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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阶梯⁃深潭系统是山区河流上一种河床结构形态， 具有稳定河床和消能减灾的作用。 推移质运动会影响水流

结构并改变河床形态， 从而影响阶梯⁃深潭系统的消能效率。 在野外构建阶梯⁃深潭系统， 通过人工加沙试验， 研究

不同来水来沙对阶梯⁃深潭系统流场及消能的影响。 研究表明， 推移质运动使阶梯上紊动略增强， 深潭中紊动大为

减弱， 从而使阶梯⁃深潭系统消能率降低。 推移质运动的增强改变水流能量分配， 其消能附加作用使阶梯⁃深潭结构

消能降低和深潭淤埋。

关键词： 阶梯⁃深潭系统； 推移质输沙； 山区河流； 消能； 野外试验

中图分类号： ＴＶ１４２ ２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７９１（２０１７）０３⁃０３３８⁃０８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１０⁃２４； 网络出版时间： ２０１７⁃０４⁃２６
网络出版地址： ｈｔｔｐ： ／ ／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３２ １３０９ Ｐ ２０１７０４２６ ０９３１ ０２４ ｈｔｍｌ
基金项目： 水利部黄河泥沙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７００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９１５４７１１２）
作者简介： 李文哲（１９８６—）， 男， 湖北钟祥人， 博士， 主要从事山区河流动力学和海绵城市研究。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ｗｅｎｚｈｅ２０１０＠ １６３ ｃｏｍ
通信作者： 李志威， Ｅ⁃ｍａｉｌ： ｌｚｈｉｗｅｉ２００９＠ １６３ ｃｏｍ

阶梯⁃深潭系统是山区河流常见的一种河床结构， 由一段陡坡和一段缓坡加上深潭相间连接而成， 在河

床纵剖面呈现一系列阶梯状［１］。 已有较多的研究表明， 阶梯⁃深潭系统的水力特性使得水流通过时能够大量

消耗能量［２⁃４］， 其依靠尾流和形状阻力的消能方式比床面肤面摩擦消能更高效［５］。 进一步研究将阶梯⁃深潭系

统消能方式分为阶梯消能和深潭消能， 阶梯与深潭的组合使阶梯⁃深潭系统在高、 低流量下均能保持较高的

消能率［６］。 高效的消能使阶梯⁃深潭系统可以稳定河床、 控制河床下切， 进而被运用于减小山洪泥石流灾害

和河流生态修复［７］。
推移质输沙是山区河流重要的水沙动力过程， 影响着山区河流的河床演变和水生生物栖息地。 高强度的

河床结构如阶梯⁃深潭河床中， 推移质输沙会受到一定抑制， 从水流能量消耗和控制河床下切上看河床结构

和推移质运动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等价关系［８］。 同时， 推移质输沙也通过影响水流结构和改变河床结构对阶

梯⁃深潭系统消能产生影响， 甚至引起阶梯⁃深潭系统的破坏［９］。 已有的关于推移质输沙与阶梯⁃深潭系统相

互影响的研究重点在阶梯⁃深潭河段推移质输沙率影响因素［１０］、 推移质输沙对阶梯⁃深潭和河道稳定性的影

响［１１⁃１２］以及推移质输沙对阶梯⁃深潭阻力影响［１３］ 等方面。 推移质输沙对阶梯⁃深潭系统消能影响方面的试验

研究目前还较缺乏， 未见研究报道。
本研究在野外构建典型阶梯⁃深潭系统， 通过人工加沙试验， 得到不同来水来沙工况输沙过程和床面形

态变化， 测量加沙后阶梯⁃深潭流场变化并得到消能率的变化， 分析推移质运动对阶梯⁃深潭系统消能的影

响。 本研究在文献［２， ６］基础上进行了有推移质情况下的试验， 是对阶梯⁃深潭系统水力特性和消能机理的

进一步探索。

１　 试验布置与方法

试验地点位于湖北省钟祥市温峡河， 试验河道来流充沛（试验期间约 ０ ３００ ｍ３ ／ ｓ）稳定（日变幅 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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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原河道宽 ６ ５ ｍ， 为试验需要在原河道中修建挡水坝（高 １ ２ ｍ）和隔水墙。 挡水坝抬高水位为试验提供

