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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粘性土体具有较强的抗冲能力， 其抗冲性强弱决定了河岸的侵蚀速率。 为了估算河岸的侵蚀速率， 确定粘

性土体的起动条件、 侵蚀系数及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非常重要， 为此开展了荆江段河岸粘性土体起动条件与冲刷

特性的水槽试验研究。 根据试验结果获得了粘性土体的起动流速与土体液限 ／自然含水率之间关系以及起动切应力

与干密度、 起动切应力与液性指数之间的定量表达式， 综合反映了粘性土起动条件与其物理性质指标之间的关系；
结合冲刷特性试验结果， 还获得了土体侵蚀系数随起动切应力的变化规律， 并与已有其他试验结果进行了比较。
结果表明： 荆江河岸粘性土侵蚀系数均比相同条件下其他公式计算值偏大， 这与该试验土体中粘粒含量相对较低、
土体结构受到扰动等因素有关； 根据试验结果， 拟合得到了荆江河岸粘性土侵蚀系数与起动切应力之间定量关系

式， 其相关系数 Ｒ２ ＝ ０ ９０， 故该关系式能为荆江段崩岸过程的计算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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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岸是荆江段河床演变的一个重要方面， 崩岸发生与河岸土体的组成及力学特性等密切相关。 荆江河岸

土体组成为土⁃沙二元结构， 下部沙土层抗冲力较弱， 上部粘性土层抗冲力强且远大于沙土层， 河岸上部粘

性土层的抗冲能力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河岸的崩退速率［１］， 因此研究粘性土的抗冲特性， 对于崩岸机理研究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粘性土的抗冲特性主要涉及起动条件和冲刷速率等， 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粘性土颗粒微团受力角度，

对粘性泥沙在床面上的起动条件进行了大量研究。 Ｄｏｕ［２］ 结合石英丝接触面积的试验研究结果， 总结了 ４０
年泥沙起动研究结果， 得到粗细颗粒泥沙的起动流速或切应力公式； 唐存本［３］ 考虑泥沙颗粒重力、 正面推

力、 上举力以及颗粒之间粘着力， 导出了粗细泥沙的起动条件； 卢金友［４］ 利用长江实测粘土冲刷流速资料

和室内试验资料， 得到了粘性细颗粒泥沙的起动流速公式； 张瑞瑾等［５］ 考虑颗粒之间粘结力作用， 得到了

既适用于散粒体又适用于粘性细颗粒泥沙的统一起动流速公式； 华景生和万兆惠［６］ 从水流脉动的机理出发，
建立了粘性土以及粘性土夹沙的统一起动切应力公式。 以上研究主要基于泥沙颗粒在床面的起动规律， 考虑

了土颗粒微团起动时所受到的各种作用力， 并以此建立统一的起动流速公式。 实际河岸侵蚀过程中， 受到河

道内水位涨落变化的影响， 河岸土体的容重、 含水率、 液塑限（塑性指数、 液性指数）等物理性质指标以及

粘聚力等抗剪强度指标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影响河岸侵蚀的临界条件（起动切应力或起动流速）。 所以对于

河岸粘性土体起动， 更应该关注起动条件与土体物理性质指标和强度指标等之间的变化规律。
一些研究者以粘土的抗剪强度指标为主要参数， 用粘土的粘聚力反映粘土的抗冲能力， 对粘性土体的起

动条件进行了研究［７⁃８］。 洪大林等［９］、 Ｑｉ［１０］建立了起动切应力与抗剪强度的模式， 并分析了起动切应力与抗

剪强度指标及含水率关系； 饶庆元［１１］给出了长江粘性土抗冲流速的经验公式， 并结合长江实测数据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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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冲流速与粘土流限、 分散百分率等物理性质指标之间的关系。 上述研究表明了粘性土体的起动条件与土体

的强度指标以及物理性质指标确实存在一定关系， 有些学者也建立了起动切应力与塑性指数等参数之间的定

量关系， 但这些关系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Ｓｍｅｒｄｏｎ 和 Ｂｅａｓｌｅｙ［７］、 Ｏｔｓｕｂｏ 和 Ｍｕｒａｄｋａ［１２］均得到了起动切应力

