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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室内概化模型试验，研究了 “藕节”辫状河的发育和演变过程。从初始顺直小河开始，以黄河花园口

水文站枯水期和洪水期流量为背景，概化试验入口水沙条件，成功塑造了具有典型藕节的辫状小河。模型小河的

试验发现：① 原顺直河道交错边滩的发育对辫状河道 “藕节”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② 结合自然河流和试验小

河，“藕节”河段形态特征系数 Ｉ与河道稳定性参数 θ呈较好的非线性关联性，说明辫状河道除了沙粒阻力和床面

形态阻力，也可以采取断面形态一收一放的 “河势形态阻力”方式消耗，制衡部分水流能量；③ 流量过程是控制

河段形态特征的决定因素之一，大洪水不仅破坏了原交错边滩的特点，也使 “藕节”形态遭到破坏；但在中小流

量下，河段保持了较好的 “藕节”驻点、“藕身”收放的特点。本研究对黄河下游收放相间的 “藕节”河段防洪

起到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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辫状河（ｂｒａｉｄｅｄｒｉｖｅｒｓ）在自然界各种气候区和地形条件下广泛存在［１］
。相比其他河流弯曲、顺直、分

汊、网状等形态，辫状河流的河床演变特性可概化为 “宽、浅、乱”，包括河道宽浅、频繁变化的心滩和沙

洲、不断迁移的主流和汊道，河势变化剧烈以及较为强烈的泥沙输移和岸壁侵蚀
［２］
。黄河是一条举世闻名

的多泥沙河流，生态系统脆弱，下游铁谢至高村河段是典型的辫状河，其沿程河宽一放一收，有如藕节相间

一般
［３］
。具有藕节形态的辫状河道，由于河宽宽窄交替，极易发生横河、斜河，对防洪十分不利。

国内外开展辫状河型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野外观测、数值模拟和物理模型。王随继
［４］
基于黄河野外调

查，探讨了辫状与其他河型相互转化的内在驱动机制；Ｌａｎｅｓ等［５］
利用 ＤＥＭ结合遥感的方法分析了野外砾

石河床辫状河的冲淤规律；Ｂｒａｓｉｎｇｔｏｎ等［６］
运用陆地激光扫描等手段研究野外辫状河尺度、粒度和沉积相在

空间上的分布。一般来讲，野外监测可直接为工程实践服务，但采集数据的区域性较强。另外，河床演变时

间尺度一般在数百年至上千年，致使学者们在野外很难跟踪辫状河的长期演变趋势。近些年随着人类计算能

力的飞跃，采用数学模型模拟河流地貌发育和演变过程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手段。Ｍｕｒｒｙ和 Ｐａｏｌａ［７］利用元
胞机模型模拟辫状河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显示影响辫状河形成的主要因素是推移质的沉积和运输；Ｓｔｅｃｃａ
等

［８］
在原有二维 ＧＩＡＭＴ２Ｄ模型中增加了植被模块，计算结果表明植被生长会促使辫状河向具有单一河道的

河型发展。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河床演变问题的复杂性，目前的数值模拟技术往往对复杂物理过程进行简

化，包括对水动力过程和泥沙冲淤过程进行非耦合求解，忽略紊流猝发和河床物质不均匀带来的随机性等

等
［９］
。相比较而言，物理模型试验可以孤立各个影响因素，采用简化边界条件而不简化物理过程的研究手

段，有助于从内部机理上解释河型成因。李保如和屈孟浩
［１０］
较早开展了模型辫状小河的研究，总结出模型

小河的河相关系，并得到了输沙率与水力泥沙因素的关系式；Ａｓｈｍｏｒｅｐ［１１］利用初始顺直小河通过控制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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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比降成功塑造了与自然界相似的辫状河流，认为河流的分汊是因为心滩的发育导致；Ｅｇｏｚｉ和 Ａｓｈｍｏｒｅ［１２］

