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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型水库运行改变了坝下游水沙条件ꎬ 引起河床冲淤、 洲滩形态等适应性调整ꎬ 尤其是近坝段沙质河床的

响应最为敏感ꎮ 以三峡大坝下游近坝段沙质河段为研究对象ꎬ 采用 １９５５—２０１８ 年水沙数据与 １９７５—２０１８ 年地形资

料ꎬ 研究了河床冲淤量及河床形态、 洲滩形态演变及联动关系等ꎮ 研究表明: 伴随流域来沙量减少ꎬ １９７５—２０１８
年河床为累积冲刷态势ꎬ 枯水河槽冲刷量占总冲刷量的 ９３. １％ ꎬ 同步发生洲滩面积减少、 深泓下切ꎻ 以 ２００９ 年分

界ꎬ 滩槽冲淤逐渐由“低滩冲刷ꎬ 高滩淤积”逐渐向“低滩、 高滩均冲”转变ꎻ 受来沙量锐减、 河道采砂活动等影响ꎬ
２０１３ 年以来河床冲刷强度显著增大ꎬ 疏浚抛泥对滩槽冲淤的影响较小ꎻ 航道工程实施前滩群演变关联性强ꎬ 太平

口心滩发育与头部下移引起腊林洲边滩上段面积减小并后退ꎬ 对应腊林洲边滩尾部面积增大且淤宽ꎬ 使得三八滩

面积减小且右缘蚀退ꎬ 金城洲逐渐由边滩演变为心滩ꎻ 航道工程实施后太平口心滩与腊林洲边滩上段关联性减弱ꎬ
受航道工程及疏浚抛泥等影响腊林洲边滩下段淤宽ꎬ 引起三八滩维持面积持续减小、 右缘后退及左移态势ꎬ 促使

金城洲萎缩且分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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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ꎬ 极端自然条件与人类活动严重影响了流域尺度的河床变形ꎮ 人类活动导致的扰动往往会迅

速加速或改变自然过程和趋势ꎬ 使得河道调整的时间尺度缩短[１]ꎮ 大型水库具有防洪、 发电、 航运、 生态

等综合效益[２]ꎬ 同时也改变了大坝下游河道水沙条件[３￣６]、 河床演变过程及趋势[７￣９]ꎮ 同时ꎬ 随着航道整治

工程、 采砂活动等阶段性人类活动的增加ꎬ 影响河段单元尺度的河床演变进程及滩群联动关系ꎮ
沙质河床因可动性强ꎬ 对大型水库运行的响应最为迅速ꎬ 尤其是近坝段的沙质河床河段ꎮ 长江三峡大坝

下游约 １１６. ４ ｋｍ为砂卵石或砂卵石￣沙质过渡段ꎬ 床面粗化后砂卵石河床对悬沙补偿能力减弱[１０￣１１]ꎬ ２００９
年以来河床冲刷强度减弱[１２￣１３]ꎬ 沙质河床河段则表现为强冲刷态势[１３￣１７]ꎬ 其岸滩蚀退较为显著[１５￣１９]ꎮ 已有

研究以长河段为单元尺度ꎬ 研究了荆江河段河床冲淤强度[１５￣２０]、 洲滩面积与形态[２１￣２２]、 航道条件[２３]等变

化ꎬ 研究中对滩群演变联动性涉及较少ꎮ 长江首个沙质河床的沙市河段是荆江河段碍航特性最复杂的区域ꎬ
同时岸滩稳定性差ꎬ 是河道与航道治理的难点河段ꎮ 针对沙市河段已开展了航道演变机理及趋势[２４￣２５]、 洲