与塑性指数的定量关系， 而 Ｔｈｏｍａｎ 和 Ｎｉｅｚｇｏｄａ［１３］研究却发现这两者并不能建立相关性很好的关系式。 因此

有必要针对荆江段河岸粘性土体， 进一步研究起动切应力与其物理性质指标之间的关系等。
以上研究表明： 粘性土的冲刷破坏属结构性破坏， 其起动条件与土体粘聚力等强度指标以及容重、 液塑

限、 含水率等物理指标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现有研究结果主要从受力特性对粘性土体的床面起动条件进行

了研究， 对于土体起动与土体物理及力学性质指标之间关系研究成果较少。 为此本文在对荆江河岸土体进行

抗冲试验基础上， 着重研究粘性土体起动切应力（起动流速）与其物理性质指标之间的定量关系以及土体侵

蚀系数等冲刷特性。

１　 试验概况与土样特性

１ １　 试验装置

以往对泥沙起动规律进行试验研究时， 运用的试验装置主要是普通明渠水槽和环形水槽。 然而对粘性泥

沙进行起动冲刷试验时， 需要重点考虑粘性泥沙的起动变化范围较大， 在普通明渠水槽中控制试验条件比较

困难， 同时也难以满足较强的起动条件。 已有研究者在进行冲刷试验中就使用封闭的水槽装置完成了冲刷试

验［９，１４］， 因此为满足粘性泥沙的起动条件， 选择封闭的矩形水槽进行试验是比较可行的方法。 基于此， 本文

利用一种封闭有机玻璃矩形水槽作为冲刷试验装置， 如图 １ 所示。 在考虑上述因素的前提条件下， 采用封闭

有机玻璃管道水槽作为粘性泥沙起动冲刷的试验装置。

图 １　 冲刷试验装置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ａ ｓｃｏｕｒ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ｄｅｖｉｃｅ

矩形水槽断面尺寸为 ０ ０５ ｍ×０ １１ ｍ， 有效长度 ５ ０ ｍ。 土样放置在其中心距进口 １ ｍ 位置。 土样下部

为土样槽， 断面尺寸为 ０ １ ｍ×０ ２ ｍ。 试验时， 先将土样放置在土样槽中， 然后通过手动升降螺杆来控制土

样槽中活塞， 从而可以根据土样随水流的冲刷情况调整土样在试验筒内高度， 使土样表面与水槽底部齐平。
试验中， 为了保证冲刷过程中土样表面与水槽底部一直齐平， 需要根据土样冲刷情况， 随时调整土样上升速

度； 土样冲刷快， 上升速度就快， 反之土样冲刷慢， 则上升速度也慢。 供水设备为一台额定流量 ２５ ｍ３ ／ ｈ、
扬程 ８ ｍ 的离心泵， 由安装在进口段的阀门控制流量， 并由电磁流量计测量流量大小。
１ ２　 试验方案

本次试验内容包括粘性土起动条件和冲刷速率两部分， 其中起动条件主要为起动切应力或起动流速， 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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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速率主要指单位时间内土体冲刷厚度。 为了获得粘性土不同性质指标下的抗冲特性， 首先将粘性土与水搅

拌均匀后静置， 使粘性土在水体中淤积沉降， 并逐渐密实固结， 制备成试验土样； 然后在不同淤积历时下取

土样进行含水率、 干密度等性质指标测试和起动流速、 冲刷速率等抗冲试验， 就可以获得不同性质指标下的

抗冲特性试验结果。
（１） 粘性土样淤积固结　 粘性泥沙在水体中淤积沉降以后， 将逐渐进入另外一个淤积过程， 即密实固

结过程。 要使土样达到与河床中土的自然淤积状态相一致， 需要对土样进行相应的淤积固结处理。 由于粘土

的粘结性很强， 所取土样中含有一些粒径较大的土颗粒， 无法直接试验， 所以首先对土样进行捣碎， 然后将

捣碎后土样置于 ５５ ｃｍ×４２ ｃｍ×３５ ｃｍ 的储物箱中， 然后加水进行搅拌， 静置。
（２） 起动流速（起动切应力）和冲刷速率试验　 粘性土样淤积固结一段时间后， 在不同淤积历时下， 用