水头， 隔水墙分隔出试验河道。 隔水墙左边为试验河道， 试验河道最上游为矩形堰， 用于量测试验河道流

量。 隔水墙右侧为调节河道， 调节河道上游为木闸板控制的出水口， 通过调节木闸板顶部高程调节试验河道

流量。 试验河道宽 ２ ｍ， 长 １１ ｍ， 坡降为 ６ ２％， 阶梯⁃深潭系统在距离矩形堰 ５～８ ｍ 范围内修建（图 １）。

图 １　 试验场地与布置

Ｆｉｇ １ Ｓｉｔｅ ａｎｄ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试验河道矩形堰下游 １ ２ ｍ 处搭设木桥， 木桥上架设加沙漏斗， ３ 个加沙漏斗并列布置于加沙断面， 沙

通过加沙漏斗在断面均匀加入试验河道上游。 推移质测量在阶梯⁃深潭下游深潭出口处（图 ２（ａ））。 推移质输

沙率测量采用坑测法。 测量工具为推移质采样槽， 推移质槽分为母槽和子槽， 母槽埋于河床中， 其顶部与河

床平齐， 测量时将子槽放入， 达到预设时间后取出子槽称量子槽中推移质的重量 Ｗ， 除以时间 ｔ， 再考虑子

槽的宽度 ｂ 即可以得到断面推移质输沙率（ｑｓ ＝Ｗ ／ （ ｔｂ））。 试验河道深泓线的冲淤变化测量采用测量排， 测量

排的介绍和使用方法见文献［１４］。

图 ２　 试验河道布置和加沙级配及河床级配

Ｆｉｇ ２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ｂｅｄ

本试验共有 ３ 种工况， 其中有 ２ 种试验用沙， ２ 种流量（表 １）。 试验用沙为汉江河沙筛分得到， ２ 种试

验用沙的级配曲线如图 ２（ｂ）所示， 粒径在 ５ ｍｍ 以下的沙称为粗砂， 粒径在 １～４０ ｍｍ 的称为细砾。 两种试

验流量分别为 ０ ０５０ ｍ３ ／ ｓ 和 ０ ２９０ ｍ３ ／ ｓ， 分别模拟非汛期水流和汛期洪水情况。
流速测量采用声学多普勒流速仪 ＡＤＶ 和螺旋桨流速仪。 测量时仪器固定于移动支架上， 探头可上下左

右移动测量设定测点， 移动支架固定于木桥上。 上游加沙过程中， 河床形态不断变化， 属于非恒定流场， 试

验中每一次流速测量在尽可能短时间内完成， 控制在 １０ ｍｉｎ 内， 确保测量期间河床形态没有大变化。
测量部位包括阶梯上、 深潭中及深潭出口处（图 ３）， 共 ９ 条测量垂线。 圆圈（○）代表 ＡＤＶ 测量垂线，

每条垂线 ３ 个测点， 沿水深均匀分布。 十字叉（×）代表螺旋桨流速仪测量垂线， 每个垂线一个测点， 位于距

河床 ０ ７ 倍水深处。 测量人员站在木桥上测量， ＡＤＶ 和螺旋桨流速仪测量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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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各试验工况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ｌｏｗ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工况 流量 ／ （ｍ３·ｓ－１） 加沙种类 ｄ５０ ／ ｍｍ 加沙量 ／ ｋｇ