滩演变与碍航程度关系[２６￣２７]、 河道与航道工程措施[２８￣２９]等研究ꎬ 指导了河道与航道工程实践ꎮ 在滩群之间

演变关联性上ꎬ 初步认为腊林洲边滩主导了沙市河段的洲滩演变过程[２７ꎬ３０]ꎻ 已有研究中把腊林洲边滩作为

整体ꎬ 忽视了边滩上段演变与太平口心滩响应关系、 下段演变与三八滩心滩响应关系的差异性ꎮ 同时ꎬ 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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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段实施了多期航道工程ꎬ 航道条件改善的同时ꎬ 也影响了洲滩边界及形态ꎬ 已有研究中未将航道工程阶段

性影响与滩群演变联动关系进行关联ꎮ 河道采砂[３１￣３２]、 疏浚工程抛泥[３３]等人类活动也一定程度地改变了局

部河床冲淤强度ꎬ 进而影响滩群演变的联动关系ꎬ 已有河床演变成因分析中未能完整考虑阶段性人类活动的

影响差异ꎮ
本文以三峡大坝下游近坝段沙市河段为研究对象ꎬ 采用 １９５５—２０１８ 年水沙数据及 １９７５—２０１８ 年地形资

料ꎬ 研究河床冲淤量及强度、 滩群形态联动演变关系、 河床深泓及断面形态参数等变化ꎬ 分析三峡工程、 航

道工程、 采砂活动、 疏浚等人类活动对河床形态调整、 滩群演变联动关系的影响ꎮ

１　 研究区域概况与研究资料

１. １　 研究河段概况

沙市河段长度约 ５２ ｋｍ(图 １(ｂ))ꎬ 河段内有火箭洲、 马羊洲、 太平口心滩、 三八滩、 腊林洲边滩及金

城洲ꎬ 部分年份在三八滩北汊进口出现杨林矶边滩ꎮ 河段左岸有沮漳河入汇ꎬ 入汇口下游约 ３ ２００ ｍ处为引

江济汉引水口门ꎬ 右岸有虎渡河分流进入洞庭湖(图 １(ａ))ꎮ 河段内已实施了多期航道工程(图 １(ｃ))ꎬ 时间

集中在 ２００９ 年以后ꎬ 工程守护了腊林洲边滩、 三八滩心滩、 金城洲边滩及岸线ꎮ ２００２ 年建成了荆州长江大

桥横跨三八滩心滩ꎬ 共有 １３ 个桥墩ꎬ 桥墩之间的中心距如图 １(ｄ)所示ꎮ

图 １　 研究河段位置及已实施航道工程布置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ａｃｈ ａｎｄ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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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研究资料

收集了 １９５５—２０１８ 年沙市站、 虎渡河年径流量和输沙量数据ꎬ 分析来水来沙条件变化ꎻ 收集了 １９７５—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套实测河床地形ꎬ 比例尺为 １∶ １０ ０００ꎬ 计算河床冲淤量ꎬ 分析河床冲淤分布、 河道形态、 洲滩形

态、 采砂活动等变化ꎻ 收集了 １５ 个钻孔及 ５ 个断面的河床底质组成资料ꎮ 以上数据资料ꎬ 来源于长江水利

委员会水文局和长江航道测量中心ꎮ

２　 近坝段沙质河床形态调整规律

依据 ２００３ 年实测的宜昌站 ５ ０００ ｍ３ / ｓ、 ３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和 ５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流量和水面线为参照ꎬ 将河槽划分了

枯水河槽、 平滩河槽和洪水河槽[３４]ꎬ 各年份地形资料采用截面￣体积方法计算河槽冲淤量[１３]ꎬ 其中枯水水

位至平滩水位之间为低滩ꎬ 平滩水位至洪水水位之间为高滩ꎮ

２. １　 水沙条件变化

１９５５—２０１８ 年沙市站年径流量相对稳定ꎬ 年输沙量为减少趋势(图 ２(ａ))ꎮ ２００３—２０１８ 年与 １９５５—２００２
年、 １９８１—２００２ 年比较ꎬ 沙市站年径流量分别减少 ２. ６％和 ５. ５％ ꎬ 年输沙量分别减少 ８７. ６％和 ８６. ７％ ꎮ
１９５５—２０１８ 年虎渡河年径流量和输沙量均为减少态势(图 ２(ｂ))ꎬ ２００３—２０１８ 年与 １９５５—２００２ 年、 １９８１—
２００２ 年比较ꎬ 虎渡河年径流量分别减少 ５１. ９％和 ４０. ５％ ꎬ 年输沙量分别减少 ９３. ２％和 ９１. ７％ ꎮ

