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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矮堰基础附近冲刷坑的深度是矮堰设计的重要参数， 关系到建筑物的稳定与安全。 系统回顾了国内外 ８０ 余

年关于矮堰基础冲刷的研究进展， 阐述了矮堰基础冲刷的分类和机理， 从物理模型试验、 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 ３ 个

方面评述了研究现状和存在的不足。 目前矮堰基础冲刷较为成熟的成果多集中于二维矮堰非淹没式清水冲刷方面，
以物理模型试验方法为主， 对于三维矮堰结构的动床冲刷、 非冲积原状土床沙成分组成的影响、 行进沙波与冲刷

过程的耦合关系、 浑水冲刷过程数值模拟技术等问题研究还有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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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堰是一种常见的河流水工建筑物， 通常建设于河道或溪流横截断面之上， 连接河岸两侧， 具有防止河

道床面下切， 提升上游水位， 减缓局部流速等作用［１⁃３］。 矮堰的种类繁多， 在国内外有着不同的名称， 如潜

坝、 拦砂坝和固床工等。 在比降较大的山区河流中， 矮堰会以一定间距连续建造在河道截面上， 堰顶高程与

床面高程一致或略高于床面高程［４］， 建设完成后在水流的动力作用下矮堰下游会产生冲刷坑， 从而形成

“阶梯⁃深潭” 结构［５⁃６］。 这种 “阶梯⁃深潭” 结构不仅具有增加河床阻力控制河床下切的作用， 对维持相对

稳定和多样性的水生栖息地环境有着显著性的效果［７⁃８］。 近年来， 矮堰结构还被国外学者和工程师应用到桥

梁和涵洞下游的冲刷防护工程之中［９⁃１０］。 这类矮堰被设置在桥墩和涵洞下游的一定距离， 具有拦沙促淤的作

用。 研究［９］表明相对于无防护的桥墩， 矮堰的设置最多可以减少 ２６％的桥墩前部冲刷坑深度。 矮堰周围的

局部冲刷深度是矮堰设计的重要参数， 关系到建筑物的稳定与安全， 是广大水利工程设计师关注的焦点。 深

入认识矮堰周围冲刷坑的时空演变特性， 合理控制矮堰的基础冲刷深度不仅可以保证建筑物的安全性和耐久

性， 还能较大程度地节约工程材料和施工成本并延长使用年限， 具有较强的工程指导意义。
关于矮堰基础冲刷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以国外成果居多。 由于冲刷过程涉及复杂的水动

力环境与随机的泥沙运动， 数十年来主要的研究多依赖于物理模型试验， 而理论分析与数值模拟较为局限，
仅集中于简单的一维和二维模型。 本文系统地回顾了国内外关于矮堰基础冲刷的研究进展， 首先从冲刷的分

类和机理对矮堰的冲刷问题进行了解释， 再从物理模型试验、 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 ３ 个方面评述了该领域的

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最后总结和提出了亟需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１　 矮堰基础冲刷的分类与特征

矮堰基础冲刷主要与矮堰的结构形态、 附近的水流条件和床沙特性相关。 类似于桥墩冲刷研究的分类方

法［１１⁃１２］， 矮堰的基础冲刷也可分成清水冲刷和浑水冲刷两种。 清水冲刷条件下， 矮堰上游床沙的床面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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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小于床面泥沙的临界起动应力， 无上游泥沙输运对矮堰周边的局部冲刷产生影响， 冲刷坑发展在经历初

