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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床是如何变化的？为何会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多学科交叉问题。对此，本

文从地貌学角度进行研究，并给出几条基本建议。每条河流面对的威胁是什么？

影响河流输沙量的原因是什么？威胁河流灌溉区生态环境的又是什么？这一系

列问题倍受关注，尤其是对于罗讷河等配备了大型设施的大型河流。为促进河流

的可持续化管理，专家们对河床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模拟。 

 

 

 

 

 

 



1. 什么是河床？ 

 
图 1. 不同的河床及相应的水位。[©H.Piegay] 

Berges 河岸；Niveau d’inondation exceptionnelle 异常洪水位；Niveau de plein bord 中枯水

位；Alluvions fines 细冲积层；Alluvions grossières 粗冲积层；Basses eaux 枯水位；Lit 
d’étiage 枯水河床；Lit mineur 中枯水河床；Lit majeur ou lit d’inondation 洪水河床；

Terrasse 河岸；Fond de vallée 谷底 

河道通常被定义为在一个几何形状中集中流动的运动水体，该几何形状即河

床（图 1）。河床的形状并不单一，水位亦是变化多端。大多数时间河流都处于

中枯水河床中。中枯水河床的两侧是两个明显的斜坡地形，即河岸。中枯水河床

中可容纳一个更小的河床——枯水河床，它所能携带的河流量是最小的。如果河

岸足够陡峭，中枯水河床和枯水河床便会合并。否则，中枯水河床通常是湿河床，

且河岸上存在着在枯水期留下的暴露底泥。在高水位乃至洪水时期，河水溢出至

更宽阔的河床，即盛水河床或洪水河床，通常由历史最高水位或百年一遇、两百

年一遇甚至更罕见的洪水对应的断面进行确定。 



 
图 2. 弧河和伊塞尔河的汇合处。弧河给伊塞尔河带来了大量的悬移质，在图中即水体颜色

突出部分。伊塞尔河有大量由洪水带来的鹅卵石。[©EDF] 
Arc 弧河；Charge de fond stockée dans le lit mineur 储存在中枯水河床中的推移质；Isère 
伊赛尔河；Eaux chargées en MES 含悬浮固体的水体 

河床不仅能携带水，还携带有泥沙和漂浮物。漂浮物主要是有机质、植物碎

片或树干。它们附着在河床上，有时交错成块，一旦它们成冰堵塞，就可能阻碍

水流甚至致灾。粘土、淤泥和沙子，这些物质可以在水中移动，被称为悬移质。

而一些更粗的物质（主要包括砂、砾石、鹅卵石乃至石块）只在河床底部运输，

即推移质（图 2）。中枯水河床及其河岸正是由推移质积淀而成。高水位期间，

水流携带着较细的泥沙悬移，而后在宽阔的河床上沉淀，便会导致盛水河床的抬

升。因此，冲积平原通常是砂质和粉砂质的。 

泥沙和漂浮物以不同的速度向下游移动。推移质（底泥）很少移动，甚至不

动；唯有在山洪和洪水事件中，它可以移动得稍频繁且更远。推移质在洪水中能

移动几百米，悬移质在洪水中可移动几百公里。泥沙输送受水体的物理特性控制。

较快的流速可以使泥沙颗粒保持悬浮、防止其沉积；河床底部的粗糙度决定了推

移质移动过程中受到的牵引力和摩擦力。 

河床有不同的种类，坡度和流量的不同，决定了它们的水流速率和推移质输

沙率也不同。地质环境也可改变河床的阻力，从而影响河床的特性。河床可由推

移质或基岩构成。由推移质构成的河床被称为冲积河床，由基岩构成的则被称为



基岩河床。 

河床有不同的样式，而且河床样式关系到航道的规划。在平原地区，由于侵

蚀、沉积和推移质输送过程更活跃，河道更容易被冻结，河床更容易移位。河道

所表现出的运动敏感性反映了一个事实——河道本身具有能量，且河床并不一成

不变。 

河道可以是单通道，或多或少都有弯曲，连续的弯曲使河道呈蜿蜒之势，在

平原上弯道更为明显（图 3）。当河流蜿蜒时，河道中的流速是不对称的。在凹

岸流速很快，所以凹岸常发生侵蚀。在凸岸流速较慢，有利于从上游凹岸剥离的

泥沙在此沉积，进而形成河岸。山麓地区河流，如阿列河[1]或艾因河，因为河岸

坡度更大，更容易形成蜿蜒的走势。这些河流到了平原地区以后，河道更易移动。 

 
图 3. 左图：艾因河的低河谷部分，呈现出蜿蜒的走势，河道的移动产生了附近的植被。

[©S.Dufour]。右图：阿拉斯加的谢里丹河。[©T.都柏林] 