图 ２　 沙市站和虎渡河的径流量和输沙量变化

Ｆｉｇ. 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ｒｕｎｏｆｆ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ｔ Ｓｈａｓｈｉ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 Ｈｕｄｕ Ｒｉｖｅｒ

２. ２　 河床冲淤量及分布

１９７５—２０１６ 年研究河段为累积性冲刷态势ꎬ 其中枯水河槽、 平滩河槽及洪水河槽总冲刷量分别为 ２. ９６
亿 ｍ３、 ３. ２７ 亿 ｍ３和 ３. １８ 亿 ｍ３(图 ３(ａ))ꎬ 枯水河槽冲刷量占洪水河槽冲刷量的 ９３. １％ ꎮ 河床冲淤强度上ꎬ
１９７５—１９８６ 年和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年为低滩冲刷、 高滩淤积ꎬ １９８６—２００２ 年为低滩冲刷、 高滩变化不大ꎬ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６ 年低滩和高滩均为冲刷态势ꎮ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 年河床冲刷强度高于 １９７５—２００２ 年ꎬ ２００９ 年以来显著增大

(图 ３(ｂ))ꎮ

图 ３　 河床冲淤量及强度变化

Ｆｉｇ. 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ｉｌｔｉｎｇ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ｒｉｖｅｒｂ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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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８ 年 ８ 月火箭洲、 马羊洲右汊冲刷为主ꎬ 左汊略有淤积(图 ４)ꎻ 陈家湾—杨家尖以冲

刷为主ꎬ 且右岸侧冲刷深度大于左岸侧ꎻ 太平口心滩显著冲刷ꎬ 最大冲深达 ５ ｍ以上ꎬ 心滩头部大幅冲刷后

退ꎻ 腊林洲尾部淤积ꎬ 三八滩南汊冲刷发展ꎬ 北汊进口淤积ꎻ 金城洲中部淤积ꎬ 头部及尾部冲刷较为明显ꎮ

图 ４　 ２００３—２０１８ 年河床冲淤分布

Ｆｉｇ. 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ｖｅｒｂｅｄ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８

２. ３　 河床形态变化

洲滩区域是河道冲刷的敏感区域ꎬ 选取洲体区域横断面进一步分析 １９７５—２０１８ 年洲滩区域的断面形态

变化(图 ４)ꎬ 结果表明: １９７５—２０１８ 年马羊洲左汊以冲深为主ꎬ 滩顶高程变化不大ꎬ 洲体右缘低滩部分冲刷

较为明显(图 ５(ａ))ꎻ 太平口心滩自形成以来逐渐淤高ꎬ ２００８ 年以来滩面刷低ꎬ 至 ２０１８ 年该断面位置的太

平口心滩基本冲失ꎬ 河床断面形态由“Ｗ”型转变为“Ｕ”型(图 ５(ｂ))ꎻ １９７５—２０１８ 年三八滩断面变幅较大ꎬ
１９７５—１９９３ 年老三八滩位于河道中部ꎬ 随着三八滩右缘及滩面的大幅冲刷ꎬ 三八滩位置逐渐左移形成新三

