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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等效粒径的无粘性泥沙起动条件对比研究
聂锐华，王　 涛，黄　 尔，刘兴年

（四川大学水力学与山区河流开发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成都　 ６１００６５）

摘要：通过将等效粒径引入非均匀沙起动条件表达式，得到了基于等效粒径的非均匀沙起动条件统一表达式，并从
反映泥沙的非均匀性引起的荫蔽（暴露）作用与分选作用角度对当前有一定影响的非均匀沙起动条件的等效粒径表
达式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各家公式都能够反映泥沙的非均匀性引起的荫蔽（暴露）作用，较粗泥沙颗粒的
等效粒径小于其自身粒径，容易起动，较细泥沙颗粒的等效粒径大于其自身粒径，较难起动。但是不同公式之间还
是有一定的差异，主要反映在细颗粒的荫蔽作用方面。不同公式区分非均匀沙颗粒间荫蔽（暴露）作用的特征粒径
是不同的。韩其为、张启卫、刘兴年公式能较好的反映泥沙起动时的分选作用。对于细颗粒泥沙而言，Ｅｇｉａｚａｒｏｆｆ、
Ｈａｙａｓｈｉ与秦荣昱公式在冲刷时体现由于床沙粒径不同而产生的分选作用相对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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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粘性泥沙的起动作为研究泥沙输移、航道整治、河渠稳定设计、冲刷过程和模型设计等问题的基础，
是解决山区卵石河道泥沙问题必须面临的基本问题。国内外学者曾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这
些成果通常是将一些床沙起动的水流特性参数（流速、切应力、水流功率和流量）与推移质泥沙输移参数以公
式或图表的形式联系起来［１５］。当前，许多学者继续推出新的公式，而对于已有各家公式之间的差异及产生
差异的原因研究相对较少，这对泥沙研究中公式的选用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聂锐华等［６］深入分析了泥沙起动的已有研究成果，建立了３种常见泥沙起动条件的转换关系。在此基础
上将收集到的几十个国内外的泥沙起动条件进行了对比，得到了不同学者的泥沙起动条件的差异，为合理选
用泥沙起动条件提供了参考。Ｂｕｆｆｉｎｇｔｏｎ和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７］系统地分析了他们收集的８０年的砾石河床河流起动
研究的颗粒中值粒径量纲一临界切应力τｃ５０，分析认为，砾石河床河流明显缺乏一个普遍适用的τｃ５０值，这
导致在特定应用中需要慎重选择适当的τｃ５０。褚君达［８］曾整理分析了收集到的国内外２４位学者的无粘性均
匀沙无因次起动切应力资料，为无粘性均匀沙的起动研究提供了参考。

本文通过将等效粒径引入非均匀沙起动条件表达式，得到了基于等效粒径的非均匀沙起动条件统一表达
式，并从反映泥沙的非均匀性引起的荫蔽（暴露）作用与分选作用角度对当前有一定影响的非均匀沙起动条
件的等效粒径表达式进行了对比研究。一方面丰富了非均匀沙起动条件的选择方法，另一方面可为建立更适
合实际需要的非均匀沙等效粒径表达式提供参考。

１　 基于等效粒径的非均匀沙起动条件统一表达式
等效粒径的概念是刘兴年等［９］在研究非均匀沙起动时提出的。等效粒径是指具有一定暴露度的泥沙颗

粒起动时的临界条件与某一粒径的泥沙颗粒完全暴露时的临界条件相等，则将此完全暴露的泥沙颗粒的粒径
称为该有一定暴露度的泥沙颗粒的等效粒径。刘兴年等［９］通过水槽试验和野外实测，获得了非均匀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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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动与全部可动条件下的颗粒暴露度和粒径的相关关系，提出了等效粒径表达式为
ｄｉ ＝

