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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河流泥沙 

1 学科方向  

河流泥沙学科是一门综合性的基础技术科学，它研究泥沙在流体中的冲刷、

搬运和沉积规律，是水利学科的理论基础之一，包括泥沙运动力学、河床演变学、

工程泥沙、航道与港口治理、水土流失与治理、高含沙水流与泥石流等多方面的

内容，涉及水文学、水力学、地貌学、地理学、环境与生态学、沉积学等多种学

科。在微观尺度上，研究泥沙颗粒在流体作用下的起动、跳跃、悬浮和沉降等过

程；在宏观尺度上，则研究泥沙运动所导致的水土流失、河道演变、水库淤积、

河口海岸变迁等；在更大的时空尺度上，还研究泥沙运动导致的固体物质从山区

搬向平原和海洋、形成冲积平原和三角洲、以及在海洋环境沉积等过程（钱宁，

1983）。作为河流泥沙学科研究的应用，目前主要面向水利工程中的泥沙问题，

今后对生态、环境等方面影响的研究将不断加大。 

现阶段泥沙学科与其它学科的交叉日趋活跃，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①

与环境学科相交叉，形成环境泥沙研究的几个领域。②与地貌学相交叉，形成动

力地貌学的若干领域。③与沉积学相交叉，研究盆地沉积动特性学。④与海洋动

力学相交叉，研究在海流、潮汐与波浪作用下的泥沙运动规律。 

2 调研背景概述 

主要查阅浏览了 2007 年及以前的相关期刊和学术会议的论文、有关专著、

以及相关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等，选择能够代表本学科发展动态的期刊、会议和

科研机构作为调研的基本材料，包括： 

国内期刊：《泥沙研究》，《水利学报》，《水科学进展》，《水利水电技术》，《地

理学报》以及大学和知名研究机构的学报等。 

国际期刊：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 (ASCE)的期刊 Journal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国际水利工程协会(IAHR)的期刊 Journal of Hydraulic Research；世

界泥沙协会(WASER)的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diment Research；以及

Freshwater Biology 等。 

学术会议包括：全国泥沙基本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国际河流泥沙会议论文集；

国际水利工程大会论文集；水科学与工程国际会议论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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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包括：国内相关院校，科研机构，流域机构等。国

际上的包括 DHI、Delft、ASCE、IAHR、ICOLD 等。 

3 本学科发展新动向和值得关注点 

3.1 本学科发展新动向和值得关注点 

3.1.1 水土保持 

（1）坡面、沟道土壤侵蚀机理及土壤侵蚀动力学 

土壤侵蚀是地球表面普遍存在的十分复杂的自然现象，也是造成环境退化的

主要因素之一。土壤动力学研究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至今在坡面和沟道土壤侵

蚀机理及过程、坡面和沟道产沙与流域输沙过程、土壤侵蚀预测与预报、土壤侵

蚀与环境因子关系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 

坡面水流流态由于涉及水流参数的数学表达和坡面流侵蚀产沙过程机理等

重大理论问题，国内外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系列研究，但目前仍尚无定论，仍是未

来研究的重点。坡面侵蚀机理的探讨， 终需有可表达的数学模型来反映。在坡

面流基本方程方面， 早的是美国 Horton 的定量描述（Horton R E, 1945）；后来

Yen（Yen B C, Wenzel H G, 1970）等考虑到降雨对于坡面流的影响，推导出了降

雨情况下的一维坡面流运动方程；近年来，刘青泉等（Liu Q Q, Chena L, Lia J C, 

et al., 2004）开发了一种能更好地反映坡面流汇流过程的二维模拟方法。坡面侵

蚀力指标能直观反映坡面侵蚀强度大小，经研究探讨能表征坡面径流的输沙能

力。大量试验结果表明，坡面径流输沙能力与坡面坡度成正相关，与植被成负相

关（郝芳华, 陈利群, 2004）。坡面径流的输沙能力是径流动力因子、边界条件的

水力因子（包括雨滴打击的作用）及泥沙本身特性的函数（肖培青，郑粉莉，2003；

郑良勇，李占斌，2002；王文龙，雷阿林，2003）。 

近年来，在土壤入渗产流过程、坡面流水力特征、流态、阻力规律，以及坡

面流的数学描述和预报模型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由于这种流动十分复

杂，目前对坡面流特性和规律的认识仍不充分，尤其是复杂坡面条件下的坡面流

运动，仍值得深入细致的探讨。在坡面片流侵蚀研究方面，不断趋向于与溅蚀研

究结合，并逐步走上应用阶段。但总体上，由于受限于对薄层水流运动与输沙规

律的认识，大多数还是在上述理论框架下的修正和改进，以及经验和半经验的结

果。细沟侵蚀是水流剪切、淘刷和溯源冲刷综合作用的结果，目前对细沟侵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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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临界条件研究较多，由于其侵蚀机理的复杂性、发生过程的随机性和持续时

间的短暂性，以及土壤性质的多样性，对在其发展过程中水力要素的变化等问题

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地上植被的存在，直接影响坡面径流的产生和运动过程，增加了水文水力及

土壤侵蚀动力学过程的复杂性，尤其对坡面径流的水力特性及其侵蚀力的影响，

都有待从机理上进行深入研究。目前，关于植被影响下坡面土壤侵蚀机理的研究

成为热点，集中在森林植被冠层对降雨的作用机理、森林植被对坡面流侵蚀的作

用机理与森林植被根系层抵抗坡面水力侵蚀的动力学机理等方面，其中植物根系

层对坡面水蚀作用的研究是一个崭新的领域，需从土力学和植物根系影响土壤力

学性质的角度研究土壤的抗侵蚀能力。 

沟道是一种具有陡坡的遭受间歇性洪水冲刷的集水道。沟道侵蚀往往是由重

力和水流冲刷联合作用引起的（黄才安等，2003；陈浩，2000）。关于沟道水流

中的泥沙主要是推移质还是悬移质，或两者都有相当数量的问题，目前还缺乏定

量说明。在不同的产沙模型中，有不同的处理方法。由于受沟道重力侵蚀试验和

量测技术的限制，目前，人们对沟道侵蚀力学机理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有不少问

题未能解决，如沟道侵蚀发生的临界水力条件、力学过程等。 

总之，坡面、沟道侵蚀机理及动力学过程的研究涉及方方面面，从降雨到径

流产生及其运动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且各方面机理探讨仍需不断深入。

未来的研究还需在森林生态系统内坡面的侵蚀机理、坡面水力侵蚀机理试验和林

地坡面流二维问题等方面加强研究。对于流域泥沙输移问题还需要了解更多的、

更为细致的输移过程。对于流域内侵蚀泥沙不同粒径之间的关系；流域内侵蚀泥

沙的停留时间与重新移动问题；侵蚀泥沙坡面过程与沟道过程的不同；侵蚀泥沙

的停留时间与重新移动的耦合关系；适当时间尺度范围内坡面与沟道间的动态相

互作用关系；侵蚀系统内不同部位侵蚀泥沙的相互关系及如何评价等问题仍然需

要更为深入的研究。 

（2）人类活动对流域侵蚀、泥沙搬运与沉积影响机理 

人类活动 直接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改变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状况，人类活动的

不断增强深刻影响和改变着流域土地利用/覆被格局，从而影响区域水资源分布和

水循环状况（Janauer，2000；夏佰成，2004；王根绪，2005），其中包括降水资

源的再分配和分布、水分蒸散变化、流域径流形成和运行机制以及土壤侵蚀和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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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运移过程。土壤侵蚀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物理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受许