八滩ꎬ 原南汊为淤积态势ꎬ 新南汊及北汊均为冲深态势(图 ５(ｃ))ꎻ １９７５—１９９３ 年金城洲位于河道中部偏左

位置ꎬ １９９３—２００８ 年位置明显右移ꎬ ２００８ 年以来洲体左缘冲刷较大ꎬ 最大滩宽及滩顶高程均为减小态势(图
５(ｄ))ꎮ 本文断面高程均为黄海高程ꎮ

１９７５—２０１８ 年深泓整体为下切态势(图 ６(ａ))ꎬ ２０１８ 年与 １９７５ 年、 ２００２ 年及 ２００８ 年比较ꎬ 深泓平均下

切深度分别为 ５. ２ ｍ、 １. ２ ｍ及 ３. ３ ｍꎮ 在河床断面形态上ꎬ 伴随河床深泓下切及 １５ ｍ和 ２０ ｍ深槽面积的增

加ꎬ １９７５—２０１８ 年各代表断面的河相系数均为减小态势ꎬ 河床形态向窄深化发展(图 ６(ｂ)ꎬ 图 ６(ｃ))ꎮ

２. ４　 边心滩形态变化

１９７５—２０１８ 年各洲滩演变过程见图 ７ꎬ 其中火箭洲与马羊洲采用 ４０ ｍ 等高线ꎬ 太平口心滩、 三八滩、
腊林洲、 杨林矶边滩及金城洲边滩均采用 ３５ ｍ等高线ꎮ

(１) 火箭洲与马羊洲: １９７５—２０１８ 年火箭洲、 马羊洲形态基本稳定ꎬ 面积先增大后减小ꎬ 至 ２０１８ 年头

部分别后退 ５８３ ｍ和 １１８ ｍꎮ
(２) 太平口心滩: １９７５ 年沙市河段的右岸存在大型边滩ꎬ 此时太平口心滩尚未发育ꎬ 至 １９８６ 年右岸边

滩中上段冲刷ꎬ 一部分移向河道中部形成太平口心滩雏形ꎬ 同时河道展宽为太平口心滩形成与发育提供了有

利条件ꎬ 边滩下段下延形成腊林州边滩ꎻ 至 １９９３ 年太平口心滩逐渐发育且面积增大ꎬ 至 １９９８ 年面积有所减

小ꎻ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年太平口心滩面积为增大态势ꎬ 同时腊林洲边滩为头部冲刷后退、 尾部淤宽态势ꎮ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８ 年面积快速减小ꎬ 腊林洲边滩相对稳定ꎬ 说明腊林洲边滩守护工程发挥了预期的工程效果ꎮ １９８６—
２０１８ 年太平口心滩头部累积后退约 ５ ０４０ ｍꎬ 至 ２０１８ 年头部位置已下移至虎渡河分流口下游约 ９９０ 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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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研究河段洲滩区域代表断面形态变化

Ｆｉｇ. ５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ａｌ ａｎｄ ｂｅａｃｈ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ｒｉｖｅｒ ｓｅｇｍｅｎｔ

图 ６　 深泓线及河相系数变化

Ｆｉｇ. ６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ｏａｌ ａｎｄ ｂｅａｃｈ ａｒｅａｓ

　 　 (３) 腊林洲边滩: １９７５ 年腊林洲边滩规模较大ꎬ 头部位置在虎渡河分流口上游约 ３ ３００ ｍꎬ 至 １９８６ 年头

部位置较 １９７５ 年后退约 ２ ８３０ ｍꎻ １９９３ 年腊林洲边滩头部后退至虎渡河分流口下游ꎻ １９８６—２００８ 年腊林洲

边滩头部横向为后退态势ꎬ 航道工程实施后腊林洲头部横向后退态势得到抑制ꎬ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位置变化不

大ꎻ １９７５—２０１８ 年腊林洲边滩下段及尾部横向为缓慢淤宽态势ꎮ
(４) 三八滩: １９７５ 年三八滩面积为 ６３３ ｈｍ２ꎬ 最大长度与宽度分别为 ５ ６２０ ｍ和 ２ ０５０ ｍꎻ 至 ２０１８ 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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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滩面积为 ５２. ４ ｈｍ２ꎬ 最大长度与宽度分别为 ２ ２８７ ｍ和 ３４３ ｍꎬ 与 １９７５ 年比较面积、 最大长度、 最大宽度