河床的位移每年可以达到几米，河床逐渐移走留下一片新土地，植被在这片

土地上生长。因此河岸植被很好地记录下了河床位移的过程。岸边植被是独特的

景观单元，由凸岸边向外，逐渐向更老的景观过渡。河道也可以是多通道。当推

移质很重时，难以将其搬移至岸边，便会形成辫状河。辫状河流是高山河流的典

型风格。卵石为岸，组成数个中枯水河床，水流便在这些河床共同组成的多个通

道中流动（图 3）。 

河流是一个嵌套生态系统，包括水体、河岸环境和地下空间。河流也可作为

附属的地理空间，归属于私人或市政当局，或用作公共活动场所。河流富含资源，

如河沙、水源及水电能。河流用途广泛，可供钓鱼、航运，以及休闲娱乐。在水

资源共享和发展选择等方面，河流的发展也存在冲突。河流也会存在污染、洪水

或河岸侵蚀的风险。这些问题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如河流的地貌学特征、



冲积平原的大小、环境的动态变化以及河道的不稳定性。 

2. 从河床到河流地貌 

河流地貌学涉及三个方面，河床的几何形状，水、泥沙和漂浮物的组合形式，

以及控制该组合形式的泥沙侵蚀、沉积和运输过程（见焦点 1：什么是地貌）。 

初步的工作表明，中枯水河床主要受近期洪水的影响。利奥波德和沃尔曼作

为先驱，开启了关于水体几何的研究领域。这在 1964 年出版的《地质学河流过

程》一书中也有所提及[2]。形成中枯水河床或改变地貌的水流被称为满溢流，即

那些临时溢出河岸，在一两年内便会回到河床内的水流。因此，冲积河流的河床

并没有特殊的形成机制，而是由近期发生的洪水控制的。 

 
图 4. 左边是河流系统两个等级（河段及其上游流域）的简化表示和基本交互参数，包括上

游的控制参数和下游的调节参数。这一河流系统的演变与人类行为密切相关。[©H.Piegay] 
Système fluvial 河流系统；Flux d’eau et de sédiments 水流和泥沙流；Bassin Versant 分水

岭；Largeur Profondeur 宽度和深度；Granulométrie Style Erosion/Constr. 颗粒样式侵蚀/沉
积；Tronçon 河段；Impacts 影响；Usages Gestion, Entretien Equipement/aménagement 
(endiguement, rectification) 使用管理维护设备/开发（遏制，整改）；Système social 社会制

度；Usagers Propriétaires fonciers Décideurs Gestionnaires 用户 土地所有者 决策者 管理

者；Conflits 冲突；Rétro-actions négatives 负反馈；Contre-mesures (aménagements, gestion, 
entretien) 对策（改善、管理、维护） 