环刀分别在土样上中下部取样进行含水率、 干密度等性质指标测试， 并取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 然后在储物

箱中取出与土样槽相同尺寸的土样， 将其装入试验槽中进行起动流速和冲刷速率等抗冲试验， 起动流速测量

主要根据流量进行反算得到断面平均流速， 冲刷速率主要利用标尺测量不同水流流速下一定时间内土体的冲

刷高度， 这样就可以获得不同性质指标下的抗冲特性试验结果。
（３） 试验组次　 对于起动流速共进行了 １１ 组不同含水率和干密度试验， 含水率变化范围为 ω ＝ ２１ ７％ ～

４１ ７％， 干密度为 ρｄ ＝１ ２８～１ ４７ ｔ ／ ｍ３； 冲刷速率试验均在每组起动流速试验后进行， 每组均针对不同水流冲

刷条件（水流切应力）， 测量单位时间的土样冲刷高度； 根据土样冲刷速率大小， 每组水流条件由小变大， 变化

级别为 ２～１５ 级不等； 若土样冲刷速率较大， 相应水流条件变化级别较少； 相反则可以变化较多水流条件级别。
（４） 粘性土体起动标准　 淤积固结条件下， 粘性土体的起动与非粘性土体起动明显不同， 粘性土体由

于颗粒间粘结力作用， 以成片或成团的形式起动［３，６］。 本文根据试验观察到的起动状态将粘性土体的起动分

为两种临界状态： ① 少量动： 淤积物表面形态出现间隙性可以感知的变化， 如淤积物表面出现阵阵烟状物，
或出现局部凹坑。 ② 普遍动： 淤积物表面形态出现较为持续的变化， 如出现大量烟状物， 微团连续的起动

或淤积物整体的破坏。 上述两种临界状态认为是粘性土体在淤积固结条件下临界起动状态的上下限， 本文中

数据均以少量动为标准进行分析。

图 ２　 荆江河岸粘土颗粒级配曲线

Ｆｉｇ ２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ｈｅｓｉｖｅ ｓｏｉｌ
ｏｆ ａ Ｊｉ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ｂａｎｋ

１ ３　 试验土体

荆江河段以藕池口为界分为上、 下荆江。 上荆江上

部粘土层厚， 下部沙土层薄； 下荆江上部粘土层较薄，
一般为 １～ ３ ｍ， 下部沙土层厚， 在大部分河岸均超过上

部粘性土层厚度。 本文试验土样为荆江段河岸上部粘性

土体， 取样位置在荆 ３３ 断面右岸（北纬 ３０°１７′４２″、 东经

１１２°０８′４２″）。 所取粘性土体的颗粒级配如图 ２ 所示， 中

值粒径为 ０ ０１６ ｍｍ， 土体取样测试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 所取试验土样基本能够代表整个荆江段河岸粘性土

体的平均情况， 荆江段河岸土体土粒比重 Ｇｓ ＝ ２ ７０ ～
２ ７２， 粘粒（ｄ＜０ ０５ ｍｍ）含量 Ｃｃ ＝ １５ ４％ ～ ４１ ３％， 干密

度 ρｄ ＝ １ ２７ ～ １ ５２ ｔ ／ ｍ３； 所取土样 Ｇｓ ＝ ２ ７１， Ｃｃ ＝
２４ ６％， ρｄ ＝ １ ４２ ｔ ／ ｍ３， 基本为整个河段平均值， 内摩擦角 φ 为 ２７ ２°， 粘聚力 ｃ 为 ２２ ２ ｋＮ ／ ｍ２， 天然含水

率 ｗ 为 ２２ ８％， 液限 ｗＬ 为 ３７ ０％， 塑限 ｗｐ 为 ２９ １％， 塑性指数 ＩＰ 为 ７ ９％， 液性指数 ＩＬ 为－１ ８０。

２　 试验结果及分析

２ １　 干密度随淤积历时变化

为确定粘性土在密实固结过程中干密度、 含水率等性质指标变化情况， 进行了不同淤积历时条件下土体

性质指标试验， 连续测得 ２５０ ｄ 土体力学性质指标随淤积历时的变化过程。 土体淤积固结过程中， 含水率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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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减小， 变化范围为 ω＝ ２１ ７％～４１ ７％； 干密度 ρｄ逐渐增大， 范围为ρｄ ＝ １ ２０～１ ５０ ｔ ／ ｍ３， 图 ３ 给出了干密