分别减少 ９１. ７％ 、 ５９. ３％和 ８３. ３％ ꎮ 三八滩形态变化上ꎬ 主要为头部后退ꎬ 南汊右岸腊林洲边滩尾部淤宽

下延ꎬ 三八滩右缘大幅冲刷且左移形成新南汊ꎮ ２０１３ 年以来三八滩北汊进口形成杨林矶边滩ꎬ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８ 年面积分别为 ７９. ３６ ｈｍ２和 ７. ２２ ｈｍ２ꎬ 减幅为 ９０. ９％ ꎮ

(５) 金城洲: １９７５—１９８６ 年金城洲由边滩演变为心滩ꎬ １９８６ 年以来主要以心滩形式存在ꎬ １９８６—２００２
年面积为增大态势ꎬ ２００２ 年以来为减小态势ꎮ

图 ７　 滩群演变过程

Ｆｉｇ. ７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ｈｏａｌ ａｎｄ ｂｅａｃｈ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ｒｉｖｅｒ ｓｅｇｍｅｎｔ

３　 近坝段沙质段河床形态调整的驱动成因

沙市河段阶段性演变主要与下荆江裁弯、 葛洲坝运行、 三峡大坝运行、 航道工程及采砂活动等驱动因素

有关ꎮ

３. １　 三峡工程运行的影响

受下荆江裁弯溯源冲刷的影响ꎬ １９７５—１９９３ 年期间沙市河段的河床冲淤量较大ꎬ 其后随着流域来沙量

减少ꎬ 沙市河段河床冲刷量整体为增大态势(图 ８(ａ))ꎮ 三峡及上游梯级水库群的联合运行ꎬ 对径流量影响

不大ꎬ 因水库拦蓄了上游来沙ꎬ 使得进入大坝下游河道的沙量大幅减少ꎬ 是引起大坝下游河床冲刷的首要因

素ꎮ 随着河床累积性冲刷ꎬ 河相系数为同步减小态势ꎬ 即河床形态呈向窄深化发展态势(图 ８(ｂ))ꎮ

图 ８　 河床冲淤量及和输沙量关系

Ｆｉｇ. ８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ｌｔｉｎｇ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ｂ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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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航道疏浚与河道采砂的影响

图 ９　 研究河段维护性疏浚量

Ｆｉｇ. 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ｂｅａｃｈｅｓ

３. ２. １　 航道疏浚

为实现沙市河段航道目标维护水深畅通ꎬ 在

多数年份汛末需采取疏浚措施ꎮ １９９７—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累积疏浚量分别为 ５３３. ４０ 万 ｍ３和
１ ０６３. ４万 ｍ３(图 ９)ꎬ 占时段内平滩河槽冲刷量的

比例为 ３. ３％和 １２. ８％ ꎮ 疏浚措施采用耙吸式或

绞吸式挖泥船ꎬ 抛泥区域为腊林洲边滩下段[３３]ꎮ
疏浚抛泥在本河段内ꎬ 抛泥对河槽整体冲淤量影

响较小ꎬ 但影响滩槽局部形态ꎬ 使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腊林洲边滩下段淤宽ꎬ 引起三八滩面积、 位置及形态等变化ꎬ 传递影响金城洲演变态势ꎮ

３. ２. ２　 河道采砂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河床冲刷强度高于 １９７５—２０１３ 年的各时段ꎬ 在河床上出现了 ９ 处孤立深坑(图 １(ａ))ꎬ 如

果这些深坑形成后经历一个水文年后出现恢复淤积ꎬ 可认为深坑形成与采砂活动有关ꎮ 选取 ４ 个断面分析深

坑变化(图 １０)ꎮ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 Ａ＃位置存在 ２ 次刷深过程ꎬ 第 １ 次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存在 ２ 处

