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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疏浚前后波浪扰动下的底泥再悬浮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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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室内波浪水槽中，研究不同底泥容重、不同波浪动力条件下底泥的再悬浮特征。结果表明：静止状态下，
水体垂向悬浮物浓度差别不大，小波作用时底泥未普遍起动，各层悬浮物浓度增加不明显。随着大波浪的作用，底
部切应力远大于底泥起动临界切应力，水体悬浮物浓度急剧增加，１０ ｍｉｎ内悬浮物浓度增加１０ ～ １５倍，６０ ｍｉｎ内
再悬浮量占总悬浮量的８０％左右，悬浮物浓度垂向分层明显。试验底泥湿容重包括１ ３４ ｇ ／ ｃｍ３、１ ４７ ｇ ／ ｃｍ３、１ ５５
ｇ ／ ｃｍ３、１ ５９ ｇ ／ ｃｍ３，比较了３种切应力下，底泥再悬浮量随容重的变化关系，结果均显示水体内总再悬浮量与底
泥容重呈高度负线形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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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底泥是水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营养物、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汇和源。浅水湖泊
底泥易受波浪、湖流以及船行等外力扰动的共同作用发生再悬浮。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外力扰动条件下
湖泊沉积物的再悬浮特征开展了大量野外原位观测［１３］和室内模拟实验［４７］，亦得出了一定条件下沉积物再
悬浮与水动力之间的相关关系［８］。底泥再悬浮过程中污染物由于吸附解吸作用向水体释放，必将导致上覆
水中污染物浓度突然上升［９］。疏浚工程通过去除富含污染物的表层沉积物来控制污染物释放或减少污染物
生物有效性，能够有效控制内源污染，被较多应用于湖泊治理。目前针对疏浚效果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现场观
测［１０］和室内模拟试验［１１１２］，对比疏浚前后上覆水营养盐浓度，来分析其对改善水质及生态环境的效果，却
忽略了疏浚后沉积物再悬浮特征的改变对底泥污染物释放规律的影响。

本文旨在通过室内波浪水槽试验，研究不同波周期和波高的作用下底泥的再悬浮特征，这对于揭示浅水
湖泊水生生态系统中污染物的迁移、转化以及归宿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通过多次清淤改变底泥物理
性质，分析表层容重对再悬浮量的影响，并拟合不同水动力条件下底泥容重与再悬浮量的关系，为后续研究
污染物与沉积物和悬浮颗粒物的相互作用、清淤的厚度以及环境效应奠定基础。

１　 试验设计
１ １　 泥样采集

试验所用泥样取自太湖贡湖湾的东南角，采集松软易悬浮、有机质含量高的表层底泥。泥样用塑料袋封
装，运回试验厅。分析泥样的颗粒级配得出中值粒径为０ ０１１ ｍｍ。
１ ２　 波浪水槽

波浪水槽如图１所示，水槽全长２５ ｍ，高０ ８ ｍ，宽０ ５ ｍ，水槽进口设有平推式造波设备，以产生规
则波，水槽尾端设有消浪网。中间７ ｍ为铺泥段，泥厚１０ ～ ２０ ｃｍ，泥层两侧设有分层挡板，高度可以随底
泥的厚度调整。在底泥铺设段的两端均放置ＭＴＳ公司生产的电容式波高仪以测量波高，采集的波高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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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波高。整个系统由计算机自动控制。
１ ３　 试验方案

