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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季节性冰冻河流岸滩崩塌数值模拟

———以松花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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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季节性冰冻河流(季冻区河流)受水动力-冻胀 /冻融耦合作用, 岸滩崩塌机理复杂, 且对河道演变具有重要

影响。 通过建立水动力-冻胀 /冻融耦合作用岸滩崩塌力学模式, 以中国东北地区松花江干流大顶子山航电枢纽下游

近坝段为例, 开展季冻区河流岸滩崩塌及河道演变的三维数值模拟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岸滩坡脚侧蚀主要由水

力冲刷所控制, 冻胀作用使岸滩开裂深度增加, 冻融过程则会使岸坡土体力学强度降低, 影响岸滩稳定; 岸滩崩

塌对季冻区天然河流演变具有显著影响, 考虑岸滩崩塌的模拟结果与天然实测结果基本吻合, 可较好地模拟河床

冲淤、 岸滩崩塌所引起的河道演变过程。 研究成果可为季冻区河流岸滩崩塌及河道演变的深入研究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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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滩侧蚀崩塌现象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大江河之中[1-3], 是一种危害较大的自然现象, 与水沙动力等因素

共同引起复杂河床冲淤调整[4]。 对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季节性冰冻河流(季冻区河流)而言, 河道岸滩、 岛屿

汊道不稳定, 冻融作用强、 崩岸频发[5-6], 直接引起农田土地流失。 此外, 季冻区河流受水动力-冻胀 /冻融

耦合作用, 其岸滩崩塌与一般河流存在明显差异, 机理更为复杂。 因此, 开展季冻区河流岸滩崩塌机理及其

数值模拟研究, 可为江河治理与保护提供科技支撑,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岸滩崩塌是指在近岸水沙与河床边界的相互作用下, 河岸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而发生部分土体崩塌的现

象[7]。 随着对崩岸现象的深入认识, 国内外学者在崩岸机理与力学模式方面开展了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工

作, 建立了不同类型土质河岸的岸滩崩塌描述模式[8-11], 为河道崩岸的数值模拟提供了力学基础。 基于此,
不少研究者将岸滩崩塌力学模式与传统水沙输移模型相耦合, 开展了岸滩侵蚀过程的二维数值模拟和三维数

值模拟研究, 有效复演了岸滩崩塌及河道演变过程[12-15], 并在长江、 黄河等河流岸滩失稳过程中得到成功

应用。 此外, 传统水沙数学模型在松花江等季冻区河流河道治理中也得到广泛应用, 例如: 宗原等[16] 对黑

龙江雪水温河段护岸的防护效果进行了研究, 护岸的修建可有效控制河势稳定, 防止因河岸崩塌引起的国土

流失; 陆永军[17]采用二维泥沙数学模型, 模拟了松花江干流三姓浅滩航道整治一期工程丁坝群作用下的回

流边线、 汊道分流比以及推移质运动引起的河床变形, 但此类模型并未考虑季冻区河流岸滩崩塌机理。 从当

前岸滩崩塌机理及其数值模拟的研究进展来看, 主要以水动力冲刷下岸滩崩塌机理及其与河床冲淤交互作用

为主, 尚未深入考虑水动力-冻胀 /冻融耦合作用, 但对于季冻区河流而言, 受气候影响则存在显著冻胀 /冻
融特点, 且对岸滩力学强度和稳定性具有重要影响[18-20]。 除此之外, 对于松花江等季冻区河流而言, 冻融

作用强, 岸滩崩塌现象常见, 但受模拟技术的限制, 其河道演变模拟尚未考虑岸滩崩塌过程, 亦未涉及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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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 /冻融作用对岸滩崩塌的影响。
本文针对季冻区河流岸滩崩塌特点, 以松花江干流大顶子山航电枢纽下游近坝段为例, 在三维水沙数学

