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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流边界上推移质输沙率
陆　 彦，陆永军，李寿千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２９）

摘要：天然河道边界上常由于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水位不同而产生渗流，引起水流的非静水压力分布，进而影响推移
质输移规律，也使得常用的推移质输沙率公式不再适用。利用水槽试验测定沙波的尺寸及运动速度与床面渗流水
力梯度的关系，结果表明沙波的高度及运动速度随着向下渗流强度的加大而增加，随着向上渗流强度的加大而减
少；进而结合理论分析，利用沙波运动特点估算推移质输沙率，并推导出推移质输沙率随床面渗流的引入而变化的
计算公式，分析渗流引起非静水压力分布下推移质输沙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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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输沙率，尤其是推移质输沙率的预测对于涉水工程的建造和安全非常重要，例如估算桥墩和丁坝等
结构物的局部冲刷。对于不透水床面上的推移质运动，研究人员提出了很多有用的公式［１３］。天然河道的边
界多数是由泥沙等松散颗粒组成的透水边界，渗流对岸坡稳定的影响逐步为人们所关注［４６］，然而，对于透
水床面上的推移质输沙率相关的研究却很少见。事实上，渗流和明渠流的交互作用改变了水流结构，静水压
力假定不再合适，从而使得上述推移质输沙率公式不再适用［７］。由于推移质运动对床面渗流导致非静水压
力分布的响应机制尚不明确，已有的研究结果存在着矛盾的结论和不确定性。一些学者［７９］认为向上的渗流
引起输沙率的增大，而向下的渗流抑制了泥沙的输移。但是，也有学者［１０１２］给出了相反的结论。Ｌｕ等［１３］对
这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了全面回顾，并针对存在的矛盾认识给出一些合理解释。

在天然河流中，量测推移质输沙量存在很多困难。作为推移质运动的集体运动形式，沙波运动是冲积河
流中的常见现象，并且沙波的几何尺寸和运动速度易于经济有效的量测，所以可以通过测量沙波运动的特征
要素来估算推移质输沙率。本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试验研究床面渗流对沙波运动的影响，进而揭示推移质输
沙率的变化规律。

１　 沙波床面的推移质输沙率
天然河流由于水流条件和河床泥沙特性的不同会形成各种床面形态，是推移质颗粒在河床表面的集体运

动形式，也就是沙波运动。图１给出了一种典型的沙波床面，迎水面坡度比较平缓而背水坡较陡，迎水面上
的泥沙颗粒在水流时均剪切力及床面紊动的双重作用下沿着坡面向下游推移，到了波峰后落入背水面的漩涡
区并沉积，使得背水面向下游延伸，结果整个沙波就以一定的速度向前运动。

如图１所示，以沙波波谷的连线为河床基准面，可以写出沙波床面推移质输沙率的控制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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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ｙ为沙波在各点的高度；ｘ为平行水流方向的坐标轴；ｔ为推移质运动时间；ｇｂ 为推移质单宽输沙率；
γｂ 为床沙单位容重。考虑恒定状态，也就是沙波在运动过程中形状基本保持不变，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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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ｃｅ 为沙波运动速度。式（２）代入式（１），得
ｇｈ
ｘ
＝ γｂ ｃｅ

ｙ
ｘ

（３）
对上式进行积分，得

ｇｂ ＝ αγｂ ｃｅＨ ＋ ｇ０ （４）
式中　 ｇ０ 为积分常数，α是沙波形状系数，简单起见，假设沙波形状为三角形，则α ＝ ０ ５，容易计算相邻两
个沙波波峰间的推移质单宽平均输沙率，即方程（５）。

ｇｂ ＝ ０ ５γｂＨｃｅ ＋ ｇ０ （５）
式中　 ｇｂ为相邻两个沙波波峰间的推移质单宽平均输沙率。ｇ０ 可以认为是对沙波运动没有贡献的那部分推
移质输沙率，也就是从沙波背水坡坡脚到下一个沙波迎水坡开始处的输沙率。等式右边ｇ０ 项远小于
０ ５γｂＨｃｅ 一项的值，可以忽略不计。这样，沙波床面的推移质输沙率方程可以表示为

ｇｂ ＝ ０ ５γｂＨｃｅ （６）
显然，当测定沙波的高度和运动速度后，推移质输沙率可以用式（６）估算。当然，对于水深不大、床

沙颗粒较粗的沙波床面，其悬移质输移可以忽略，该式也可以用来估算总的河流输沙率。

图１　 沙波床面泥沙输移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ｖｅｒ ｄｕｎｅｓ

２　 水槽试验研究
试验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向上和向下的渗流对沙波的高度及运动速度的影响。试验在３０ ｍ长、０ ７ ｍ宽的