多自然因素的制约，而各因素之间又存在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Schulze R E, 

2000）。土壤侵蚀中的泥沙运移紧紧伴随着水文循环过程，而生态过程又深刻影

响着水文过程及泥沙输移过程。地球表层系统中生态过程和水文过程相互耦合即

为水文生态过程，它是地球表层系统发展和演化的基本过程。随着全球变化研究

的深入，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在全球变化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研究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驱动力分析，分析土地利用/覆被

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探析土地利用/土地覆被演变与流域水文生态过程的协同变

化规律已成为研究的重点。目前，土地利用强度与水资源利用率的关系，土地利

用变化而引起的沉积物运移的规律以及土地利用格局与水文过程的响应关系是

研究的热点。 

森林植被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对土壤侵蚀及水质的影响与调控机理、

对水文过程的影响与调控机理以及水土保持功能优化的空间配置等学术界关注

的热点和焦点，国内外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

技术模式。但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坡面尺度上的森林植被结构对水文过程的

影响机理及坡面尺度森林植被的配置，因此区域森林植被景观格局的水文生态过

程和功能响应机理的研究及流域尺度水文生态优化的森林植被景观格局将是未

来研究的重点。关于森林植被景观格局的水文生态过程和功能在不同尺度流域的

转换辨析及转换模型，虽有一些探索和报道，但国内外仍没有成功典例，因此在

水文尺度转换问题中，如何把不同的时空尺度联系起来，实现宏观与微观的水文

过程在尺度上的衔接与综合将是水文尺度转换要解决的十分关键的问题

（Connolly R D, Silburn D M, 1995; Ciarapica L, Todini E, 2002）。 

（3）土壤侵蚀及其过程预测、预报及模拟 

土壤侵蚀模型产生的目的是为正确评价土壤和土壤养分流失程度，评价泥沙

等沉积物在各种环境中的搬运状况，深刻揭示各种土壤侵蚀形式（如面蚀、沟蚀

等）的侵蚀过程、动态及其相对重要性和相互作用，为土地利用规划和自然资源

经营管理提供依据，实现土壤侵蚀在相关领域应用中的预测和控制。 

近 20 年来，土壤侵蚀模型研究和模拟技术得到很快发展，世界各地的土壤

侵蚀专家们已经开发出大量形式多样、功能各异的土壤侵蚀模型，土壤侵蚀模型

的发展走过了一条由经验模型到简单的数学模型， 后发展到数学描述上更为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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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物理机制模型。而无论那一种模型都涉及以下几个共性问题：模型结构、模

型参数、模型参数求解、模型灵敏度分析、模型预测的可靠性检验等几个方面。 

土壤侵蚀模型的发展、综合和空间复杂化，形成了描述流域土壤侵蚀过程及

水文生态过程的生态水文模型。生态水文模型的建立是实现生态水文学纵深发展

的关键所在，且由于生态学、水文学等相关研究的深入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推

动了模型的开发和应用。从生态水文过程耦合发生的角度，构建生态水文模拟模

型来仿真水文事件已经被证明是一种有效而可行的方法。由于，生态水文过程影

响因素众多，而且具有明显时间和空间变异性，要多时相、多信息源的历史动态

变化信息以及多方法和多学科的综合。因此，以地理信息系统为平台，遥感技术

获取空间信息为手段，建立和校核基于物理过程分布式参数的流域水文过程耦合

和尺度变换模型已成为当今生态水文模拟的热点研究领域。 

流域水文模型是由描述流域降雨径流形成的数学函数构成的一种数学物理

模型，它严格满足流域水量平衡原理。目前流域模型普遍被分为集总式模型（如

RHES模型、XAJ模型、新安江模型、MASSMAN模型和Philip模型等）和分布式

模型两种类型，但分布式参数模型具有较强的物理基础，是生态水文过程模拟模

型的发展方向。 

分布式水文模型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由丹麦、法国及英国 3 个欧洲

机构提出的 SHE 模型（Storm B, Jensen K H, 1984）被认为是 早的分布式水文

模型的代表。1994 年 Jeff Arnold 为美国农业部（USDA）农业研究中心（ARS）

开发了 SWAT 模型（Neitsch S L，Arnold J G, Kiniry J R，et al. 2000）。SWAT

是一个具有很强物理机制的、长时段的流域水文模型，可以模拟流域内多种不同

的物理过程。WEPP 模型（John M Laflen,  Dennis C Flanagan,  Bernard A Engel, 

2004）是目前国际上流行的侵蚀产沙的机理性模型。由于其建立在水文学与土壤

侵蚀科学基础之上，考虑到了侵蚀与沉积过程、水文循环过程、森林植被生长及

残余过程、水的利用过程、水力学过程和土壤过程，是土壤侵蚀机理性模型的典

范。我国在分布式水文模型的研制方面则起步较晚，目前还没有比较成熟得到国

际上普遍认可的分布式水文模型。同时国外的模型也不太适用于中国的国情，许

多模型在具体引用时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李兰等（李兰, 郭生练, 2000a；2000b）

提出了一种分布式水文模型，模型包括各小流域产流、汇流、流域单宽入流和上

游入流反演、河道洪水演进四个部分；郭生练等（2000）提出了两参数月水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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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模型用来评价气候异常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评价，提出了一个基于 DEM

的分布式流域水文物理模型；黄平等（1997）提出了流域三维动态水文数值模型

的构想；贾仰文（2005）开发出模拟对象为“天然—人工”二元水循环系统的 WEP-L

模型。验证结果表明，所构建的模型具有较高模拟精度，可应用于黄河流域二元

水循环过程模拟和水资源演变规律分析。 

（4）流域综合治理技术的示范与推广应用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探索，我国的水土流失治理走上了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

综合治理的成功之路，并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水土保持伦理观，即综合

治理的流域要达到和谐性、可持续性和社会、经济及环境三者整体协调发展的整

体性。流域治理的技术探讨主要包括了基础性和应用性方面。在基础性研究上，

对不同地区水土流失的形成机制、发生过程、发展趋势以及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

响作用，开展了细致、详尽的研究。特别是通过微观与宏观、机理与形态、室内

模拟与野外观测、自然因素与人为活动综合研究，掌握了我国不同类型区水土流

失方式、类型、面积及发生发展规律，为治理技术的应用研究铺平了道路。流域

治理应用技术包括了水土保持措施制定及优化配置、水土保持效益分析等方面，

由此以试验推广水土资源高效利用的各种耕作措施；以恢复植被、增加地面覆被

的造林种草技术；以拦蓄泥沙为重点的水保工程措施。建立试验示范小流域，开

展小流域综合治理研究，因地制宜提出整套成熟的治理模式与配置技术。近来，

3S 技术在流域综合治理中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促使流域治理也向数字化方向

发展。 

流域综合治理的措施体系包括综合分析、综合规划、综合治理、综合开发利

用及综合效益（王礼先，2006）。综合分析是流域综合治理的前提，对治理小流

域生态经济系统的组成要素做深入的调查与分析，要着重分析生态系统中水、土、

气、生等要素的现状以及主要生态环境问题的时空分布。要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

明确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人口承载力。在一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实在难以

解决的地区，要采取“生态移民”措施。综合规划在宏观上使农、林、牧各业生产

用地比例和产业结构有一个科学而合理的优化方案，使小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整

体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在微观上，具体安排各种治理措施于适宜的地方，制定详

细的治理实施计划，指导小流域的治理与开发。综合治理要以流域为单元，以土

地利用规划为基础在各个地块上配置水土保持林草措施、工程措施及农业技术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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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形成综合防治体系。随着水土流失治理与自然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结合，在