利用室内水槽试验研究了辫状河来水流量与有效分汊强度之间的关系，并确定 ０４为辫状河的相对稳定系
数；许栋等

［１３］
采用无黏性中粗沙进行河流演变的自然模型试验，表明河道的横向稳定性是河湾发育的重要

条件；李志威等
［１４］
通过对辫状河单个卵石沙洲的淤积和冲刷试验，揭示不同加沙速率、粒径和来流量条件

下，沙洲淤积和冲刷规律。有关辫状河型的室内试验研究已经不少，但迄今为止，对于宽窄相间的藕节辫状

河的形成规律尚需进一步研究。

本文以黄河下游藕节辫状河段为背景，利用试验室概化模型小河试验来研究，探讨藕节辫状河的形成原

因和演变规律，旨在对黄河下游防洪起到借鉴作用。

１　试验装置、方法与内容

１１　试验装置
模型试验安置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表水土过程试验大厅。试验装置如图 １所示，由 ３

个系统组成：

（１）循环供水加沙系统。试验采用此循环供水装置，由变频水泵变频器结合电磁流量计来控制流量，
在水流入口处设置自动加沙器来控制加沙量，模型河道水流经沉沙池沉沙处理后通过回水管道返回蓄水池，

供循环使用。

（２）试验水池系统。主要由 ５５ｍ×４ｍ×４ｍ蓄水池（附有消能池）、６ｍ×２０ｍ×０８ｍ的试验段、６ｍ×

３ｍ×０８ｍ一级沉沙池以及 ６ｍ×３ｍ×０８ｍ的二级沉沙池组成。
（３）数据、图像采集系统。由置于试验区两侧固定轨道上的电动测桥以及架设于试验区中部和尾部的

ＰＴＶ自动摄影系统等组成。
１２　试验方法

本研究在室内构建概化物理模型，采用过程响应的研究方法
［１５１６］

。传统的河工模型基于牛顿力学，需

严格满足几何、运动和动力条件的相似，善于解决具体工程项目；而过程响应模型基于地貌类比性法则，注

重河型转化物理过程的相似，不要求各类比尺的严格相似。

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后，黄河下游的来水来沙量明显减小，小流量淤积成了黄河下游主河道萎缩的主要
原因；而一旦洪水来临又会造成比以往更加严重的灾害

［１７］
。鉴于此，本次试验从原始顺直小河开始，以流

量介于洪水流量和枯水期流量的小水造床流量进行初始河型塑造。黄河下游河道的小水造床流量按照文献

［１８］的方法进行估算，大概为 １８００ｍ３／ｓ，按相似理论计算的流量比尺设计试验流量为 ７ｍ３／ｈ，第二阶段枯
水期流量则为 ３５ｍ３／ｈ，第三阶段洪水期典型流量过程（１９８２年典型洪水事件洪峰过程）为原型进行概化处
理

［１９］
（如图 ２所示）。

图 １　试验段示意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ｓｍａｌｌｒｉｖｅ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图 ２　流量（左 Ｙ轴）与加沙（右 Ｙ轴）设计过程线

Ｆｉｇ２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ｌｅｆｔＹａｘｉｓ）ａｎｄｓａｎｄｆｅｅｄ（ｒｉｇｈｔＹａｘ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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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加沙采用天然沙，粒径 Ｄ５０＝０１４ｍｍ。加沙量按照张瑞瑾水流挟沙力公式求得，各试验阶段的试验
参数设置如表 １所示。枯水期由于流量较小，保持不加沙；洪水期加沙情况则根据流量概化曲线比例对应，
最大加沙率为 ２６ｋｇ／ｍｉｎ。
１３　试验内容

共进行 ３个组次试验，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自然条件下辫状河流的形成、发育过程；辫状河流在经历不
同来水来沙情况下的演变过程。测量主要参数如表 １所示。