度随淤积历时变化关系。
从图 ３ 可以看出， 土体干密度 ρｄ 随淤积历时 Ｔ 逐渐增大， 但增大到一定程度后不再增大而趋于稳定值，

在 Ｔ＝ ０ 时有一初始值 ρｄ０ ＝ １ ２０ ｔ ／ ｍ３， Ｔ＝Ｔｍ ＝ ２５０ ｄ 时达到稳定值 ρｄｍ ＝ １ ５０ ｔ ／ ｍ３， 为此可以将干密度与淤积

历时关系表示如下：

ρｄ ＝ ρｄ０ ＋ ａ Ｔ
Ｔｍ

æ

è
ç

ö

ø
÷

ｎ

（１）

式中　 ρｄ０为土体初始干密度， ｔ ／ ｍ３； Ｔ 为淤积历时， ｄ； Ｔｍ 为稳定干密度对应历时， ｄ； ａ 为系数； ｎ 为

指数。
根据所得试验数据， 对式（１）进行拟合可得， ａ＝ ０ ３１８ ５ ｔ ／ ｍ３， ｎ＝ ０ ２５２ ９， 得到干密度与淤积历时关系

如下式所示（相关系数 Ｒ２ ＝ ０ ９０）：

ρｄ ＝ １ ２０ ＋ ０ ３１８ ５ Ｔ
Ｔｍ

æ

è
ç

ö

ø
÷

０ ２５２ ９

（２）

２ ２　 起动流速

起动流速是土体起动条件最直接反映， 根据试验结果得到了荆江河岸粘性土体在不同物理性质下的起动

流速值。 图 ４ 点绘了起动流速 ｕｃ与液限 ／自然含水率（ωＬ ／ ω）之间关系。 从图 ４ 可以看出， 起动流速 ｕｃ总体上

随着 ωＬ ／ ω 的增大而增大； 土体液限 ωＬ表示土体由塑性状态达到流塑状态的界限含水率， 在天然含水率 ω 固

定下， ωＬ ／ ω 的比值越大， 表明土体达到流塑的界限含水率就会越大， 即土体越不容易达到流塑状态， 此时

土体也越不容易被水流冲刷， 所以对应起动流速就会越大。

图 ３　 干密度 ρｄ随淤积历时 Ｔ 关系

Ｆｉｇ 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ｒ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ρ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ｔｉｍｅ Ｔ

图 ４　 起动流速 ｕｃ与液限 ／自然含水率（ωＬ ／ ω）关系

Ｆｉｇ 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ｕ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ｌｉｑｕｉｄ ｌｉｍｉｔ ｔｏ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ωＬ ／ ω）

另外， 图 ４ 还给出了本文试验结果与饶庆元［１１］ 荆江粘土试验结果的对比， 从对比结果可以看出， 两者

存在较大差异， 归其原因主要与试验土体的组成有关。 饶庆元所取土样多为粘粒（ｄ＜０ ００５ ｍｍ）含量 Ｃｃ较大

土体， 其 Ｃｃ ＝ ２０ ０％～６５ ０％， 而本文所取土样粘粒含量 Ｃｃ ＝ ２４ ６％； 粘粒含量越小说明土体粘性越小， 越

容易冲刷， 故起动流速就越小， 这就是本文试验得到的起动流速小于饶庆元试验结果的主要原因。 从图 ４ 还

可以看出， 对于 Ｃｃ ＝ ２０ ０％～２５ ０％的粘土、 饶庆元试验起动流速基本为 ０ ４８～０ ５７ ｍ ／ ｓ， 在相同 ωＬ ／ ω 下本

文试验结果为 ０ ３３～０ ４３ｍ ／ ｓ， 两者基本一致， 由此可证明本文试验结果的可靠性。
２ ３　 起动切应力

根据前面分析， 粘性土的冲刷破坏为结构性破坏， 其起动主要受颗粒之间的粘结力作用影响， 而粘结力

又与粘性土的矿物组成、 孔隙水化学性质以及干密度、 粘粒含量、 含水率、 粘聚力和塑性等物理特性指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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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内在联系。 干密度、 含水率等是粘性土的重要物理性质指标， 粘聚力是重要的力学强度指标， 塑性主要反

