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粘性泥沙分层运动特征的试验研究

王家生
1
, 陈 立

2
, 刘 林

2
, 黄荣敏

2

( 1 长江科学院河流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10; 2 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应用水槽试验研究了粘性泥沙的运动特性及水流条件和泥沙浓度对粘性泥沙运动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 在

一定的水流和泥沙浓度条件下, 粘性泥沙运动存在着特殊运动形式  分层运动! ,  分层运动! 形成时水槽中泥

沙浓度沿垂线分布成  阶梯! 形状, 水流流速沿垂线分布为中部最大, 向水面和水槽底部方向流速减小。分层运动

的形成及其特征与水流条件泥沙浓度等因素密切相关, 不同的泥沙浓度下形成分层运动的水动力条件不同, 泥沙

浓度增加, 形成分层运动的水流强度也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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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性泥沙一般在较强的水流条件下往往完全悬浮, 细颗粒泥沙处于不饱和状态, 泥沙很难淤积。然而在河

口、港口、湖泊入口等区域的天然观测表明, 粘性泥沙在一定的动力、泥沙浓度、水深、坡度条件下, 其运动

具有分层特征(浮泥或异重流) , 即存在着明显的清浑水分界面, 或者泥沙浓度沿垂线分布的突变点[ 1~ 6]。然而

对于粘性泥沙的这种运动特性研究多数是原型观测, 而试验研究则较少[ 5~ 9]。本文应用水槽试验方法, 研究不

同动力和泥沙浓度条件下, 粘性泥沙的分层运动规律; 并探讨了水流、泥沙浓度条件对粘性泥沙运动的影响。

1 试验研究装置、方法及参数

水槽的试验装置如图 1所示。水槽宽 20 cm、高 25 cm, 长 3 5m。水槽底坡可变, 最大可供流量 8 m3/ h左

右。水槽底坡的变化范围为 0~ 1%。紊动流速的实测断面位于水槽中部, 测点的调节与定位由人工完成, 流

速和水流紊动用 ADV测速仪测得。水槽试验中泥沙采样应用虹吸管采样器, 试验采用烘干法测含沙量。在用

虹吸管取样时, 使虹吸管出口处与测点基本相平并略低, 控制浑水缓缓流出, 以保证所取到的是测点的沙样。

循环系统工作时, 水泵将水库中经过充分搅拌的浑水抽向水槽, 水库中用离心泵搅拌将水体的泥沙浓度混

合均匀。水流通过电磁流量计、碟阀及输水管道流向水槽, 再返回水库。试验中除了检测水流流速、泥沙浓

度、泥沙级配等一般的参数外, 还对一些水质参数进行了检测, 检测水质参数包括: pH、总含盐量、Ca2+ 浓

度, 总硬度、Cl- 浓度、碱度、HCO-
3 浓度等。

泥沙浓度沿垂线分布规律研究是泥沙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同时也是研究泥沙运动规律和泥沙与

水流相互作用的重要方法。研究泥沙浓度沿垂线分布可以获得许多有关泥沙与水流相互作用的信息。泥沙的运

动是泥沙的重力沉降与水流扩散相互作用的过程。泥沙浓度沿垂线分布正是这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从泥

沙浓度沿垂线分布规律可以了解沉降和扩散之间的作用规律。本文主要研究在弱动力条件下水槽中泥沙浓度沿

垂线分布情况。在试验过程中改变泥沙、水流、水质等条件, 研究这些条件对泥沙浓度沿垂线分布影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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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过程中的具体水流参数如表 1所示, 试验用沙级配如图 2所示。试验的水质条件如表 2所示。

图 2 泥沙级配

Fig 2 Sediment distributions

图 1 玻璃水槽试验系统示意图

Fig 1 Sketch of the flume experiment system

表 1 水流试验参数

Table 1 Parameters of flume experimment

流量

/ ( m3 ∀h- 1)

水深

/ cm

雷诺数

Re

泥沙浓度

/ ( g ∀L- 1)

温度

/ #
pH

0 7~ 4 5 > 15 > 2000 > 1 15~ 25 7 5~ 8 5

表 2 试验水质监测结果

Table 2 Measured results of irons concentration in water

pH
Ca2+

/ (mg ∀L- 1)