ｄｉ ＋ Ａ（ｄＡ － ｄｉ）
ｄｉ ＋ Ａ（ｄＡ － ｄ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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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式中　 ｄｉ 为非均匀沙中某一粒径ｄｉ的等效粒径；Ａ为表征床沙位置关系和上游泥沙补给条件的重要特征参
数。Ａ值越大，粗化程度越强（上游泥沙补给不足），细颗粒泥沙受到的荫蔽作用也越强，一般Ａ ＝ ０ ～ １；ｄＡ 和
ｄｃ 为床沙代表粒径和床沙位置调整的最大可动粒径，分别由下式确定：

ｄＡ ＝ 
ｍ

ｉ ＝ １
ｄｉ ｐｉ ＋ 

ｎ

ｉ ＝ ｍ ＋１
ｄｃ ｐｉ，ｄｃ ＝ γｈＪ

０ ０２４（γ ｓ － γ） （２）
式中　 ｐｉ为ｉ级粒径颗粒所占百分比；ｎ，ｍ分别为床沙的总分级数与ｄｉ ＜ ｄｃ 的分级数；γ ｓ，γ分别为泥沙与
水的容重；ｈ为水深，Ｊ为水面比降。分析式（１）可以发现，当颗粒较细时，等效粒径ｄｉ 要大于其自身粒径
ｄｉ；当颗粒较粗时，则等效粒径ｄｉ 要小于其自身粒径ｄｉ。因此式（１）反映了非均匀沙中细颗粒受到荫蔽、粗
颗粒受到暴露的特性。

由刘兴年定义的等效粒径可以得到
τ ｃｉ ＝ Θ ｃｉ（γ ｓ － γ）ｄｉ ＝ τ ｃｄｉ ＝ Θ ｃ（γ ｓ － γ）ｄｉ （３）

式中　 Θ ｃｉ为非均匀沙中某一粒径ｄｉ 的无因次起动切应力；Θ ｃ 为均匀沙的无因次起动切应力；τ ｃｉ为非均匀沙
中某一粒径ｄｉ的起动切应力；τ ｃｄｉ 为粒径为ｄｉ 的均匀沙的起动切力。可以得到基于等效粒径的非均匀沙
起动条件统一表达式为

Θ ｃｉ ／ Θ ｃ ＝ ｄ

ｉ ／ ｄ ｉ （４）

２　 非均匀沙起动条件的等效粒径表达式对比
现有的非均匀沙起动公式中，一些研究者通过研究非均匀沙的床面特点来研究泥沙颗粒在床面的位置影

响，直接引入非均匀沙颗粒间荫蔽（暴露）作用，通过暴露度来反映粗细颗粒之间的影响，以爱因斯坦、韩其
为和何明民、刘兴年、方红卫等为代表［１０］。一些研究者将泥沙颗粒间的隐蔽与暴露作用归功于泥沙颗粒在
床面上相互排列的位置变化，引入附加阻力来反映颗粒不均匀性对起动条件的影响，以张启卫、秦荣昱和王
崇浩、何文社等为代表［１０］。