模型研究成果[14-15]的基础上, 通过建立水动力-冻胀 /冻融耦合作用岸滩崩塌力学描述模式, 提出季冻区河流

岸滩崩塌及河床变形的数值模拟方法, 采用实测数据对数学模型进行验证, 在此基础上分析岸滩崩塌对河床

冲淤的影响。 研究成果可为季冻区河流岸滩崩塌及河道演变的深入研究提供技术支撑。

1　 水动力-冻胀 /冻融耦合作用岸滩崩塌机理

对于季冻区河流而言, 岸滩侵蚀及其演变过程除了受水沙条件影响外, 因气候影响还存在显著冻胀 /冻
融特点, 且对岸滩稳定性造成重要影响, 机理更为复杂, 传统河流动力学理论已不能完全适用。 每年封冻初

期, 河岸土体内的水体在负温度条件下结冰, 土在冻结时易发生体积膨胀, 即发生冻胀现象。 冻胀作用破坏

了河岸土层的结构, 土壤结构变松, 经常使得岸滩土层出现裂缝, 甚至坍塌。 而到次年春天, 当上升到正温

度时, 因冻结土层的冰融化, 作为土体临时结构黏结力的冰晶体消失, 土体结构变松, 力学强度降低, 对于

处于极限平衡状态的岸坡而言, 冻融作用会进一步使河岸边坡处于不稳定状态, 最终导致河岸坍塌。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 冻胀作用通过冻胀力会使岸坡开裂, 而冻融过程则会使岸滩土体力学强度降低, 两

者均会影响岸坡的稳定。 因此, 对于季冻区河流岸滩崩塌而言, 既要考虑水动力对岸滩的冲刷侵蚀, 又要考

虑冻胀 /冻融对岸滩稳定的影响机理。 因此, 需建立坡脚水力冲刷计算模式以及冻胀 /冻融耦合作用下岸滩失

稳模式。

1. 1　 坡脚水力冲刷计算模式

水流淘刷作用下, 坡脚侧蚀冲刷过程可由笔者提出的岸滩侧蚀速率公式计算[11]:

ωb = λ
γ(u2 - u2

c)
γb

(1)

式中: ωb 为岸滩侧蚀速率; λ 为侧蚀系数, 由实测资料进行率定; γ 为水体重度; γb 为岸坡土体重度; u 为近

岸处水流流速; uc 为泥沙起动流速。

1. 2　 岸滩失稳模式

1. 2. 1　 上部土体裂缝深度计算

在水力冲刷与冻胀作用下, 坡顶开裂, 会形成一定深度的裂缝, 并影响岸坡稳定。 根据土力学朗肯理

论, 考虑冻胀作用时, 岸滩坡顶裂缝深度为

Ht =
pd + 2c Kz

γbKz
(2)

式中: Ht 为考虑冻胀作用的坡顶裂缝深度; pd 为冻胀力; c 为土体黏聚力; Kz 为朗肯主动土压力系数。
冻胀力与土体性质(黏聚力)密切相关, 设 ξ = pd / (2c), 则式(2)可简化为

Ht = (1 + ξ)2c
γb Kz

(3)

分析认为, 冻胀作用会使岸滩坡顶开裂深度进一步增加, 从而降低岸滩的稳定性。

1. 2. 2　 岸滩崩塌力学模式

水动力-冻胀 /冻融耦合作用下岸滩崩塌过程, 同样基于岸滩受力分析, 可推导获得岸滩崩塌力学模式。
从三维受力分析角度, 考虑沿纵向相邻土体对其稳定性的影响, 笔者借鉴 Osman 和 Thorne[21] 的思路, 推导

建立了岸滩崩塌力学模式[15]。 与此类似, 考虑冻胀对土体上部开裂深度影响以及冻融对土体力学强度影响,
得到水动力-冻胀 /冻融耦合作用下岸滩崩塌力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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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次崩塌。 在已知季冻区河流初始岸滩高度(H0)、 初始岸坡( i)的情况下, 根据水沙数学模型可计

算得到坡脚横向冲刷值为 ΔB, 河床冲深为 ΔZ , 并根据垂向、 横向变形计算结果, 修正岸滩形态。 图 1 为发

生冲刷后初次崩塌的示意图。 初始岸滩地形由 ABCD 连线表示, 经水流冲刷及崩岸后的岸滩地形变为 A′B′C′D。
FS为土体滑动力, FR为土体抗滑力, W 为岸滩单位宽度坍塌土体的重量, WB为坍塌土体的宽度, β 为发生初