总硬度

/ (mg∀L- 1)

Cl-

/ (mg∀L- 1)
HCO-

3

碱度

/ (mmol ∀L- 1)

总含盐量

/ (mg∀L- 1)

7 8 66 58 76 53 71 93 129 69 2 12 343 66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通过断面的流速和泥沙浓度沿垂线分布试验结果研究分析水流条件和总的泥沙浓度对粘性泥沙运动特

性的影响。试验分两个系列, 系列 1泥沙浓度一定, 改变水流动力条件; 系列 2水流动力条件一定, 变化泥沙

浓度。试验组次的具体试验条件如表 3所示。

表 3 试验组次试验条件

Table 3 List of experiment condition

系列 1
泥沙浓度/ ( g ∀L- 1) 流量/ ( m3 ∀h- 1)

3 5 3 72[ 11] 2 15[ 12] 1 44[ 13] 0 96[ 14] 0 82[ 15] 0 72[16]

流量/ (m3 ∀h- 1) 泥沙浓度/ ( g∀L- 1)

系列 2
1 45 1 5[ 21] 2 3[ 22] 3 5[ 23] 3 7[ 24]

2 3 5[ 25] 10[26]

注:本文将试验组次统一进行编号, [ ]内为该试验组次的编号。

2 1 泥沙浓度沿垂线分布结果

图3分别为组次 11~ 16和组次 21~ 26泥沙浓度沿垂线分布试验结果。

从系列 1中各试验组次结果可以看出, 分层运动形成时, 各组次试验结果的中间输沙层泥沙浓度(距水底

6 cm处的泥沙浓度)变化不大, 为 3 4 g/L 左右。而随着水流条件变弱, 底部沉积层的泥沙浓度逐步增加。

从系列2的试验可以看出, 泥沙浓度变化也是分层运动形成和运动规律变化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一定的水

流条件下, 随着泥沙浓度的增加  分层运动! 逐渐明显。当泥沙浓度超过一定值时分层运动形成, 再增加泥沙

浓度时分层运动的形式不变, 而中间输沙层和底部沉积层的泥沙浓度增加。从系列 2中的试验结果还可以看

出, 当水动力条件较强时分层运动形成所需要的泥沙浓度也相应较大。即分层运动是水流和泥沙等条件共同作

用的结果, 水流条件改变所形成分层运动时的泥沙浓度也相应发生变化, 同样泥沙条件改变所形成分层运动的

水流条件也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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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泥沙浓度沿垂线分布

Fig 3 Sediment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 in vertical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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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流速沿垂线分布结果

图4为组次 11~ 13, 15流速垂线分布试验结果。

从图 4可以看出, 分层运动形成后水槽主流趋向中间输沙层, 即流速最大值在水槽的中部, 从中部到水面

和水底流速都是逐渐减小的。图 4( d)断面流速分布呈现 V字形, 这种特性表现得更明显。这种流速分布与异

重流的水流分布特征具有明显的相似性[ 2]。

图 4 流速沿垂线分布

Fig 4 Velocity distribution in vertical direction

2 3 试验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实验结果可以看出, 在一定的水流和泥沙条件下, 根据泥沙运动的规律可以将水槽从底部到水面

分为三层: 底部沉积层、中间输沙层和表面清水层。水流强度在一定范围内  分层运动! 才能形成, 但水流强

度过大时, 粘性泥沙全部悬浮, 泥沙浓度沿垂线均匀分布,  分层运动! 不能形成; 而当水流强度过小时, 泥

沙全部沉降到下面来,  分层运动! 同样消失, 即  分层运动! 是在相对较弱的水动力条件下粘性泥沙一种特

殊输移形式。从系列 1的试验可以看出随着水动力条件减弱, 分层运动从形成到消失, 图 5表示组次 14、15、

16水槽主流区泥沙浓度对比。从图 5可看出分层运动随着水动力条件的减弱而消失过程。图6为系列 1试验结

果中粘性泥沙分层厚度与水流条件的关系。从图中 6可以看出随着水流减弱, 分层厚度减小到最后消失。

图 6 水流条件和分层厚度关系

Fig 6 Relationship between flow condition and laminated thickness

图 5 组次 14、15、16 水槽主体泥沙浓度对比

Fig 5 Sediment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 in vertical direction com

press about NO 14, NO 15, and NO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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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粘性分层运动形成及影响机理初步分析

