坡下

游为平坡段。 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两组实验： ＧＬＡＳＳＡ２ 和 ＭＩＸ６。 ＧＬＡＳＳＡ２： ｄｒ ＝ ０ ０３ ｍｍ， ω ＝
０ ０８４ ｃｍ ／ ｓ， ρｓ ＝ ２ ５００ ｋｇ ／ ｍ３， Ｃ０ ＝ ０ ００３ ３９， 异重流入流速度 ｕ０ ＝ ０ ０８３ ｍ ／ ｓ； ＭＩＸ６： ｄｒ ＝ ０ ０２７ ｍｍ， ρｓ ＝
２ ６５０ ｋｇ ／ ｍ３， Ｃ０ ＝ ０ ０１０ ９， ｕ０ ＝ ０ １１ ｍ ／ ｓ。 图 ７ 和图 ８ 分别给出对 ＧＬＡＳＳＡ２ 和 ＭＩＸ６ 模拟计算与实验资料对

比。 总体上， 组Ⅲ的 Ｅｓ８６ 和 Ｅｓ０４ 模拟结果非常不理想： 在实验显示的最大淤积位置， 计算显示没有淤积。
组 Ｉ 和组Ⅱ对 ＧＬＡＳＳＡ２ 实验淤积厚度的模拟均较理想， 组Ⅱ的 Ｅｓ８７ 计算得到的 ＭＩＸ６ 淤积厚度比其他侵蚀

经验式明显较好。 对恒定入流式异重流而言， Ｅｓ 为影响泥沙沉降的主要因素， ｅｗ 则相对次要。
综上所述， 水卷吸对上述异重流模拟结果影响不大， 因为本文模拟室内实验， 其时空尺度太小。 综合来

看， ｅｗ０１ 经验式的表现相对稍好， 因为 ｅｗ０１ 对物理过程考虑最全面： 不仅考虑了异重流下界面阻力的影响，
也考虑了异重流上界面的剪切不稳定。 就泥沙侵蚀经验式的表现而言， 模拟开闸式异重流时， Ｅｓ７７ 表现最

好， 与 Ｅｓ ＝ ０ 时相差不大； Ｅｓ８７ 和 Ｅｓ９３ 稍好于 Ｅｓ８６ 和 Ｅｓ０４。 这是因为开闸式异重流补给不足， 以淤积衰退

为主， 冲刷较小。 模拟恒定入流式异重流时， Ｅｓ８６ 和 Ｅｓ０４ 最不理想（二者均为明渠流泥沙侵蚀公式）； 其他

４ 个泥沙侵蚀公式表现定量而言非常接近（图 ６—图 ８）， 但定性而言 Ｅｓ８７ 和 Ｅｓ９３ 稍有优势。 比如 Ｅｓ８７ 对

ＭＩＸ６ 实验的模拟（图 ８）和 Ｅｓ９３ 对 ＡＭ０２ 实验的模拟（图 ６）。 因为率定 Ｅｓ８７ 和 Ｅｓ９３ 两个经验式时综合考虑

了异重流实验数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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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沉积厚度沿程变化 （ＧＬＡＳＳＡ２）
Ｆｉｇ ７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ＬＡＳＳＡ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图 ８　 沉积厚度沿程变化（ＭＩＸ６）
Ｆｉｇ ８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ｔｈ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ＩＸ６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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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本文采用异重流层平均水沙耦合数学模型， 模拟典型的异重流水槽实验， 分析异重流水卷吸系数（ｅｗ）和
泥沙交换经验公式（Ｅｓ）对复杂地形上异重流演化模拟的适用性。 对比各水卷吸经验公式发现， 综合考虑了

底床摩擦和剪切不稳定的 ｅｗ０１ 水卷吸经验式模拟结果稍好于其他经验式， 但总体而言， 水卷吸过程对于小

尺度水槽异重流演化和沉积的影响较小。 泥沙侵蚀经验式对计算结果影响较大。 对于开闸式异重流而言， 经

验式 Ｅｓ７７ 估算的泥沙侵蚀量趋近于 ０， 对应计算结果与实测值符合最好， 其他侵蚀经验式的计算和实测淤

积厚度差异显著。 这是因为开闸式水槽异重流对床面侵蚀能力有限。 对于恒定入流式异重流而言， 应用

Ｅｓ８７ 和 Ｅｓ９３ 泥沙侵蚀经验式模拟恒定入流式异重流时， 计算所得淤积厚度与实测值吻合较好， 其他经验式

可能产生较大差异。 这是因为 Ｅｓ８７ 和 Ｅｓ９３ 经验式被率定时考虑了异重流实验数据， 而其他经验式完全由明

渠流数据率定。 本文结果对于应用数值模型研究异重流对地形地貌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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