明渠水槽中进行，水槽中间８ ｍ长的试验段布置有２ ｍ长、０ ７ ｍ宽的渗流区域，试验水槽和渗流装置的布
设示意图见图２。水槽内的水流由安装在地下水库的潜水泵提供并循环使用，流量由自动阀门控制并通过电
磁流量计读数。水流在进入水槽时通过直管群消除紊动和漩涡以获得均匀流。中部的８ ｍ长试验区有一段２
ｍ长０ ２ ｍ深和水槽同宽的凹陷，用来提供均匀渗流。渗流区的泥沙由一块覆盖有滤布的不锈钢多孔钢板支
撑，下部固定有１２根相同的管道，用来控制和测量向下的渗流；向上的渗流由单独的潜水泵提供，并由电
磁流量计监控。水槽中泥沙推移至下游的沉沙池经过沙泵循环至上游。

试验采用中值粒径为０ ９ ｍｍ的天然均匀沙作为试验沙，泥沙的特性和渗透性的测试参见文献［１４］的试
验研究。渗透性试验用于测定或计算渗流水力梯度及其临界值，在此作简要叙述。渗流水力梯度是维持水流
在有孔隙的介质中流动的动力，与渗流的速度相关。对于细颗粒的土壤，常用达西定律来表示这种相关关
系，但对于粗颗粒介质，速度和梯度之间不再是线性相关，在此用指数关系ｉ ＝ ｃｖｍｓ 来表达（ｉ为渗流水力梯
度，ｖｓ为渗流流速），其中的系数通过达西实验预先测定。这样，在沙波试验时可以利用渗流流速通过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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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渗流梯度和渗流速度的关系式计算出渗流水力梯度。

图２　 试验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 ２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ｔｕｐ

每次试验前试验段的床面通过整平至与上下游段的不透水河床同高，逐步增大水槽流量至预定值，床面
产生沙波并稳定后进行测量，对于有渗流组次还需逐步调节渗流流量。沙波的尺寸由电子床面测量仪测得，
沙波的运动速度是以波峰为观测对象，通过电子表和长度仪测量计算。由于沙波运动的随机性，相同水流条
件下覆盖在河床上的沙波的高度和速度都不是一固定值，试验中的测量值实际是统计意义上的平均值，每次
至少采集１０个沙波的运动特征，以此获得相应的平均值。试验组次包含两种不同的水深条件，每种水深下
又包括不同的渗流水力梯度，表１给出了各组次的试验条件。

表１　 各组次试验条件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组次 水槽流量
／（１０ － ３ ｍ３·ｓ － １） 渗流方向 渗流流量

／（１０ － ３ ｍ３·ｓ － １） 渗流水力梯度 水深／ ｃｍ 沙波高度／
沙波原高度

１ ８０ 向下 １． ２１ ０． １０ ２３． ４ ７． ９ ／ ６ ． ９
２ ８０ 向下 ２． ８３ ０． ２５ ２３． ４ ８． １ ／ ６ ． ８
３ ８０ 向下 ４． ０１ ０． ３５ ２３． ４ ９． ０ ／ ７ ． ５
４ ８０ 无 ０ ０ ２３． ４ ７． ４ ／ ７ ． ４
５ ８０ 向上 ２． ６１ ０． ２３ ２３． ４ ５． ２ ／ ５ ． ５
６ ８０ 向上 ３． ５２ ０． ３１ ２３． ４ ４． １ ／ ５ ． １
７ ８０ 向上 ４． ３９ ０． ３８ ２３． ４ ５． ７ ／ ７ ． ３
８ ８０ 向下 ０． ８７ ０． ０７ １８． ６ ６． ９ ／ ５ ． ８
９ ８０ 向下 ２． ０１ ０． １７ １８． ６ ６． ０ ／ ５ ． ２
１０ ８０ 向下 ２． ５６ ０． ２２ １８． ６ ７． ４ ／ ６ ０
１１ ８０ 无 ０ ０ １８． ６ ６． ２ ／ ６ ． ２
１２ ８０ 向上 ２． ５７ ０． ２２ １８． ６ ５． ５ ／ ６ ０
１３ ８０ 向上 ３． ４７ ０． ３０ １８． ６ ４． ８ ／ ５ ０
１４ ８０ 向上 ４． ４７ ０． ３９ １８． ６ ３． ８ ／ ６ ． ３