将太湖底泥置于波浪水槽中间的铺泥段，并刮平，泥层厚度２０ ｃｍ。往水槽中缓慢充入自来水，至水深４０

图１　 波浪水槽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ｗａｖｅ ｆｌｕｍｅ

ｃｍ，静置数日。用环刀、小坩埚及天平测
定表层２ ｃｍ泥样的容重。试验波周期１ ５ ｓ、
１ ２ ｓ、１ ８ ｓ，波高２ ｃｍ、９ ｃｍ。每个波周期
条件下，波高２ ｃｍ的波浪持续时间为６０
ｍｉｎ，水样采集的时间间隔为３０ ｍｉｎ、３０
ｍｉｎ；随后调整波高至９ ｃｍ，持续１２０ ｍｉｎ，
采样间隔为１０ ｍｉｎ、２０ ｍｉｎ、３０ ｍｉｎ、３０
ｍｉｎ、３０ ｍｉｎ。水样采集在垂向分为３层，距
泥面的距离分别为１ ｃｍ、５ ｃｍ、２０ ｃｍ，每
一层设置３个平行样（见图１）。水样采集后
随即用真空抽滤器过滤，使用预先烘干称重的０ ４５ μｍ微孔滤膜分离水和泥沙，在１０２ ～ １０５℃烘干４ ｈ至恒重，
在干燥器中冷却２ ｈ以上至室温，用１ ／ １０ ０００电子天平称量滤膜过滤前后的质量差，计算悬浮物（ＳＳ）浓度。该
组试验结束后，放空水槽，将上层底泥清除后再测定表层泥样的容重，重复以上的步骤。根据以上多组次试
验，可分析不同底泥容重、不同波高波周期条件下，垂向悬浮物浓度分布及底泥再悬浮特征。

２　 底部切应力与悬浮物量计算
试验中包含了不同波高、波周期等水动力参数，为了便于多组试验结果间的比较，将波浪动力换算成水

底切应力。底部切应力一般包括波切应力和流切应力，在波浪水槽中，流切应力可忽略不计。研究也显示底
泥的悬浮动力主要来自波浪的作用，其贡献可以达到７０ ％以上［１３］。
２ １　 波浪切应力计算方法

Ｇｒａｎｄ和Ｍａｄｓｅｎ［１４］较早系统地提出了水底边界层切应力计算的基本理论，根据该研究成果，一个波周
期内的平均切应力可采用式（１）计算。

τ ｂｗ ＝ ０ ５ρｆｗｕ
２
ｍ （１）

式中　 τ ｂｗ 为波切应力，Ｎ ／ ｍ２；ρ为水的密度，ｋｇ ／ ｍ３；ｆｗ 为波摩擦系数；ｕｍ 为波浪产生的底部最大水平速
度，ｍ ／ ｓ。

表１　 不同波周期波高条件下水底切应力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ｏｔｔｏｍ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波周期／ ｓ 波高／ ｃｍ 近底水平流
速最大值／（ｍ·ｓ － １） 波长／ ｍ 切应力

／（Ｎ·ｍ － ２）
１ ２ ２ ０ ０３１ １ ９３ ０ ５８５
１ ２ ９ ０ １３９ １ ９４ １ ３２８
１ ５ ２ ０ ０３８ ２ ６１ ０ ５７６
１ ５ ９ ０ １６９ ２ ６２ １ ３７８
１ ８ ２ ０ ０４１ ３ ２７ ０ ５５５
１ ８ ９ ０ １８５ ３ ２７ １ ３７３

ｆｗ 计算公式为［１５］

ｆｗ ＝ ｅｘｐ［５ ２（Ａδ ／ Ｋ ｓ）－０ １９ － ６ ０］ （２）
式中　 Ａδ 为近底波幅，通过线形波理论确定，Ａδ ＝ Ｈｓ ２ｓｉｎｈ ２πＬ ｓ( )[ ]ｈ （Ｈｓ为有效波高，ｍ；ｈ为水深，ｍ；Ｌ ｓ 为水
深ｈ处的有效波长，ｍ）；Ｋ ｓ为湖底粗糙度，取０ ２ ｍｍ。当Ａδ ／ Ｋ ｓ≤１ ５９时，ｆｗ ＝ ０ ３。

ｕｍ 计算公式为［１６］

ｕｍ ＝ πＨ ｓ ／（Ｔｓ ｓｉｎｈ（２πｈ ／ Ｌ ｓ）） （３）
式中　 Ｔ ｓ为波周期，ｓ；Ｌ ｓ 为水深ｈ处的有
效波长，计算公式为

Ｌ ｓ ＝ ｇＴ
２
ｓ ｔａｎｈ（２πｈ ／ Ｌ ｓ）／ ２π （４）

采用式（１）～ 式（４），计算得到不同波
周期、不同波高条件下水底切应力，结果见
表１。可见，波周期相同，波高越大，产生
的底部切应力越大，而波高一样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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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应力并不是随波周期的变化而呈现单调递增或递减的关系。
２ ２　 悬浮物量计算

