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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渤海海冰物理和力学参数分布建立渤海海冰工程分区。其特点是将作用到相同直径或宽度的直立结构

物上冰的作用力范围相同的区域划分为同一分区内, 因此不同重现期设计冰厚度和峰值压缩强度之积作为区划指

标。为了获得不同重现期渤海海冰物理和力学性质参数, 利用渤海历史资料建立用气温、水温、冰期和冰厚表达非

变形平整冰层和冰样温度、盐度、密度的关系, 进而获得冰的孔隙率; 利用渤海海冰单轴压缩强度同孔隙率的试验

关系计算相应峰值压缩强度; 然后发展渤海不同重现期平整冰层物理和力学参数的平面分布。在此基础上以新区

划指标做不同重现期的海冰工程分区。作为新区划的实例, 给出 25、50、100年重现期的渤海海冰工程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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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渤海海冰工程设计, 有必要将渤海分为若干个区, 并赋以相应的设计参数。最初渤海海冰工程分

区分为3个区[ 1] , 之后又将渤海分为 9个区并收集和统计了更多的资料, 来充填区内设计参数。文献[ 2]归纳

了9个区内的冰物理和力学参数。继后, 吸收地理学上将渤海冰情分为 5种等级和工程需要, 发展为 5个海冰

工程分区。该分区将冰的厚度和压缩强度考虑为区划准则, 虽然对冰的物理和力学参数收集不足, 但对渤海海

冰工程区划有积极意义。该区划没有公开发表, 可从文献[ 3]了解其精华。杨国金建议将渤海分为 1/ 6经度

1/ 6纬度网格再充填设计参数
[ 4]

, 经过国内海冰工程界的合作和努力, 将参数完成, 但缺少归一化工作, 无法

从理论上对不完整资料区域延伸数据给予解释。文献[ 5]考虑包含冰以及其它环境条件在内的分区思想, 因需

要更全面的支撑资料,预计进入工程实践还需一定时间。

笔者根据文献[ 2~ 4]的思路, 对海冰物理和力学性质进行了实验研究, 结合早期完成和收集的实验资料,

致力于渤海海冰物理和力学参数归一化研究, 目的是实现真正的基于海冰物理和力学参数的冰工程分区。围绕

这一目标, 分三部: 一是渤海非变形平整冰物理和力学预测模型; 二是渤海物理和力学参数分布; 三是渤海海

冰工程区划。新区划的原则是:  抗冰结构物考虑不利的冰条件, 所以选择冰力学参数的上限; ! 同一分区

内作用于相同直径或宽度直立结构物上的冰力相同, 因此冰的厚度和压缩强度是区划基础; ∀ 只考虑渤海非
变形的平整冰, 其他冰类型需要在此基础上深入。

新区划选择的归一化参数为冰内孔隙率, 它是冰温度、盐度和密度的函数[ 6] , 比以往评价冰力学参数的卤

水体积更科学, 更能反映渤海低密度海冰情况。近年来的试验研究就是为了获得冰孔隙率同力学性质的试验关

系[ 8~ 10] , 所得结果也得到国际报道结果的印证[ 11, 12]。然而冰的盐度和密度都不是现场能够直接实时监测的指

标, 系根据国际上冰理论和成果, 结合渤海现场调查资料获得[ 7]。从冰样压缩强度发展到平整冰层压缩强度则

是利用国际成果[ 13] , 文献[ 13]的方法有 2点假设:  在冰压缩强度中无尺寸效应; ! 冰力学参数同环境条件

有关系, 这些假设同样适用于渤海, 笔者依据该方法, 拓展并获得了渤海冰物理和力学参数的分布, 构成渤海

第 15 卷 第 5 期

2004年 9 月
水 科 学 进 展

ADVANCES IN WATER SCIENCE

Vol 15, No 5

Sep , 2004



冰工程新区划的基础。

1 渤海海冰物理和力学性质参数化

海冰的力学性质取决于其物理性质。海冰工程区划最终需要的是冰的设计厚度和峰值压缩强度, 而冰的压

缩强度取决于冰的孔隙率。评价渤海平整冰层的孔隙率和压缩强度, 缺少分布整个渤海的实测参数。事实上由

于海冰的季节性和流动性, 也无法实测到整个渤海范围内的冰参数, 因此必须寻找用已知或容易获取的其他参

数来表征孔隙率所涉及的冰层内温度、盐度和密度, 这些关系见文献[ 10]。

1 1 海冰温度

渤海辽东湾海冰平整冰层温度的现场调查得:  生长期, 冰内存在准线性温度梯度; 稳定期, 冰内温度

出现非线性并且由于卤水 #热库∃ 调解能力出现 #冷中间层∃ 或 #热中间层∃; 融冰期, 表面冰温因辐射而可

能处于 0 % 左右, 有时略高于气温。! 冰层底面温度与水温相同, 为- 1 4 % ; ∀ 冰层温度剖面受水温和气温
联合制约; &表面冰温与冰面上 1 5 m处气温之间在夜间基本相同。 ∋ 冬季降雪很少, 不存在雪盖对冰温的