表 １　试验主要参数设置

Ｔａｂｌｅ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试验组次
初始宽深比

Ｂ／Ｈ
床面比降

Ｊ／‰
泥沙粒径

Ｄ５０／ｍｍ
流量

Ｑ／（ｍ３·ｈ－１）
加沙量

Ｑｓ／（ｋｇ·ｍｉｎ
－１）

试验历时

Ｔ／ｈ

Ｓ１ ３５／３ ７ ０１４ ７
０
１３

４５（０～４５ｈ）
６５（４５～１１０ｈ）

Ｓ２ １９０／３５ ７ ０１４ ３５ ０ ２００

Ｓ３ ２００／３８ ７ ０１４ ５～１４ ０５～２６ ２０

　　主要试验步骤为：
（１）首先利用刮沙木板平整床面，铺沙厚度上游为 ４４ｃｍ，下游出口处 ３０ｃｍ。然后从沉砂池开始向上

游雍水，一直淹没到整个试验区，静置 ２４ｈ，使床面泥沙在水压下保持紧实。
（２）排水后，在整个试验区铺设均匀坡降与原始小河，使河谷纵向比降为 ７‰，横向比降为 ３‰，原始

顺直小河断面为梯形断面（河底宽 ２５ｃｍ，顶宽 ３５ｃｍ，深 ３ｃｍ，边坡坡降 ３∶５）。
（３）试验前保持整个沙层的充分湿润，避免下渗导致表层水流减少。
（４）启动变频水泵，使稳水消能池的水位缓慢上升，并从出口均匀流入初始断面，控制出口流量至设

计值。

（５）在试验过程中，使用自动加沙器保证加沙的正常持续进行。采用自动摄像系统每间隔 １５ｍｉｎ拍照、
ＰＴＶ（粒子跟踪测速系统）测量水流表面流速，并跟踪河流平面形态的变化。运用 ＦＡＲＯ３ＤＸ１３０激光扫描仪
对干河床进行扫描，获取断面变化与冲刷淤积变化数据。

２　试验过程描述

整个试验过程可以分为 ３个阶段：① 藕节辫状河型的发育初期（０～４５ｈ）；② 藕节辫状河发育成熟至稳
定阶段（４５～３１０ｈ）；③ 藕节辫状河经历大洪水过程（３１０～３３０ｈ）。通过定点摄像并分析图片序列，获得不
同组次不同时刻试验中河床和河岸运动情况。各阶段模型小河的地形照片见图 ３，河宽变化见图 ４。
２１　藕节辫状河态的发育初期（０～４５ｈ）

试验开始后的前 ５ｈ之内，水流从顶宽 ３５ｃｍ的顺直小河道通过梯形断面结构，河床出现了平行沙纹，
边岸出现不规则局部坍塌。１５ｈ以后，由于过水面积增大，断面流速减小，同时床面冲刷下切和地形的改变
也消耗了部分清水能量，致使河道边岸的侵蚀速率相对减缓

［２０］
。４５ｈ后，河道沿程边岸的展宽趋于稳定，

新河道宽度在 １～１４ｍ之间。河岸两岸的坍塌速率沿程出现差异，有快慢交错的特点，但河道在平面形态
上没有显露出明显的藕节形状。

２２　藕节辫状河态的发育中、后期（４５～１１０ｈ）
伴随着泥沙的淤积，床面上开始出现较大尺度的浅滩，水流在浅滩处的水深和流速较小，随着周围床面的

冲刷下切，浅滩逐渐出露水面，形成暴露的边滩和心滩。水流绕心滩两侧流动，形成汊道，在下游继续分汊或

合并，继而向辫状河道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原来已经基本稳定的边岸又开始继续展宽，新河道宽度达到１３～
２２ｍ后趋于稳定，试验小河上游１０ｍ以内已经出现明显的３个藕节河段（图４两虚线之间河段），下游河段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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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藕节辫状河发育和演化过程