次崩塌时, 滑动面与水平面的夹角, 可由式(4)计算:

β = 0. 5 × tan -1 H
H′( )

2
(1. 0 - k2)tan i[ ] + ϕ{ } (4)

式中: H 为冲刷后的岸滩高度; H′ 为岸坡线转折点以上的岸滩高度; k = Ht / H ; i 为初始岸坡; ϕ 为岸滩土体

的内摩擦角。
对于纵向长度为 Δl的岸滩土体, 假设 FS = FR 时, 岸滩处于崩塌的临界状态, 由此可求得岸滩崩塌的临

界条件为:

H
H′( )

cr
= 0. 5 × λ2

λ1
+ λ2

λ1
( )

2

- 4 λ3

λ1
( )[ ]

λ1 = (1 - k2)
tan β γbsin β - γbcos βtan ϕ - c

Δl(pi -1 + pi +1)[ ]　 λ2 = 2c(1 - k)
H′sin β (5)

λ3 = 1
tan i

c
Δl(pi -1 + pi +1) + γbcos βtan ϕ - γbsin β[ ]

式中: Δl 为岸滩崩塌的纵向长度, pi -1、 pi +1 分别为上、 下游侧面所受黏聚力系数。
在计算得到临界值 (H / H′) cr 和实际值 (H / H′)m 的情况下, 按如下方法可判断岸滩是否会崩塌: 当

(H / H′)m < (H / H′) cr 时, 岸滩稳定, 不是发生岸滩崩塌的临界条件, 进入下一个时段的水沙计算; 当

(H / H′)m ≥ (H / H′) cr 时, 岸滩失稳, 利用几何形态关系, 可计算坍塌土体尺寸。
(2) 二次崩塌。 岸滩发生前述初次崩塌后, 并假定之后的岸滩崩塌方式为平行后退, 即岸滩崩塌的破坏

角仍为 β, 崩塌示意图见图 2。

图 1　 岸滩初次崩塌

Fig. 1 Sketch of the initial bank failure

　 　 　
图 2　 岸滩二次崩塌

Fig. 2 Sketch of the subsequent bank failure

此时, 假设 FS = FR 时, 可获得岸滩二次崩塌临界条件为

H
H′( )

cr
= 0. 5 ω2

ω1
+ ω2

ω1
( )

2

+ 4[ ]

ω1 = 1
tan β γbsin β - γbcos βtan ϕ - c

Δl(pi -1 + pi +1)[ ] (6)

ω2 = 2c(1 - k)
H′sin β

与初次岸滩崩塌判别类似, 在计算得到临界值 (H / H′) cr 和实际值 (H / H′)m 的情况下, 即可判断岸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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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发生崩塌。
(3) 冻融作用引起的岸滩土体力学性能变化。 土体冻融过程中, 因冻结土层的冰融化, 作为土体临时结

构黏结力的冰晶体消失, 土体结构变松, 强度降低。 其中, 抗剪强度是对岸滩稳定性具有重要影响的力学性

质指标, 通常采用黏聚力和内摩擦角来表示。 根据已有研究表明, 冻融循环作用下土体黏聚力显著减小,
但内摩擦角的变化相对不明显[18-19] 。 根据文献[19]的研究, 多根样品曲线试验结果表明: 黏聚力随着冻

融循环次数的增加而逐渐减小, 单次冻融后黏聚力的减幅范围约为 15% ~ 40% ; 而内摩擦角无规律可循

呈上下波动的状态, 单次冻融后内摩擦角有增有减, 变幅不大。 根据文献[20]的研究, 单根样品曲线试

验结果表明: 单次冻融后黏聚力的减幅约为 19% ; 单次冻融后内摩擦角的增幅约为 14% 。 因此, 冻融作用

对岸滩土体抗剪强度和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本次模拟研究中将考虑冻融影响, 对抗剪强度进行相应调整。
松花江干流属于典型的季节性冰冻河流, 每年 4 月至 11 月一般为畅流期, 造床作用相对较大, 12 月至