影响。冰层表面温度与夜间气温的统计关系为[ 7]

s = a (- 20 % ( a ( - 3 % ) (1)

式中 s 为冰表层温度, % ; a 为夜间气温, % 。

1 2 盐度

海冰盐度在平整冰层内呈 # C∃ 字型分布, 即盐度在冰层的表层以及底层偏高, 而且底层的盐度略高于表

层的盐度。此外, 整个平整冰层的盐度随冰厚度增加而减小。将渤海多年冰情调查的 200多组盐度资料按冰层

的表、底和中部分别平均统计, 获得平整冰层盐度与厚度统计关系, 平整冰层的表、底层的平均盐度, 和中部

的平均盐度的统计结果分别为
[ 7]

S s , b = 27 428H- 0 439
r = 0 916 (2)

Sm = 18 949H- 0 438
r = 0 965 (3)

式中 Sm和S s, b分别为平整冰层中部盐度和平整冰层表面及底面盐度; H 为冰厚度。

1 3 密度

冰密度随冰类型和冰期变化较大, 而各类平整冰层密度垂直剖面可以认为在整个冰层内是一致的。大量分

析表明, 冰生长和稳定期, 密度范围为 867~ 922 kg/m3, 平均为 913 2 kg/ m3; 冰融化期为 728~ 884 kg/m3, 平

均为 816 9 kg/ m3; 岸边搁浅冰的密度取融冰期的密度[ 7]。

i =
913 2

816 9

2月中旬前

2月中旬后
(4)

1 4 冰样内孔隙率

冰样内孔隙率为卤水胞和空气泡体积比之和。它们由 Cox 和Weeks 发展, 是冰的温度、盐度和密度的函

数。计算公式和应用条件见文献[ 6]。

1 5 冰样单轴压缩强度与孔隙率的试验关系

为获得冰力学参数同孔隙率的关系, 通过几年来进行的系列冰力学性质试验, 获得了峰值单轴压缩强度、

峰值弯曲强度和峰值侧限剪切强度同孔隙率的关系[ 10]。渤海海冰多数属于 C 轴在平面内随机分布的 S2冰
[ 14]

,

其水平面内任意加载方向的单轴压缩强度对冰工程分区有意义。根据149个单轴压缩强度试验结果, 获得了峰

值单轴压缩强度同孔隙率的最佳关系:

 c,max = 14 625v- 0 369
r = 0 897 (5)

式中  c,max为冰样的峰值压缩强度, MPa; v 为冰样内孔隙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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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渤海海冰工程分区

2 1 渤海任意位置的平整冰层物理和力学参数

通过气温、水温、冰厚和冰期, 从冰样和平整冰层某些关键点的参数发展到平整冰层参数的基本准则是将

平整冰层分为若干层, 确定每层的基本物理参数、计算孔隙率, 然后计算力学参数。取各层参数的平均值作为

平整冰层的参数。

文献[ 13]发现把平整冰层分为 9层获得的南极平整冰层压缩强度具有较高精度, 并且计算的强度值收敛。

平整冰层温度剖面假设每一层的平均温度均由表面至底面呈线性分布, 第 n 层的温度 n ( n= 1代表最表层)为

n = s - [ ( s- B ) / 18] - ( n - 1) [ ( s - B) / 9] (6)

式中 B 为平整冰层底面温度, 等于水温; s 为冰层夜间表面温度, 由式(1)计算。对渤海辽东湾常年只有 40

cm 和莱州湾20 cm厚的平整冰而言, 采用从表面至底面冰温线性分布的假设, 符合冰层生长期的条件, 这时对

应的冰层强度高。采用这一假设也恰好符合抗冰结构设计考虑不利冰条件的原则。

对渤海盐度、密度和孔隙率剖面, 也采用 9个分层。平整冰层的盐度垂直剖面假设为 # C∃ 形状并能用幂
函数表示。第 n 层的盐度Sn( n= 1代表最表层)为

Sn = S s , be
[ ( n- 1) / 4] ln( S

m
/ S

s, b
)

(7)