期的快速发育阶段后， 会缓慢发育直至达到平衡冲刷深度， 整个过程历时较长， 最终的冲刷平衡深度即为冲

刷过程的最大冲刷深度。 浑水冲刷条件下， 上游床沙表面的泥沙颗粒处于起动状态并产生输移， 通常以沙纹

和沙波的形式连续对冲刷区域进行补沙， 因为冲刷过程中伴随着泥沙的越堰输移， 冲刷坑的形态与冲刷深度

的发展较清水冲刷复杂。 由于浑水冲刷条件下的水流强度较大， 冲刷过程初期的冲刷坑发展比清水冲刷过程

初期要迅速， 冲刷坑的深度会在很短的时间达到一个很大的冲刷深度， 随后在越堰沙波的影响下进入振荡发

展阶段， 最后达到动态平衡冲刷阶段， 整个过程历时相对清水冲刷要短很多， 最终的冲刷平衡深度为动态平

衡冲刷阶段的平均深度。
矮堰基础的冲刷也可以根据其在河流中的设置方式进行分类。 根据堰顶高程和水位的相对位置， 矮堰可

以分为非淹没式和淹没式两种形式。 非淹没式矮堰的基础冲刷多发生在矮堰的下游， 冲刷坑由越过坝头的自

由跌水冲击下游河床表面而引发， 矮堰上游流速较小， 泥沙输运到矮堰的迎水坡面前会被拦截并淤积， 致使

上游床面高程抬升并最终齐平于堰顶高程， 因此， 上游基本不产生冲刷［１３⁃１５］。 对于淹没式矮堰， 水流的过

堰流场分布较非淹没式矮堰复杂， 水流在矮堰迎水坡面前会被阻碍并在堰前形成下切漩涡［２， １６］， 水流在通

过堰顶时过流断面被束窄， 流速增大， 会以表面射流的形式进入下游水体。 在这种复杂的流场变化条件下，
淹没式矮堰的基础冲刷同时发生在矮堰的上、 下游坡脚， 上游冲刷坑由矮堰前的下旋漩涡导致， 下游冲刷坑

由堰顶表面射流与下游水体的紊动交互引发［１７］， 并在尺度上受堰顶表面射流的流态类型［１６］所影响。

２　 物理模型试验

矮堰基础冲刷的研究起源于欧洲， 最早的矮堰物模冲刷试验研究由 Ｓｃｈｏｋｉｔｓｃｈ 在 １９３２ 年开展［１８］。 之后

国内外在此领域涌现了许多研究者， 发展出许多可供矮堰基础冲刷深度设计使用的经验公式［１⁃ ２， １５， １７， １９⁃２６］。
国内外近 ８０ 年关于矮堰基础冲刷研究的概化模型可大致分为两类［２７］： ① 比降较大的河流中的连续矮堰结构

（图 １）； ② 比降较小的河流中的单个矮堰结构基础冲刷（图 ２）。 ｄｓ为冲刷深度； ｌｓ为冲刷坑长度； Ｌ 为连续

矮堰的间距； Ｓ０和 Ｓｅｑ分别为初始床面坡度和冲刷平衡床面坡度； ｈ０为上游水位高度； ｈｔ为下游水位高度； Ｈｄ

为上下游水位差； ｚ 为矮堰高度； αｄ为矮堰下游坡面倾角。

图 １　 山区河流连续矮堰基础冲刷概化模型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ｃｏｕｒ ｍｏｄｅｌ ｓｋｅｔｃｈ ｆｏｒ ａ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ｉｒｓ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ｅｅｐ ｓｌｏｐｅｓ

　 　
图 ２　 平原河流单个矮堰基础冲刷概化模型示意

Ｆｉｇ ２ Ｓｃｏｕｒ ｍｏｄｅｌ ｓｋｅｔｃｈ ｆｏｒ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ｌｏｗ ｈｅａｄ ｗｅｉｒ
ｉｎ ａｌｌｕｖｉ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ｍｉｌｄ ｓｌｏｐｅｓ

针对于第一类矮堰基础冲刷概化模型， Ｇａｕｄｉｏ 等［２２］首次分析了山区河流中连续矮堰的固床和冲刷机理，
提出连续矮堰基础冲刷深度计算公式。 Ｌｅｎｚｉ 等［１３， ２８⁃２９］在上述研究基础上， 陆续开展了河床原始坡度以及矮