１ ０ ０５０ 粗砂 ２ ２ ２ ４００

２ ０ ２９０ 粗砂 ２ ２ ２ ４００

３ ０ ２９０ 细砾 １０ ２ ５２０ （○代表 ＡＤＶ 测点， ×代表螺旋桨流速仪测点）

图 ３　 加沙试验流速测点布置

Ｆｉｇ ３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　 研究结果分析

２ １　 加沙与下游输沙过程和床面形态变化

试验河道加沙前输沙率为 ０， 时间从加沙时刻开始起算。 输沙率为阶梯⁃深潭系统下游测量断面处推移质

输沙率。 从加沙输沙过程线（图 ４）可知， 测量断面输沙比来沙有明显滞后， 各种工况平均滞后 １０５ ｍｉｎ。 加

沙后， 泥沙颗粒有 “铺床” 过程， 加沙开始阶段下游断面输沙率为 ０， 泥沙在阶梯上游河道淤积到一定高度

后， 开始向下游推进， 小水（０ ０５０ ｍ３ ／ ｓ）工况下， 深潭淤积 “吸收” 大量泥沙， 因此， 其下游来沙相对大水

（０ ２９０ ｍ３ ／ ｓ）工况更晚， 泥沙通过深潭后开始向下游输移。 加沙结束后， 输沙持续时间平均为 ２８０ ｍｉｎ。 上

游来沙后， 阶梯⁃深潭河道有一个先蓄后放的延迟作用， 这与天然山区河流来沙规律相似［１２］。

图 ４　 ３ 种工况下加沙和输沙过程曲线

Ｆｉｇ 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ｅｄ ｌｏａ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表 ２　 各工况下加沙滞留比例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ａｔｉｏ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ｆｅｅｄｉｎｇ

工况 流量 ／ （ｍ３·ｓ－１） 加沙种类 滞留比例 ／ ％

１ ０ ０５０ 粗砂 ６４

２ ０ ２９０ 粗砂 １２

３ ０ ２９０ 细砾 ３４

除输沙延迟特点之外， 阶梯⁃深潭系统输沙还有输沙开始时来沙剧烈和脉动输沙的特点。 当沙波达到测

量断面时， 输沙率猛烈增加， 一方面因为来沙已将阶梯上游缝隙及深潭填满， 另一方面因为河床变平整后输

沙能力增强。 阶梯⁃深潭河道脉动输沙的特点从输沙曲线可知， 从试验观测看， 输沙的脉动与河床上结构（沙
波沙垄）的形成和破坏有关。

阶梯⁃深潭系统下游测量断面输沙总量比上游加沙

总量低， 各工况都有部分来沙滞留在阶梯⁃深潭河道

中， 比例为 １２％ ～ ６４％。 从表 ２ 可知， 流量增大滞留

比例降低， 来沙变粗滞留泥沙比例增加。
每种工况进行 ４ 次床面形态测量， 第 １ 次为加沙

前， 第 ２ 次为加沙开始后泥沙进入深潭前， 第 ３ 次为

泥沙进入并通过深潭， 向下游输沙强烈时， 第 ４ 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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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停止， 床面没有推移质运动时。
图 ５ 为 ３ 种工况下河床形态变化， 其变化分为 ３ 步： 工况 １ 下， 第 １ 步来沙淤积在阶梯上游， 不断变厚

的同时整体向下游推进， 第 ２ 步阶梯上游淤积到最高且深潭中有部分淤积， 第 ３ 步输沙停止后阶梯上游淤积

高度降低， 深潭被淤平只在水流下跌处有一个小坑。 工况 ２ 和工况 ３ 下， 第 １ 步来沙淤积在阶梯上游， 第 ２
步上游淤积到最厚， 深潭中有少量淤积， 第 ３ 步加沙停止后， 工况 ２ 阶梯上淤积少量泥沙， 深潭中几乎没有

淤积， 工况 ３ 阶梯上游河道淤积稍微降低， 深潭淤积更多泥沙。

图 ５　 ３ 种工况下阶梯⁃深潭系统深泓线床面变化

Ｆｉｇ 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ａｌｗｅｇ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ｅｐ⁃ｐｏｏ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２ ２　 推移质输沙对流场的影响

图 ６　 工况 １ 清水和加沙情况下阶梯上和深潭中流速对比

Ｆｉｇ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ｅｄ ｌｏａ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ｅｐ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ｏｌ ｉｎ ｒｕｎ⁃１

每种工况进行 ３ 次流场测量： ① 加沙前清水测量， 对应图 ５ 中河床形态第 １ 次测量时刻； ② 有推移质

时测量， 输沙强烈、 泥沙进入深潭造成部分淤埋时， 对应图 ５ 中河床形态第 ３ 次测量时刻； ③ 推移质运动

停止后测量， 加沙结束后床面没有泥沙运动时进行测量， 对应图 ５ 中河床形态第 ４ 次测量时刻。
下面对比工况 １（流量 ０ ０５０ ｍ３ ／ ｓ 加粗砂）、 工况 ２（流量 ０ ２９０ ｍ３ ／ ｓ 加粗砂）下清水情况和有推移质运动