深坑ꎬ 最大刷深 １５. ２ ｍꎬ 经历一个水文年后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深坑基本淤平ꎻ Ａ＃位置第 ２ 次冲深过程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 最大刷深 １２. ７ ｍꎬ 至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深坑有所淤积ꎬ 其后处于冲淤交替变化ꎮ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 年 Ｂ＃位置存在 ２ 次刷深过程ꎬ 第 １ 次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最大刷深为 ６. ２ ｍꎬ 其后逐渐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第 ２ 次刷深的深坑相连ꎬ 最大刷深为 １４. １ ｍꎬ 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深坑淤积并恢复ꎮ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 Ｃ＃和 Ｄ＃位置均存在 １ 次刷深过程ꎬ 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最大刷深分别为

１８ ４ ｍ和 １０. ５ ｍꎬ 经历 ２０１６ 年水文年后深坑淤积并恢复ꎮ

图 １０　 冲刷坑位置横断面变化

Ｆｉｇ. １０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ｎｄ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ｐｉ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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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河段内可能的采砂活动集中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 形成的深坑得到一定程度恢复淤积ꎬ
以长时间尺度计算可能采砂区域的河床冲淤量不大ꎮ 从沙市站输沙量来看ꎬ 悬沙输移量较小ꎬ 已引起了河床

大幅冲刷ꎬ 自然演变形成的深坑恢复淤积的可能性较小ꎬ 即深坑恢复淤积泥沙来源不是悬沙落淤ꎬ 而是局部

底沙输移所致ꎮ 特定时段内采砂活动对河床冲淤量的影响ꎬ 可采用深坑形成时期的河床容积变化量进行计

算ꎬ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各测图孤立深坑总容积约 １ ３２０ 万 ｍ３ꎬ 约占平滩河槽冲刷量的 １５. ９％ ꎬ 即采砂活动进一