堰间距的设置对矮堰基础冲刷影响的研究， 发现河流的原始坡度增加和矮堰设置间距的缩小会引起矮堰下游

冲刷坑形态的变化。 非均匀沙床条件下的冲刷过程往往伴随着床沙交换和冲刷粗化现象［３０］， 在实际河流中

出现较为频繁。 Ｍａｒｉｏｎ 等［１４⁃１５］分析了床面泥沙颗粒特性和矮堰上游来沙对连续矮堰基础冲刷的影响， 发现

泥沙不均匀性的增加以及浑水冲刷条件的设置会减小连续矮堰下游的冲刷坑尺度。 Ｍａｒｉｏｎ 等［１４⁃１５］ 综合考虑

矮堰间距、 床沙特性、 水流条件、 床面坡度等因素， 并结合前人试验数据和部分现场实测数据， 得出的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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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堰下游冲刷深度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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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Ｈｓ为堰顶水流临界断面比能； Ｌ 为矮堰的间距； ａ１ ＝（Ｓ０－Ｓｅｑ）Ｌ； ＳＩ ＝ ０ ５（ｄ８４ ／ ｄ５０＋ｄ５０ ／ ｄ１６）， ｄ１６、 ｄ５０和

ｄ８４分别为泥沙颗粒累计粒度分布数达到 １６％、 ５０％和 ８４％时所对应的泥沙粒径。 式（１）较好地统一了前人对

恒定流条件下连续矮堰基础冲刷的研究，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欧洲的山区河流连续矩形矮堰的设计中获得

了较多的应用。 式（１）的使用参照图 １ 所示。 文献［３１⁃３２］在 Ｍａｒｉｏｎ 等［１４⁃１５］ 的研究基础上开展了非恒定流作

用下的连续矮堰基础冲刷， 主要模拟了洪水期和退洪期的冲刷发展过程。
针对第二类矮堰基础冲刷概化模型， 早期的研究多集中于堰下的跌水冲刷。 较早的研究者［２０， ３３⁃３５］ 主要

认为堰下的冲刷深度主要与堰顶流量、 堰高和堰下床沙特性相关， 所得出的冲刷深度设计公式也较为简单，
直至 ２０ 世纪末和 ２１ 世纪初， 研究者对单个矮堰的基础冲刷研究才开始系统化， 对冲刷深度影响因素的考虑

开始细化。 ２００４ 年， Ｄ′Ａｇｏｓｔｉｎｏ 和 Ｆｅｒｒｏ［２３］ 结合前人关于跌水冲刷的各类试验和自己补充的相关试验结果，
在 ２４８ 组物模试验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矮堰冲刷深度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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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Ｑ 为流量； ｇ 为重力加速度； ρｓ和 ρ 分别为床沙与水的密度； ｄ５０和 ｄ９０分别为泥沙颗粒累计粒度分布数

达到 ５０％和 ９０％时所对应的泥沙粒径； ｂ 为矮堰的宽度； Ｂ 为河道的宽度。 该公式较为全面地考虑了影响矮

堰冲刷的主要因素， 拟合数据覆盖面广， 也因此在欧美的一些矮堰设计冲刷手册中得到采用， 但需要注意的

是该公式只适用于清水条件下单个二维矮堰的跌水冲刷。 式（２）的使用可以参照图 ２。
在此之后， 矮堰的跌水冲刷研究由二维水流向三维水流结构发展。 Ｓｃｕｒｌｏｃｋ 等［３６］、 文献［２４，３７］分别针

对 Ａ 形、 Ｕ 形、 Ｗ 形等三维矮堰的下游基础冲刷问题进行物理模型试验研究， 对比分析了三维矮堰与二维

矮堰的基础冲刷机理， 并提出了清水冲刷条件下三维矮堰下游冲刷深度计算公式。 上述研究针对矮堰附近冲

刷坑尺度在不同矮堰结构特征、 设置间距、 床沙特性和水流特性等作用条件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大多数

都是集中于非淹没式矮堰基础冲刷， 尤其是清水冲刷条件下非淹没式矮堰下游的跌水冲刷， 对于淹没式矮堰

基础冲刷的机理以及冲刷坑尺度预测方面的研究还很有限。 Ｃｈｅｎ 等［１］ 提出了清水冲刷条件下淹没式梯形矮

堰下游冲刷深度计算公式， 并对淹没式矮堰的壅水机理进行了分析。 Ｇｕａｎ 等［２］ 借助水槽物理模型试验对清

水冲刷条件下单个淹没式矮堰附近冲刷坑内的流场进行了模拟， 发现淹没式矮堰下游冲刷坑的前部漩涡区的

紊动强度和冲刷坑的最终尺寸大小有着密切关系， 较为清晰地解释了淹没式矮堰基础冲刷的冲刷坑形成机

理。 在此研究基础上， Ｇｕａｎ 等［１７， ３８⁃３９］又开展了浑水冲刷条件下淹没式矮堰的基础冲刷试验， 分别对不同堰

高水深比、 水流强度以及床面泥沙特性等冲刷尺度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 提出了可供淹没式矮堰设计参