根据韩其为的研究［１１］，垂线平均流速Ｕ与摩阻流速ｕ之间有如下关系：

Ｕ ＝ ６ ５ｕ ( )ｈｄ
１

４ ＋ ｌｇ ｈｄ ≈ ６ ５ｕ ( )ｈｄ
１
６ （５）

而摩阻流速ｕ 与切应力之间的关系为
ｕ２ ＝

τ
ρ

（６）
Ｕ与ｕ 之间亦有如下关系：

Ｕ ＝ ５ ７５ｕ ｌｇ
αｈ( )ｄ （７）

式中　 τ为切应力；ｄ为颗粒粒径；ｈ为水深；α为系数。
因此，选择当前有一定影响的非均匀沙起动条件表达式［１０］，根据式（４）～式（７），可以得到不同作者的

非均匀沙起动条件的等效粒径表达式（表１）。
２ １　 颗粒荫蔽（暴露）作用

首先从反映泥沙的非均匀性引起的荫蔽（暴露）作用角度对不同非均匀沙起动条件的等效粒径表达式进
行了对比研究。按表１所列不同公式的等效粒径表达式计算得到不同公式的分组等效粒径与颗粒粒径的比
值，如表２所示。各家公式的参数取值参考文献［１０］。从表２可以看出，不同公式计算出来的等效粒径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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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起动条件相应的等效粒径表达式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 ｍｏ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作　 者 等效粒径表达式 作　 者 等效粒径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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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反映泥沙的非均匀性引起的荫蔽（暴露）作用，较粗泥沙颗粒的等效粒径小于其自身粒径，容易起动，较细
泥沙颗粒的等效粒径大于其自身粒径，较难起动。从不同公式计算出来的等效粒径反映泥沙的非均匀性引起
的荫蔽（暴露）作用效果来看，Ｅｇｉａｚａｒｏｆｆ、Ｈａｙａｓｈｉ与秦荣昱公式基本相当，韩其为、张启卫与刘兴年公式基本
相当；但是不同公式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异，主要反映在细颗粒的荫蔽作用方面。

表２　 不同公式的分组等效粒径与颗粒粒径比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ｄｉ ／ ｄｍ
不同公式的ｄｉ ／ ｄ ｉ

Ｅｇｉａｚａｒｏｆｆ Ｈａｙａｓｈｉ 韩其为 陈媛儿 秦荣昱 张启卫 孙志林 刘兴年
０ ２５ ３ ５８ ４ ００ １ １６ ４ １３ ３ ２０ １ ３９ １ ６８ １ ５３
０ ５０ １ ７１ ２ ００ １ ０８ １ １２ １ ８０ １ １０ １ １９ １ ０８
１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５８ １ １０ １ ００ ０ ８４ ０ ８８
３ ０ ５３ ０ ６５ ０ ８６ ０ ３２ ０ ６３ ０ ９７ ０ ４９ ０ ９５
５ ０ ４２ ０ ５６ ０ ７７ ０ ２７ ０ ５４ ０ ９８ ０ ３８ ０ ９７
７ ０ ３６ ０ ５２ ０ ７１ ０ ２４ ０ ５０ ０ ９８ ０ ３２ － －
９ ０ ３３ ０ ４９ ０ ６５ ０ ２３ ０ ４８ ０ ９８ ０ ２８ － －

假定非均匀沙中ｄｉ ＝ ｄｍ 的颗粒，其等效粒径为反映泥沙的非均匀性引起的荫蔽（暴露）作用的特征粒径。
分析发现不同公式区分非均匀沙颗粒间荫蔽（暴露）作用的特征粒径是不同的。Ｅｇｉａｚａｒｏｆｆ、Ｈａｙａｓｈｉ、韩其为、
张启卫公式中，特征粒径等于非均匀沙的平均粒径，也就是说非均匀沙中ｄｉ ＝ ｄｍ 的颗粒与粒径为ｄｍ 的均匀
沙的起动条件是相同的；换句话说，这些公式认为非均匀沙的非均匀性对非均匀沙中ｄｉ ＝ ｄｍ 的颗粒没有影
响，这一点值得商榷。陈媛儿、孙志林、刘兴年公式给出的特征粒径小于床沙平均粒径，表明这些公式将非
均匀沙的非均匀性对非均匀沙中ｄｉ ＝ ｄｍ 的颗粒的影响考虑为暴露作用。秦荣昱公式给出的特征粒径大于床
沙平均粒径，表明秦荣昱公式将非均匀沙的非均匀性对非均匀沙中ｄｉ ＝ ｄｍ 的颗粒的影响考虑为荫蔽作用。
到底该将非均匀沙的非均匀性对非均匀沙中ｄｉ ＝ ｄｍ 的颗粒的影响考虑为暴露作用还是荫蔽作用，这一点在
以后的工作中值得进一步研究。
２ ２　 床沙分选作用