一些小流域治理中已建成了以生态农业原理为基础，以高效、优质、可持续发展

为目的的农林复合型、林牧复合型或农林牧复合型的复合生态经济系统。流域的

综合开发利用是要在全面分析当地资源优势的基础上，针对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

特征及市场经济特点，确定增加当地群众经济收入的产业，促进商品经济发展，

加速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进程。目前，流域治理较为成功的治理开发组织形式

为“公司加农户”的治理模式，这样可将公司的经济实力、科技部门的科技实力、

农民的劳动力三者结合，这种模式实现了流域的综合治理和综合开发利用，具有

很好的推广前景，发挥了流域经济、社会和生态综合效益。 

（5）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建设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 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水土流失是我国的头号生态与

环境问题。水土流失不仅存在于山丘区，而且随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建设规模的不

断扩展，城市和平原区的水土流失也日趋严重。根据《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

（刘江，1999），将我国划分成 8 个生态环境建设类型区，根据每个区域的自然

特点和生态建设现状，分别提出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内容。鉴于我国水土流失面

积大、治理速度慢，难以满足可持续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水利部提出了新的

水土保持治理思路—生态修复技术。而随着人口急剧增长、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

的高强度开发，生态系统退化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因此，环境退化是世界

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并使得环境退化后的生态恢复重建成为当前各国重视

的焦点和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近 10 多年来，国外在恢复生态学的理论与技术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

作。美国是世界上 早开展生态恢复研究与实践的国家之一。德国对大气污染（酸

雨等）胁迫下的生态系统退化研究较早，从森林营养健康和物质循环角度开展了

深入的研究，迄今已近 20 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欧洲共同体森林退化和研究分

享网络，并开展了大量的恢复实验研究；北欧国家对寒温带针叶林采伐迹地植被

恢复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与试验。在澳大利亚、非洲大陆和地中海沿岸的欧洲

各国，研究的重点是干旱土地退化及其人工重建。我国正处在水土保持与生态环

境建设的蓬勃发展时期，针对不同生态环境建设类型区实施了相应的生态修复措

施（如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和天然林保护工程等）和修复技术，同时不断开拓水土

保持与生态环境建设新的领域，在集中开展流域上中游地区治理的同时，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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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加强了对开发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工作。另外城市与社区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

建设和生态河流的建设应该纳入到我国水土保持统一管理的范畴，并应研究制订

相应的规范和标准。 

我国传统的水土保持集中在农村，如农村小流域综合治理、淤地坝建设、退

耕还林（草）、生态农业等，其研究历史长，科学试验和生产实践的数据资料较

完备。而开发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集中在城镇、工程建设区、工业开发区等，

其研究起步晚，许多问题亟待研究解决，涉及环境保护、土地复垦、工程技术等

多种学科。开发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主要包括了道路、工矿区、库区和城市的水

土保持等。国外在开发建设项目中，往往在注重项目的经济效益的同时，是以不

牺牲生态环境作为目标的。特别是对于开发建设而扰动的地表，难以自然恢复植

被的区域，需采用先进的生态环境修复技术（李彬，2006）。近年来发达国家的

生态环境修复技术发展较快，有的技术不仅有赖于各种资材或工法之发展，更体

现价值观和文化的内涵。因此，在保持和发扬我国传统的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技

术的基础上，必须积极引进开发新材料、新工艺及配套施工机械设备，充分吸收

新的科研成果、先进技术和工程施工经验，注重国际和行业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是生态环境修复的重要环节。作为一系列绿色护坡技术的典型代表，绿化植生带

集水土保持与绿化美化环境功能于一体，特别适用于贫瘠土质边坡的绿化防护；

绿化岩土护坡技术（又称为客土喷播绿化技术）作为国外近 30 年开发研制、应

用推广的先进岩石边坡绿化技术，是开发建设项目中岩石边坡绿化护坡 佳技术

选择，能一改传统的边坡灰色防护为绿色防护；对于已建工程的喷浆护面、浆砌

石表面通过利用先进技术进行改建实现植被再造，则是另一项先进绿色护坡技

术，同时还有护土砖水土保持系统等等。 

3.1.2 泥沙运动与河床演变 

（1）非均匀沙不平衡输沙 

窦国仁（1963）详细分析了非平衡输沙机理，在苏联早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提出了初步的理论体系。韩其为（1979）进一步研究了非平衡输沙问题，给出了

恒定情况下一维非均匀流条件下含沙量沿程变化的解析解，以及明显淤积与明显

冲刷条件下悬移质级配与床沙级配的变化方程。关于非平衡泥沙扩散过程的理论

研究，Hjelmfelt and Lenau(1970)， 张启舜（1980）等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工作，

对冲刷过程中含沙量沿程恢复问题和淤积过程中含沙量沿程递减问题进行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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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理论分析，得出的结果至今还有指导意义。 

现阶段非平衡输沙计算中的恢复饱和系数的确定和床面泥沙与运动泥沙的

交换机理为该方面研究的焦点问题。韩其为（1972） 早采用实际资料反算得到

经验恢复饱和系数，冲刷时取 1，淤积时取 0.25。这一系数在国内数学模型中广

泛引用，在三峡等重要工程中也得到应用。后来，韩其为根据统计理论推导得到

平衡时的恢复饱和系数介于 0.02~1.78 之间，近似证明当时的经验系数具有一定

的依据（韩其为，1997）。郭庆超等（1999）利用悬移质泥沙运动基本理论，对

恢复饱和系数取值进行的理论研究表明，对于一般天然河道，其理论值非常接近

于 1.0，这与在实际计算时取 0.25~1.0 是很相近的。而对于实验室的水槽资料，

其理论值可以远远大于 1.0。对于平面二维模型或简单均匀沙的恢复饱和系数，

上述经验系数的可靠性需要进一步研究（周建军，2003）。周建军针对非平衡输

沙计算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探讨了恢复饱和系数的计算方法，从理论

上给出了从三维床面边界条件到天然河道一维泥沙数学模型恢复饱和系数统一

的理论和公式。王士强在分析前人关于不平衡输沙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非均

匀沙河床，提出了床沙交换速率的新的物理概念，计算研究了不同床沙交换速率

时表层床沙的粗化过程及非均匀沙含沙量恢复饱和过程，阐明了冲刷过程中表层

床沙迅速粗化使得细沙不能充分供给冲刷、从而含沙量恢复饱和距离大大延长的

原因，初步揭示了非均匀沙河床冲刷时含沙量恢复饱和过程的一个重要机理。 

目前有些国外的泥沙数学模型仍然采用平衡输沙的概念。这对于卵石推移质

为主的少沙和粗沙河流，由于悬移质含量少，河床调整速度快，还可近似采用。

而对于多沙河流，河床调整速度慢，影响距离长，平衡输沙理论将产生较大误差，

必须用非平衡输沙理论描述。 

（2）挟沙水流运动与水流挟沙能力 

挟沙水流运动与水流挟沙能力是泥沙研究的基本问题，其理论基础、物理方

程、计算公式等早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已基本成型。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包括

Rouse（1937，1938）、Velikanov（1958）、Laursen（1958，1980）、Lane-Kalinske

（1941）、武汉水院（1959）等。 

挟沙水流运动特性研究包括泥沙浓度分布、流速分布、紊动特性等方面的内

容，是河流泥沙研究的基础课题，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开展了大量研究，已经取

得了丰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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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浓度分布的理论研究是 基本的工作，Rouse首先引入扩散理论并导出