考使用的冲刷深度计算方法。
除了矮堰基础附近冲刷坑平衡时的空间尺度， 矮堰基础附近冲刷坑发展的历时演变过程也是矮堰设计关

心的要点。 相关研究表明［１８， ４０⁃４２］， 掌握冲刷坑发展的历时演变过程有助于加强对水工建筑物基础冲刷机理

的认识和提高最终平衡状态下的冲刷坑形态的预测精度。 Ｂｒｅｕｓｅｒｓ［４３⁃４４］ 首次给出了带有护底的淹没式矮堰下

游冲刷深度历时发展计算公式， 认为护底下的清水冲刷深度的发展主要与水深和最终平衡冲刷时间有关。
Ｇａｕｄｉｏ 和 Ｍａｒｉｏｎ［４５］、 Ｔｒｅｇｎａｇｈｉ 等［４６］和 Ｌｕ 等［４７］提出了清水冲刷条件下连续非淹没式矮堰下游冲刷深度历时

发展计算方法， 明确了恒定流和非恒定流作用下的清水冲刷发展过程。 根据 Ｇｕａｎ 等［２］的研究， 一般可以将

淹没式矮堰下游冲刷坑发展的历时过程分为 ３ 个阶段： 初始快速发展阶段； 中期减速发展阶段； 最终平衡稳

定阶段。 在实际河流中， 淹没式矮堰的上游几乎都存在泥沙输运， 矮堰附近的冲刷坑尺度会随着上游来沙条

件发生动态变化， 平衡状态的平均冲刷坑尺度往往远小于清水冲刷条件下的冲刷坑尺度［１５］。 然而， 由于高

含沙水体的水下地形测量难度较大［１７， ４８⁃４９］、 真实工程环境难以概化模拟等原因， 矮堰上游沙波形态、 输移

速度对矮堰附近冲刷坑的时空变化的影响目前仍不清楚， 对于浑水条件下矮堰附近冲刷坑时空演变过程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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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国内外还未见报道。
以上介绍的矮堰冲刷研究多在室内水槽中进行， 试验结果也不可避免的受比尺效应所影响。 比尺效应问

题主要来源于模型和原型在相似准则上的不满足。 国内外研究学者主要采用的是系列模型试验法和参数量纲

一化来消除模型与原型泥沙运动不相似带来的偏差［５０］。 系列模型试验法体现不同几何尺度物理模型之间的

相似性， 通常需要做 ３ 个以上不同几何比尺的正态模型试验， 然后外推到原型冲刷深度。 这种方法虽然能相

对有效地获取原型冲刷深度的预测值， 但是实验周期较大， 成本较高。 另外一种消除比尺效应的方法就是对

水流、 建筑物特征、 床沙和冲刷尺度等参数进行量纲分析， 在保证水流强度或床沙颗粒运动相似的条件下结

合室内、 外试验数据， 通过拟合的方式获取冲刷经验公式。 这种方法往往采用天然沙进行试验模拟， 但由于

水槽试验的局限性、 原型中水流、 泥沙、 地形等条件的复杂性以及冲刷时间尺度偏小， 动床阻力相似也不能

很好满足， 这种方法获取的计算冲刷深度往往会大于原型观测值［５１⁃５２］。

３　 理论分析与数值模拟

理论分析与数值模拟方面基本都是针对第二类单个矮堰冲刷模型。 Ｂｏｒｍａｎｎ 和 Ｊｕｌｉｅｎ［２１］首次通过射流扩

散理论和冲坑内的泥沙稳定理论推导出了一种可计算矮堰下游平衡冲刷深度的方法。 该方法主要将溢下堰顶

的水流作为产生紊流扩散并冲击河床的淹没式射流来考虑， 冲坑最大冲深点的位置由冲击射流的轨迹与原河

床面的交角决定， 所得最终冲刷深度是平衡冲刷坑内的河床泥沙抗冲力与冲击射流作用于河床泥沙颗粒上的

剪应力的比值函数。 Ｓｔｅｉｎ 等［５３］在文献［２１］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了射流扩散区的剪切力计算方法， 将其冲刷