次年 3 月一般为封冻期, 河床冲淤相对较小。 针对这一特点, 本研究主要对畅流期进行模拟, 计算过程中对

其进行概化处理: 4 月考虑冻融影响, 即抗剪强度相应调整; 11 月考虑冻胀作用, 即式(3)中考虑冻胀作

用, 坡顶开裂深度增加, 从而降低岸滩的稳定性; 其余时段模拟则考虑常规岸滩稳定计算。

2　 岸滩崩塌与河床冲淤数值模拟技术

岸滩崩塌与河床冲淤的模拟, 一方面需要对传统水沙输移和河床垂向冲淤过程进行计算, 另一方面还需

对岸滩崩塌过程进行模拟, 并实现两者的有机联系。 本节将对季冻区河流岸滩崩塌与河床冲淤的模拟技术进

行介绍。

2. 1　 局部网格可动技术

与常规河流模拟类似, 在应用数学模型对季冻区河流岸滩崩塌及河床冲淤过程进行模拟时, 崩岸的发生

会改变数值模型的地形和边界, 而岸滩崩塌宽度不一定与崩岸处的模型网格宽度一致, 计算网格很难准确跟

踪崩岸后的地形和边界。 本文采用一种基于非正交网格的局部网格可动技术对岸滩崩塌过程进行岸坡边界的

跟踪, 在整个大计算域内生成计算网格。 在模拟过程中, 仅对岸滩崩塌附近的网格进行移动, 实时准确地跟

踪新的岸坡边界, 其余计算网格位置保持不变。 这样做既可较准确地实时跟踪岸滩崩塌后的岸坡边界, 又无

需重新生成整个计算域内的模型网格, 可弥补传统定网格和动网格在这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 具体过程可详

见文献[14]。

2. 2　 数值模拟流程

本文模拟过程中采用的三维水流泥沙模型为非均匀非平衡泥沙输移模型, 模型基于非正交曲线网格系

统, 采用控制体积法进行方程离散与求解[14-15], 该模型已在实际天然河流中得到了较好的验证和应用。 岸

滩崩塌模拟过程中, 首先给定各变量初值, 采用三维水沙模型计算河道内流场、 水位等水动力信息; 依据水

动力模拟结果, 计算悬移质含沙量及推移质输沙率; 随后计算河床冲淤变形, 并更新地形; 在进行冻融 /冻
胀作用判断与计算的基础上, 根据岸滩崩塌机理与力学模式, 计算和判断岸滩稳定状态, 若岸滩失稳, 则修

改岸滩及近岸地形以及河床级配信息; 依次重复上述计算过程, 直至完成设置的计算时间。

3　 典型季冻区河流岸滩崩塌数值模拟

以松花江干流大顶子山航电枢纽下游近坝段为例, 进行典型季冻区河流岸滩崩塌数值模拟分析。 松花江

干流属于典型的平原冲积河流, 全长约 940 km, 区间集水面积 18. 64 万 km2, 两岸除部分区段为丘陵岗地

外, 基本为冲积平原, 向东流至同江附近汇入黑龙江。 大顶子山航电枢纽工程位于松花江干流中游、 哈尔滨

市区下游约 63 km 处, 是松花江航道梯级开发总体规划中 8 座枢纽之一, 工程于 2004 年 9 月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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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末交工使用。 枢纽的运行以及上游来沙减小, 使得枢纽下游近坝段出现较为明显的冲刷, 深槽摆动,
洲滩崩退现象时有发生。 本节将依据前文模拟技术, 建立大顶子山航电枢纽下游近坝段河道演变动力学模

型, 并采用实测资料对模型进行验证, 分析岸滩崩塌对河道演变计算结果的影响。

3. 1　 计算范围及计算条件

计算河段上起大顶子山航电枢纽, 下至富江岛汇流口下游顺直段, 模拟河段全长约 22 km。 基于 2008
年 10 月和 2014 年 10 月实测河床地形构建数学模型, 模型采用贴体曲线非正交网格与复杂岸线贴合良好,
模型平面计算网格为 880 × 280, 平均网格尺度沿水流方向约为 25 m、 沿断面方向约为 10 m, 并在局部区域