浓度分布公式，开创了理论研究的先河。Velikanov提出的重力理论独具特色，揭

示出泥沙运动的能量耗散图景。倪晋仁（1991）从理论上揭示无论采用扩散理论、

能量理论、混合理论、相似理论及随机理论，在求解悬移质浓度分布公式时都能

归化为扩散方程的简单形式，而且通过对掺混长度及紊流特性的研究提出泥沙浓

度分布公式的统一模式，使得传统的计算公式都成为特例。倪晋仁、王光谦（1987，

1991，1993）提出浓度分布存在两种典型类型，即传统的浓度上小下大的II型与

大浓度不出现在底部的I型。针对I型浓度分布存在的事实，首先从水流脉动特

性分析该种类型分布的力学机理；进一步类比气体分子运动论，从Boltzmann方

程出发导出能够描述I型分布的浓度公式，并预测 大浓度位置出现在泥沙颗粒

重力与升力相等之处。 

高含沙水流是挟沙水流的一种，在我国黄河干支流经常发生，实测 高含沙

量达 1600 kg/m 3。由于含沙量高，水流的运动呈现出与低含沙水流明显不同的特

性（Chien and Wan，1999），如：①浆体表现为非牛顿体特性，通常为宾汉体；

②运动特性不同，在流态上不仅出现高浓度两相紊流，也经常出现高浓度层流流

动。流动表面淅沥出一层清水，平静如镜，两岸树木倒影清晰可辩。在一定条件

下，整个河段还可能出现浆河，即当河床切应力小于宾汉屈服应力时流动冻结，

随着上游高含沙水流持续到来，水深不断增加，浆河“开河”再次流动；③高含沙

水流在一定流态下具有较小的阻力系数，小于同水流条件下清水的阻力系数；④

高含沙水流具有较大的输沙能力。由于颗粒在高浓度浆体中沉速大为降低，高含

沙水流的挟沙力相对低含沙水流要大；⑤与浆河现象相对应，高含沙洪水有时也

会发生揭河底现象，在短时间内（10 小时左右）能使河床刷深数米（2~10m），

导致水位大幅下降，影响桥墩、护岸及其他涉河工程的安全。 

我国在高含沙水流研究方面处于国际先进行列，国外目前关于高含沙水流的

研究主要借鉴我国的方法和理论。 

水流挟沙能力是泥沙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Einstein、Bagnold、Ackers and 

White、张瑞瑾、沙玉清等从不同理论和假设对挟沙能力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

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张瑞瑾公式既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又考虑经验修正，体

现了对泥沙运动基本问题的研究特色。杨志达（1973）从单位水流功率的理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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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入手，建立了包括沙质推移质在内的水流挟沙力公式。王士强（1992）从推移

质输沙率分析入手，结合悬沙沿垂线分布公式，得到悬移质水流挟沙力公式。 

长期以来不少研究认为只有在强平衡条件下才存在挟沙能力关系。但是这种

看法难以解释全部由上游来沙补给含沙量（已含在来水中）和完全由充足床沙补

给含沙量（全部由床沙冲起）时的挟沙能力的差别，也难以解释细颗粒泥沙的起

动流速与止动流速的差别。韩其为(2007)的研究表明，水流挟沙能力是受上游来

流输沙状态和床沙组成共同影响的，也就是说在淤积、平衡与冲刷等不同输沙状

态下，水流的挟沙能力是不同的，因而建立了高低含沙水流统一的挟沙能力公式。

从水流泥沙运动基本原理上解释了水流挟沙能力系数在高含沙河流与低含沙河

流的不同，同一条河流中水库的挟沙能力系数与河道的不同，以及高含沙洪水的

多来多排现象。 

挟沙能力系数是数学模型中 重要的系数之一，大量实际应用表明，一般情

况下挟沙能力系数值的变化范围在 0.010~0.050 之间。在南方少沙河流中 k0 取值

较小，如长江和汉江下游 k0 可取为 0.014~0.020；在北方多沙河流中，系数 k0 应

该大一些，如黄河下游的 k0 可取为 0.025~0.033；水库取值大于河道。根据这些

基本原则可以基本上估计某一河流或水库的挟沙能力系数取值范围。 

郭庆超(2001)根据 Bagnold（1966）和 Rubey（1933）等人的研究成果，对

挟沙能力系数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得到了估算挟沙能力系数的半理论表达式，并

据此得到挟沙能力系数的半理论值为 0.011~0.045。这一半理论计算值在一定程

度上支持了以前的经验取值。另外，郭庆超（2006）利用长江、汉江、黄河以及

塔里木河干流河道等实测资料，对韩其为的高低含沙水流的统一挟沙能力公式的

普遍适用性进行了检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韩其为的高低含沙水流的统一挟沙

能力公式的指数取值是非常稳定的，而对于不同河流，挟沙能力系数的数值虽然

是变化的，但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即低含沙河流的系数较小，高含沙河流的系

数较大，而中等含沙的河流系数则比较适中。由实测资料率定的长江（汉江）、

黄河和塔里木河的挟沙能力系数分别为 0.017、0.030 和 0.020。该项研究从实测

资料方面进一步支持了以前的经验取值。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避免了泥沙数学模

型中水流挟沙能力系数和指数选取的不确定性，为泥沙数学模型在不同天然河道

泥沙和河床演变计算得到推广应用提供了理论支持。 

（3）河床演变理论 



www.iwh.com

 

 177

Chien and Wan (1999) 把河流分为顺直、弯曲、分叉、游荡四种类型。这种

分类不仅是对每一种类型河流平面形态的直观理解，更重要的是包括了对不同类

型河流演变规律的深刻描述。这种分类比 Leopold 的顺直、弯曲、辨状 3 种河型

的分类法具有明显的先进性。因为，Leopold 的分类法偏重于平面形态的描述，

没有明确区分不同类型河流的演变特性。例如，按 Leopold 的分类，从平面形态

上看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河道都为辨状（分叉）河流，但一个相对稳定，而另

外一个摆动不定。按钱宁的分类，长江中下游河道属于分叉型，而黄河下游属于

游荡性，表现出不同的演变规律。 

除了河型分类外，河流演变的主要进展包括：不同河型的演变规律、河相关

系、河流的自动调整作用、河流的稳定性指标、各种类型河流的形成、水库上游

泥沙淤积与下游河道的冲刷规律、河床变形计算、河口演变规律。钱宁把河流演

变的规律加以分析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完成专著“河床演变学”，反映出该研

究领域的系统成果。同时期，张海燕（1988）完成了“河流演变工程学”专著，在

河型、河流的自动调整机理等重要理论或方法的处理和弯道变形、河宽调整和河

床冲淤的数学模拟等方面很有特色，对过去仅能定性描述的一些河流问题提出了

定量的处理办法，配合各类问题列举了大量工程实例。 

长江中下游是弯曲、分汊及顺直河道，通过对长江治理的实践与研究，使得

我国关于弯曲河道与分汊河道的水流、泥沙特性及演变规律的认识达到先进水

平。通过对黄河下游游荡型河道的长期研究，掌握了黄河下游泥沙的来源、数量

及时空分布规律，弄清了不同粒径泥沙在黄河下游河道内的淤积分布、以及黄河

水沙在下游河道中的演进规律，为黄河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4）河型转化 

针对河型问题，较早的研究以实验和野外观测研究为主，如 Edgar（1983）

用松散的含有性成份的天然沙在不同比降、不同流量(定常流量)下进行了实验，

还给出了天然河道调查资料。另外一些人的实验研究，如 Ackers（1964）是用不

同的沙进行的。在国内，上世纪 60 年代就开展了河型成因与分类研究，如方宗

岱的分类方法研究等。在试验研究方面，尹学良（1965）的研究较具代表性，通

过在水中加黏土的方法成功地塑造了弯曲型河道。近年国内开展的试验研究和统

计分析研究也较多。 

针对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下游河型变化，许炯心（1986），Schumm(1987)，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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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等（2003），张俊勇等（2004）以及张欧阳等（2004）试验研究了水库下游河