 分层! 的形成、发育及消失受水体紊动混合和重力沉降的双重作用。是絮凝沉降与受阻沉降的综合结果。
当粘性细颗粒泥沙发生絮凝作用, 絮凝后的细颗粒泥沙沉降速度与悬沙浓度密切相关, 前面的静水沉降成果表

明, 粘性细颗粒泥沙沉降速度随悬沙浓度增大而加速(称絮凝沉降) , 但浓度达到一定值时, 随浓度增高絮网结

构形成, 这时再增加泥沙浓度, 絮凝沉降速度降低, 此时称受阻沉降
[ 6]
。当絮网结构形成时, 出现清浑水分界

面, 即分层现象。

当分层运动出现时, 在最上层与中间层的界面上由于剪切力和泥沙本身浮力的共同作用, 使界面有时产生

内波。由于内波破碎引起泥沙垂向混合, 在中间层内泥沙呈絮状与最上层交换。进入最上层水体絮状泥沙, 因

势能差别, 在低等浓度状态下, 又经过絮凝沉降到原来位置附近。这样, 在一定的水流和浓度条件下, 使上界

面保持相对稳定状态。由于絮网结构的存在, 使泥沙沉降速度减小, 这时在中间层的泥沙沉速较小, 从而使其

在层内上下浓度分布较均匀。其最下层, 泥沙浓度高, 浮力大, 泥沙本身粘性强, 在这一层中的紊动接近消

失。因此, 中间层内与最下层的泥沙难以产生垂向交换, 该界面有阻隔上、下层水体交换的作用。如果流速增

强, 近底层处于强混合状态, 底层再悬浮作用强, 促使界面上、下水体充分交换, 分层现象消失。

粘性泥沙颗粒絮网结构的产生、消失对于分层运动的形成就有很重要的作用。絮网结构的形成需要一定的

水流、泥沙等条件。对于水流条件, 一方面水流对絮团的形成有促进作用, 即对絮网的形成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 另一方面水流又对絮团有破坏作用, 即对絮网的结构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因此水流对絮网结构的影响本

身就很复杂。另外还有泥沙浓度、水质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研究粘性泥沙与水流的关系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更

多, 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将更复杂。

4 结 论

本文对弱动力条件下泥沙运动进行了试验研究。试验结果表明, 当水流、泥沙等条件合适时, 粘性泥沙存

在着特殊的运动形式 分层运动。泥沙浓度沿垂线分布分三层, 上层浓度最小, 下层最大, 中间浓度居中,

三层之间浓度变化不连续, 有突变点。

分层运动的产生与水流条件和泥沙条件等密切相关。在一定的浓度条件下分层运动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水流

条件范围, 即在这个范围内分层运动形成, 而在这个范围外(大于或小于)则分层运动消失。不同的泥沙浓度时

形成分层运动的范围发生变化, 即泥沙浓度增加, 形成分层运动的水流强度也相应增加。分层运动形成时断面

流速分布呈V字形, 即中间流速最大, 往水面和水底逐渐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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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f feature of the cohesive sediment lamination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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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experiments of open channel flume is done to study the coherent sediment motion in weak dynam

ic conditi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pecial movement form  the lamination movement! emerges when the

condition ( flow and sediment density) is contented When the  the lamination movement! occurrs, the sediment density along

perpendicular profile presents  the steps and ladders! The peak value of the fluent speed emerges in the middle of the per

pendicular of the flow, then reduces to the water surface and the bottom of the flume The cohesive sediment flocculation and

construct ion of flocculation net are the basic reason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lamination movement forms The fluent condit 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laminationmovement formation, and the lamination movement forms in the certain fluent in

tensity scope The sediment density has the tremendous effect on the lamination movement formation. Different sediment densi

ties form the different lamination movements and the hydrodynamic conditions, that is the silt density increases, the intensity of

the fluent forming the lamination movement also increase correspondingly

Key words: cohesive sediment; lamination movement; profile of sediment density; experiment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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