３　 试验结果和分析
当沙波输移进入渗流区域，由于非静水压力或渗流力的作用，沙波的几何形状发生改变，并逐步发展成

为稳定沙波。试验测量显示沿着渗流不同区域，对于给定的渗流强度存在着发展中的沙波和发展平衡的沙
波，Ｌｕ和Ｃｈｉｅｗ［１２］较为详细的研究了沙波沿着渗流区域的发展过程。在下面的渗流对沙波运动特点影响分
析中仅仅发展平衡的沙波测量数据被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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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渗流对沙波高度的影响
图３给出了发展平衡的沙波高度Ｈ和平均水深ｈ的比值与无因次的渗流水力梯度的关系，这里的ｉｃ 是

渗流水力梯度临界值，大于该值的向上渗流将导致床沙的液化，临界值也是通过达西实验方法预先测定，也
就是试验泥沙颗粒的重量正好由渗流水力梯度来维持，此时的值即为临界水力梯度。结果表明沙波的高度随
着向上的渗流强度加大而减小，随着向下的渗流强度加大而加大。试验数据也表明相对沙波高度Ｈ ／ ｈ同时
与渗流引入前的初始水深ｈ０ 相关，所以在图３中测量数据形成了与初始水深对应的两种不同趋势。

事实上，没有渗流时在不同的水深条件下床面形成的沙波高度也是不同的，这样使用无渗流时的沙波高
度来无因次化渗流引入后的沙波高度Ｈ０，可以消除初始水深条件的影响。如此处理后结果在图４中给出，
试验数据形成一条单一曲线，为简单起见，线性拟合这些数据点并且考虑到无渗流时沙波高度不变，得到渗
流条件下沙波高度变化计算公式如式（７）所示。

Ｈ
Ｈ０
＝ １ － ０ ６ ｉ

ｉｃ
（７）

式（７）所表示的直线也在图４中绘出，和试验数据比较可见，这样的线性拟合可以反映渗流对沙波的
影响。

图３　 沙波相对高度与渗流水力梯度及初始水深的关系
Ｆｉｇ ３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ｄｕｎ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ｗｉｔｈ ｕｎ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

ｆｌｏｗ ｄｅｐｔｈ ａｓ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图４　 渗流对沙波高度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ｏｎ ｄｕｎｅ ｈｅｉｇｈｔ

３ ２　 渗流对沙波运动速度的影响
受水流条件和泥沙组成的影响，沙波发展为不同的几何形状，受水流条件和沙波形状的共同作用，沙波

的运动速度ｃｅ 也有所不同。沙波运动速度与沙波高度和床沙容重一起决定了推移质输沙率的大小，因此弄
清楚沙波运动速度随渗流变化特征极为重要。试验中，当沙波迁移进入渗流区域，不仅几何形状发生改变，
沙波的运动速度也随着沙波的发展而变化。从图５可以看出，向上的渗流使得沙波运动速度减小，而向下的
渗流加快了沙波运动速度。跟沙波高度的测量数据类似，沙波运动速度也与水深有关，对应不同水深分别形
成两组速度与渗流的关系线。采用前述类似方法，将沙波运动速度用渗流引入前的沙波运动速度ｃｅ０无因次
化，重新点绘无因次沙波运动速度与无因次渗流水力梯度关系在图６中，毫无疑问的形成一组关系线，同样
简化起见，线性拟合数据点并且考虑到无渗流时沙波速度不变，得到沙波运动速度随渗流变化的关系式如式
（８）所示。

ｃｅ
ｃｅ０
＝ １ － ０ ８ ｉ

ｉｃ
（８）

式（８）的直线也在图６中绘出，对比试验数据可见，这种线性拟合基本能反映沙波运动速度随渗流强度
变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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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沙波运动速度与渗流水力梯度及水深的关系
Ｆｉｇ ５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ｄｕｎｅ ｃｅｌｅｒ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ｕｎ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

ｆｌｏｗ ｄｅｐｔｈ ａｓ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图６　 渗流对沙波运动速度的影响
Ｆｉｇ 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ｏｎ ｄｕｎｅ ｃｅｌｅｒｉｔｙ