在波浪水槽试验中，底泥在垂向上发生起动、再悬浮、沉降，而在水平方向的输移量极小。因此，可以
将水槽看成一个水柱，采用以下方法分析水体总悬浮物及底泥再悬浮量。

（１）水柱总悬浮物量　 单位面积水柱总悬浮物含量，对于了解沉积物在风浪作用下再悬浮量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其值大小由式（５）计算。

ｑ ＝ 
ｎ

ｉ ＝ １
ＳＳｉΔｚｉ ／ １００ （５）

式中　 ｑ为单位面积水柱悬浮物含量，ｇ ／ ｍ２；ＳＳｉ 为第ｉ水层悬浮物含量，ｍｇ ／ Ｌ；Δｚｉ 为第ｉ水层的厚度，
ｃｍ；ｎ为测点垂向观测分层数。

（２）沉积物再悬浮量　 由于水槽内水平流速很小，短时间内悬浮物水平空间的输移在计算湖底沉积物
再悬浮时可以忽略不计，这样在某一时段底泥再悬浮量可以用式（６）计算。

Δｑ ＝ ｑｔ２ － ｑｔ１ （６）
式中　 ｑｔ１为ｔ１ 时刻单位面积水柱总悬浮物含量，ｇ ／ ｍ２；ｑｔ２为ｔ２ 时刻单位面积水柱总悬浮物含量，ｇ ／ ｍ２。

３　 结果与讨论
３ １　 一次弱强波浪过程中悬浮物变化特征

图２为一次弱强波浪作用过程中，水槽内各层悬浮物浓度随时间的变化。在波浪作用之前，采集背景水
样，由下至上３层的含沙量分别为４ ００ ｍｇ ／ Ｌ、４ ２５ ｍｇ ／ Ｌ、４ ５０ ｍｇ ／ Ｌ，差别不大。在波周期１ ５ ｓ、波高２

图２　 一次弱强波浪过程悬浮物浓度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 ２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ａ ｗｅａｋ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

ｗａｖｅ ｍｏｔｉｏｎ

ｃｍ的波浪作用下，底部切应力仅为０ ５７６ Ｎ ／
ｍ２，泥沙并没有普遍悬浮，只是紧贴床面随
波左右运动，３０ ｍｉｎ和６０ ｍｉｎ后，泥面以上１
ｃｍ的悬浮物浓度达到６ ４８ ｍｇ ／ Ｌ、６ ５８ ｍｇ ／ Ｌ。
随后，波周期不变，波高增加至９ ｃｍ，以反
映太湖在经历一次大风浪过程中底泥的再悬
浮过程。据相关研究［１７］，太湖大风持续时间
小于１２０ ｍｉｎ的概率为７３ ５％，因此，本次水
槽试验大波作用时间为２ ｈ，基本反应太湖实
际的风情。大波持续１０ ｍｉｎ后，水体中再悬
浮物含量为大波作用前的１０ ～ １５倍，随着波
浪的持续作用，悬浮物含量基本呈线性增长，

２ ｈ后，由下至上３层的含沙量浓度分别为１６１ ００ ｍｇ ／ Ｌ、１４７ ３３ ｍｇ ／ Ｌ、１４２ ３３ ｍｇ ／ Ｌ，泥沙再悬浮浓度为波
浪作用前水体悬浮物的４０倍。

从图２可明显看出，波浪作用之前，水体静止，悬浮物分层现象不明显，中上层的悬浮物浓度略高于泥
面附近，但是随着波浪作用，泥沙逐渐起动并悬浮，越接近底部，悬浮物浓度越大。
３ ２　 不同容重下的底泥再悬浮特征

水槽中底泥铺设厚度２０ ｃｍ，水深４０ ｃｍ，每组试验前测定泥面表层２ ｃｍ的容重，试验后将表层沉积物
刮除，以模拟太湖的疏浚工程。４组试验中，表层底泥容重分别为１ ３４ ｇ ／ ｃｍ３、１ ４７ ｇ ／ ｃｍ３、１ ５５ ｇ ／ ｃｍ３、
１ ５９ ｇ ／ ｃｍ３。太湖现场底泥柱状样容重的测定结果显示，太湖泥面下０ ～ ３６ ｃｍ深度范围内容重的变化为
１ １７ ～ １ ７４ ｇ ／ ｃｍ３，而根据以往太湖清淤的实践，清淤的厚度一般不超过４０ ｃｍ。因此，本次试验的容重能
够反映太湖底泥清淤不同深度前后容重的变化，分析结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波浪的作用下，当底部切应力大于泥沙起动应力，底泥经历个别动、少量动至普遍起动，悬起的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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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浪产生的垂向流速下向表层输移扩散，水柱总悬浮量增加。由于各组试验的含沙量背景值不同，各工况
间总悬浮量无可比性，因此引入再悬浮量的概念，用以分析不同波浪参数及底泥容重对底泥再悬浮的作用。

