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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冲积河流深泓摆动具有复杂的时空变化特点， 其摆动特点对于研究黄河下游河势变化及河床演变规律具有

重要意义。 以 １９８６—２０１５ 年黄河下游 ９１ 个淤积断面汛后实测地形资料为基础， 计算下游断面及河段尺度的深泓摆

动宽度及强度， 分析近 ３０ 年来黄河下游各河段的深泓摆动特点， 并探讨游荡段深泓摆动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结

果表明： 深泓摆动方向具有往复性， 各断面深泓摆动宽度呈现上段大、 中下段小的特点； 小浪底水库运行后下游

深泓摆动宽度大大降低， 游荡段、 过渡段和弯曲段年均深泓摆动宽度较水库运行前分别减小了 ４７％、 ３７％和 ４１％；
河床边界条件（滩槽高差、 河床组成等）对游荡段深泓摆动强度有一定影响， 但上游来水来沙条件是主要影响因素；
建立了游荡段深泓摆动强度与该河段前 ４ 年平均水流冲刷强度的幂函数关系， 并对经验公式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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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深泓点是主槽内床面的最深点， 与断面最大流速处基本相当； 深泓线是河道深泓点的连线， 其变化

趋势不仅能反映河道河势变化， 而且对研究冲积河流河床稳定性及河床演变规律至关重要。 上游来水来沙条

件、 水库调水调沙方式或者河床边界条件的变化都会引起河道深泓线的调整［１］。 黄河下游因其特殊的来水

来沙及河床边界条件， 深泓线演变规律十分复杂， 尤其是在主流摆动不定、 河势变化剧烈的游荡段。 已有资

料表明， 高含沙洪水过程中， 游荡段一昼夜之间深泓摆动宽度可以达到 ６ ｋｍ［２］。 １９９９ 年小浪底水库蓄水拦

沙的运用进一步改变了进入黄河下游河道的水沙条件， 对下游河床调整过程产生了新的影响。 因此， 研究近

３０ 年来黄河下游河道深泓线的摆动特点及规律， 不仅有利于充分认识近期黄河下游河势和河床稳定性变化

趋势， 而且可为河道整治及规划等提供相关参数。
深泓摆动是冲积河流横向摆动的重要方面， 具有复杂的时空变化特点［３⁃４］， 当前国内外对于河道深泓摆

动规律的研究较少。 金德生等［１］分析了三门峡水库运用后（１９６０—１９６４ 年）黄河下游游荡段的深泓变化特点，
发现水库下泄清水阶段， 各河段深泓线总体右偏， 深泓摆动幅度先增大后减小， 直至与建库前大体相当。 陈

建国等［５］研究发现， 游荡段在小浪底水库拦沙期（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的平均深泓摆幅仅为三门峡水库拦沙运用

期（１９６０—１９６４ 年）的 １６％～３４％。 对于深泓摆动的影响因素， 目前普遍认为河流深泓摆动幅度随着比降和

含沙量的增大而增大［６⁃７］。 此外， 研究表明深泓摆动速率与河岸边界土体组成及植被等也有关系［８］， 在河岸

土体抗冲性较差的区域， 深泓线位置会发生很大变动， 岸滩侵蚀也会增强， 加剧河岸的不稳定性。 Ｔｉａｎ
等［９］认为对于游荡型河段， 当年来水量突然增大或减小时， 摆动幅度也会随之增大。 总之， 以往对黄河下

游深泓线摆动的研究大多还处于定性描述阶段， 因此， 有必要定量研究不同水沙条件下黄河下游深泓线的摆

动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以 １９８６—２０１５ 年黄河下游 ９１ 个淤积断面汛后实测地形资料为基础， 从断面及河段尺度研究下游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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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持续淤积时期（１９８６—１９９９ 年）和持续冲刷时期（１９９９—２０１５ 年）各河段的深泓线摆动特点。 探讨游荡段深