对计算网格进行适当加密, 使网格能够较好地反映复杂河道边界, 模型垂向网格分为 13 层。 模型平面计算

网格划分及河势分别见图 3、 图 4。 模拟时段内模型进口流量过程如图 5 所示, 出口水位由率定的水位—流

量关系确定(图 6)。 松花江干流属于少沙河流, 主要由推移质造床为主, 且计算河段位于大顶子山航电枢纽

下游近坝段, 枢纽运行初期模型进口不考虑上游悬沙。

图 3　 计算网格划分

Fig. 3 Computational meshes

　 　 　
图 4　 研究河段河势

Fig. 4 River regime of the study area

图 5　 模型进口流量过程

Fig. 5 Flow discharge processes of model inlet
图 6　 计算水位—流量关系与实测水位—流量关系对比

Fig. 6 Calibra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level and discharge

　

3. 2　 模型计算分析与讨论

(1) 水位—流量关系验证。 为使模型能够准确复演天然河道水流运动状态, 首先采用模拟河段进口(大
顶子山航电枢纽坝址)及下游(模型出口处)的水位—流量关系进行计算, 并与天然水位—流量关系进行比

较。 各级流量下模型计算水位—流量关系与天然水位—流量关系对比情况见图 6, 由图可见, 模型计算水

位—流量关系与天然情况基本吻合, 各级水情下水位差值最大一般不超过 0. 10 m, 说明模型能够较好地复

演河道阻力情况, 率定的河段综合糙率一般为 0. 022 ~ 0. 035, 主槽阻力相对较小, 滩地阻力相对较大(综合

糙率一般在 0. 030 ~ 0. 05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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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典型流场分布特征。 本河段典型流量下(多年平均流量 Q = 1 200 m3 / s)流场分布特征如图 7 所示。
由图可见, 中水期河道内水流流速一般在 1 m / s 以内, 顺直段流速较为平顺, 弯曲段三维流场特征较为明

显, 表层、 中层流速大于底层流速, 表层流速指向弯道凹岸、 底层流速指向弯道凸岸, 局部最大夹角可达

40°左右。 江中的富江岛将该处河道分为左右两汊, 其中左汊为支汊、 右汊为主汊, 两汊分流之比约为 1 ∶ 4;
两汊河道均较为弯曲, 凹岸侧流速较凸岸侧大, 弯顶处尤为明显, 易造成河道凹岸冲刷。 从三维流场中截取

典型断面(CS1、CS2)流速分布(由下游往上看)如图 8 所示, 断面位置见图 7(b); 从图中可看出, 弯道断面

环流特征较为明显, 表层流速流向凹岸、 底层流速流向凸岸。

图 7　 流速分布特征

Fig. 7 Computed velocity distribution

图 8　 典型断面流速分布特征

Fig. 8 Computed cross- sectional velocity distribution

图 9　 岸滩土体级配

Fig. 9 Sediment gradation of riverbanks

(3) 典型断面冲淤验证分析。 根据实测河道地形资料, 对

研究河段的河床冲淤变化进行验证。 收集了计算河段 2008 年

10 月实测地形资料, 作为模型计算初始地形, 根据 2014 年 10
月实测的典型大断面资料对模型进行验证。 根据现场采样分

析, 岸滩土体中值粒径约为 0. 09 mm, 级配曲线如图 9 所示,
黏聚力以及重度分别取值为 14. 0 kN / m2和 18. 0 kN / m3, 内摩

擦角取值 23°, 模拟过程中采用此值作为基准值。 冻融期对抗

剪强度基准值进行相应调整, 本文首先根据文献[19]的研究进

行调整, 即单次冻融后黏聚力减幅为 30% (取均值), 内摩擦

角保持不变。
大顶子山航电枢纽运行初期, 依据收集到的资料, 下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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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段典型断面冲淤变化验证见图 10, 断面位置见图 4。 由图可见, 总体而言 2008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0 月各