道的复杂响应。韩其为（2003）就丹江口水库修建后下游河道河势和河型变化进

行了较全面的观测资料分析研究，并与三峡水库下游河道的河型变化进行了类比

分析，对小浪底水库修建后黄河下游游荡性河段河型变化趋势也进行了分析。 

但河型研究还很薄弱，主要是理论认识还不充分。除临界起动假说、 小活

动性假说、 小功原理、 小方差理论等假设外，也有一些其它的研究成果，如

尹学良提出了“水沙条件决定河型论”，方春明（1999）提出在河相关系研究中需

补充的方程应是河流边界条件等。 

目前，河型问题的研究在 3 个方向上发展，传统的统计分析，试验研究，及

处于探索阶段的数学模型研究。统计分析方法，由于天然河流影响因素过多，难

以获得普遍符合实际的经验公式（许炯心，2002）。同样，理论研究要获得较本

质的数学模式和理论公式也存在困难。模型试验方法由于试验组次和研究范围的

限制，虽在单个河型或个别影响因素上取得成功，但缺乏对演变方式和过程的广

泛模拟，难以形成完整的体系、得出系统化的结论。河型的数学模拟研究尚处在

探索阶段（Cunge 1983, Charles 1998, Lewin et al 2001），受到对河型问题理论认

识不充分的限制。 

（5）河道萎缩与展宽 

河道萎缩是指由于水沙条件发生变异，河床演变脱离了在长期水文学意义下

水沙过程中所建立的“相对平衡”状态，出现过流断面缩小、泄洪输沙能力降低等

河道基本功能衰减的演变现象（胡春宏，等，2005）。黄河下游河道萎缩是一种

复杂的河床过程，其根本原因是水沙过程变异的结果，但水沙条件变异是河槽萎

缩的主要因素，而生产堤等不利的河道边界条件只是加快了河槽的萎缩。 

实体模型试验和原型资料的研究结果表明，河道萎缩的共同效应是河槽过流

能力降低、同流量下水位不断抬升，但在一定的河床边界条件下，其萎缩的模式

与水沙条件和河段的河型有关。当来流量为漫滩洪水且含沙量较高的情况下，河

道萎缩过程基本上呈现出滩槽平行淤积→多槽变单槽→河槽缩窄→河底平均高

程抬升的模式，可简称为“滩槽并淤”模式，其主要特征是滩槽均淤、主河槽变窄

趋浅、床面抬高；当来流量未漫滩且含沙量较高时，其淤积部位基本上全在主河

槽内，形成了“集中淤槽”模式。对于“滩槽并淤”模式或断面形态趋势窄深型的萎

缩过程，主河槽的输沙能力是有所提高的。但是，由于河槽过水面积是逐步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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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洪能力下降，一遇“洪水”就可形成河道水位较大幅度的抬高，因而仍可形

成较大洪水的威胁。对于“集中淤槽”模式或断面形态趋于宽浅型的萎缩过程，主

河槽的输沙能力显然是下降的，这类萎缩模式的灾害性将会更为严重。 

河道萎缩是河道排洪输沙功能衰退的一种河床演变过程，其主要反映是河槽

过流能力降低、同流量下水位不断抬升，形成“小水大灾”等灾害效应。研究结果

表明，若长期缺乏大流量洪水过程，其泄洪输沙能力会发生累积性降低，河道萎

缩将进一步加剧，当河道萎缩至一定程度后，即使发生小流量洪水过程，也会形

成漫滩成灾现象，从而产生“小水大灾”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萎缩性河道是可以逆转的．小浪底水库的

调度运用将大量泥沙拦截在水库里，下泄水流含沙量低且具有一定流量，挟沙能

力有较大富余，可冲刷河床，展宽河槽，有利于萎缩性河道的重新塑造。实践证

明，利用小浪底水库初期拦沙运用的有利时机，将萎缩性河道恢复为中水河槽是

可能的。 

3.1.3 工程泥沙 

主要追踪江河治理中的泥沙问题，水库泥沙淤积与运用方式，河口海岸泥沙，

以及河流健康等方面的新进展和新兴增长点。 

（1）水库泥沙淤积与运用方式 

Mahmood在1987年对世界水库泥沙淤积总结得出结论：在世纪范围内，人造

水库的平均使用寿命约22年左右，这与从技术上来讲一个水库的使用寿命至少

100年以上相差甚远。水库泥沙淤积是个古老而年轻的问题，瑞士的Giovanni and 

Raymond 通过浏览400篇有关水库泥沙的文献认为：在20世纪前半叶，泥沙运动

和水库泥沙淤积理论就已基本建立，在一些特定的水库中也曾采用冲刷和疏浚的

办法清除泥沙；1970年以后水库清淤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得到进一步发展；1980

年代水库泥沙综合管理理念变得更加清晰；1999年ICOLD在115期简报”Dealing 

with reservoir sedimentation”中已经清楚地阐述了水库泥沙淤积及防治对策。 

在我国，韩其为经过近40年的深入研究，建立了水库淤积的理论体系，出版

了《水库淤积》专著（2003年，科学出版社）。《水库淤积》的出版，标志着对

水库淤积的认识基本完成了将其由定性的描述到机理揭示和定量表达的过渡，研

究内容广泛深入，包括水库淤积的机理、水库泥沙运动规律，淤积形态和形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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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定量表达，三角洲及锥体淤积纵剖面方程，横剖面塑造特点、异重流淤积及