情况阶梯上和深潭中流场变化。
图 ６ 表明在工况 １ 下有推移质运动后， 阶梯上和深潭中紊动强度都有增强， 阶梯上流速增加。 阶梯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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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加是因为阶梯上游河道被淤平， 紊动增强是因为阶梯处流速大， 推移质运动强烈， 部分跳跃进入主流加

强了紊动。 该工况下水流能量消耗主要依靠阶梯， 深潭紊动强度低， 深潭的淤积使水深变浅， 测量到的紊动

强度反而增加。
图 ７ 表明在工况 ２ 下有推移质运动后， 阶梯上平均流速变化不大， 紊动稍微增强， 深潭中紊动强度剧烈

下降。 深潭中紊动强度下降主要是因为该工况下能量消耗主要依靠深潭， 清水情况深潭水流紊动强烈， 而推

移质运动淤埋部分深潭使水跃不充分进而紊动下降。

图 ７　 工况 ２ 清水和加沙情况下阶梯上和深潭中流速对比

Ｆｉｇ 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ｅｄ ｌｏａ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ｅｐ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ｏｌ ｉｎ ｒｕｎ⁃２

图 ８　 ３ 种工况下阶梯上和深潭出口时均流速变化

Ｆｉｇ ８ Ｍｅａｎ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ｅｐ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ｏｕｔｌ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ｏｌ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工况 ３ 加沙为细砾， 测试中有粒径较大泥沙颗粒撞

击探头， 这会引起数据误差， 也会影响仪器寿命， 因此，
该工况仅用螺旋桨流速仪测量了平均流速， 无紊动强度

数据。
图 ８ 给出了 ３ 种工况阶梯上和深潭出口处时均流速

变化。 加沙前、 加沙中和加沙后依次对应 ３ 次流场测量。
阶梯上流速随着上游床面逐渐淤平， 流速增加。 加沙停

止后， 上游床面冲刷重新变得凸凹不平， 阶梯上流速降

低。 深潭出口流速变化受阶梯⁃深潭消能变化影响。 工况

１ 深潭出口处流速变化不大， 深潭淤埋对该工况消能影

响不大［５］。 工况 ２ 深潭出口流速先增大后降低， 因为该

工况河床结构先被淤埋， 消能作用降低， 出口流速增加，
后结构重新冲刷出现， 消能作用恢复， 流速降低恢复。
工况 ３ 结构淤积后没有恢复， 不断淤积， 深潭出口处流速继续增加。
２ ３　 推移质输沙对消能率的影响

根据各工况各次测量得到的流速、 水深和地形数据， 得到消能率， 如表 ３ 所示， 各工况下测量次数对应

３ 次流场测量。 消能率计算采用总流能量方程。 阶梯上游总能量用 Ｅ 表示， 深潭出口处即下游总能量用 Ｅ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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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阶梯⁃深潭系统消耗的总能量用 ΔＥ 表示， 消能率用 η 表示， 定义为

η ＝ ΔＥ
Ｅ

＝
Ｅ － Ｅ０

Ｅ
（１）

Ｅ 和 Ｅ０ 的计算式如下所示：

Ｅ ＝
α１Ｕ２

１

２ｇ
＋ ｄ１ ＋ Ｈ （２）

Ｅ０ ＝
α２Ｕ２

２

２ｇ
＋ ｄ２ （３）

式中： Ｕ１、 Ｕ２ 分别为上游、 下游的断面平均流速； ｄ１、 ｄ２ 分别为上游、 下游的断面平均水深； Ｈ 为阶梯高

度， 即为上下游断面河床底部高程差； α１、 α２ 分别为上游、 下游的动能修正系数， 一般近似等于 １ ０； ｇ 为

重力加速度。

表 ３　 ３ 种工况下阶梯⁃深潭系统的消能率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流量 ／ （ｍ３·ｓ－１） 加沙种类 测量次数
阶梯高度

