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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波浪在斜坡沙质海床上破碎会加剧泥沙输移导致海床形态变化， 研究破碎波作用下沙质海床形态变化机制

对于岸滩演变分析极为重要。 在波浪水槽中采用中值粒径 ０ ４７ ｍｍ 原型沙铺设 １ ∶２０ 坡度的底床模型进行试验研究，
测量不同波浪条件下床面形态和沙坝顶端悬浮泥沙浓度变化。 通过测量和计算破碎带输沙率、 沙坝尺度和沙坝移

动速度， 分析破碎波作用下沙质斜坡海床上床面形态变化规律。 试验结果表明， 破碎带沙坝顶端的悬浮泥沙浓度

与水深和底部床面密切相关， 在形成沙坝和沙坝水平方向移动时， 悬浮泥沙浓度较大； 斜坡上沙坝前后来回运动

的周期大小具有随机性， 沙坝既有向岸又有离岸移动； 在多组波长时间作用后沙坝尺度趋于稳定， 底床净输沙量

趋于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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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从深海传播到浅海， 随着水深变浅， 波高增大， 超过极限值后波浪会破碎。 波浪在近岸强烈破碎，
产生较大的破坏作用， 促使大量泥沙悬浮或推移运动， 引起海床形态变化， 在一些大浪情况下尤为突出。 近

岸海床中较大部分的侵蚀和淤积都集中发生在破碎带， 破碎波作用下沙质海床床面形态演化规律成为研究岸

滩演变的基础问题。 波浪作用下海床泥沙逐渐由起动到悬浮和推移。 Ｍａｚｕｍｄｅｒ 和 Ｇｈｏｓｈａｌ［１］ 提出了包含细

沙、 中沙和粗沙的均匀挟沙水流速度分布和含沙浓度分布的理论模型。 严冰和张庆河［２］ 提出了全水深悬沙

扩散系数的表达式， 建立了悬沙垂向时均浓度分布的显式解析模型。 Ｘｉａ 等［３］ 通过水槽实验分析了波浪在破

碎前以及破碎处的悬沙浓度， 发现在破碎带水体悬浮泥沙含量显著增加。 吴国强等［４］ 对规则波、 不规则波

和波群作用下沙纹峰上悬移质含沙量与波浪形态的关系进行了实验研究。 韩鸿胜等［５］ 对破碎波作用下的粉

沙质海岸粉沙悬沙浓度进行实验研究并进行了分析。 李大鸣等［６］ 对波浪作用下斜坡海床上推移质输沙率进

行了实验研究。 陆彦等［７］分析了渗流边界上推移质输沙率与床面形态的关系， 得出渗流引起非静水压力分

布下推移质输沙率的变化规律。 鲍曙东和刘家驹［８］ 提出了浅水波作用下的泥沙起动和输沙计算公式。 曹文

洪和张启舜［９］得出了充分考虑床面附近泥沙交换力学机理的潮流和波浪共同作用下的挟沙能力公式。
海床上泥沙悬浮和推移最终导致床面形态变化。 Ｙｏｕｎｇ 等［１０］和 Ｘｉａｏ 等［１１］通过试验研究了破碎孤立波作用

斜坡沙床的岸滩侵蚀。 Ｄｕｌｏｕ 等［１２］通过波浪水槽试验研究了破碎波作用下沙坝的形成过程和推移。 蒋昌波等［１３］

研究了海啸波作用下泥沙运动岸滩剖面变化。 张弛等［１４］对波浪作用下沙坝剖面形成过程进行数值模拟， 与以往

的水槽试验相互验证。 尹晶等［１５］研究发现在波浪作用下， 沙坝处于向岸和离岸运动的不稳定状态， 经过较长时

间后， 该运动会很小。 破碎波作用下的泥沙运动等更加复杂， 床面形态变化有待进一步深入。
本研究在波浪水槽中采用原型沙铺设 １ ∶２０ 可渗斜坡海床模型， 用浊度仪全程记录沙坝顶端悬浮泥沙浓