倒灌，变动回水区冲淤，推移质淤积，回水抬高，淤积物随机冲填时干容重确定，

混合沙及其密实过程中干容重变化，淤积过程中糙率变化等。此外在水库淤积控

制和调度方面，如水库长期使用的理论，变动回水区航道控制措施等也有出色成

果。修建水库一般会引起坝下游河床发生较大变形。初期的蓄水拦沙会引起出库

含沙量显著降低、坝下游较长河段发生自上而下的冲刷、河床粗化明显、断面形

态与河床纵比降的重新调整，甚至引起下游部分河段河型的转化。三门峡水库、

官厅水库修建后下游河道发生的冲刷现象都较为显著，目前我国围绕大型水利工

程开展的水库泥沙研究代表该领域的领先水平。 

对水库泥沙淤积的认识改变了只注重大坝建设技术的观念，对如何选择经济

有效、技术可行的方法来延长水库的使用寿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水库的规划、

设计、建设和运行中，如果忽视泥沙淤积的影响，那么水库的功能是不可持续的，

也不是环境友好的，更不易被公众接受。在这方面，三峡总公司走在了前列。在

金沙江下游梯级水电站规划期间，就充分考虑了泥沙在水库建设规划、设计、施

工和运行阶段的影响，制订梯级水电站水文泥沙监测与研究实施规划，将水文泥

沙作为一个重要议题贯穿于水电站开发的全过程，这必将对梯级水电站的联合运

用、安全运行和延长水库使用寿命发挥积极的作用。 

（2）泥沙利用（泥沙资源化） 

泥沙作为一种资源与水资源一起进行优化配置，可达到兴利除害和合理利用

水沙资源的目的。如巴西的挖泥造地，美国圣地亚哥河口恢复治理，美国密西西

比河的浑水灌溉，埃及尼罗河上的引洪改沙，日本利用水库淤沙作为筑坝材料，

我国黄河流域实行的淤改、泥沙造地、淤临淤背等。随着对泥沙资源化认识的深

入，开发了流域泥沙处理和利用技术，优化配置理论也在逐渐形成（Almeida et al 

2001，Kesel 2003，Chang et al 2002，胡春宏和陈绪坚 2006），探讨了流域泥沙

资源系统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和水资源系统的相互关系，泥沙资源配置的原则、

任务、原理和手段，提出了区域承沙能力的概念，给出了流域水沙资源联合多目

标优化配置理论框架。 

然而，流域水沙资源优化配置的理论研究尚少，目前尚只在理论概念上提出

水沙资源优化配置，真正意义上的水沙资源联合优化配置尚未开展，目前对水沙

联合优化配置数学模型的研究，国内外主要集中于水库水沙联合调度运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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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能计算流域层面上的水沙资源优化配置。进一步的研究需要深入基础理论，

建立流域水沙资源优化配置的理论体系，并建立水沙资源联合优化配置数学模

型。 

（3）河口海岸工程中的泥沙问题 

水流挟带泥沙到河口，水势放缓，泥沙淤积，形成三角洲和拦门沙。近年来，

由于兴建水利工程和大量引水，我国的许多河口河道正在急剧萎缩（王兆印

2003）。大河河口的萎缩主要是由于上游引水河口段来水流量降低甚至断流所造

成；中小河口往往是由于涨潮流速大于落潮流速，造成河口淤堵、河道萎缩。河

口的严重淤积大大减小了潮交换量和河流的环境容量。 

与河流泥沙运动规律相比，河口海岸泥沙运动有其独特的规律。从动力特性

上看，受潮汐与波浪的共同作用，河流泥沙运动力学中大量的关于恒定均匀流的

研究成果和基本概念在这里是不适用的。从运动特性上看，淤泥质海岸的泥沙粒

径很细，泥沙运移形态以悬移质为主；而粉沙质海岸的泥沙运动活跃，易起动、

沉降快、易产生骤淤，悬移质和推移质运动都同时存在。这些运动中的泥沙，既

有通过径流或潮流远距离漂移来的，也有波浪从当地掀起的。在波浪的周期作用

下，泥沙不断悬起、运动、沉降、再悬起，构筑成泥沙运动的复杂图景。在输沙

能力方面，曹文洪等（2000）基于湍流猝发的时空尺度得到波浪和潮流作用下床

面泥沙上扬通量，然后根据连续律，建立了平衡近底含沙量的理论表达式，进而

根据波浪掀沙和潮流输沙的模式，推导得出了物理概念清晰和充分考虑床面附近

泥沙交换力学机理的潮流和波浪共同作用下的挟沙能力公式。 

河口地区细颗粒泥沙会发生絮凝，将对泥沙沉降与起动特性产生较大影响。

特别是在咸淡水的交界带，大量泥沙在此沉积，形成拦门沙。颗粒的絮凝可能形

成独特的泥沙运动现象，如底部床面形成的浮泥流层。关于浮泥流的形成机理、

运动特性，可信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需要深入研究。对于粉沙质海岸，泥沙的

起动、悬移质和推移质比例的划分等，也都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课题。 

河口海岸泥沙运动的研究 终要归结到工程应用上。在黄河口综合治理的研

究方面（胡春宏等，2005），提出了通过河口尾闾河道整治、河口拦门沙疏浚、

充分利用海洋动力、现有清水沟流路几个分汊的交替使用等措施，保证清水沟流

路使用 100 年的三个方案组合，对于加快黄河三角洲建设和发展，保障胜利油田

安全生产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取得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应也是非常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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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用引海水冲刷黄河下游尾闾河槽，同时配合小浪底水库的调度运用，将有

利于延长河口流路的使用寿命，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黄河山东河道的防洪压力；

而且在引海水后，非汛期异重流的发生机遇和河口输沙动力将增强，从而提高输

沙入海的数量，对减缓黄河下游河床抬高是十分有利的。 

在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方案优化研究方面，解决了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

一、二期工程建设中方案优化、泥沙回淤、波浪设计等关键技术难题，为工程顺

利实施、达到治理目标提供了技术支撑，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海域取水防沙研究方面，解决了大量沿河口海岸建设的火电厂、核电站的

取排水口的泥沙问题，以及各种挡潮闸的泥沙问题等，为电厂和挡潮闸的安全运

行提供了保障。 

（4）河流健康 

Gore（1985）在他的《河流恢复》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健康河流生态的恢复和

维持是河流管理的重要目标，标志着河流健康（River Health）作为一个概念被

正式提出。尽管河流健康一词施用于河流或河流生态还存在不少争议，但这一形

象的比喻至少引起了公众和政府决策部门对河流状况的恶化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在国际上，虽然对河流健康定义还存疑义，但比较认可的定义为：河流系统的健

康是一种特定的系统状态，在该状态下，河流系统在变化着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

能够保持结构的稳定和系统各组分间的相对平衡，实现正常的、有活力的系统功

能，并具有可持续发展和通过自我调整而趋于完善的能力(Costanza et al. 1992, 

Karr et al. 2000, Richard 1999)。 

在国内，不同研究者对河流健康概念也有不同认识，甚至认为不同的河流有

不同的健康内涵。董哲仁(2005，2007)认为河流健康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概念，

其作用是建立相对基准点和评估准则体系，是一种河流管理的评估工具。韩其为

(2007)认为不同时期河流健康的内涵是有差别的，它应随着河流生命的阶段、社

会发展、科学进步、人类对其功能的要求而变化。 胡春宏(2007)等认为河流健

康的内涵包括三方面内容: 即河道的健康，流域生态环境系统的健康和流域社会

经济发展与人类活动的健康。 

此外，国际上也有一些研究者对河流健康概念发出了质疑(Micheal 2002, 

Noss 1990, Wicklum 1995)，主要论点是河流健康的概念在科学意义上是主观的模

糊的，无法确定河流健康的基准点，河流健康是无法度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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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健康的评价指标有很多(Boulton 1999，Karr 1981, 李国英 2004)，国际

上比较成熟的河流健康评价指标有藻类指标，河流底栖无脊椎动物指标，生物完

整性指标(IBI)和河流状况指标(ISC)。但是在国内，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标，