泓摆动强度的影响因素， 从而确定影响游荡段深泓摆动强度的关键参数， 并建立两者的经验关系。

１　 研究河段概况

１ １　 黄河下游河段介绍

黄河下游河道具有上段宽下段窄、 上段陡下段缓， 上段冲淤变化大， 下段较稳定的特点。 按照河床演变

特点不同， 可以分为游荡段、 过渡段和弯曲段［１０］， 如图 １ 所示。 其中， 自孟津至高村全长约 ２７５ ｋｍ， 是典

型的游荡型河段， 设有花园口（ＨＹＫ）、 夹河滩（ＪＨＴ）和高村（ＧＣ）３ 个水文站， 共有 ２８ 个淤积断面。 游荡段

具有独特的地貌特征， 收缩段与扩张段交替出现， 呈宽窄相间的藕节状， 扩张段内洲滩密布、 汊道交织。 河

段内洲滩众多， 河床边界多由易冲刷的细沙组成， 汛期在较强的水流作用下， 河势变化速度相当快， 往往一

次洪水涨落过程就可能引起主流位置发生很大变化。 高村至艾山长约 １５５ ｋｍ， 为游荡型向弯曲型发展的过

渡型河段， 设有孙口（ＳＫ）和艾山（ＡＳ）２ 个水文站， 共有 ２８ 个淤积断面。 该河段两岸土质较好， 加之工程控

制， 主槽摆动幅度及速率较游荡型河段都要小， 稳定性大于游荡段。 艾山至利津， 长约 ３０１ ｋｍ， 为弯曲型

河段， 该河段布设有泺口（ＬＫ）和利津（ＬＪ）２ 个水文站， 共有 ３５ 个淤积观测断面。 其滩槽高差较大， 主要河

湾都得到了工程控制， 主槽横向摆动不明显， 平滩河宽调整较小［１１］。

图 １　 黄河下游平面示意

Ｆｉｇ １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１９５０ 年以来， 黄河下游开始进行河道整治， 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 自下而上修建了大量的河道整治工

程。 河道整治工程主要分为险工和控导工程两部分， 其中为了保护堤防安全依堤修建的丁坝、 垛、 护岸工程

称为险工， 为控导河势在滩区修建的丁坝、 垛、 护岸工程被称为控导工程［１２］。 至 １９９２ 年， 黄河下游游荡

段、 过渡段和弯曲段险工数分别为 ２９、 ２２ 和 ８３， 控导工程数分别为 ６１、 ２７ 和 ９５。 因此， 在黄河下游 ３ 个

河段中， 游荡段单位长度下整治工程数最少， 约为 ０ ３３ 处 ／ ｋｍ， 且一半以上工程不靠河， 主流摆动幅度大；
弯曲段单位长度下整治工程数最多， 约为 ０ ５９ 处 ／ ｋｍ。
１ ２　 水沙过程及河床冲淤

图 ２ 给出了小浪底水库运行前（１９８６—１９９９ 年）及运行后（１９９９—２０１５ 年）进入黄河下游水量和沙量（小
浪底、 黑石关和武涉 ３ 站之和）的逐年变化过程。 从图 ２（ａ）可以看出， １９８６—１９９９ 年， 黄河下游年来水量呈

现减小趋势， 该时期进入下游的多年平均年来水量约为 ２７７ 亿ｍ３， 汛期来水量占全年来水量的 ４６％； １９９９—
２０１５ 年， 进入下游的多年平均年来水量约为 ２５５ 亿ｍ３， 汛期来水量占全年来水量的 ３７％。 从来沙量方面来

看（图 ２（ｂ））， １９８６—１９９９ 年黄河下游来沙量较大， 多年平均年来沙量约为 ７ ４ 亿ｔ， 汛期来沙量占全年的

９５％； １９９９—２０１５ 年， 多年平均年来沙量约为 ０ ８８ 亿ｔ， 汛期来沙量占全年的 ９６％。 由此可见， 小浪底水库

运用后， 下游平均年来水量略有减小， 水量年内分配发生改变， 汛期来水量比重减小。 平均年来沙量大幅度

减小， 约为 １９８６—１９９９ 年的 １２％， 且泥沙主要集中在汛期输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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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黄河下游来水来沙变化