深度计算公式进行了改进。 毛昶熙［２６］在 １９９４ 年同样从水流漩涡与沙床分界面的剪应力出发， 提出了沙质河

床局部冲刷的普遍公式。 该公式根据水流动量变化微分方程和泥沙起动公式导出， 忽略了河床糙率的影响。
Ｈｏｆｆｍａｎｓ［５４］将矮堰下游最终平衡冲刷坑内的水体作为一个封闭的控制体积来考虑， 控制体积主要受到上部射

流动量、 下游出流动量、 边界静水压力和水体自重的作用， 再利用动量守恒关系和牛顿第二守恒定律导出了

最大平衡冲刷深度的计算公式， 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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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θ 为堰顶水流跌水射流的角度； ｑ 为单宽流量； Ｕ 为堰顶水流射入矮堰下游水面时的平均流速； ν 为

水流运动黏度系数。 式（３）使用参考图 ２。 虽然式（３）的结构仅考虑了矮堰附近的水流条件和床沙特性， 但堰

形结构却实际隐含在堰顶射流流速和角度之中， 物理意义明确。 需要指出的是， 式（３）的使用以及以上理论

分析均仅局限于清水冲刷条件下的矮堰跌水冲刷。 在 Ｈｏｆｆｍａｎｓ［５４］ 之后， 国内外对于矮堰基础冲刷的理论分

析研究较为少见， 新的研究多依赖物理模型试验和少量的数值模拟方法。
数值模拟方面， 由于泥沙输运、 床面变化和紊动流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十分复杂， 该领域的进展还是面临很

多困难， 目前的数值模拟研究多集中于矮堰附近的流场分析和简单的清水冲刷模型。 Ｋａｒｉｍ 和 Ａｌｉ［５５］使用 Ｆｌｕｅｎｔ
和 ＣＦＤ 软件分别测试了标准 ｋ⁃ε 湍流模型、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Ｓｔｒｅｓｓ 模型和 ＲＮＧ 湍流模型模拟了跌水射流的过程。 Ｍｏ⁃
ｈａｍｍａｄｐｏｕｒ 等［５６］采用标准 ｋ⁃ε 湍流模型和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Ｓｔｒｅｓｓ 模型分别模拟了透水型淹没式矮堰附近的流场。 Ｊｉａ
等［５７］模拟了堰下跌水冲刷的物理过程， 流场的模拟求解采用 ＣＣＨＥ３Ｄ 模型（一种基于有效有限元［５８］和 ｋ⁃ε 湍流

模型的非恒定三维模型）， 泥沙运动的模拟采用改进的 Ｎａｋａｇａｗａ 和 Ｔｓｕｊｉｍｏｎｏ 模型［５９］， 考虑了作用在泥沙颗粒

上切应力的作用和振荡上举力。 ２００６ 年， Ｊｉａ 等［６０］又利用 ＣＣＨＥ３Ｄ 模型对连续淹没式矮堰周围的三维流场进行

了模拟分析。 Ｎｅｙｓｈａｂｏｕｒｉ 等［６１］采用动量方程、 流体连续方程以及 ｋ⁃ε 湍流计算方程模拟了二维跌水射流冲刷过

程， 分别对冲刷坑内的泥沙浓度和冲刷量进行了预测。 Ａｄｄｕｃｅ 和 Ｓｃｉｏｒｔｉｎｏ［６２］开发了一种可以计算带有护底的淹

没式矮堰下游冲刷过程的一维数学模型， 该一维数学模型包含用于计算冲刷剖面形态的一个二阶偏微分抛物线

方程， 计算时需要矮堰附近的流场数据和已知沙床的泥沙特性。 除了依靠发展比较成熟的湍流模型、 泥沙运动

模型和相关数值模拟软件， 一些研究者还采用了显示神经网络方程（ＥＮＮＦ） ［６３］、 基因算法（ＧＡ）、 基因表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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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法（ＧＥＰ）、 Ｍ５ 模型树法［６４］和支持向量机（ＳＶＭｓ） ［６５］等数学方法对矮堰下游的冲刷深度进行预测。 这些方法