度变化， 以探寻破碎带悬浮泥沙浓度和床面形态变化的关系。 通过测量和计算沙坝尺度、 沙坝移动速度和破

碎带输沙率， 分析多种工况波浪作用下沙质斜坡海床上沙坝演变过程和破碎带床面形态变化， 为深入研究岸

滩演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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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实验概况

１ １　 实验装置及仪器设备

本实验在长沙理工大学港航中心的波浪水槽中进行。 试验水槽长 ４０ ｍ， 宽 ０ ５ ｍ， 高 ０ ８ ｍ， 水槽边壁

为光滑透明的玻璃， 水槽上安装了大连理工大学研制的造波控制系统。 采用加拿大 ＲＢＲ ＸＲ⁃４２０ 浊度仪标定

后采集悬沙浓度， 传感器光学窗口约 ０ ０３ ｍ 水平放置在斜坡底床上， 并保持传感器与底床相距 ０ ０２ ～
０ ０５ ｍ， 测量点位于浊度传感器光学窗口前 ０ ０５ ｍ 内。 采用武汉大学开发的 ＵＲＩ⁃ＩＩＵ 型超声三维地形仪采集

床面地形， 其测量精度为 １ ｍｍ， 可准确测量水平长 １ ｍ 范围内的地形。 系统采用超声回声测量原理， 实现

了水下地形无接触、 高速和高密度的快速扫描测量。 测量时探头只需下到水面， 不接触河床， 消除了对床面

的扰动影响。 同时由于超声测量的速度极快， 能以大于 １００ ｍｍ ／ ｓ 的速度不停顿匀速断面扫描测量， 可细致

和准确地反映地形的变化情况。
１ ２　 模型设计和测点设置

表 １　 试验波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Ｗａｖ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波况 波高 Ｈ ／ ｃｍ 周期 Ｔ ／ ｓ 水深 ｈ ／ ｃｍ

波况 １ ８ ２ ２５

波况 ２ ７ ２ ３５

波况 ３ ８ ２ ３５

波况 ４ ９ ２ ３５

试验波况如表 １ 所示。 试验模型的设计见图 １。 采用

中值粒径为 ０ ４７ ｍｍ 的泥沙堆建 １ ∶２０ 斜坡模型， 模型顶

部高为 ０ ５ ｍ， 在斜坡末端用装有细沙的木箱固定。 用地

形仪采集水槽沿程中心线两侧 ０ １ ｍ 处的两断面地形， 地

形仪探头自采集原点沿水面 Ｘ 负方向移动采集 １ ｍ 长度的

底床到水面的高度， 根据底床到水面的高度间接反算底床

地形。 从采集原点开始向 Ｘ 轴负方向即离岸方向每隔

２ ｍｍ采集 １ 次地形数据， 取其平均值可以减小系统误差。

图 １　 试验模型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

２　 破碎带泥沙运动

２ １　 破碎带悬浮泥沙浓度

波浪在斜坡上传播， 波高随着水深减小而逐渐增大， 当波高达到极限波陡时， 波浪便会破碎， 波浪破碎

卷入空气形成浪花继续向岸传播。 波浪破碎引起水体紊动， 损耗大量波能， 致使大量泥沙悬浮和运动， 海床

上形成沙纹沙坝。 图 ２ 为波浪作用下沙坝附近泥沙运动示意图， 泥沙颗粒先从左侧沙坑沿沙坝移动到右侧沙

坑， 稍滞留后再反向运动到左侧沙坑。
从图 ２ 还可看出， 无论是向岸方向冲刷的泥沙颗粒还是离岸方向回淤的泥沙颗粒均经过沙坝顶端。 试验

选取沙坝顶端作为测量破碎带悬浮泥沙浓度的代表位置。 浊度仪的探头固定在开始形成沙坝顶端处， 若波浪

作用下沙坝向岸和离岸方向移动时探头偏离沙坝上端， 则相应地移动探头的位置。 图 ３ 为各种波况下沙质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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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沙坝上端的悬浮泥沙浓度历时曲线图， 其中采集时间为３ ６００ ｓ， 曲线两端是静水无波浪时的悬浮泥沙浓