Ｆｉｇ ２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ｇｉｍｅ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已有实测资料表明， 黄河下游沿程冲淤规律表现为上段冲淤幅度较大、 中段与下段冲淤幅度较小等特

图 ３　 黄河下游及各河段的累计冲淤量变化

Ｆｉｇ ３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ｆｒｏｍ １９５０ ｔｏ ２０１５

点［１３］。 １９８６—１９９９ 年期间黄河下游河道经历了持续淤积

过程， 如图 ３ 所示。 该时期内下游河道累计淤积量达到

２１ ００ 亿ｍ３， 其中游荡段为 １５ １０ 亿ｍ３， 约占黄河下游

总淤积量的 ７２％， 过渡段和弯曲段淤积量基本相当， 分

别为 ３ ０００ 亿ｍ３和 ２ ９００ 亿ｍ３。 其中 １９８８ 年、 １９９２ 年

和 １９９６ 年淤积量较大， 主要与这些年份发生高含沙洪水

有关。 下游河道的持续淤积使平滩面积大幅度减小， 主

槽发生萎缩， 过流能力大大降低［１３］。 小浪底水库蓄水拦

沙运用后， 黄河下游河道沿程发生剧烈冲刷， １９９９—
２０１５ 年下游河道累计冲刷量达 １８ ７０ 亿ｍ３。 从冲刷沿程

分布来看， 游荡段冲刷量最大， 累计达 １３ ４０ 亿ｍ３， 约

占下游总冲刷量的 ７２％， 过渡段及弯曲段冲刷量基本相

当， 分别为 ２ ６９０ 亿ｍ３和 ２ ６００ 亿ｍ３。 河床的剧烈冲刷

也使平滩河宽和水深大幅度增加， 主槽过流能力大大提高［１１，１４］。

２　 河道深泓摆动宽度及强度计算方法

本文采用的河道深泓摆动宽度和强度的计算方法主要分为两步： ① 根据当年及上一年汛后实测断面地

形资料， 确定各断面深泓摆动宽度及平滩河宽； ② 采用基于对数转换的几何平均与断面间距加权平均相结

合的方法计算河段平均深泓摆动宽度和强度。
２ １　 断面深泓摆动宽度确定方法

首先选取 １９８６—２０１５ 年黄河下游 ９１ 个淤积断面汛后实测地形资料， 逐一确定每个断面每年汛后的主槽

区域。 值得注意的是， 黄河下游不同河段的断面形态相差较大， 相邻上下游实测断面之间的间距一般也较

大， 因此， 确定任意断面的主槽范围并不容易， 必须通过多个汛前与汛后测次的统测断面套绘以及相邻上下

游断面之间的比较， 才能较为准确地确定主槽范围， 具体确定原则可参考文献［１５］。 在所确定的主槽范围

内， 两岸滩唇之间的距离即为平滩河宽 Ｗ， 河床最低点即为深泓点。 定义各断面当前及上一年汛后深泓点位

置的变化距离为该断面的深泓摆动宽度 ΔＢ（ΔＢ ＞０， 向右摆动； ΔＢ ＜０， 向左摆动）。 以游荡段花园口断面

为例， 由图 ４（ａ）可知该断面内洲滩密布、 汊道交织， 几乎没有有效的控制工程。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年花园口断面

河宽略有增加， 经过一年时间深泓由右岸摆动到左岸。 采用上述方法确定该断面的平滩河宽和深泓摆动宽

度， 如图 ４（ｂ）所示。 平滩河宽由 １９９９ 年的１ ４８０ ｍ增加到 ２０００ 年的１ ６１３ ｍ。 由于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年该断面深泓