长江健康指标包括 12 个定量指标和 2 个定性指标，而黄河的健康指标主要体现

在“堤防不决口，河道不断流，污染不超标，河床不抬高”4 项标志上。 

河流健康的评价方法包括预测模型方法，这类方法通过把某研究地点实际的

生物组成与在无人为干扰情况下该点能够生长的物种进行比较而对河流健康进

行评价。该类方法首先通过选择参考点，建立理想情况下样点的环境特征及相应

生物组成的经验模型，此后，比较观测点生物组成的实际值与模型推导的该点预

期值，以实际值／预期值的比值对其进行评价，比值越接近 1 则该点的健康状况

越好，如 RIVPACS 和 AusRivas 等。另一类方法是多指标方法，此方法通过对观

测点的一系列生物特征指标与参考点的对应比较并计分，累加得分进行健康评

价，其中 具代表性的方法就是 IBI。 

在河流健康恢复治理方面，莱茵河成为典范（高立洪 2005，魏爱苗 2007）。

莱茵河是目前世界上管理得 好的一条河，然而它也经历了污染、功能丧失、治

理和恢复的过程。莱茵河治理的成功主要在于：一是建立管理和协调机构，二是

法律保障，三是相互信任，四是综合治理，五是技术支持，六是共同目标，七是

公众参与，八是增强公众意识，九是利益相关者参与，十是投资者参与，十一是

可持续发展理念。 

莱茵河治理成为当今河流管理的典范，其成功经验对于我国的河流治理具有

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3.1.4 泥沙研究模拟技术 

主要追踪工程泥沙中的水库泥沙淤积、河道冲淤、河口海岸演变的实体和数

值模拟技术，以及商业软件开发等方面的新进展和新兴增长点。 

（1）模拟技术 

实体模型试验是研究河流在自然情况下及修建水工建筑物后预测水沙运动

和河床演变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对一些三维性较强的问题，理论计算困难甚大，

通过模型试验的方法进行求解则更为有效。在实体模型相似律方面，早在 20 世

纪 50 年代李保如等人就开展了挟沙水流模型律的研究。屈孟浩（2005）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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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动床泥沙模型相似律。李昌华、张瑞瑾等都提出了具有各自特点的动床泥沙

实体模型相似律。窦国仁（1973）提出了全沙河工模型试验理论，其后采用全沙

物理模型研究长江葛洲坝枢纽工程、长江三峡工程和黄河小浪底工程等泥沙问

题，从而使模型试验理论和试验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河口和海岸区水域辽阔，

影响因素复杂，窦国仁基于近年来在潮流、波浪作用下底沙和悬沙运动基本规律

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河口海岸全沙模型的相似理论，

特别是变态模型的相似理论，为研究河口海岸工程泥沙问题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手

段。唐日长、王桂仙等对窦国仁提出全沙模型相似律作了一些修正并用于三峡工

程坝区，张俊华、姚文艺等对异重流及河型变化河段模拟理论与方法也进行了研

究；另外谈广鸣等将动床河工模型和泥沙数学模型联合起来运用的合交模型也是

成为现在研究的一种新趋势，长江的葛洲坝与三峡水利工程、黄河的三门峡工程

与小浪底水利工程以及其它大江大河的河道整治工程中做了大量的动床河工模

型试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河工模型试验方法。 

河流数学模型的发展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以后逐步成熟。在 1989

年第四次河流泥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当时的国际水力学会主席 Kennedy 在书面

发言中指出泥沙研究的 10 个重要进展之一就是河流数学模型，是 70 年代以后唯

一的重要进展。 

在一维泥沙数学模型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有韩其为（1979，1987）开发出的

一维河流泥沙数学模型，该模型建立在非均匀沙不平衡输沙理论之上，对不同的

冲淤模式建立了不同的输沙理论体系，模型还包括了水库异重流、支流倒灌异重

流、河流的分流分沙模型等。目前已广泛用于水库及河道泥沙的计算研究中。 

在物理量纵向变化远小于垂向变化的假定下，Uncles 和 Stephens(1989), 

Hamblin (1989)，时钟等(2000)开发利用一维垂向模型研究床面泥沙的悬浮过程。 

20 世纪 70 年代，Festa 和 Hansen(1978)建立了平面二维模型，成功地用于

河口 大浑浊带形成机理的研究。在国内，李义天(1988)、周建军(1993)等在 80

年代末也建立起二维泥沙数学模型。针对水流和泥沙侧向变化较小的情况，立面

二维模型也逐渐发展(Guan et al. 1998)。90 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和泥沙

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研究水平的不断深入，三维泥沙数学模型在河流局部河段、湖

泊，尤其在河口海岸泥沙问题研究方面得到了大量的发展与工程应用(Nicolson 

and O’Connor, 1986；Zhou, 1992；Wai et al. 1996；Wai and Lu, 1999)。目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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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泥沙数学模型已比较成熟，三维模型也能应用来解决一些具体问题(Fang and 

Wang 2000, Pickens et al. 1993, Wu et al. 1998, Wu and Rodi 2000, 陆永军 2004)。

特别是近些年来，数学模型在理论研究和生产实践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维模型一般建立在Navier-Stokes公式之上，采用了表水压力和Boussnesq假定，

平面上将控制方程在矩形、三角形、四边形或混合网格单元上进行离散，求解方

法有有限差分、有限体积和有限单元法，以后二种方法较为先进，具有收敛性好、

精度高的特点。在三维计算模型中，水流的涡粘系数和盐度、泥沙等的紊动扩散

系数是非常重要的物理量。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较为简单的办法是采用垂向对

数分布公式，但往往精度不够；前面提到的三维模型中，一般均耦合了紊流模型，

如经典或改进后的 　　模型(Rodi 1993)、2.5 阶(level 2.5)的 Yamada-Metha 紊流模

型(Wang 2006)。另外，在河口海岸泥沙问题研究中，波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素，现在也逐渐出现了波流耦合的三维水沙模型(Chen 2001)。 

泥沙数学模型的研究内容包括了水沙运动基本规律、数值计算方法、以及模

型验证与应用等多个方面。泥沙运动的基本规律是泥沙数学模型的理论基础。围

绕数学模型的开发，数学模型还作为一种工具用于对泥沙运动基本理论问题的深

入研究。例如，冲积河流阻力计算是数学模型研制的关键问题之一，王士强(1996)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多年研究，结合黄河的特点提出了冲积河流阻力的计算方法，

该方法能把低能态区、过渡区及高能态区的阻力公式统一起来。数值计算方法包

括离散格式、数值边界条件及网格剖分等方面。目前数学模型不仅在数值格式上

朝着精度高、稳定性和守恒性好、收敛速度快的方向发展；在功能上还逐渐将产

流产沙的坡面流模型、河口海岸的泥沙输移模型与传统的河道冲淤、河宽调整模

型一体化；在适用性方面，发展了基于完整的(而不是简化的)控制方程的全耦合

数学模型，以适用于输沙率高、河床变形很快的强冲积河流过程(Cao, et al. 2002, 

2004)；在模拟技术上，将精细的三维模型与快速的一、二维模型结合起来，形

成所谓的耦合、嵌套模型来处理复杂的模拟区域， 近，人们还着力开展了基于

GIS 的分布式侵蚀与产沙预测及评价模型的研究。王光谦等（2006）提出了流域

泥沙数字模型。流域泥沙数字模型将全流域（包括坡面、沟道及河道）作为一个

系统，从坡面侵蚀开始，经沟道、水库、河道，直至河口的泥沙输运、冲刷和沉

积的全过程。流域泥沙数字模型较好地将流域面上的产沙和河道输沙结合在一

起，是对目前利用遥感技术进行水土流失调查和长河道水沙数值模拟分别研究流

域产沙和输沙的重要补充。 



www.iwh.com

 