度。 图 ３ 表明， 沙质斜坡上沙坝顶端的悬浮泥沙浓度历时曲线都成倒 “Ｖ” 型分布， 先增大再减小， 最后趋

于稳定。 对比图 ３ 中曲线， ２５ ｃｍ 水深波况下的平均悬浮泥沙浓度比 ３５ ｃｍ 水深波况下小 ３～４ 倍， 说明大水

深波浪作用下的破碎带悬浮泥沙浓度比小水深波浪明显大。 ３５ ｃｍ 水深波高 ７ ｃｍ 和 ８ ｃｍ 波浪作用下悬浮泥

图 ３　 沙质斜坡破碎带悬浮泥沙浓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ｚｏｎｅ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ｉｎｇ ｓａｎｄｙ ｓｅａｂｅｄ

沙浓度曲线相似， 悬浮泥沙浓度在开始造波 ４８０ ｓ 左右达到峰

值， 最大值约 ３ ｇ ／ Ｌ。 与图 ３（ｄ）曲线有差异， 悬浮泥沙浓度在

开始造波后逐渐增大， 在 １ ８００ ｓ 左右时达到峰值， 最大值约

７ ｇ ／ Ｌ。 综合分析可见， 沙坝上端的悬浮泥沙浓度变化并不随

着波高的增大呈规律性变化。

图 ２　 沙坝附近泥沙运动示意

Ｆｉｇ ２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ｎｅａｒｂｙ ｄｕｎｅ

２ ２　 破碎带底床输沙率

根据各波况波浪作用下长 １ ｍ（包含破碎带）范围精确的底床床面形态变化曲线， 可积分求得曲线所包围

的面积， 进而可得每组波时间内波浪作用后 １ｍ 范围内底床的泥沙量。 计算公式如下：

Ｗｔ ＝ ∑
ｎ ＝ ５００

ｉ ＝ １

１
２
ｙ（ｈｉ ＋ ｈｉ ＋１）Δｌ （１）

Ｑｔ ＝ （Ｗｔ ＋１ － Ｗｔ） ／ Δｔ （２）
Ｑ ＝ （Ｗｔ － Ｗ０） ／ ｔ （３）

式中　 Ｗｔ为 １ ｍ 长范围底床泥沙量； ｈｉ和 ｈｉ ＋１为相邻地形仪测点处的床面地形高度； Δｌ 为地形仪相邻测点的距

离， 即 ２ ｍｍ； Ｑｔ为每造一组波 １０ ｍｉｎ 内的输沙率， 即 Δｔ＝１０ ｍｉｎ， Ｑ 为从造波开始到结束时段 ｔ 内的时均输沙

率。 根据式（１） ～式（３）得出波况 １～波况 ４ 不同波况的每组波 １０ ｍｉｎ 内输沙率（图 ４）和时均输沙率（图 ５）。

　

图 ４　 不同波况下破碎带每组波 １０ ｍｉｎ 内的输沙率

Ｆｉｇ ４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ｒａｔ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ｓ

　 　 　 　 　

图 ５　 不同波况下破碎带时均输沙率

Ｆｉｇ ５ Ｔｉｍ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ｒａｔ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ｓ

如图 ４ 所示， 沙质斜坡每造一组波 １０ ｍｉｎ 内的输沙率振幅变化大， 规律性不强， 其中正值代表斜坡前方

泥沙在破碎带的淤积量大于破碎带冲刷到岸边的冲刷量， 负值则是淤积量小于冲刷量， 可见波浪作用下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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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时间内破碎带底床既有淤积又有冲刷。 图 ５ 中显示波浪作用下时均输沙率在 １０ ｍｉｎ， 即 ６００ 个波周期后逐