　 第 ５ 期 李洁， 等： 近 ３０ 年黄河下游河道深泓线摆动特点 ６５５　　

由右岸摆动到左岸， 摆动宽度达到１ ５４５ ｍ。 １９８６—２０１５ 年黄河下游 ９１ 个淤积断面的平滩河宽和深泓摆动宽

度都采用类似的方法确定。

图 ４　 花园口河段平面及断面形态变化

Ｆｉｇ 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Ｈｕａｙｕａｎｋｏｕ ｒｅａｃｈ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９ ｔｏ ２０００

２ ２　 河段尺度的深泓摆动距离计算方法

黄河下游相邻两实测断面的间距往往不完全相等， 考虑到断面间距不均匀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夏军强

等［１５⁃１６］提出基于对数转换的几何平均与断面间距加权平均相结合的方法来计算河段平均平滩河槽形态参数。
应当指出， 该方法的计算精度与所研究河段内实测断面的数量密切相关， 实测断面数量越多， 计算结果越能

反映研究河段的整体情况。 具体方法为： 假设研究河段的总长度为 Ｌ， 河段内实测断面数为 Ｎ， 相邻两断面

（ ｉ， ｉ＋１）的间距可用 Δｘｉ 表示， 那么河段尺度的平滩河宽可由下式计算：

Ｗ ＝ ｅｘｐ １
２Ｌ∑

Ｎ－１

ｉ ＝ １
（ｌｎＷｉ ＋１ ＋ ｌｎＷｉ）Δｘｉ

æ

è
ç

ö

ø
÷ （１）

式中： Ｗ 为河段平均平滩河宽， ｍ； Ｗｉ 、 Ｗｉ ＋１ 为第 ｉ、 ｉ＋１ 断面的平滩河宽， ｍ。 同样地， 也用类似的方法来

计算河段尺度的深泓摆动宽度， 计算公式为

ΔＢ ＝ ｅｘｐ １
２Ｌ∑

Ｎ－１

ｉ ＝ １
（ｌｎ ｜ ΔＢ ｉ ＋１ ｜ ＋ ｌｎ ｜ ΔＢ ｉ ｜ ）Δｘｉ

æ

è
ç

ö

ø
÷ （２）

式中： ΔＢ为河段平均深泓摆动宽度， ｍ； ΔＢ ｉ、 ΔＢ ｉ＋１为第 ｉ、 ｉ＋１ 断面的深泓摆动宽度， ｍ。
一般而言， 河道宽度越大的河段， 其深泓摆动宽度越大， 河势也越不稳定［２］。 此处引入一个量纲一参

数深泓摆动强度 ＭＴ作为深泓摆动的特征指标， 其计算公式如下：

ＭＴ ＝ ΔＢ
（Ｗ １ ＋ Ｗ ２） ／ ２

（３）

式中： Ｗ １、 Ｗ ２ 分别为当前及上一年的平滩河宽， ｍ。

３　 近 ３０ 年来黄河下游河道深泓摆动特点

本文分别统计了黄河下游河道持续淤积期（１９８６—１９９９ 年）和持续冲刷期（１９９９—２０１５ 年）各断面的深泓

摆动方向、 宽度以及 ３ 个河段深泓摆动的宽度和强度， 下面将从断面及河段尺度分析近 ３０ 年来黄河下游河

道深泓线的摆动特点。
３ １　 典型断面深泓摆动特点

（１） 深泓摆动方向　 金德生等［１］ 研究表明， 三门峡水库清水下泄阶段下游游荡段深泓向右侧摆动， 并

预测小浪底水库运行后游荡段深泓摆动方向也会呈现类似的特点。 然而， 也有研究认为河道深泓摆动方向是

波状的， 无连续趋向左摆或右摆的情况。 一般一二年后即向反方向摆动， 其摆动总是趋向于摆幅的平均

值［１７］。 本文计算了 １９８６—２０１５ 年期间黄河下游 ９１ 个断面的平均摆动次数， 结果表明： １９８６—１９９９ 年黄河



６５６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８ 卷　

下游 ９１ 个断面平均向左摆动次数为 ６ ５８， 平均向右摆动次数为 ６ ２９； １９９９—２０１５ 年黄河下游 ９１ 个断面平

均向左摆动次数为 ７ ７５， 平均向右摆动次数为 ７ ９７。 由此可见， 不管是小浪底水库运行前还是运行后， 断

面深泓点左摆与右摆的频率基本相当， 一般不存在深泓点集中向某一方向摆动的现象， 说明深泓摆动的方向

具有往复性， 也充分体现了冲积河流的自动调整作用［２］。
（２） 深泓摆动宽度　 受水流条件、 河床边界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黄河下游各断面深泓摆动宽度沿程差