其次从反映泥沙的非均匀性引起的分选作用角度对不同非均匀沙起动条件的等效粒径表达式进行了对比
研究。按表１所列不同公式的等效粒径表达式计算得到不同公式的分组等效粒径与颗粒平均粒径的比值，如
表３所示。各家公式的参数取值参考文献［１０］。从表３可以看出，不同公式计算出来的等效粒径在反映泥
沙的非均匀性引起的分选作用是不同的。从各家公式计算出来的等效粒径体现冲刷时水流对床沙的分选作用
来看，Ｅｇｉａｚａｒｏｆｆ、Ｈａｙａｓｈｉ与秦荣昱公式基本相当，韩其为、张启卫、刘兴年公式基本相当。其中，韩其为、
张启卫、刘兴年公式能够较好的体现冲刷时水流对床沙的分选作用。对于细颗粒泥沙而言，Ｅｇｉａｚａｒｏｆｆ、Ｈａ
ｙａｓｈｉ与秦荣昱公式给出的等效粒径都比较大，几乎与床沙平均粒径相同，尤其是Ｈａｙａｓｈｉ公式，其等效粒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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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床沙平均粒径相同，因此这３个公式在冲刷时体现由于床沙粒径不同而产生的分选作用相对较差。
表３　 不同公式的分组等效粒径与颗粒平均粒径比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ｍｅｄｉａｎ ｓｉｚｅ

ｄｉ ／ ｄｍ
不同公式的ｄｉ ／ ｄｍ

Ｅｇｉａｚａｒｏｆｆ Ｈａｙａｓｈｉ 韩其为 陈媛儿 秦荣昱 张启卫 孙志林 刘兴年
０ ２５ ０ ８９ １ ００ ０ ２９ １ ０３ ０ ８０ ０ ３５ ０ ４２ ０ ３８
０ ５０ ０ ８６ １ ００ ０ ５４ ０ ５６ ０ ９０ ０ ５５ ０ ５９ ０ ５４
１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５８ １ １０ １ ００ ０ ８４ ０ ８８
３ １ ５９ １ ９６ ２ ５９ ０ ９６ １ ９０ ２ ９２ １ ４６ ２ ８５
５ ２ １０ ２ ８２ ３ ８４ １ ３４ ２ ７０ ４ ８９ １ ８８ ４ ８５
７ ２ ５４ ３ ６２ ４ ９９ １ ７１ ３ ５０ ６ ８６ ２ ２２ － －
９ ２ ９６ ４ ３８ ５ ８８ ２ ０７ ４ ３０ ８ ８５ ２ ５２ － －

实际工作中从床沙的分选作用角度来选择适宜的泥沙起动条件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河床的粗化细化过
程。天然河流可能处于冲刷状态，亦可能处于淤积状态，亦可能处于冲淤交替状态。即由于来水来沙条件的
不同，河床组成的不同，水流可能对床沙的分选作用强烈；亦有可能有分选作用，但是不强烈；亦有可能推
移质级配与床沙级配完全一致，根本不存在分选。

３　 结　 　 论
（１）通过将等效粒径引入非均匀沙起动条件表达式，得到了基于等效粒径的非均匀沙起动条件统一表

达式Θ ｃｉ ／ Θ ｃ ＝ ｄｉ ／ ｄ ｉ。
（２）对８家非均匀沙起动条件的等效粒径表达式的对比研究表明，各家公式都能够反映泥沙的非均匀

性引起的荫蔽（暴露）作用，较粗泥沙颗粒的等效粒径小于其自身粒径，容易起动，较细泥沙颗粒的等效粒径
大于其自身粒径，较难起动。从各家公式计算出来的等效粒径反映泥沙的非均匀性引起的荫蔽（暴露）作用来
看，Ｅｇｉａｚａｒｏｆｆ、Ｈａｙａｓｈｉ与秦荣昱公式基本相当，韩其为、张启卫、刘兴年公式基本相当。但是不同公式之
间还是有一定的差异，主要反映在细颗粒的荫蔽作用方面。不同公式区分非均匀沙颗粒间荫蔽（暴露）作用
的特征粒径是不同的。

（３）对８家非均匀沙起动条件的等效粒径表达式的对比研究表明，韩其为、张启卫、刘兴年公式能较
好的反映泥沙起动时的分选作用。对于细颗粒泥沙而言，Ｅｇｉａｚａｒｏｆｆ、Ｈａｙａｓｈｉ与秦荣昱公式在冲刷时体现由
于床沙粒径不同而产生的分选作用相对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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