Ｆｉｇ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ｒａｉｄｅｄｒｉｖｅｒｗｉｔｈ‘ｌｏｔｕｓｒｏｏｔｓ’

节发育不明显（图３（ｃ））。

（Ｂ：河宽；ｗｂ：藕身宽；ｗｃ：藕节宽；ｄ：藕身长）

图 ４　河宽沿程变化与形态参数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ｂａｎｋｗｉｄｔｈａｎｄｓｈａｐ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１１０～３１０ｈ：从整体看来，小水主要沿深泓线移动，
侵蚀边岸的能力较弱。但是 “小水走弯”的特性也使得

试验小河的下游 １３～１４ｍ处出现了一次明显的岸壁坍
塌，形成了藕节小河的第四个展宽段（图 ４）。同时由于
下泄清水的缘故，致使沿深泓的主河槽轮廓、形状更加

清晰，小水流路呈现出典型弯曲河道的特性（图 ３（ｄ））。
试验小河的尾闾河段（从 １６ｍ开始），水流较浅，洲滩林
立，流路多股并存，主流在期间摇摆不定，游荡特性非

常显著，这符合黄河尾闾河段的天然特性。

２３　藕节辫状河经历大洪水过程（３１０～３３０ｈ）

洪水期峰值达到 １４ｍ３／ｈ，此时模型小河多处出现溢
岸和切滩，除了少数地势较高的区域，原来出露在河道

内的心滩或者边滩大都被水流淹没。水流携带大量的泥

沙进入主河道，持续的冲刷和淤积导致原有河道的重新塑造。整体看来，洪水期的河道边岸弯曲度较之前变

小（图 ３（ｅ）），很多心滩和边滩消失或缩小，多处出现切滩现象。河宽普遍展宽了 ０３～０５ｍ，藕节结构有
被破坏的趋势，辫状河流向着更加不稳定的方向发展。

３　试验结果分析

３１　河道冲淤变化
在 Ｔ１试验时段（４０～１１０ｈ）：河道的主要演变过程为藕节辫状河型的塑造，表现在对原来顺直河道两岸

的交替冲刷扩展和淤积：前 ６ｍ主要表现为左岸冲刷而河道中部淤积，平均冲刷速率为 １３３ｃｍ３／ｈ，淤积速
率为 ４３ｃｍ３／ｈ；６～１３ｍ表现为右岸冲刷中部淤积，平均冲刷速率为 １０６ｃｍ３／ｈ，淤积速率为 ５１ｃｍ３／ｈ；
下游 １３～１８ｍ表现为以左岸为主的岸壁冲刷，平均冲刷速率为 １３３ｃｍ３／ｈ，淤积速率为 ４３ｃｍ３／ｈ；尾闾河
段则形成了以左岸扩展为主的数股冲刷水流平均冲刷速率为 １７ｃｍ３／ｈ，淤积速率为 ２８ｃｍ３／ｈ。该时段河道
整体上冲刷速率普遍大于淤积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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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Ｔ２时段即枯水期流量下，尾闾河段（＞１５ｍ）出现普遍且较为强烈的冲刷，平均冲刷速率为 ４８ｃｍ
３／ｈ，

淤积速率则为 ２７ｃｍ３／ｈ；＜１５ｍ的上中游河段，淤积强烈，平均为 ５９ｃｍ３／ｈ，冲刷速率减小为１３ｃｍ３／ｈ，
这是由于流量减小，水流挟沙能力降低导致。沿程出现了明显的临近岸壁的边滩淤积和临近中部的主汊道和

心滩淤积，这与黄河下游河道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开始的小水淤积造床类似，对今后有可能出现的大洪水
行洪不利。