式中 Sm 为平整冰层中部盐度, 由式(2)计算; S s , b为平整冰层表面和底面盐度, 由式(3)计算。第 6~ 8层的盐

度对应第 4~ 2层的盐度。

因抗冰结构设计选择不利冰情条件, 所以平整冰层密度剖面选择式 (4)中 2月中旬前的结果, 为 913 2

kg/ m3。根据上述各分层温度、盐度和密度, 通过 Cox 和Weeks的孔隙率公式计算平整冰层内各层的孔隙率。然

后由式(5)计算各层的峰值压缩强度。

需要指出的是文献[ 13]取9层的压缩强度平均值作为南极海冰冰层的压缩强度。由于渤海冰厚度比南极冰

小, 平整冰层底部的骨架层占有相当比例, 这部分在渤海有厚度, 几乎无强度。所以在温度、盐度、密度剖面

中, 考虑整个冰厚; 而在平整冰层强度中, 第 9层取为 0, 并以 9层平均。

2 2 渤海平整冰层的物理和力学参数分布

因为气温、水温和冰厚属于易测或高精度资料, 所以如果获得渤海冰厚、气温和水温分布, 就可获得渤海

孔隙率分布, 进而得到力学参数分布。在实践中, 有 2种冰情资料, 实时资料和历史资料。对于冰管理, 使用

实时资料; 对于冰区结构物设计, 因考虑重现期, 必须使用历史资料。海冰工程区划也需要历史资料。笔者引

用渤海 1月历史平均气温和平均水温分布作为特征值[ 15]并将其放入 1/ 6经度 1/ 6纬度的网格内。图 1给出渤

海平均气温分布。而历史平均水温分布表明渤海冬季海冰有3个区域, 即冻结区、过渡区和融化区。为满足使

用文献[ 13]方法的要求, 水温分布依照以下 4 种情况修正:  当水温和气温都高于冰点时, 水温使用气温;

! 当气温低于冰点而水温高于冰点时, 水温取冰点温度; ∀ 固定冰下的水温取- 1 6 % ; &流冰下的水温取

- 1 4 % 。修正后的渤海水温分布见图 2。

文献[ 2]给出的渤海不同重现期的设计冰厚也被引用到 1/ 6经度 1/ 6纬度的网格内。然后, 计算渤海平

整冰层相应的孔隙率分布和峰值压缩强度分布。图 3以 50年重现期为例, 给出渤海 50年重现期的设计冰厚度

分布和峰值压缩强度分布。

2 3 基于渤海冰物理和力学参数的冰工程区划

新区划的准则是同一区域内相同直径或宽度的直立结构物上的冰作用力相同。为此, 定义冰厚同峰值压缩

强度之积为区划指标。区划的指标范围定义为: I区小于 20 MN/ m, 然后以 20 MN/ m的间隔增加到 160 MN/ m,

对应从 ∗区到+区, ,区的指标大于 160 MN/ m。图 4给出 25、50和 100年重现期的渤海冰工程分区。与过去

分区的区别是将结构物设计需要的重现期概念引入区划, 不同重现期对应的同一区的地理位置不同, 这表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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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期越短, 同一地理位置的抗冰能力越低。在按重现期为 100年设计时, 渤海分 9个区; 重现期为 50年设计

时, 渤海分8个区; 重现期为 25年设计时, 渤海分 7个区。

3 结 论

(1) 冰的峰值压缩强度由冰孔隙率控制, 而孔隙率是冰温度、盐度和密度的函数。由渤海历史资料已建立

气温、水温、冰厚和冰期与平整冰层表面温度、盐度和密度的关系。因而平整冰层的孔隙率和峰值压缩强度可

以通过气温、水温、冰厚和冰期表达。

(2) 渤海非变形平整海冰的骨架层有厚度, 无强度。因其相对平整冰层厚度占一定比例, 所以在冰物理性

质剖面中考虑骨架层厚度, 而峰值压缩强度设为 0。取平整冰层垂直剖面的平均值代表冰层参数。

(3) 引用已有渤海不同重现期的平整冰设计厚度和平均气温、水温分布, 获得重现期为 25、50和 100年

渤海平整冰层峰值压缩强度分布。选择冰厚与压缩强度之积为区划指标, 获得重现期为 25、50 和 100年的渤

海冰工程分区。这些分区是客观的, 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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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 engineering sub areas in Bohai from ice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s

LI Zhi jun, LU Peng, Devinder S Sodhi

(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astal and Offshore Engineering , Dalian University of T echnology , Dalian 116024, China)

Abstract: A new division of ice engineering sub areas is set up based on the ice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s distribu

tions in Bohai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division shows that the load on the vertical structures with same diameter or width is

equal in a same division area Therefore, the new division index becomes the product of a uniform ice sheet design thickness

and peak compressive strength at different return periods To obtain these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s, we use history

data to set up the expressions of a uniform ice sheet or ice sample temperature, salinity and density with air temperature, water

temperature, ice period and ice thickness Then ice porosity is obtained Later ice peak compressive strength is calculated by

using the experimental relat ionship of Bohai ice peak compressive strength and porosity At last, the ice sheet physical and

peak compressive strength distribut ions at different return periods in Bohai are developed from ice sample results The new ice

engineering sub areas at different return periods are obtained with the help of the new division index The new ice sub areas in

return periods of 25 , 50 and 100 year are given as samples

Key words: Bohai; sea ice; physical parameter; mechanical parameter; engineering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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