应粘性土的物理状态； 粘性土最主要物理状态指标是稠度， 一般用液性指数 ＩＬ表示粘性土稠度状态， 液性指

数 ＩＬ包含了天然含水率、 液限、 塑限 ３ 个含水率指标， 能够综合反映粘性土体在不同湿度条件下， 受外力作

用后所具有的活动程度。
基于以上分析， 并结合对荆江河岸土体力学特性现场取样测试［１，１５］， 分别点绘得到粘聚力 ｃ 与液性指数

ＩＬ之间， 起动切应力 τｃ 与干密度 ρｄ 以及起动切应力 τｃ 与液性指数 ＩＬ 之间的关系， 具体见图 ５～图 ７。
从图 ５ 可以看出： 粘聚力 ｃ 与液性指数 ＩＬ关系明显； 液性指数越大， 表示粘性土越处于可塑状态， ＩＬ≤０

表示土体处于坚硬状态， ０＜ＩＬ≤０ ２５ 表示硬塑状态， ０ ２５＜ＩＬ≤０ ７５ 表示可塑状态， ０ ７５≤ＩＬ≤１ 表示软塑

状态， ＩＬ＞１ 表示流塑状态； 图 ５ 中 ＩＬ均小于 ０， 说明土体均处于坚硬状态， 在此条件下粘聚力 ｃ 基本随着 ＩＬ
的增大而成线性减小。

图 ６ 给出了起动切应力 τｃ 与干密度 ρｄ 之间关系， 从图 ６ 可以看出， 起动切应力 τｃ 随着干密度 ρｄ 的增大而增

大； 干密度越大， 单位体积内土颗粒则越多， 对应单位体积内土颗粒排列越紧密， 颗粒之间粘结力也就越大， 所

以土体的起动切应力也会越大。 根据试验结果， 对两者关系进行拟合得到如下公式（相关系数 Ｒ２ ＝０ ９５）：
τｃ ＝ ０ ２６５ρｄ

３ ５１ （３）
将干密度与淤积历时关系式（２）带入式（３） 可以得到， 起动切应力 τｃ 与淤积历时 Ｔ 之间关系式为

τｃ ＝ ０ ２６５［１ ２０ ＋ ０ ３１８ ５（Ｔ ／ Ｔｍ） ０ ２５２ ９］ ３ ５１ （４）
式（４）反映了粘性土体的起动切应力随淤积历时变化过程， 可以为其他淤积土体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综合考虑土体的天然含水率、 液限、 塑限 ３ 个含水率指标， 建立液性指数 ＩＬ 与起动切应力 τｃ 之间关系如图 ７
所示， 从图 ７ 可以看出， τｃ 随着 ＩＬ 的增大而减小， 且基本成线性变化。 对试验结果进行拟合得到两者关系式：

τｃ ＝ ０ ８９７ － ０ ２３９ ７ＩＬ （５）

　

图 ５　 粘聚力 ｃ 与液性指数

ＩＬ之间关系

Ｆｉｇ 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ｃ ａｎｄ ｌｉｑｉｄ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ＩＬ

图 ６　 起动切应力 τｃ 与干密度

ρｄ 之间关系

Ｆｉｇ 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τｃ ａｎｄ ｄｒ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ρｄ

图 ７　 起动切应力 τｃ 与液性指数

ＩＬ之间关系

Ｆｉｇ 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τｃ ａｎｄ ｌｉｑｕｉｄｙ ｉｎｄｅｘ ＩＬ

式（５）拟合相关系数 Ｒ２ ＝ ０ ８４。 虽然相关系数不是很高， 但液性指数 ＩＬ综合代表了 ３ 个含水率指标， 与塑性

指数 ＩＰ相比更具有代表性， 而根据前述塑性指数与起动切应力关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１３］， 进一步说明了