异较大。 图 ５ 给出了水库运行前后下游沿程各断面多年平均的深泓摆动宽度。 从图 ５ 可以看出： 在 １９８６—
１９９９ 年期间， 八堡断面多年平均深泓摆动宽度最大， 达到 １ ４５７ ｍ； 在 １９９９—２０１５ 年期间， 摆动宽度最大值

发生在辛寨断面， 达到 １ ５７８ ｍ。 对比这两个时期各断面摆动宽度可以发现， ６７ 个断面水库运行前深泓摆动

宽度大于水库运行后， 尤其是游荡段， 其河段的八堡断面水库运行前深泓摆动宽度比运行后大 １ ０７１ ｍ。 这

说明受小浪底水库蓄水拦沙作用影响， 坝下游河道游荡程度有所降低， 河势向稳定方向发展。 从沿程变化来

看， 无论是水库运行前还是运行后， 上段深泓摆动宽度远大于中段和下段， 一是因为游荡段河床宽浅散乱、
汊道交织， 滩岸易发生坍塌， 且河床冲淤变化剧烈， 使深泓线可能从一个支槽移动到另一个支槽； 二是由于

该河段缺少有效的河势控导工程。 图 ５ 也表明黄河下游各断面的深泓摆动宽度沿程相差很大， 特定断面的深

泓摆动特点难以反映整个河段的特点， 故有必要计算河段尺度的深泓摆动宽度。
３ ２　 河段尺度的深泓摆动特点

３ ２ １　 游荡段

黄河下游游荡段演变特点之一是主流摆动频繁且剧烈， 即深泓变化强度大、 速度快， 摆动幅度往往以公

里计， 河势变化一般在洪峰落水阶段最为剧烈， 有 “大水走中， 小水坐弯， 一弯变， 多弯变” 的特点［１８］。
图 ６ 给出了游荡段辛寨—韦城河段（ＸＷ）１９９９—２０１２ 年深泓线的变化， 从图 ６ 可以看出， 虽然该河段有几处

图 ６　 辛寨—韦城河段深泓变化

Ｆｉｇ 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ａｌｗｅｇ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ＸＷ ｒｅａｃｈ

控导工程（如九堡、 韦滩等）， 但工程基本不靠河， 对河势

控制作用较弱。 辛寨—韦城河段河势变化剧烈， 两岸及深

泓摆动幅度较大。

图 ５　 黄河下游各断面多年平均深泓摆动宽度

Ｆｉｇ ５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ｈａｌｗｅｇ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ｄｔｈｓ ａ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ａｍ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ｄａｍ ｐｅｒｉｏｄｓ

已有研究表明［１，１９］： 在三门峡水库清水下泄阶段， 水流归槽， 主流带趋于稳定， 游荡段深泓摆动宽度大

大减小， 游荡程度降低， 个别河段向微弯方向发展。 采用河段平均的方法计算出游荡段 １９８６—２０１５ 年深泓

摆动宽度及强度， 如图 ７ 所示。 １９８９ 年游荡段平均深泓摆动宽度最大， 达到 ４１２ ｍ。 １９８６—１９９９ 年， 河段平

均的深泓摆动宽度经历了增大、 减小、 再增大、 再减小的过程， 且各年之间的波动较大， 该时期游荡段多年

平均的深泓摆动宽度约为 ２３４ ｍ。 小浪底水库运行后， 年均最大深泓摆动宽度发生在 １９９９ 年， 约为３４２ ｍ，
这主要与水库运行初期水沙条件突变等因素有关。 １９９９—２０１５ 年河段平均深泓摆动宽度波动较小， 基本稳