在 Ｔ３时段的大洪水流量过程下，上游＜６ｍ河段是主要的淤积河段，平均淤积速率为 ３０ｃｍ
３／ｈ，冲刷速

率为 １２ｃｍ３／ｈ。由于 “大水走直”，＜１３ｍ的上游河段侵蚀连续贴近右岸，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来深泓的弯
曲结构。以 １０～１１ｍ为藕节分界，上游７～１０ｍ和下游１２～１５ｍ展宽河段在强烈的冲刷作用下形成了明显多
汊河道（以 ３个主汊为主）。＞１５ｍ的尾闾河段，河道中部有少量淤积，冲刷以近左岸为主，近右岸为辅，冲
刷速率为 ２４２ｃｍ３／ｈ，淤积速率为 １０４ｃｍ３／ｈ。

图 ５　不同时段冲淤深分布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ｒｏ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

３２　深泓线变化
河道深泓线是主槽内床面最深点的连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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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初期，水流进入顺直小河槽，左右岸的水动力条件基本一致（图 ６（ａ））；随着水流冲刷持续进行，
水流动力轴线发生偏转，在河槽入水口水流轴线开始向左岸偏移，河道展宽，右岸开始出现浅滩。１５～４５ｈ
河道持续展宽，深泓线变得更加弯曲（图 ６（ｂ））。４５ｈ加沙以后，深泓线开始出现典型弯曲河道的特性，包
括外形贴近标准的正弦派生曲线以及出现一些规则等距的弯头等。深泓线的弯曲河道特征在经历小流量长达

２００ｈ的冲刷后得到加强，小流量起到展宽主汊、稳固深泓的作用。
大洪水期流量过程冲刷下，左岸上游 ５ｍ处出现了切割边滩现象，１３～１４ｍ处水流横向切割心滩，深泓

突变到左岸。整体上看大洪水使深泓线趋于顺直，且破坏了深泓的弯曲特性。

３３　断面变化
藕节段的断面变化以１１ｍ断面为例（图７（ａ））。清水冲刷４５ｈ之后，原梯形断面宽度向右岸方向拓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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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不同流量下深泓线摆动情况

Ｆｉｇ６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ａｌｗｅｇ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

１４ｍ，但主要河道集中在中部 ０５ｍ以内，由一主一次两股汊道组成，主汊临近原断面。自 ４５ｈ入口加沙
至 １１０ｈ，１１ｍ断面宽度仅略有增大，但断面冲淤位置发生较大的调整：原临近中部的主河道发生了严重淤
积，出现浅滩，原来的左侧滩地则冲刷出现多股水流分路。这些多股分汊在历时 ２００ｈ的小水期水流集中到
临近左岸的一股，其他汊道淤废。河道右侧滩地在 １１０ｈ也发生了轻微冲刷，小水期有心滩出露，此时藕节
辫状河已基本发育完成。在经历了历时 ２０ｈ的大洪水过程之后，即试验至 ３１０ｈ时，该藕节河段未见明显的
冲刷，相反，原来的浅槽被淤积充填，中部的心滩连成一片，更加明显。

展宽段的断面变化以 １４ｍ断面为例（图 ７（ｂ））。藕节辫状河在 ３１０ｈ时发育成熟，此时该断面河宽达到
２２ｍ左右，沿断面横向出现多达 １７个大大小小的汊道，呈现典型 “辫状”特征。在经历了历时 ２０ｈ的大
洪水过程之后，即试验至 ３１０ｈ时，该展宽河段临近右岸发生严重的冲刷，出现一个明显的主汊，左岸原来
的多个浅汊基本上被淤平。再次证实大洪水不利于藕节辫状河的发育。

图 ７　不同时刻 １１ｍ、１４ｍ河道典型断面变化

Ｆｉｇ７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１１ｍａｎｄ１４ｍ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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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藕节辫状河成因探讨