这些研究更新了我们对河床的看法。河流地貌学如今已是一门交叉学科（见

焦点 2：地貌学中的不同分支）（图 4）。河流地貌学得到了 S.舒姆的支持，他

于 1977 年出版了《河流系统》一书[3]，可作为参考。基于系统研究方法，学者



借用了水文系统[4]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有助于构建河流地貌学和生态学之间的

学科桥梁，并有助于将河流地貌学这一概念引荐到其它领域。因此，无论是 2000

年发布并同时开始记录数据的欧洲水资源框架指令（WFD）[5]，还是 1997 年在

法国发布的旨在指导和规划各种大型流域水资源政策的 SDAGE（水资源开发和

管理总体规划）[6]，都提出了水文形态学这一词，该词即水文系统与河流地貌的

结合体。 

长期以来，学者都认为河床是一个受控于水和泥沙的物理实体。上游汇流区

的泥沙输送、水文气象循环，乃至人为扰动，决定了河床的发展条件。除此之外，

生物成分也影响着河床的形成（见高山冲积景观和生物多样性）。 

河床的形成是流动力和阻力之间复杂平衡的结果。水流的能量主要取决于水

位和河道的坡度。河床的阻力则取决于构成河床的推移质的形态。推移质的比重

越大、粘性越大、牵连结构越复杂，则越不容易被水流输送或侵蚀。河床及其边

缘植被也增添了部分阻力，植被不论死活，其根系结构或多或少能有效地保护河

岸，阻留推移质，限制侵蚀。 

植物的根植和生长也是影响河床阻力的重要因素。物种之间的竞争以及生物

入侵机制，导致水土保持性强的物种更易于在岸边生存。这说明，河道的形状并

不仅仅是一个物理问题，生物和生态机制在其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温暖

的环境中，植物的生命力更顽强，生物和生态机制的重要性更明显，因而人类的

行为对河道形状的间接作用也更明显。为此，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砍伐森林的后果。

砍伐植被破坏河床斜坡的稳定性，显著增加河流的推移质输入，从而进一步改变

河流的几何形状。在平原地区，单行、稳定和蜿蜒的河床更易于被移动性强的辫

状河床取代。 

 
图 5. 于拜河（迪朗斯河的一条支流）与吉梅特河交汇处，左图摄于 1895 年[来源：RTM

服务]，右图摄于 1996 年。[©H.Piegay] 



发生在新西兰北岛山脉和美国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森林砍伐活动，就造成了壮

观的河流变迁。这两个案例在科学文献中被屡次提及。而 20 世纪中期，欧洲退

耕退牧活动对山脉的影响则可作为前两个案例的反例，情景同样壮观。退耕退牧

使得流域和冲积平原的树林重建，植被的水土保持能力减少了下游的推移质输入，

促使河道下沉，辫状河卵石河岸逐渐被切断。这样一来，该处洪水和河床移动现

象减少，表现出高度的植被化，布满了柳树和杨树。在某些情况下，退耕退牧还

林会促使高山河流的典型风格（图 5）（参考阅读材料：冲积高山景观和生物多

样性）——辫状河的消失[7]。另外，19 世纪中期引入的入侵物种造成美国西部

的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河床急剧收缩[8]，也是一个被频繁提及的案例。 

3. 地貌学、风险管理、环境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图 6. 河床演变及其对桥的影响的两个例子。左图：河床的下沉会导致桥身结构不稳定

[©F.Liebault，IRSTEA-ETNA]；右图：河床上升阻碍了部分桥洞，促进局部洪水外溢

[©H.Piegay]。 

河流风险管理[9]的公共服务部门越来越多地考虑地貌动态（见焦点 3）。一

些保护性的构筑物往往处于不断变化的河流环境中。河床的变化会逐渐改变建筑

结构的稳定性，甚至可能演变为洪水和侵蚀[10]。随着时间的推移，河床不断位

移，河岸的稳固性下降，进一步推动河床位移，加剧河岸侵蚀。 

洪水也在发生改变。由于城市化的推进，流域下垫面的渗水性能变差，洪水

出现得更为频繁。城市化增加了地表径流，使得水流向下游的汇流速度加快，洪

水也变得更为猛烈。如此一来，河床反复下沉上升，缩窄变宽，加剧破坏了建筑

结构的稳定性。从另一个角度看，河床的变化也反映了河道正常容水量的变化（图

6）。这些因素导致洪水或侵蚀对人类造成的危害风险增加，而非一成不变。 



 
图 7. 费雷特兰的杜河。1940 年，它形成了一条美丽蜿蜒的河流，鹅卵石河岸表现出其活

跃的泥沙输送。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经过几年的激烈采矿工程，它的河床成为一个巨大的

湖泊，推移质运输中断。[资料来源：地质信息，IGN] 