／ ｍ
上游流速
／ （ｍ·ｓ－１）

上游水深
／ ｍ

下游流速
／ （ｍ·ｓ－１）

下游水深
／ ｍ

消能
率 ／ ％

０ ０５０ 粗砂 １ ０ ３９ ０ ４７ ０ １２ ０ ０９ ０ ０６ ８８ ２

０ ０５０ 粗砂 ２ ０ ３８ ０ ７８ ０ １０ ０ １４ ０ ０４ ９３ ０

０ ０５０ 粗砂 ３ ０ ２６ ０ ７５ ０ １１ ０ １４ ０ ０３ ９２ ２

０ ２９０ 粗砂 １ ０ ３９ ０ ７８ ０ ２１ ０ ６２ ０ １５ ７２ ３

０ ２９０ 粗砂 ２ ０ ３２ ０ ８９ ０ ２０ １ ４３ ０ １５ ５４ ６

０ ２９０ 粗砂 ３ ０ ３９ ０ ７２ ０ ２１ ０ ９６ ０ １７ ６５ ４

０ ２９０ 细砾 １ ０ ３９ ０ ６５ ０ ２１ ０ ６２ ０ １５ ７１ ９

０ ２９０ 细砾 ２ ０ ３４ ０ ８５ ０ ２０ １ ４６ ０ １４ ５６ ９

０ ２９０ 细砾 ３ ０ ２６ ０ ８５ ０ ２０ １ ６４ ０ １３ ４６ ２

图 ９　 ３ 种工况下阶梯⁃深潭系统消能率变化

Ｆｉｇ 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ｅｐ⁃
ｐｏ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如图 ９ 所示， 工况 １ 即流量为 ０ ０５０ ｍ３ ／ ｓ 加粗砂情

况下， 阶梯⁃深潭系统消能率约 ９０％， 变幅不大。 其原因

在于， 该流量下阶梯⁃深潭系统的消能主要在阶梯段完

成， 该流量下阶梯消能占总消能 ９１％［５］， 因此， 即使粗

砂淤埋深潭， 对消能率影响不大。 消能率有所增加的原

因在于加沙后阶梯上紊动增强消耗更多能量。
工况 ２ 即流量为 ０ ２９０ ｍ３ ／ ｓ 加粗砂情况下， 加沙后

消能率先降低后恢复。 该工况清水情况下， 阶梯消能和

深潭消能所占比例分别为 ５７％和 ４３％［５］， 深潭的淤积使

得水跃不充分进而消能作用降低， 在第 ３ 次测量深潭淤

积厚度达到 ７ ｃｍ 时， 消能率降低到 ５４ ８％， 后结构恢

复， 消能率恢复。
工况 ３ 即流量为 ０ ２９０ ｍ３ ／ ｓ 加细砾情况下， 加沙后消能率持续降低。 工况 ３ 和工况 ２ 清水情况下， 阶梯

消能和深潭消能所占比例一样， 消能率的降低主要因为深潭淤积导致水跃不充分、 紊动强度下降进而消能减

弱。 细砾工况泥沙粒径更大， 深潭淤积更加严重， 消能率降低更多， 第 ４ 次测量深潭淤积深度达到 １３ ｃｍ
时， 消能率降低为 ４６ ２％。 阶梯消能基本不变的情况下， 消能率随深潭淤积厚度增加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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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１） 推移质输沙改变阶梯⁃深潭河段床面形态、 各部位平均流速及紊动强度， 对阶梯⁃深潭系统消能产生

影响。
（２） 推移质运动使深潭发生淤积， 阶梯上紊动强度略微增加， 深潭淤积导致的水跃不充分使深潭中紊

动强度大大下降， 消能率显著降低。
（３） 随着来沙粒径增大， 深潭淤积厚度增加， 消能率降低幅度增加。 在来流较大， 来沙较粗情况下，

阶梯⁃深潭系统消能率会迅速降低， 实际情况下需要定期清理深潭中较大粒径的石块， 以恢复阶梯⁃深潭系统

结构的消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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