渐稳定且趋于 ０， 破碎带底床冲淤达到平衡。 时均输沙率等于 ０ 还有另外一种含义， 破碎带底床在初始造波

时或冲刷或淤积， 处于波浪破碎带的斜坡底床在波浪作用下虽然床面形态时刻变化， 但破碎带底床输沙达到

平衡， 净输沙量为 ０。 确定时均输沙率等于 ０ 的条件对航道的冲淤和岸滩的稳定均具有实际工程意义。

３　 破碎带床面形态变化分析

３ １　 破碎带床面形态

波浪破碎后波浪能量作用在沙质海床上致使大量泥沙悬浮和移动， 形成不同形状和尺度的沙纹沙坝。 图

６ 为持续造 １ 组～６ 组波后的底床床面形态， 每组造 ３００ 个波周期约 １０ ｍｉｎ， 其中斜直线为初始平斜坡的床

面， Ｚ 轴方向的虚线为不同时刻沙坝顶端的连线。 波浪作用下的斜坡沙质海床在破碎带形成沙坝， 在非破碎

带形成规律性的沙纹， 沙纹和沙坝不是静止不变， 而是不断运动， 沙纹的波谷和波峰交替出现。
图 ６ 中床面形态既有冲刷又有淤积， 图 ６（ａ）上冲水流和回落水流共同作用下使斜坡坡脚端的泥沙堆积

在破碎带附近形成沙坝， 由于水深较小， 在上冲水流推动下逐渐被推移到岸边发生向岸运动。 图 ６（ｂ）作用

在斜坡上的波浪波高小且水深大， 在上冲水流的推动下使斜坡上的泥沙冲向斜坡上端形成滩肩。 图 ６（ｂ）和
图 ６（ｃ）由于波浪波高较大， 破碎剧烈致使回落水流作用强于上冲水流， 沙坝出现离岸运动。

图 ６　 １ ∶２０ 斜坡破碎带床面形态变化

Ｆｉｇ ６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ｂｅｄ ｆｏｒｍ ｏｎ ｔｈｅ １ ∶２０ ｓｌｏｐｉｎｇ ｓａｎｄｙ ｓｅａｂ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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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图 ６（ａ）和图 ６（ｃ）， 小水深的波浪形成尺寸和位置都稳定的沙坝， 可见大水深的波浪比小水深的波浪对底

床冲刷强度明显较大。 破碎带位置随着波高增大向岸方向移动， 对比图 ６ 中 ３ 组 ３５ ｃｍ 水深不同波高的底床床面形

态变化曲线， 沙坝的初形成位置随着破碎带向岸移动而移动， 即沙坝形成位置随着波高逐渐增大向岸移动。
Ｚ 轴方向虚线多呈现 “Ｓ” 型， 说明波浪作用下沙坝顶端向岸和离岸移动， 由于作用在图 ６（ａ）底床上的