建立液性指数与起动切应力之间关系的可行性。
若已知液性指数 ＩＬ与土体粘聚力 ｃ 之间关系， 同样也可以间接得到起动切应力 τｃ 与粘聚力 ｃ 之间关系，

从图 ５ 可以看出， ＩＬ与 ｃ 基本成线性减小关系， τｃ 与 ＩＬ之间也成线性减小关系， 这样可以得到起动切应力与

粘聚力之间也成线性关系， 且 τｃ 会随着粘聚力 ｃ 的增大而增大； 实际上粘聚力 ｃ 的大小表明了土体粘性大

小， ｃ 越大表示土体颗粒之间粘结力越大， 土体就越不容易起动， 从而土体的起动切应力也越大， 这与试验

结果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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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 根据荆江河岸上部粘性土体的冲刷试验结果， 得到了粘性土体的起动切应力 τｃ 与液性指数 ＩＬ之
间的定量关系； 同时通过土体粘聚力 ｃ 与液性指数 ＩＬ之间关系， 也可以间接得到起动切应力 τｃ 与粘聚力 ｃ 之
间的定量关系。 这些定量关系， 综合反映了粘性土体起动切应力与土体物理性质指标之间的关系， 可为荆江

河段崩岸过程的模拟提供重要的计算依据。
２ ４　 侵蚀系数

河岸土体的冲刷大小主要由水流作用（水流切应力）和土体的抗冲刷作用（土体起动切应力和侵蚀系数）
决定， 水流对河岸的横向冲刷宽度 Ｅ 可用下式表示［１６］：

Ｅ ＝ ｋｄΔｔ（τ０ － τｃ） （６）
式中　 Ｅ 为冲刷宽度， ｍ； ｋｄ 为土体的侵蚀系数， ｍ３ ／ （Ｎ·ｓ）； Δｔ 为冲刷时间， ｓ； τ０ 为水流的平均切应力，
Ｎ ／ ｍ２； τｃ 为土体起动切应力， Ｎ ／ ｍ２。 只有当水流切应力大于土体的起动切应力时， 土体才会被水流冲刷，
对应的冲刷速率 ε 为

ε ＝ ｋｄ（τ０ － τｃ） （７）
式中　 ε 为冲刷速率， ｍ ／ ｓ。

从式（６）和式（７）可以看出， 粘性土的冲刷速率除了受水流作用力影响外， 还与土体的侵蚀系数和起动

切应力有关， 而侵蚀系数和起动切应力均与土体本身特性有关， 其中侵蚀系数是决定土体冲刷大小的最主要

参数， 并且两者具有一定的数量关系。
Ｈａｎｓｏｎ 和 Ｓｉｍｏｎ［１６］通过对 ８３ 组现场试验， 获得了侵蚀系数与土体起动切应力之间关系为 ｋｄ ＝ ２×１０－７

τ－０ ５
ｃ ； Ｗｙｎｎ［１７］对美国维吉尼亚西南部 ２５ 个植被覆盖的河岸进行了 １４２ 组试验， 得到两者关系式为 ｋｄ ＝ ３ １×

１０－６τ－０ ３７
ｃ ； Ｋａｒｍａｋｅｒ 和 Ｄｕｔｔａ［１８］ 通过对印度的 Ｂｒａｈｍａｐｕｔｒａ 河岸现场的 ５８ 组试验， 得到结果为 ｋｄ ＝ ３ １ ×

１０－６τ－０ １８５
ｃ 。 可以看出， 河岸土体侵蚀系数与土体起动切应力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数量关系， 但不同河岸由

图 ８　 侵蚀系数 ｋｄ 与起动切应力 τｃ 之间关系

Ｆｉｇ 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ｒｏ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ｋｄ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τｃ