断面以冲刷为主, 近坝处断面冲刷尤为明显, 断面平均冲深在 2 m 左右, 最大冲刷在 4 m 以上, 下游弯道处

断面弯道凹岸冲刷明显, 岸线崩退, 最大崩退距离可达 150 m 左右, 弯道凸岸则出现淤积。 具体而言, 从各

典型断面的冲淤变化来看, DM1 位于枢纽下游约 1. 5 km 处, 枢纽运行初期(2008—2014 年)河床在整体冲刷

下切的同时, 右侧深槽相邻河岸崩退距离约 100 m; DM2 位于枢纽下游约3. 0 km处, 与 DM1 类似, 河床整

体冲刷下切约 2. 0 m, 右侧河岸后退距离约 150 m; DM3 位于枢纽下游约 6. 0 km 处, 河床表现为左侧冲刷,
右侧淤积, 总体上仍呈现为冲刷, 平均冲刷 1. 3 m 左右; DM4 位于枢纽下游约 10. 0 km 处, 位于弯道进口

段, 受水流取直影响, 右侧岸坡不断崩退, 崩退距离约 200 m, 河道展宽明显; DM5 位于枢纽下游约 12. 0 km
处, 位于弯道段, 受弯道环流和水流顶冲影响, 凹岸侧河床冲刷、 岸线后退约 140 m, 凸岸侧河床则出现淤

积; DM6 位于富江岛右(主)汊弯道处, 凸岸出现淤积, 凹岸则冲刷明显; DM7 位于富江岛两汊汇流处下游,
河道中部冲刷, 两侧有所淤积。 由上述各断面冲淤验证结果可看出, 考虑岸滩崩塌的模拟结果与实测结果冲

淤定性基本一致, 冲淤幅度基本相当, 数学模型可较好地反映河道的冲淤变化、 岸滩崩退以及河道展宽

过程。

图 10　 典型断面冲淤对比分析

Fig. 10 Simulated and measured results of deposition and erosion distribution at typical cross- sections

(4) 岸滩崩塌对断面冲淤影响分析与讨论。 为分析岸滩崩塌对断面冲淤的影响, 对考虑与不考虑岸滩崩

塌的模拟结果进行了对比, 见图 10。 从结果对比来看, 两者存在较明显的差异, 考虑岸滩崩塌的模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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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际情况相对吻合, 由此也说明岸滩崩塌对于季冻区天然河道演变准确模拟的重要性。 相对而言, 顺直段

两者差别较小, 河床主要以冲刷下切为主, 弯曲段受水流取直和顶冲作用, 岸滩冲刷后退现象较明显, 考虑

岸滩崩塌后的模拟结果与实际观测较为一致, 而未考虑岸滩崩塌的模拟结果则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异。
为进一步分析冻融期抗剪强度调整对岸滩崩退的影响, 除了前述根据文献[19]的研究进行调整外, 即

单次冻融后黏聚力减幅为 30% (取均值), 内摩擦角保持不变; 还根据文献[20]的研究, 对岸滩崩退进行模

拟, 即单次冻融后黏聚力减幅为 19% , 内摩擦角增幅为 14% 。 前者简称工况 1, 后者简称工况 2。 对于岸滩

崩退不明显的断面而言, 两工况的模拟结果基本一致; 为方便比较两者模拟结果之间的差异, 选取具有典型

岸滩崩退的 DM4、 DM5 进行对比分析, 见图 11。 由图可见: 两工况均有较明显的岸滩崩退过程, 其差异并

不十分明显, 主要是工况 1 的岸滩崩退距离较工况 2 略大, 最大差异在 15 m 左右。 这可能是因为冻融期,
河道流量和流速相对较小, 河床冲刷幅度亦相对小, 岸滩形态主要由前期河床变形所主导, 只有当前期岸滩