定在多年平均值 １２３ ｍ 左右， 相当于水库运行前的 ５３％。 由此可见， 水库运行后游荡段深泓摆动宽度大大减

小， 且各年间摆动宽度的波动明显小于水库运行前。 图 ７（ ｂ）给出了游荡段深泓摆动强度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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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１９９９ 年， 深泓摆动强度在 ０ ０８ ～ ０ ２０ 之间变动。 小浪底运行后， 前 ３ 年深泓摆动强度较大， 其中

１９９９ 年汛后摆动强度最大达到 ０ ３６。 而后， 游荡段深泓摆动强度在 ０ ０３～０ １５ 之间变动， 总体较小浪底水

库运行前小。 总体来说， 受小浪底水库的蓄水拦沙作用影响， 蓄水后游荡段深泓摆动宽度和强度都相应减

小， 游荡程度降低。

图 ７　 游荡段深泓摆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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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游荡段深泓摆动最为剧烈， 故可将游荡段进一步划分为 ３ 个河段（小浪底—花园口、 花园口—夹河

滩、 夹河滩—高村）进行分析。 采用同样的方法计算 ３ 个分河段的平均深泓摆动宽度和强度。 从分河段来看，
１９８６—１９９９ 年花园口—夹河滩河段多年平均深泓摆动宽度最大， 达到 ４２７ ｍ， 其中 １９８９ 年河段平均摆动宽

度最大， 约为 ８６２ ｍ； 小浪底—花园口、 夹河滩—高村河段多年平均深泓摆动宽度分别为 ２１６ ｍ、 １５１ ｍ。
１９９９—２０１５ 年， ３ 个河段多年平均深泓摆动宽度都大幅度下降： 尽管花园口—夹河滩河段多年平均摆动宽度

仍保持最大， 但已下降到 １６０ ｍ， 相比于水库运行前降低了 ６３％； 小浪底—花园口、 夹河滩—高村河段多年

平均深泓摆动宽度分别降低到 １３８ ｍ、 ９５ ｍ， 相比于水库运行前分别减小 ３６％、 ３７％。 在多年平均深泓摆动

强度方面， 小浪底—花园口河段多年平均深泓摆动强度由水库运行前的 ０ １５ 减小到 ０ １１； 花园口—夹河滩

河段由 ０ ２８ 减小到 ０ １１； 夹河滩—高村河段基本维持在 ０ １３ 左右。
３ ２ ２　 过渡段及弯曲段

图 ８ 给出了过渡段于庄—杨集河段（ＹＹ）１９９９—２０１２ 年深泓线的变化， 从图 ８ 可以看出， 该河段有多处

控导工程， 工程基本都靠河， 对河段河势控制作用较强， 因此， 该河段深泓摆动幅度远远小于游荡段， 弯曲

图 ８　 于庄—杨集河段深泓变化

Ｆｉｇ 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ａｌｗｅｇ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ＹＹ ｒｅａｃｈ

段的深泓平面变化与过渡段类似。 图 ９ 表明： 在 １９８６—
１９９９ 年期间过渡段和弯曲段多年平均深泓摆动宽度为

７０ ｍ和３９ ｍ； １９９９—２０１５ 年， 这两个河段的深泓摆动宽

度分别减小到 ４４ ｍ 和 ２３ ｍ。 由此可知， 小浪底水库运行

前后过渡段多年平均深泓摆动宽度都大于弯曲段； 两个

河段水库运行后深泓摆动宽度都小于水库运行前， 且过

渡段减小的幅度更大。 从多年平均深泓摆动强度来看，
过渡段由水库运行前的 ０ １０ 减小到 ０ ０９， 弯曲段由

０ ０９ 减小到 ０ ０６。 因此， 这两个河段近 ３０ 年来深泓摆

动特点与游荡段类似， 水库运行后摆动宽度和强度都有

所减小。 但这两个河段的摆动宽度和强度远小于游荡段，
主要与过渡段和弯曲段的滩岸土体抗冲性较强及守护工

程较多等因素有关［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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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过渡段及弯曲段深泓摆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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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游荡段深泓摆动强度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黄河下游各河段深泓摆动特点的研究， 发现过渡段和弯曲段深泓摆动宽度不大， 故选取黄河下游