多基于逻辑和回归统计分析和大量的实验数据， 在冲刷理论方面缺少支撑。

４　 结论及建议

关于矮堰基础冲刷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二维矮堰结构在恒定流条件下的清水冲刷公式， 对于三维矮堰

结构、 非恒定流、 浑水冲刷、 矮堰的淹没度以及床面非均匀沙等影响矮堰基础冲刷深度以及冲刷发展过程的

因素还缺乏比较成熟和统一的认识。 虽然目前国内外相关行业标准采用最大清水冲刷深度公式对矮堰基础埋

深进行设计较为简便且安全， 但保守的设计也大大增加了工程造价和施工难度。 因此， 针对上述影响矮堰基

础冲刷的因素开展相关研究将使未来的冲刷深度计算方法更贴切实际工程情况， 具有重要的工程意义与广阔

的应用前景。 鉴于当前的研究现状， 笔者认为在矮堰基础冲刷领域存在的不足和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包括：
（１） 淹没式三维矮堰结构对冲刷空间尺度发展的影响。 三维矮堰结构在当下生态河道治理工程中逐渐

得到认可， 非淹没式三维矮堰结构下游基础的清水冲刷已经出现不少对应的冲刷设计公式， 对于淹没式三维

矮堰结构对冲刷发展的影响， 尤其是浑水冲刷条件下的影响， 还是未知。
（２） 不同床面物质组成对矮堰局部冲刷的影响。 矮堰基础的冲刷多集中于对冲积河床的研究， 而在实

际天然河道中， 有很多床面物质组成还包括非冲积土石层。 当冲刷坑发展至深层非冲积的原状土石中时， 冲

刷的机理将发生改变， 针对这种复杂床面物质组成对局部冲刷机理影响的研究在目前泥沙输运领域还较为

有限。
（３） 矮堰基础在非恒定流条件下的浑水冲刷发展过程以及最大冲刷深度。 这种情况在实际工程中也经

常出现， 之前的研究由于受到试验测量仪器和方法的限制， 该过程还难以模拟， 近年来随着浑水冲刷测量技

术的发展， 相关超声波探测和光感探测技术得到改进， 该课题已经具备可以开展的条件。
（４） 沙波的输移与淹没式矮堰基础冲刷的耦合关系。 矮堰基础的浑水冲刷过程往往伴随着上游沙波的

输移， 沙波的越堰输移对冲刷坑空间尺度的发展和最终平衡冲刷深度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量化沙波的尺

度和频率对矮堰附近冲刷坑发展的影响有助于加强对矮堰基础冲刷的深度认识。
（５） 矮堰基础浑水冲刷的数值模拟。 大多数矮堰基础冲刷研究集中在室内物理模型试验研究， 不可避

免模型比尺效应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而数值模拟技术对克服比尺效应有着很好的优势。 矮堰基础清水冲刷的

数值模拟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积累， 而浑水冲刷过程的数值模拟技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 是未来发展的

重要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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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ＳＣＵＲＬＯＣＫ Ｓ Ｍ， ＴＨＯＲＮＴＯＮ Ｃ Ｉ， ＡＢＴ Ｓ Ｒ．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ｓｃｏｕｒ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２， １３８（２）： １６７⁃１７６．
［３７］ ＰＡＧＬＩＡＲＡ Ｓ，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Ｉ Ｓ， ＣＡＭＭＡＲＡＴＡ Ｌ． Ｓｃｏｕｒ ｏｆ ｃｌｅａｒ ｗａｔｅｒ ｒｏｃｋ ｗ⁃ｗｅｉｒｓ ｉｎ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ｒｉｖｅｒｓ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４， １４０（４）： ０６０１４００２．
［３８］ ＧＵＡＮ Ｄ， ＭＥＬＶＩＬＬＥ Ｂ，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 Ｂｅｄ ｌｏａ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ｃｏｕｒ ａｔ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ｗｅｉｒｓ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３５ｔｈ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