砂石等建筑骨料的开采也影响了河流的几何形状（图 7）。出于对河流效益

及稳定发展的考虑，1994 年起禁止在中枯水河床上进行建筑骨料的开采[11]。 

这一禁令为承认河道的自由空间[12]铺平了道路。上述地区的开发旨在长期

满足用户需求，确保流域发展，同时保护河流的自然基础设施。这一切都是为了

可持续发展。河道的横向侵蚀以往一直被当作破坏河道的元凶；要想恢复河道的

横向侵蚀，需对河道的功能有所了解。横向侵蚀现在被认为是一个驱动生态和景

观发展、保证环境质量和流域吸引力（图 8）的良好契机。 

自由空间为河道功能优化创造了条件[13]。2016-2021 年的罗讷-地中海

SDAGE[14]定义了河道功能优化的空间，对包括开发、恢复、维护和保护等方面

在内的人类干预活动进行了规划。这使得流域的利益相关者足以适应河流的动态

性质，并尽可能地从河流自然基础设施中获益。这种对河流系统功能的适应性与

如今被热议的人类社会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适应性产生了共鸣。 



 
图 8. 艾因河：一条横向流动活跃、特种植物的生物多样性良好的河流，是保护河床移位工

作的擎旗手。[资料来源：R.蒙塔格农 UMR 5600 EVS] 

地表水与地下水息息相关，地下水是供应饮用水和灌溉的真正水库。地表水

和地下水之间通过河流的调蓄作用进行交换。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交换正是一些具

有巨大生态价值的水生栖息地的起源。在炎热时期，这种交换活动对某些物种非

常重要。譬如地下水在夏季是河流的冷水源，是鳟鱼非常重要的避热所。许多生

态栖息地实际上依托于某些特定的地貌功能，比如推移质在河床底部沉积，使得

河床底部交替出现深区和浅区，紊乱的水流搅动流动的泥沙，避免底部出现阻塞。

这些特点维持了地表水和地下水之间的水交换。 

固体物质输送的中断或河床底部推移质的单一化可能会阻碍地表水与地下

水的交换，并直接影响河流的生态营养。此外，水交换过程也驱动了天然的过滤

作用，可部分净化农业排水中的硝酸盐，对水体的自净十分重要。如果同时存在

河床下沉的情况，那么这一影响将会扩大至邻近的地下水水库。因此一些与河道

接壤的城市不得不加深集水井，以满足用水需求。水资源的日益短缺也加剧了渔

民、灌溉者、工厂等用户之间的矛盾。 

4. 为罗讷河及其居民服务的地貌学 

越来越多的科学团队正在对大型河流的演变进行监测，以寻找那些复杂问题

的答案。这些科研活动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密西西比州以及欧洲的莱茵河、多瑙



河和罗讷河都有所开展，罗讷河在 10 年前建立了罗讷河泥沙监测站[15]。 

罗讷河的诸多问题备受使用者、沿河地方当局、国家政府、水务局、主要运

营商、CNR（罗讷河国家公司）和 EDF 等多方关注。罗讷河是否有可能支撑起

在海洋的侵蚀下日渐撤退的卡马格三角洲，甚至朗格多克海滩呢？罗讷河沿岸修

建的大坝是否充满了泥沙？推移质沉淀对罗讷河的管理或河流走廊是否有影响？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罗讷河能否做到改善河流的生态，使其满足通航与水电生

产要求？罗讷河是否可能通过扩大其流量以防止洪水？罗讷河的开发是否会导

致储存在主河床底泥中近一个世纪的污染物重新释放？这些都是来自罗讷河泥

沙监测站（OSR）的研究人员、地貌学家、水力学家以及地球化学家们正在研究

的问题。要想回答好这些问题，需要确定河流的演化轨迹，了解河流的功能，评

估泥沙的输送能力，以及模拟河流的演变趋势。 

 
图 9. 在罗讷河上进行的修复工作示例。[资料来源：RhonEco 计划，免版税] 

开发罗讷河是一个长期项目，全长近 500 公里，涉及排水面积近 10 万平方

公里。如今地貌学已发展为集体化、组织化和结构化的一门学科，且做到数据共

享、结果公开且相互探讨。在河流研究上，地貌学与生态学、化学、生态毒理学、

社会学和经济学相联系，采取一种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帮助公民理解流域的演变。

这项工作由罗讷河商业工作室（ZABR）[16]承担，具体来说，主要由负责日内瓦

到地中海河流走廊的罗讷河谷人与环境观察所（OHMVR）[17]承担。 

保证生物栖息地的多样性是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罗讷河恢复计划的一部

分。实施过程中将一些次要支流与主河床重新连接在一起，并复活一些已经死亡

的支流。开发者发现，对罗讷河恢复情况的科学监测[18]（图 9），可以评估这



些支流的寿命，证明恢复计划实施的可持续性，并确认栖息地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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