摆动最为剧烈的游荡段来研究影响深泓摆动强度的主要因素。 一般说来， 上游来水来沙以及河床边界条件的

改变是影响河道深泓摆动的主要因素， 尤其是多沙的游荡型河流［２］。 下面将探究滩槽高差、 床沙粒径和来

水来沙条件对游荡段深泓摆动强度的影响规律。
４ １　 滩槽高差及床沙粒径的影响

滩槽高差的大小（或平滩流量的大小）是反映河势稳定的一个重要指标， 一般而言滩槽高差越大则深泓

摆动幅度越小， 河势越稳定［２］。 同样采用基于对数转换的几何平均与断面加权平均相结合的方法计算游荡

段滩槽高差， 并点绘深泓摆动强度与河段平均滩槽高差的关系， 如图 １０ （ ａ） 所示。 从图 １０ 可以看出，
１９８６—１９９９ 年游荡段滩槽高差较小， 一般不超过 ２ ｍ； 小浪底水库运行后， 滩槽高差逐渐增加， 到 ２０１５ 年

河段平均滩槽高差接近 ４ ｍ。 河段平均深泓摆动强度随滩槽高差的增大而减小， 尽管两者的相关系数（０ ３５）
并不是很高， 但还是反映出滩槽高差越大深泓摆动强度越小的趋势。 图 １０（ｂ）给出了游荡段平均深泓摆动强

度与河段平均床沙中值粒径（Ｄ５０）的关系。 由图 １０ 可知， １９８６—１９９９ 年床沙中值粒径较小， 基本在 ０ １ ｍｍ
以下。 １９９９ 年后由于下游河道持续冲刷， 河床发生粗化， 床沙中值粒径逐年增加。 据统计， 花园口、 夹河

滩和高村 ３ 个断面床沙中值粒径分别由 １９９９ 年的 ０ ０７ ｍｍ、 ０ ０６ ｍｍ 和 ０ ０７ ｍｍ 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０ ２６ ｍｍ、
０ １３ ｍｍ 和 ０ １２ ｍｍ。 从图 １０ 还可以看出， 游荡段平均深泓摆动强度随床沙中值粒径的增大而减小， 两者的

相关系数约为 ０ ４８。 可见， 水库运行造成下游河道冲刷， 引起滩槽高差增大和河床粗化， 都会使游荡段深

泓摆动强度减小。
４ ２　 来水来沙条件的影响

在一年之内， 游荡段的摆动具有季节性的变化， 一般来说， 汛期的摆动强度会大于非汛期， 因为汛期水

流的造床作用要比非汛期强。 水沙条件主要指一定时期内进入下游的流量、 含沙量及其过程。 此处用年平均

水流冲刷强度 Ｆ ｉ 来表示上游来水来沙条件， 其表达式为

Ｆ ｉ ＝ （Ｑ２
ｉ ／ Ｓ ｉ） ／ １０４ （４）

式中： Ｑｉ 为年平均流量， ｍ３ ／ ｓ； Ｓ ｉ 为年平均含沙量， ｋｇ ／ ｍ３。 冲积河流在平衡状态下， 某一断面的输沙率 Ｑｓ

与该断面的流量 Ｑ 存在经验关系： Ｑｓ ＝ａＱｂ， 其中 ａ 为系数， ｂ 为指数。 以花园口、 夹河断面 １９５０—２０１５ 年

年平均流量和平均输沙率对该经验公式进行率定， 发现两者的指数 ｂ 为 ２ ０ 左右。 因此， Ｑｉ
２ 可近似代表该

断面的水流挟沙能力， 而 Ｑ２
ｉ ／ Ｓ ｉ 则代表了特定流量下挟沙力与含沙量的比值。 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黄河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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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深泓摆动强度与河床边界条件的关系