步加剧了河床冲刷强度ꎮ 同时ꎬ 采砂活动主要集中在太平口心滩左侧及深槽内ꎬ 增加了太平口心滩及北槽的

冲刷强度ꎮ

３. ２. ３　 滩槽组成及抗冲性

收集了沙市河段 １５ 个钻孔资料(２０１０ 年)ꎬ 钻孔区域的地形均为冲刷态势ꎬ 在边心滩低滩部分的冲刷幅

度大于深槽(图 １１(ａ))ꎬ 部分测点由于冲刷河床底高程接近砂卵石或卵石夹沙层ꎬ 如太平口心滩、 三八滩及

金城洲ꎬ 腊林州边滩钻孔在高滩区域ꎮ 在表层河床组成上(图 １１(ｂ))ꎬ 太平口心滩北槽河床中值粒径高于

南槽ꎬ 三八滩心滩汊道进口北汊中值粒径小于南汊ꎬ 出口则为北汊高于南汊ꎮ 从抗冲性上ꎬ 边心滩区域的沙

质覆盖层厚ꎬ 抗冲性弱使得边心滩的低滩区域冲刷幅度大ꎮ 太平口心滩北槽抗冲性强于南槽ꎬ 由于采砂活动

的影响ꎬ 太平口心滩北槽的冲刷程度较大ꎬ 已引起 ２０１８ 年以来北槽分流比的增大ꎮ

图 １１　 沙市河段河床组成

Ｆｉｇ. １１ Ｂ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ｓｈｉ ｒｅａｃｈ

３. ３　 洲滩演变联动关系及成因

１９７５—２０１８ 年火箭洲、 马羊洲面积均先增大后减小ꎬ 太平口心滩、 腊林洲边滩、 三八滩、 金城洲距离

较近且具有联动演变特征ꎬ 受航道工程实施时间的阶段性影响ꎬ 滩体面积变化存在差异(图 １２(ａ))ꎮ 依据河

床形态调整与水沙条件的关联性具有滞后性ꎬ 荆江河段河道形态与前期 ５ 年水沙关系最优[３５]ꎮ 伴随沙市站

输沙量的减少、 河床累积冲刷量的增加ꎬ 洲体总面积为减少态势(图 １２(ｂ)ꎬ 图 １２(ｃ))ꎮ １９７５—２０１８ 年火

箭洲 ＋马羊洲、 太平口心滩 ＋腊林洲边滩 ＋三八滩 ＋金城洲、 全部洲体的面积与沙市站输沙量都存在较好的

相关关系(Ｒ２≥０. ８５ꎬ 不包含 １９７５ 年数据)ꎬ 即输沙量减少是洲滩面积减小的主控因素(图 １２(ｄ))ꎮ １９７５ 年

沙市河段的洲滩面积最大ꎬ 这一时期河流输沙量也较大ꎬ 是滩体发育的物质来源ꎬ 如火箭洲、 马羊洲、 太平

口心滩、 腊林州边滩的面积在 １９７５—１９８６ 年期间为增加态势ꎮ １９７５—１９８６ 年期间金城洲面积减幅最大ꎬ 与

边滩演变为心滩密切相关ꎮ
考虑航道工程实施时间ꎬ 将滩群演变过程划分为 ２ 个时段ꎬ 航道工程实施前为第 １ 时段ꎬ 河道处于准自

然状态ꎬ 航道工程实施后为第 ２ 时段ꎮ 因各洲滩工程实施时间差异ꎬ 两时段划分的临界年份也不同ꎮ 滩群演

变联动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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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洲滩面积变化与沙市站输沙量关系

Ｆｉｇ. １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ｓｈｏａｌ ａｎｄ ｂｅａｃｈ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ｔ Ｓｈａｓｈｉ ｓｔａｔｉｏｎ

　 　 (１) 太平口心滩与三八滩、 腊林洲边滩演变关系(图 １３(ａ))ꎮ 航道工程实施前ꎬ 随着太平口心滩面积增

大ꎬ 腊林洲边滩面积为减小态势(Ｒ２ ＝ ０. ７０)ꎻ 航道工程守护了腊林洲边滩边界ꎬ 在工程与河床地形相互适

应过程中ꎬ 腊林洲边滩面积存在一定萎缩ꎬ 其面积仍高于工程实施初期(２０１１ 年)ꎮ 航道工程实施前后ꎬ 三

八滩面积与太平口心滩面积变化的关联性均较弱(Ｒ２≤０. １７)ꎬ 腊林洲边滩与三八滩作为滩群整体的面积与

太平口心滩面积变化存在一定关联性(Ｒ２≤０. ４７)ꎬ 但弱于与腊林洲边滩面积的联动性ꎮ 同时ꎬ 太平口心滩

头部距荆州长江大桥距离与腊林洲上段后退距离为正相关关系(Ｒ２ ＝ ０. ５９)ꎬ 综合面积变化ꎬ 进一步表明太

平口心滩与腊林洲边滩的演变存在较强的联动性ꎮ 在航道工程实施后ꎬ 腊林洲边滩上段蚀退态势得到控制ꎬ
不论太平口心滩头部是否蚀退ꎬ 腊林洲边滩上段与右岸距离均基本稳定(图 １３(ｃ))ꎮ 整体上ꎬ 太平口心滩发

育阶段对腊林州边滩上段影响较大ꎬ 进而影响三八滩的稳定性ꎮ
(２) 腊林洲边滩与三八滩演变关系(图 １３(ｂ))ꎮ 将腊林洲边滩划分为上段、 下段两部分ꎬ 腊林洲边滩上

段、 下段面积的关联性较强 (Ｒ２ ＝ ０. ６２)ꎬ 表现为“头部冲刷ꎬ 尾部淤积”变化特点ꎮ 整体面积上看ꎬ 腊林洲

边滩与三八滩演变的关联性较弱(Ｒ２ ＝ ０. ０１)ꎬ 腊林洲边滩下段守护工程实施后这一关系仍较弱(Ｒ２ ＝ ０. ３２)ꎻ
三八滩与腊林洲边滩下段演变的关联性强(Ｒ２ ＝ ０. ９７)ꎬ 在腊林洲下段航道工程实施后的联动性仍较强(Ｒ２ ＝
０. ６４)ꎬ 即腊林洲边滩下段淤宽、 三八滩面积以萎缩态势为主ꎻ 在横断面上ꎬ 腊林洲边滩下段淤宽ꎬ 老三八