３ ３　 渗流对推移质输沙率的影响
将式（７）和式（８）代入式（６），可得

ｇｂ ＝ ０ ５γｂ １ － ０ ６
ｉ
ｉ( )
ｃ

Ｈ０ １ － ０ ８
ｉ
ｉ( )
ｃ

ｃｅ０ （９）
注意到式（６）是对无渗流条件下推移质输沙率的估算，为便于区分，增加脚标０表示无渗流参量，改写式

（６）如下：
ｇｂ０ ＝ ０ ５γｂＨ０ ｃｅ０ （１０）

由式（９）和式（１０），可得
ｇｂ
ｇｂ０
———＝ １ － ０ ６ ｉ

ｉ( )
ｃ

１ － ０ ８ ｉ
ｉ( )
ｃ

（１１）

由式（１１）可以看出，对于向上的床面渗流，其水力梯度ｉ ／ ｉｃ ＞ ０，容易得出ｇｂ ／ ｇｂ０ ＜ １，表明向上的床面渗
流的引入使得推移质输沙率减小；对于向下的床面渗流，其水力梯度ｉ ／ ｉｃ ＜ ０，容易得出ｇｂ ／ ｇｂ０ ＞ １，表明向下
的床面渗流的引入使得推移质输沙率增大。尽管这一结论是针对沙波床面推移质输沙率而言，但跟一些在平
整床面上的研究结果相同［１０ １１］。事实上，渗流对推移质输沙率的影响不仅与渗流强度（渗流水力梯度）有关，
也与测量床面的粗糙度及床面形态有关，这一点可以从渗流引入后床面切应力的变化并不是渗流强度的单调
函数［１５］看出。对于沙波床面，渗流对床面紊动的影响不起主导作用，主要是通过改变近底流速引起推移质
输沙率的变化，这样，由于向上的渗流减小近底流速导致床面切应力减小，从而造成推移质输沙率的减小，
而向下的渗流作用效果相反。

推移质输沙率是与床面的切应力直接相关的，渗流对输沙率的影响是由渗流引起床面切应力的改变而导
致的。本文的作者对渗流引入后床面切应力的变化进行了直接量测，结果已另文投稿。现以向下的渗流为例
稍作说明，向下的渗流一方面使得水流层流化也即床面附近紊动减弱，从而引起切应力减小，另一方面又使
得床面近底流速加大导致切应力增加，床面切应力的变化由这两方面的效应对比决定。而这两种效应又由渗
流强度和床面的粗糙度决定，在沙波水流条件下，由于边界层在波峰处分离，在下一个沙波迎水面重新接触
并发展，水流紊动强度很大，所以向下的渗流引起紊动强度的变化不明显，此时床面附近水流流速的增大效
应占优，从而导致床面上推移质输沙率的增大。

４　 结　 　 论
渗流和明渠流的交互作用改变了水流结构，使得已有的在静水压力假定下推导出的推移质输沙率公式不

再适用。针对沙波这一床面形态下输沙特点，试验测量沙波的高度和迁移速度在床面渗流引入前后的变化，
利用沙波运动特点估算推移质输沙率，从而对床面上渗流作用下推移质输沙率的响应进行全面分析。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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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
（１）床面渗流的引入改变了沙波原有的运动规律，向上的渗流使得沙波的高度减小，运动速度减小；

而向下的渗流导致沙波高度的增大和运动速度的增大。
（２）床面渗流会引起推移质输沙率较大的变化，向上的渗流使得输沙率减少，向下的渗流使得输沙率

增加。
（３）导出的推移质输沙率的经验公式可以用来估算渗流对沙波床面推移质输沙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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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启　 事
《水科学进展》是以水为论述主题的学术期刊，主要反映国内外在暴雨、洪水、干旱、水资源、水环境等领域中科学技术

的最新成果、重要进展，当代水平和发展趋势，报道关于水圈研究的新事实、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交流新的科研成果、
技术经验和科技动态；她涉及与水有关的所有学科，包括水文科学、大气科学、海洋科学、地质科学、地理科学、环境科学、
水利科学和水力学、冰川学、水生态学以及法学、经济学和管理科学中与水有关的内容。

本刊热诚欢迎广大水科学工作者踊跃投稿，尤其欢迎以下几方面的稿件：
（１）题材较重大，能为国家对与水有关的重大问题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的稿件；
（２）反映水科学各分支学科重要研究成果尤其是前沿课题的稿件；
（３）探讨水圈与地球其他圈层相互关系及水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等宏观科学问题的稿件；
（４）报道对推动水科学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新事实、新概念及新途径的稿件；
（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探讨水科学基础理论（尤其是跨学科的生长点）与实际问题的稿件；
（６）介绍有推广价值，思路新颖的技术方法和经验的稿件。

《水科学进展》编辑部

１２２　 第２期 陆彦，等：渗流边界上推移质输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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