Ｆｉｇ １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ｈａｌｗｅｇ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ｌｏｏｄｐｌａｉｎ⁃ｃｈａｎｎｅ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ｎ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ｂ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推移质仅占总含沙量的 ０ ５％， 故在分析中将推移质含沙量忽略不计， 认为黄河下游游荡段河床形态的变化

由悬移质输沙引起［１１］。
根据冲积河流滞后响应模型的理论［２１⁃２２］， 现有河床形态是前期水沙条件多年累积作用的结果， 河床形

态参数的变化与前期若干年的平均值变化趋势一致。 因此， 考虑到深泓摆动强度对来水来沙条件的滞后响

应， 本文前期水沙条件用前 ｎ 年平均水流冲刷强度 Ｆｎ 表示， 即

Ｆｎ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Ｆ ｉ （５）

式中： Ｆ ｉ 为第 ｉ 年平均水流冲刷强度。 用若干年平均水流冲刷强度 Ｆｎ 表征前期的水沙条件， 游荡段深泓摆

动强度则可以表示为 Ｆｎ 的经验函数。 为研究游荡段深泓摆动强度与来水来沙条件之间的关系， 采用 １９８６—
２０１２ 年花园口年均水流冲刷强度与游荡段深泓摆动强度建立经验关系， 采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数据进行验证。
计算发现， 经验关系的相关系数与所考虑的年数呈抛物线关系， 并在 ｎ ＝ ４ 时相关系数达到最大。 图 １１（ａ）

给出了 １９８６—２０１２ 年游荡段深泓摆动强度与前 ４ 年平均水流冲刷强度的关系。 游荡段深泓摆动强度随 Ｆ４ 的

增大而减小， 且两者呈幂函数关系， 相关系数在 ０ ５５ 左右。 这说明来水来沙条件是深泓摆动强度的主要影

响因素， 平均水流冲刷强度越大， 深泓摆动强度越小， 游荡性越低。 需要指出的是， 公式的计算精度与所研

究河段内实测断面的数量密切相关， 实测断面数量越多， 计算结果越能反映研究河段整体的情况。 采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的资料对经验公式进行初步验证， 结果如图 １１（ｂ）所示。 计算值与实测值相差不大， 经验公式

基本可以反映游荡段深泓摆动强度的变化趋势。 因此， 来水来沙条件是影响游荡段深泓摆动强度的主要因

素， 而前 ４ 年平均水流冲刷强度是影响深泓摆动强度的关键水沙因子。

图 １１　 深泓摆动强度与来水来沙条件的关系

Ｆｉｇ １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ｈａｌｗｅｇ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ｇｉ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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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　 　 论

（１） 深泓摆动方向具有往复性， 无论水库运行前还是运行后， 断面深泓线左摆或右摆的频率基本相当；
各断面深泓摆动距离沿程差异较大， 黄河下游断面深泓摆动宽度呈现上段大、 中下段小的特点。

（２） 小浪底水库运行后， 黄河下游河段经历了持续冲刷下切， 河床不断发生粗化， 下游各河段深泓摆

动宽度和强度大大降低， 游荡段、 过渡段和弯曲段年均深泓摆动宽度分别由 １９８６—１９９９ 年的 ２３４ ｍ、 ７０ ｍ
和 ３９ ｍ 减小到 １９９９—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２３ ｍ、 ４４ ｍ 和 ２３ ｍ。 这说明小浪底水库运行以来， 下游河床调整以冲深下

切为主， 横向摆动较水库运用前大大降低。
（３） 在游荡段深泓摆动的影响因素中， 来水来沙条件是影响摆动强度的主要因素， 深泓摆动强度随花

园口站前 ４ 年平均水流冲刷强度的增大而减小。 河床边界条件（滩槽高差、 河床组成）对深泓摆动也有一定

的影响。 建立了游荡段深泓摆动强度与花园口 Ｆ４ 的幂函数关系， 采用经验公式得到的计算值与实测值总体

符合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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