Ｌｅｏｐｏｌｄｌ和 Ｗｏｌｍａｎｍ［２１］发现辫状与弯曲河型的比降和流量往往处于不同的组合关系中，把河型解释为
在不同边界和来水来沙条件下河流系统自我调整趋于平衡的产物。在试验的前 ４０ｈ过程中，入口为清水水
流，顺直小河先以河床冲刷为主，床面上形成一定规律排列的沙纹。紧接着河道逐渐展宽（展宽速率沿程不

均匀无规律），水流也开始扭曲、混乱，河型逐渐向辫状河型转化。但河道平面上较有规则的藕节形态是在

４５ｈ加沙以后才出现的，至 １１０ｈ结束上游已经形成 ３个明显的展宽段。
Ｅｎｇｅｌｕｎｄ［２２］、倪晋仁和王随继［２３］

等假定交错边滩是冲积河流弯曲形成的初始阶段，而奥利森和张晓

明
［２４］
考虑到弯道河岸侵蚀率普遍较低，认为驻波（非传播扰动）是河道弯曲发展的原因。基于稳定性分析，

奥利森和张晓明
［２４］
认为窄深的顺直河道是稳定的，而宽浅的顺直河道却趋于形成交错边滩，交错边滩的波

长 λ为宽度的 ３～４倍。钱红露等［２５］
研究发现：在一定的条件下，当渠道的宽深比＜１２时，交错边滩不会生

成；随着宽深比的增加（１２～５０），交错边滩形成且波长 λ会逐渐增大，波高先迅速增大后保持稳定；而当宽
深比过大时（＞５０），生成的就不是交错边滩而是多行边滩，即逐渐向辫状河型过渡。

在本研究中，试验小河的宽深比从 １２逐渐增大到 ５２左右，交错边滩也随着河道的冲刷与淤积向下游传
递，但是其波长λ随着放水时间进行，在４５ｈ出现且逐渐趋于稳定，这与钱红露等［２５］

在试验中的发现一致。

通过图 ８交错边滩 λ与藕身长 ｄ的关系可以看出，λ与 ｄ保持较好的线性关系，可以表达为 ｄ＝１２λ－
０６７，Ｒ２为０６２。可以看出，试验小河交错边滩的发展对 “藕节”辫状河的 “藕身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从顺直小河演化到 “藕节状”辫状河，原顺直河型交错边滩的发育起到了控制 “藕节”的重要作用，

那么，实验室与野外 “藕节”河段的形态特征有无相似之处呢？为了研究 “藕节状”辫状河与水流、泥沙、

能量的关系，定义 “藕节状”河段特征系数 Ｉ为

Ｉ＝
ｗｂ－ｗｃ
ｄ

（１）

式中：ｗｂ为 “藕身宽”；ｗｃ为 “藕节宽”；ｄ为 “藕身长”。ｗｂ－ｗｃ为藕身与藕节的形变差，表示水流通过展
宽变化进行消能的形态变量，而（ｗｂ－ｗｃ）／ｄ则是描述藕节平面形态的一个量纲一参数。考虑到影响 “藕节

状”辫状河段特征系数 Ｉ的有关物理量有：河谷比降 Ｊ，河段平均流速 Ｕ，泥沙中值粒径 Ｄ５０和重力加速度
ｇ，其中河段平均流速 Ｕ为表层中心线平均流速。利用量纲分析法则，对 Ｉ的数学表达式进行推导：

Ｉ＝ｋ
Ｕ２Ｊ
ｇＤ５０( )

ｍ

（２）

定义辫状河道稳定性参数 θ＝
Ｕ２Ｊ
ｇＤ５０
，表征水流能量和河道阻力（这里以沙粒阻力为代表）之间的对比关系。运

用韩琳等
［３］
黄河下游花园口—开仪、开仪—赵沟河段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的形态系数数据，结合本试验的河道数

据进行非线性拟合，可得 ｋ＝０１７１３，ｍ＝０３２６，即

Ｉ＝０１７１３
Ｕ２Ｊ
ｇＤ５０( )