滩右缘蚀退且滩体位置逐渐左移ꎬ 形成了新三八滩ꎮ
(３) 金城洲与三八滩、 腊林洲边滩演变关系(图 １３( ｃ)ꎬ 图 １３(ｄ))ꎮ 金城洲面积与三八滩面积(Ｒ２ ＝

０ ５１)、 三八滩 ＋腊林洲边滩总面积(Ｒ２ ＝ ０. ３６)存在弱的关联性ꎬ 与三八滩的关联性较强ꎮ 金城洲面积减小

与腊林洲下段淤宽(Ｒ２ ＝ ０. ８３)、 三八滩右缘后退(Ｒ２ ＝ ０. ８７)均具有较好的相关关系ꎬ 表明金城洲面积变化

与上游滩体形态调整的关系更为密切ꎮ 这一特征形成的原因为: 腊林洲边滩下段淤宽时挤压水流摆向三八滩

右缘一侧ꎬ 引起三八滩右缘冲刷ꎬ 此时期金城洲主流水动力轴线位于河道中部ꎬ 顶冲金城洲头部使其冲刷ꎻ
当腊林洲边滩下段冲刷时ꎬ 该段主流动力轴线贴近右岸下行ꎬ 进入金城洲主流摆向河道左岸侧ꎬ 此时期金城

洲以右岸边滩的形式存在ꎬ 并且滩体规模相对较大且完整ꎬ 如 １９７５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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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洲滩面积及形态演变的关联性

Ｆｉｇ. １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ｂｅａｃｈｅｓ

４　 结　 　 论

本文以三峡大坝下游近坝段沙质河床的沙市河段为研究对象ꎬ 采用 １９５５—２０１８ 年实测水沙及 １９７５—
２０１８ 年实测地形资料ꎬ 研究河床冲淤量及河床形态、 洲滩形态调整特点及驱动成因ꎬ 主要结论:

(１) １９５５—２０１８ 年流域来沙量为减少态势ꎬ １９７５—２０１８ 年沙市河段河床为累积冲刷态势ꎬ 其中枯水河

槽冲刷量占全河槽冲刷量的 ９３. １％ ꎬ 洲滩面积伴随输沙量及河道冲刷为同步减少趋势ꎻ ２００９ 年以来河床冲

刷强度增强ꎬ 其中河道采砂占平滩河床冲刷量的 １５. ９％ ꎬ 疏浚抛泥对河槽冲淤量影响较小ꎮ
(２) 以 ２００９ 年为分界年份ꎬ 沙市河段河道滩槽冲淤逐渐由“低滩冲刷ꎬ 高滩淤积或变化不大”演变为

“低滩、 高滩均冲”ꎻ １９７５—２０１８ 年期间伴随河槽冲刷、 深槽面积增加等ꎬ 深泓为下切态势、 河相系数减小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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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床断面形态向窄深化发展ꎮ
(３) 在航道工程实施前滩群演变联动性强ꎬ 太平口心滩发育与头部下移使得腊林洲边滩上段面积减小并

后退ꎬ 对应腊林洲边滩尾部面积增加与淤宽ꎬ 引起三八滩面积减小及右缘蚀退ꎬ 三八滩及腊林洲下段的形态

及面积变化综合作用使得金城洲由边滩逐渐演变为心滩ꎻ 航道工程实施后滩群演变关联性渐弱ꎬ 主要是太平

口心滩与腊林洲边滩上段关联性减弱ꎬ 受航道工程及疏浚抛泥等影响腊林洲边滩下段淤宽ꎬ 三八滩继续维持

面积减小及右缘蚀退态势ꎬ 金城洲面积萎缩且分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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