波周期为１ ５ ｓ时，波高为２ ｃｍ的波浪作用时间为６０ ｍｉｎ，随后波高增加为９ ｃｍ，持续时间１２０ ｍｉｎ，
两种波高情况下水槽底部切应力分别为０ ５７６ Ｎ ／ ｍ２ 和１ ３７８ Ｎ ／ ｍ２，该动力过程作用下，清淤前后不同底泥
容重水槽内泥沙总悬浮量及再悬浮量见表２。由表２可知，当底泥容重１ ３４ ｇ ／ ｃｍ３，波高２ ｃｍ时床面泥沙基
本处于少量动的状态，６０ ｍｉｎ内的再悬浮量为１５ １０ ｇ ／ ｍ２，占总再悬浮量的２４ ６％。随着表面泥层的清除，
底泥容重逐渐增加，依次为１ ４７ ｇ ／ ｃｍ３、１ ５５ ｇ ／ ｃｍ３、１ ５９ ｇ ／ ｃｍ３，小波作用下泥面附近泥沙呈现个别动的
现象，６０ ｍｉｎ内再悬浮量分别为０ ８３ ｇ ／ ｍ２、０ ７８ ｇ ／ ｍ２、０ ５２ ｇ ／ ｍ２，仅占总再悬浮量的１ １％ ～ １ ４％。以上
关于切应力及泥沙起动的规律与李一平等［４］在环形水槽中的试验结果一致。波高２ ｃｍ的波浪作用６０ ｍｉｎ后，
转为波高为９ ｃｍ的大波作用１２０ ｍｉｎ，再现太湖现场突遭大风浪后的底泥悬浮过程。从试验结果明显看出，
大波作用后的很短时间内，水槽内悬浮物浓度急剧上升，随后缓慢增加。大波作用前６０ ｍｉｎ内再悬浮量占
大波作用１２０ ｍｉｎ内总再悬浮量的７１ １％ ～ ８５ ５％，很显然，大风浪最初的１ ｈ对底泥的掀沙作用极大，这
与太湖现场观测的大风浪过程中悬浮物变化的规律相同［２］。从表２中的数据还可以看出，再悬浮并不是总是
正的，说明波浪导致的底泥起动悬浮过程中同时存在泥沙的沉降，尤其是大波浪作用后悬浮物浓度急剧增
加，导致颗粒间絮凝速度增加，沉速加大。

表２　 大小波浪过程中泥沙总悬浮量及再悬浮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ｏｔａｌ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ａ ｗｅａｋ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 ｗａｖｅ ｍｏｔｉｏｎ