０３２６

（３）

θ与 Ｉ拟合结果（图９）可以发现，相关系数 Ｒ２为０６８８，说明 θ与河段特征系数 Ｉ的关联较强。从 θ形式
上看，其分子项 Ｕ２Ｊ表征水流能量大小。对于拥有松散岸壁结构的辫状河段而言，一般水流能量越大，河道
越不稳定。分母项 ｇＤ５０中 ｇ为常数项，Ｄ５０为泥沙中值颗粒，粒径越大，沙粒阻力越大，河道越稳定。式（３）
隐含的物理机制在于：对一些辫状河段（如东坝头上游河段）来言，除了沙粒阻力，河道也可以通过调整

“藕身”、“藕节”的宽度差，采取一收一放的 “形态阻力”方式消耗，制衡部分水流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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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λ与 ｄ关系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λａｎｄｄ

　

图 ９　θ与 Ｉ关系

Ｆｉｇ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θａｎｄＩ

通过试验研究和黄河下游的野外观察，注意到来水来沙（尤其是来沙）过程是形成 “藕节”状辫状河的

重要控制因素。在试验刚开始的 ４５ｈ内，由于没有加沙过程（图 ３（ｂ）），河宽发育并不明显，床面主要形成
依次排列的沙波纹；当进入加沙过程以后，淤积过程促使交错边滩明显形成，且波长 λ基本保持稳定，这
与钱红露等

［２５］
对交错边滩的研究相似。随着流量逐渐增加，河道则通过调整形态系数 Ｉ来改变，即改变藕

身和藕节宽窄自适应河道的能量平衡。然而，“藕节”河段形成的水沙条件临界点尚需进一步研究。洪水流

量破坏了原来交错边滩的条件，河段不再具备 “藕节”的特点。这也说明交错边滩的形成和维持对于 “藕

节”辫状河的形态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

５　结　　论

（１）模型小河的试验发现原顺直河道交错边滩的发育对辫状河道 “藕节”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

（２）结合自然河流和试验小河， “藕节”河段形态特征系数 Ｉ与河道稳定性参数 θ呈较好的线性关联
性，说明辫状河道除了沙粒阻力，也可以采取断面形态一收一放的 “形态阻力”方式消耗，制衡部分水流

能量。

（３）流量是控制河段形态特征的决定因素，“洪水过程”不仅破坏了原交错边滩的特点，也使 “藕节”

形态遭到破坏；但在非洪水流量下，河段保持了较好的 “藕节”驻点、“藕身”收放的特点，可以为工程防

护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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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伦理与学术不端声明

《水科学进展》作为一本严格执行同行评议的学术性期刊，一直致力于抵制学术不端行为，营造学术期刊良好的学术氛

围。为加强科技道德规范，促进科研诚信，提高我国科技工作者和科技期刊编辑出版队伍的职业道德水平，保障我国科技事

业的健康发展，期刊编委会声明如下：

（１）进一步完善同行专家评议机制，从源头上严把论文评审关口，确保学术评价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公信力。

（２）作者所投稿件必须是原创性研究成果，无任何学术不端行为 （剽窃、伪造、篡改、不当署名、一稿多投、重复发表

和拆分发表等），符合有关法规和政策的要求，不存在涉密内容；作者在文章中引述他人观点和成果等应注明出处，应对非涉

密研究项目获得的经费支持及来源予以标明；所有的作者都应该在工作中有所贡献，作者署名及排序无争议。

（３）审稿人应严格执行稿件学术质量审查规范，客观、公正、公平对待每篇稿件，严禁审稿人利用审稿谋取私利乃至剽

窃所审稿件内容。

（４）编辑工作应参照出版伦理委员会 （ＣＯＰＥ）制定的期刊编辑行为准则和实践指南，稿件的送审、录用与拒稿应坚持

公平公正原则；编辑有义务保护作者的知识产权，论文发表前不向稿件处理无关人员泄露论文信息。

《水科学进展》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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