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ＩＡＨＲ．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ＩＡＨＲ， ２０１３： ３０９⁃３１６．
［３９］ ＧＵＡＮ Ｄ， ＭＥＬＶＩＬＬＥ Ｂ，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 Ｌｏｃａｌ ｓｃｏｕｒ ａｔ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ｗｅｉｒｓ ｉｎ ｓａｎｄ⁃ｂｅ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 ５４（２）： １７２⁃１８４．
［４０］ ＨＯＦＦＭＡＮＳ Ｇ Ｊ Ｃ Ｍ， ＶＥＲＨＥＩＪ Ｈ Ｊ． Ｓｃｏｕｒ ｍａｎｕａｌ ［Ｍ］．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Ｂａｌｋｅｍａ， １９９７．
［４１］ ＭＥＬＶＩＬＬＥ Ｂ Ｗ， ＣＨＩＥＷ Ｙ． Ｔｉｍｅ ｓｃａｌｅ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ｓｃｏｕｒ ａｔ ｂｒｉｄｇｅ ｐｉｅｒｓ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９９９， １２５（１）：

５９⁃６５．
［４２］ ＯＬＩＶＥＴＯ Ｇ， ＣＯＭＵＮＩＥＬＬＯ Ｖ， ＢＵＬＢＵＬＥ Ｔ． Ｔｉｍ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ｌｏｃａｌ ｓｃｏｕｒ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ｔｅｐ ｓｔｉｌｌｉｎｇ ｂａｓｉｎ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 ４９（１）： １０５⁃１１２．
［４３］ ＢＲＥＵＳＥＲＳ Ｈ Ｎ Ｃ．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ｓｃａｌｅ ｉｎ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ｌｏｃａｌ ｓｃｏｕｒ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Ｐｏｏｎａ： ＴＵＤｅｌｆｔ， １９６６： １⁃８．
［４４］ ＢＲＥＵＳＥＲＳ Ｈ Ｎ Ｃ． Ｔｉｍ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ｌｏｃａｌ ｓｃｏｕｒ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１２ｔｈ ＩＡＨＲ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Ｆｏｒｔ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ＩＡＨＲ，

１９６７： ２７５⁃２８２．
［４５］ ＧＡＵＤＩＯ Ｒ， ＭＡＲＩＯＮ Ａ． Ｔｉｍ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ｏｕｒｉｎｇ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ｂｅｄ ｓｉｌｌ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３， ４１（３）：

２７１⁃２８４．
［４６］ ＴＲＥＧＮＡＧＨＩ Ｍ， ＭＡＲＩＯＮ Ａ， ＢＯＴＴＡＣＩＮ⁃ＢＵＳＯＬＩＮ Ａ， ｅｔ 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ｓｃｏｕｒｉｎｇ ａｔ ｂｅｄ ｓｉｌｌｓ ［ Ｊ］． Ｅａｒｔ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ｓ， ２０１１， ３６（３）： １７６１⁃１７６９．
［４７］ ＬＵ Ｊ Ｙ， ＨＯＮＧ Ｊ Ｈ， ＣＨＡＮＧ Ｋ Ｐ， ｅｔ 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ｏ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ｇｒａ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ｅａｄｙ ａｎｄ

ｕｎｓｔｅａｄｙ ｆｌｏｗｓ ［Ｊ］．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２０１２， ２７（１９）： ２６９９⁃２７０９．
［４８］ ＴＨＯＲＮＥ Ｐ Ｄ， ＨＡＮＥＳ Ｄ Ｍ．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 Ｊ］．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ｅｌｆ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２， ２２（４）： ６０３⁃６３２．
［４９］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ｂｅｄｆｏｒｍ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３ｄ ［Ｄ］．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ｕｃｋｌａｎｄ， ２０１０．
［５０］ 王玉海， 蒋卫国， 王艳红． 冲刷物理模型试验的比尺效应研究 ［Ｊ］． 泥沙研究， ２０１２（３）： ３１⁃３４． （ＷＡＮＧ Ｙ Ｈ， ＪＩＡＮＧ Ｗ Ｇ，