时间
／ ｍｉｎ

切应力
／（Ｎ·ｍ － ２）

容重１ ３４ ｇ ／ ｃｍ３ 容重１ ４７ ｇ ／ ｃｍ３ 容重１ ５５ ｇ ／ ｃｍ３ 容重１ ５９ ｇ ／ ｃｍ３
总悬浮量
／（ｇ·ｍ － ２）

再悬浮量
／（ｇ·ｍ － ２）

总悬浮量
／（ｇ·ｍ － ２）

再悬浮量
／（ｇ·ｍ － ２）

总悬浮量
／（ｇ·ｍ － ２）

再悬浮量
／（ｇ·ｍ － ２）

总悬浮量
／（ｇ·ｍ － ２）

再悬浮量
／（ｇ·ｍ － ２）

０ ０ ５７６ １２ ００ ／ ０ ５９ ／ １ ５７ ／ ０ ９８ ／
３０ ０ ５７６ １６ ８０ ４ ８０ １ ０４ ０ ４５ １ ７６ ０ １９ １ ４９ ０ ５１
６０ ０ ５７６ ２７ １０ １０ ３０ １ ４２ ０ ３８ ２ ３５ ０ ５９ １ ５０ ０ ０１
７０ １ ３７８ ３９ ２０ １２ １０ １９ ９６ １８ ５４ １７ ８０ １５ ４５ １５ ２４ １３ ７４
９０ １ ３７８ ６３ ７０ ２４ ５０ ３２ ００ １２ ０５ ２７ ００ ９ ２０ ２８ ４０ １３ １６
１２０ １ ３７８ ６０ ９０ － ２ ８０　 ４９ １０ １７ １０ ４０ ０８ １３ ０８ ４２ ２０ １３ ８０
１５０ １ ３７８ ７２ ３０ １１ ４０ ５７ ６８ ８ ５８ ５０ ８０ １０ ７２ ４６ ７０ ４ ５０
１８０ １ ３７８ ７３ ５０ １ ２０ ５９ １８ １ ５０ ５５ ４０ ４ ６０ ４９ １１ ２ ４１
总再悬浮量 ／ ６１ ５０ ／ ５８ ５９ ／ ５３ ８３ ／ ４８ １３

３ ３　 不同切应力下容重与再悬浮量的关系

表３　 不同底泥容重条件下的再悬浮量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ｕｌｋ

ｗｅｉｇｈ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容重
／（ｇ·ｃｍ － ３）

再悬浮量／（ｇ·ｍ － ２）
切应力

１ ３２８ Ｎ ／ ｍ２
切应力

１ ３７３ Ｎ ／ ｍ２
切应力

１ ３７８ Ｎ ／ ｍ２

１ ３４ ４３ ５４ ６０ ９４ ／
１ ４７ ２５ ８６ ４８ ０２ ５６ ２７
１ ５５ ／ ／ ４８ ４５
１ ５９ １８ ６３ ３２ ０１ ４５ ２０

共进行了表层底泥清除前后的４组试验，试验中表层沉积物容重分别为１ ３４ ｇ ／ ｃｍ３、１ ４７ ｇ ／ ｃｍ３、１ ５５
ｇ ／ ｃｍ３、１ ５９ ｇ ／ ｃｍ３。每个容重条件下，通过改变波周期、波高等参数，进行３组不同波动力下的试验，３组
试验的底部切应力分别为１ ３２８ Ｎ ／ ｍ２、１ ３７３ Ｎ ／ ｍ２、１ ３７８ Ｎ ／ ｍ２。

波浪作用前９０ ｍｉｎ内的总再悬浮量见表３，由表可知，在切应力不变时，随着多次的疏浚，表层底泥容重
逐渐增大，泥沙越难起动悬浮，再悬浮量亦越小。同一容重下，随着波动力的增强，即切应力的增加，再悬浮
量亦随之增大。拟合了不同切应力下，再悬浮量与容重的关系（图略）。结果显示，以容重为自变量，再悬浮量
为因变量，３个切应力条件下两者的线性关系可表示为ｙ ＝ － １００ １４ｘ ＋ １７６ ２２、ｙ ＝ － １１５ ４９ｘ ＋ ２１６ ３８、ｙ ＝
－ ９２ ９４６ｘ ＋ １９２ ８，决定系数Ｒ２ 分别为０ ９５４ ７、
０ ９９２ ８、０ ９９８ １。很显然，同一切应力条件下，容重
与再悬浮量呈现出高度的负线形相关。在太湖现场疏
浚工程中，先测量底泥容重的垂向分布，根据以上相
关关系式，可大致评估不同疏浚厚度的效果，并为沉
积物污染物释放规律的研究奠定基础。

分析表３的数据可见，在容重不变的情况下，
再悬浮量与切应力的相关关系不明显。

３８５　 第４期 申霞，等：太湖疏浚前后波浪扰动下的底泥再悬浮特征



４　 结　 　 论
在波浪水槽中通过多次清除表层沉积物，来反映太湖底泥垂向容重的变化。水槽一端的造波机产生规则

波，再现太湖的风场动力。试验结果表明：小波高作用下，底泥仅在泥面附近左右晃动，随着波高的增加，
切应力达到一定数值以后，水体悬浮物浓度明显增加，底泥的悬浮主要集中在最初的１ ｈ内。该过程与太湖
现场观测的底泥悬浮规律基本一致。清淤前后的试验数据对比显示，总再悬浮量与底泥容重呈高度负线形相
关，两者的拟合关系，为今后估算太湖清淤工程的效果以及进一步研究底泥悬浮过程中污染物的释放规律有
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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