波浪水深小和作用在图 ６（ｂ）底床上的波浪波高较小， 所以形成沙坝位置几乎保持不变， 仅沙坝尺寸逐渐增

大和接近消失。 如图 ６（ｃ）和图 ６（ｄ）中虚线所示， 随着波高增大， 加剧冲刷致使沙坝既有向岸又有离岸方向

移动。 纵观图 ６， 沙坝运动具有周期性， 如图 ６（ｃ）中第 ４ 组波沙坝的位置和第 １ 组波沙坝的位置相同， 图

６（ｄ）中第 ６ 组波沙坝的位置和第 １ 组波沙坝的位置基本相同， 展现出在波浪长时间作用后底床没有被冲刷

的 “假象”， 并且从动态角度分析图 ６（ａ）和图 ６（ｂ）， 沙坝位置保持不变和沙坝消失仍可视为此情况下的沙

坝运动周期为 ０。 可见， 沙坝的运动具有周期性， 影响周期大小的因素很多， 不仅与波高有关而且与泥沙粒

径的分布有关， 由于泥沙起动、 悬浮和沉降不同使得沙坝的运动周期具有随机性。
３ ２　 悬浮泥沙浓度与床面形态相互关系

图 ３ 中的悬浮泥沙浓度历时曲线与图 ６ 中的床面形态相互对照， 悬浮泥沙浓度先增大是因为泥沙被冲刷

逐渐形成沙坝， 再减小后趋于稳定是因为沙坝不是静止不动而是泥沙继续悬浮和推移。 图 ３（ａ）悬浮泥沙浓

度值较小和曲线比较平滑， 所以图 ６（ａ）形成尺寸和位置均稳定的沙坝； 图 ３（ｂ）、 图 ３（ｃ）和图 ３（ｄ）悬浮泥

沙浓度值较大， 图 ６（ｂ）、 图 ６（ｃ）和图 ６（ｄ）沙坝显著向岸和离岸移动， 由此可见在形成沙坝和出现沙坝水

平方向移动时， 保持较大的悬浮泥沙浓度。
在波高和水深相对较小时， 沙坝坝顶悬浮泥沙浓度通常较小。 如果稳定的波浪条件能长时间维持， 那么

沙坝最终达到稳定， 使得破碎带底床冲淤达到平衡， 净输沙量为 ０。 沙坝的形成会加剧波浪破碎， 波浪的破

碎再形成湍流， 湍流会显著增大沙坝顶悬浮泥沙浓度， 所以沙坝顶端的悬浮泥沙浓度变化并不随着波高的增

大呈现规律性变化。
３ ３　 沙坝参数变化分析

沙坝相对于初始平斜坡的堆积高和堆积长的比值能较好地反映沙坝尺度。 如图 ７ 所示， 沙质斜坡在不同

波况下形成的沙坝尺度在造 ２ 组波即 ６００ 个波周期后趋于平稳。 图 ６ 中 Ｚ 轴方向虚线为持续造 １ 组波后沙坝

顶端位置的连线， 沙质斜坡波浪作用下形成的沙坝先离岸方向移动再向岸方向移动。 沙坝顶端的位置可以从

图 ６ 中 Ｘ 轴准确读出， 此组波作用后的沙坝顶端位置减去前一组波作用后的沙坝顶端位置即得到沙坝顶端移

动距离， 且已知每一组波浪的造波时间， 可计算出每组波时间内的沙坝平均移动速度。 绘制 ６ 组波浪作用下

的沙坝移动速度变化如图 ８ 所示， 沙坝移动速度为正即向岸方向移动， 沙坝移动速度为负即离岸方向移动，
２５ ｃｍ 水深波浪作用下的沙坝移动速度变化比 ３５ ｃｍ 水深波况波浪作用下沙坝移动速度变化小。 小水深波浪

能长时间维持较平稳的条件， 沙坝最终也达到稳定， 所以沙坝移动速度几乎保持为 ０。

　 　
图 ７　 不同波况下沙坝堆积高和沙坝堆积长的比值

Ｆｉｇ ７ Ｒａ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ａｎｄｂａｒ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ｄｕｎ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ｓ

　 　 　 　
图 ８　 不同波况下沙坝顶端移动速度

Ｆｉｇ ８ Ｓａｎｄｂａｒ ｍｏｖ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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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１） 沙质斜坡上沙坝顶端的悬浮泥沙浓度历时曲线成倒 “Ｖ” 型分布， 先增大再减小， 最后趋于稳定。
在形成沙坝和沙坝水平方向移动时， 悬浮泥沙浓度较大。

（２） 每组波作用时间内破碎带底床既有淤积又有冲刷， 时均输沙率在多组波作用后趋于 ０， 破碎带底床

冲淤达到平衡， 净输沙量为 ０。
（３） 随着波高逐渐增大形成沙坝的位置向岸方向移动。 沙坝顶端前后来回运动， 沙坝的运动具有周期

性， 周期的大小具有随机性。
（４） 沙坝尺度在多组波浪作用后趋于平稳， 沙质斜坡上沙坝移动方向既有向岸方向又有离岸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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