已处于或接近于临界崩塌状态时, 此时抗剪强度降低才易引发岸滩崩塌。

图 11　 冻融抗剪强度变化对典型断面岸滩崩塌影响

Fig. 11 Effects of freeze- thaw on bank erosion at typical cross- sections

同时也应指出, 尽管考虑岸滩崩塌后的模拟结果与实测结果相对吻合, 但具体定量上的冲淤分布还存在一

定差异, 一方面是因为季冻区河流岸滩崩塌机理极为复杂, 涉及水、 土、 气候等方面因素, 不仅存在平行崩岸

类型的崩退, 也存在淘刷落崩的类型, 而本文只考虑了平行崩退模式, 且实际土质条件与模拟设置的土体抗冲

性存在差异, 这会对模拟结果产生影响, 其精细描述模式及其模拟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另一方面, 在

春季融化时期, 北方河流普遍存在冰凌漂浮现象, 虽然持续时间不长, 但冰凌漂浮对岸滩稳定性也存在较明显

的影响, 本文模型尚未对此进行考虑; 此外, 季冻区河流演变除了畅流期的主要冲淤过程外, 封冻期亦存在一

定幅度的冲淤变化, 且涉及明渠流与有压流的相互转换, 本文仅考虑了畅流期冲淤过程, 并未对封冻期冲淤过

程进行模拟, 这同样也会对计算结果造成一定影响, 这一复杂过程的精细表达与模拟亦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4　 结　 　 论

基于水动力-冻胀 /冻融耦合作用岸滩崩塌机理, 以松花江干流大顶子山航电枢纽下游近坝段为例, 建立典

型季冻区河流岸滩崩塌三维水沙动力学模型, 开展岸滩崩塌与河床冲淤的数值模拟分析, 主要研究结论为:
(1) 季冻区河流岸滩崩塌除受水沙条件影响外, 因气候影响还存在显著冻胀 /冻融特点, 且对岸滩稳定

性造成明显影响。 坡脚侧蚀主要由水力冲刷所控制, 冻胀作用通过冻胀力会使岸滩开裂深度增加; 冻融过程

则会使岸坡土体力学强度降低, 影响岸滩稳定; 通过力学分析, 初步建立水动力-冻胀 /冻融耦合作用岸滩坍

塌失稳描述模式, 为季冻区河流岸滩崩塌模拟提供力学依据。
(2) 将传统水沙输移和河床垂向冲淤计算与岸滩崩塌模拟相耦合, 提出季冻区河流畅流期河道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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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值模拟方法。 岸滩崩塌对季冻区天然河流演变具有重要影响, 考虑岸滩崩塌的模拟结果与实测结果冲淤

定性基本一致, 冲淤幅度基本相当, 数学模型可较好地反映河床冲淤、 岸滩崩退以及河道展宽现象。 建立的

季冻区河流岸滩崩塌三维数值模拟方法, 为深入研究季冻区河流岸滩崩塌及其对河床演变的影响提供了一种

有效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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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bank erosion in a typical seasonally frozen river- case
study of the Songhua River, China∗

JIA Dongdong, YANG Jun, CHEN Changying, ZHANG Xingnong, YING Qia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Hydrology-Water Resources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Nanjing Hydraulic Research Institute, Nanjing 210029, China)

Abstract: Bank erosion in the seasonally frozen river (SFR) is subject to the coupling effects between hydrodynamic
forces and frost heave / freeze- thaw, and the mechanism is complex. Bank eros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annel
evolutions of the SFR. Taking the downstream near dam section of the Dadingzishan Navigation and Hydropower Project
in the mainstream of the Songhua River as an example, a bank erosion model coupling hydrodynamic forces and frost
heave / freeze- thaw interaction was developed. Bank erosion and fluvial processes in this typical SFR were simulated by
the numerical model.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lateral erosion at the bank toe was mainly controlled by hydraulic
forces. The cracking depth of the riverbank increased due to the frost heave effect, and the mechanical strength of
riverbank soil reduced because of the freezing and thawing process, which has great effects on the stability of
riverbank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bank erosion were in agreement with the measured data, which demonstrated that the
numerical model could simulate the complex channel evolution processes caused by river bed scour as well as bank erosion.
This study could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in-depth study of bank erosion and channel evolution in the SFR.

Key words: bank erosion; seasonally frozen rivers; frost heave / freeze-thaw effects; 3-D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Songhua River

∗ The study is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Key R&D Program of China (No. 2018YFC0407302) and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520790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