ＷＡＮＧ Ｙ Ｈ．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ｃａ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ｓｃｏｕ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３）： ３１⁃３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１］ ＥＴＴＥＭＡ Ｒ， ＭＥＬＶＩＬＬＥ Ｂ Ｗ， ＢＡＲＫＤＯＬＬ Ｂ． Ｓｃａ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ｐｉｅｒ⁃ｓｃｏｕ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９９８， １２４（６）： ６３９⁃６４２．

［５２］ ＥＴＴＥＭＡ Ｒ， ＭＵＳＴＥ Ｍ． Ｓｃａ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ｆｌｏｗ ａｒｏｕｎｄ ｄｉｋｅｓ ｉｎ ｆｌａｔｂｅ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Ｍ］．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
ｅｔｙ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２００２： １⁃１０．

［５３］ ＳＴＥＩＮ Ｏ Ｒ， ＪＵＬＩＥＮ Ｐ Ｙ， ＡＬＯＮＳＯ Ｃ Ｖ．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ｊｅｔ ｓｃｏｕｒ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ａ ｈｅａｄｃｕｔ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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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 ３１（６）： ７２３⁃７３８．
［５４］ ＨＯＦＦＭＡＮＳ Ｇ Ｊ Ｃ Ｍ． Ｊｅｔ ｓｃｏｕｒ ｉｎ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ｐｈａｓ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９９８， １２４（４）： ４３０⁃４３７．
［５５］ ＫＡＲＩＭ Ｏ Ａ， ＡＬＩ Ｋ Ｈ Ｍ．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ｗ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ｓｃｏｕｒ ｈｏｌ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ｊｅｔ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０， ３８（４）： ２７９⁃２８７．
［５６］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ＰＯＵＲ Ｒ， ＧＨＡＮＩ Ａ Ａ， ＡＺＡＭＡＴＨＵＬＬＡ Ｈ Ｍ．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３⁃ｄ ｆｌｏｗ ｏｎ ｐｏｒｏｕｓ ｂｒｏａｄ ｃｒｅｓｔｅｄ ｗｅｉｒｓ ［Ｊ］．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２０１３， ３７（２２）： ９３２４⁃９３３７．
［５７］ ＪＩＡ Ｙ， ＫＩＴＡＭＵＲＡ Ｔ， ＷＡＮＧ 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ｏｕ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ｐｌｕｎｇｉｎｇ ｐｏｏｌ ｏｆ ｌｏｏｓｅ ｂ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１， １２７（３）： ２１９⁃２２９．
［５８］ ＭＡＹＥＲＬＥ Ｒ， ＷＡＮＧ Ｓ Ｙ， ＴＯＲＯ Ｆ Ｍ．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ｃｉ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ｐｕｒ ｄｉｋｅ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５， ３３（２）： ２４３⁃２５６．
［５９］ ＮＡＫＡＧＡＷＡ Ｈ， ＴＳＵＪＩＭＯＴＯ Ｔ． Ｓａｎｄ ｂｅｄ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ｕｅ ｔｏ ｂｅｄ ｌｏａｄ ｍｏｔｉｏｎ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１９８０， １０６

（１２）： ２０２９⁃２０５１．
［６０］ ＪＩＡ Ｙ， ＳＣＯＴＴ Ｓ， ＸＵ Ｙ， ｅｔ ａｌ．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ｌｏｗ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ａ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ｗｅｉｒ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ｂｅｎｄｗａｙ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５， １３１（８）： ６８２⁃６９３．
［６１］ ＮＥＹＳＨＡＢＯＵＲＩ Ａ Ａ Ｓ， ＤＡ ＳＵＶＡ Ａ Ｍ Ｆ， ＢＡＲＲＯＮ 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ｏｕｒ ｂｙ ａ ｆｒｅｅ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ｊｅｔ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

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３， ４１（５）： ５３３⁃５３９．
［６２］ ＡＤＤＵＣＥ Ｃ， ＳＣＩＯＲＴＩＮＯ Ｇ． Ｓｃｏｕｒ ｄｕｅ ｔｏ ａ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ｊｅｔ：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

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６， ４４（５）： ６６３⁃６７３．
［６３］ ＧＵＶＥＮ Ａ．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ｏｕｒ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ｇｒａ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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