 186

Nihei et al. (2007) 采用新的模式分离技术(mode-splitting technique)和并行计

算(parallel computation)发展了大尺度的河道水流三维数学模型。该模型的突出优

点是数值稳定性高，计算时间短。在日本 Edo River 得到应用，模拟的河流长度

达到 45km，宽度 670m，网格数为 225×67×10，模拟结果与实测资料吻合良好。

更为重要的是，该模型在计算时间上只占不采用模式分离技术和并行计算三维数

学模型的 0.4%。 

（2）商业应用软件 

在泥沙计算领域目前较为流行的商业应用软件有丹麦水力学研究所的

MIKE 系列软件、荷兰德尔夫特水利研究院的 DELFT 3D、美国的 SMS 和 POM

模型等。这些模型中，以 MIKE 和 Delft 3D 在中国的商业推广 为广泛。 

MIKE 模型包括了水流、泥沙、生态、环境、地下水、水资源、城市水系统

等多个模块，MIKE11、MIKE21 和 MIKE3 模型分别为一、二、三维水流泥沙模

块，MIKE11 和 MIKE21 模型在中国已在普遍应用。MIKE 系列模型集成了目前

水力学、泥沙运动力学和波浪研究等方面的先进理论，具有集成性高、界面友好、

易学易懂等特点。泥沙所已经引进了矩形网格的 MIKE21 模型。 

荷兰德尔夫特水力学研究所开发了一套功能强大的软件包：Delft 3D，主要

应用于自由地表水环境。该软件具有灵活的框架，能模拟二维（水平面或竖直面）

和三维的水流、波浪、水质、生态、泥沙输移及床底地貌，及各个过程之间的相

互作用。包括了水动力模块、波浪模块、颗粒跟踪模块、泥沙输移模块、水质模

型和生态模块等。对泥沙计算研究来说，前 4 个模块有较高的使用价值。Delft 3D

的主要特征为：所有程序模块都具有高度的整合性和互操作性；能直接应用 新

过程知识，为久誉盛名的水力学研究所的研发成果；采用了市场上 为友好的图

形用户界面。 

3.2 对研究水平的分析 

纵观泥沙学科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楚的看到，许多基本理论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就已建立。比如泥沙运动力学、悬移质泥沙运动、推移质运动、输沙率、

挟沙能力、含沙量沿垂线分布、河道演变、水库泥沙、泥沙模拟技术等。相对来

看，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关于基本理论方面研究的亮点不是很突出，但是利用

基本理论大量地解决了江河治理和水利工程建设中的泥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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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看，我国在泥沙运动基本理论、水流挟沙能力、高含沙水流运动、

河工模型试验、江河治理、水库泥沙淤积等方面仍然处于国际先进行列。但是将

河流作为一个完整系统加以研究的观念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这使得我国当前在

河流生态健康、生态友好型的水利工程建设、环境泥沙等研究和实践都相对落后。

在商业软件开发方面，也失去了 好时机，应加紧这方面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3.3 对本学科发展的若干建议 

（1）继续加强泥沙基本理论研究 

从总体上看，我国在非均匀沙运动理论研究水平方面处于世界先进行列，

然而由于这一课题属于泥沙研究的前沿问题，研究内容广、难度大，有些研究尚

处于探索阶段，继续加强这方面研究，保持我们的先进地位是十分必要的。 

非均匀沙不平衡输沙条件下挟沙能力级配及有效床沙级配是非均匀沙不平

衡输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研究的前沿。挟沙能力级配和有效床沙级配研

究的关键是挟沙能力级配，今后应深入和进一步研究非均匀沙的挟沙能力结构，

冲淤条件下挟沙能力的多值性，出现单值的条件，以及如何确切表达。其次是非

均匀沙挟沙能力与均匀沙的关系。 

（2）环境泥沙问题 

环境泥沙问题应该得到充分重视，这是泥沙学科的一个新兴增长点。 

环境泥沙问题主要包括流域面上的水土保持和生态恢复，河道中不同种类水

生生物的生活习性和生存环境对河道水利工程建设、水流条件、河床冲淤、床沙

组成的要求等。比如，我国南方长江沿岸地区的血吸虫病是由钉螺传播的，而钉

螺的生存环境与水流条件和河床冲淤关系密切。通过研究钉螺的生存环境和扩散

规律，利用河流动力学和河床演变的基本原理，提出破坏钉螺的生存环境，阻断

钉螺的扩散途经，从而可以控制血吸虫病的传播。 

从发展趋势上看，泥沙学科与河流生态学科融合是必然的。早在 20 多年以

前，为了分析、评估和量化人类活动对河流系统生态的影响，就建立和发展了生

态模型或栖息地模型（habitat model）。然而，由于认识和学科的局限性，以前的

模型主要集中于河流内的流量过程评估，特别是 小流量问题， 多只考虑某个

恒定条件下河床变形，而没有合理考虑流量动态变化过程和河床动态冲淤过程的

影响，而这种动态过程对许多水生生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随着模型应用范围的

扩展，特别是水资源综合管理对河流流量过程调控、水库生态调度、河流恢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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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种河流工程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以前的模型功能已经不能满足需求，迫切需

要与其它学科融合，这其中就包括了泥沙学科。 

因为任何人类活动都会改变河流的既有平衡，引起河床的冲淤变化，改变河

流的物理环境，必然影响水生生物的栖息环境。德国学者 Schneider 等以某些鱼

类产卵对卵石河床有特别需求为例，在鱼类栖息地模型与河床变形模型融合方面

作了有益的尝试。在过去，栖息地模型通常只考虑流速、水深、底质等评估指标，

尽管这些指标对许多鱼类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河床变形和河道平面型态变化以及

这些变形对流动的反馈影响却没有考虑。事实上河床的动态变化对于不少鱼类的

生存环境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卵石河床产卵的鱼类，它们对于河床颗粒大小、

淤积物压密程度、淤积物厚度、细沙比例等都有特别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生态

模型的模拟成果是否可以作为决策参考，完全取决于对河床变形过程的模拟。由

此可见，泥沙学科在现代生态模型中占有相当的地位，是大有前途的。 

从专门从事泥沙研究学者的角度来看，尽管 Schneider 等人的论文对泥沙模

拟是比较粗浅的，但是这篇论文为泥沙研究者拓宽了思路，为泥沙科学广泛地应

用到生态领域开启了一扇曙光之门。有理由相信，只要从事泥沙研究的学者善于

借鉴生态学的研究成果，比如各种水生生物的生活习性（包括对水流条件和河床

条件的要求），就可以将泥沙运动研究成果与生态学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大大拓

宽泥沙学科的应用范围，开辟泥沙研究的新领域。 

（3）开发商业应用软件 

目前，我国不少科研单位都在大量引进国外比较成熟的商业软件，如 DHI

和 Delft 的软件。国外的商业软件之所以能够比较快地打入国内市场，并不是因

为它们在模拟能力上显著优于国内的软件，而是因为这些软件具有前后处理方便

快捷，可视化程度高，计算成果能够动态显示，计算效率高，模拟功能全，网格

灵活可变，易学易用等优点。国外的商业软件在水动力学计算方面已经相当成熟，

但在泥沙和河床演变模拟方面尚需不断改进。为了开发这些商业软件，他们有稳

定研发队伍，既有专业技术人员，也有软件工程师，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 

相比而言，国内的软件虽然很多，有些软件的物理基础和基本原理处于国际

领先地位，模拟成果甚至优于成熟的商业软件，特别是在泥沙运动和河床演变模

拟方面。但是，由于这些软件多数是由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开发的，功能比较单一，

通用性较差，程序结构没有优化设计，计算效率不高，界面不规范，可视化和动

态显示程度弱，限制了推广应用。应切实转变观念，建立稳定的研发队伍，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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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财力，争取在不长的时间里，在国际商业软件开发领域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目前我院已经完全具备了开发商业应用软件（这里指的是我院各个专业的，

而不单指泥沙专业）的条件，由院组织一个 5~10 人的研发小组，拨给专项经费，

确保他们全力投入软件的研发中，相信在 3~5 年内一定会有产出。到时必将能迅

速占领国内市场，不仅可以成为我院新兴增长点，而且可以快速提升我院的科技

地位，对我院建设世界一流研究院可望有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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