于其土体组成的物理及力学性质不同， 侵蚀系数与起动

切应力关系式也并不相同。 荆江河岸土体组成为典型二

元结构， 上部粘性土体的力学特性与其他河岸土体区别

较大［１，１５］， 为此研究荆江河岸粘性土体的抗冲特性， 需

要对其侵蚀系数进行专门研究。
根据荆江河岸粘性土冲刷试验， 获得土体侵蚀系数

ｋｄ 与土体起动切应力 τｃ 之间变化规律， 如图 ８ 所示。 从

图 ８ 可以看出， 土体侵蚀系数随着起动切应力的增大而

减小， 起动切应力越大， 表明土体侵蚀的水流条件越高，
相应土体就越不容易侵蚀， 故土体侵蚀系数就越小。 图 ８
中还给出了 Ｈａｎｓｏｎ 和 Ｓｉｍｏｎ［１６］、 Ｗｙｎｎ［１７］ 及 Ｋａｒｍａｋｅｒ 和

Ｄｕｔｔａ［１８］的试验结果， 这些试验结果均表明了土体侵蚀系

数随着起动切应力增大而减小的变化规律， 与本文试验结果一致， 进一步表明本文试验结果的可靠性。
根据试验结果对荆江河岸土体侵蚀系数 ｋｄ 与起动切应力 τｃ 之间关系进行拟合得：

ｋｄ ＝ ７ ６７７ × １０ －６τ －１ ９４９
ｃ （８）

式（８）相关系数 Ｒ２ ＝ ０ ９０， 拟合精度较高， 可以用于荆江河岸冲刷计算。
需要指出， 式（４）~式（８）是根据荆江段河岸土体进行试验得到的结果， 应用范围仅适用于荆江段河岸土

体或力学性质与之相近土体； 同时本文试验土样为粘性土重新淤积固结后土体， 与原状土体结果会有一定差

别， 但只要土体的力学特性与本文试验土体相近， 应用本文试验结果就可以保证计算结果的可靠性。
将本文试验结果与文献［１６］、 文献［１７］及文献［１８］试验数据的拟合结果进行对比（图 ８）， 可以看出本

文所得到的荆江河岸土体的侵蚀系数均比相同条件下其他公式计算值差别较大， 主要与荆江河岸土体组成和

性质有关。 荆江河岸土体粘粒含量 Ｃｃ ＝ １５ ０％ ～ ４１ ０％（本文试验土体 Ｃｃ ＝ ２４ ６％）， 文献［１６］公式中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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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 ＝ ５０ ０％～８０ ０％， 文献［１７］以及文献［１８］公式中土体粘粒含量也均在 ５０％以上， 荆江河岸土体 Ｃｃ均小于

上述公式中土体 Ｃｃ， 而粘粒含量越小说明土体粘性越小， 越容易冲刷， 故侵蚀系数就越大， 这就是本文试

验得到的荆江河岸土体的侵蚀系数大于其他试验结果的主要原因； 另外， 土体力学性质指标的差异也会导致

结果不同， 文献［１８］试验土体平均天然密度 ρ＝１ ８０ ｔ ／ ｍ３， 天然含水率ω＝３３ ０％， 本文试验土体 ρ＝１ ７４ ｔ ／ ｍ３，
ω＝ ２２ ８％， 两者密度差别不大但含水率相差较大， 含水率越大粘性土体塑性就越大， 土体也越不易被冲刷，
这也是本文侵蚀系数试验结果比其他试验结果大的原因。 此外文献［１６］、 文献［１７］及文献［１８］试验均是在

现场进行的测试， 但文献［１６］是针对床面土体， 文献［１７］以及文献［１８］是针对河岸土体， 文献［１７］以及文

献［１８］试验结果包括了植被对水流侵蚀的抵抗作用， 这也是比本文试验结果小的原因之一； 本文试验土样

为粘性土与水搅拌均匀后静置， 并逐渐密实固结后得到， 土体结构与原状土体相比变化较大， 而文献［１６］
以及文献［１７］等试验结果均是针对原状土体现场测试得到， 这也是导致本文试验结果与这些计算结果差别

较大的原因之一。 今后应加强对原状土体相关抗冲特性研究， 并能在现场进行相关测试， 以期得到与实际更

加接近的试验结果。

３　 结　 　 论

（１） 通过粘性土起动流速试验， 获得了起动流速 ｕｃ随着土体液限 ／自然含水率比值 ωＬ ／ ω 的增大而增大

的关系； 与文献［１１］荆江粘土试验结果对比表明两者存在较大差异， 粘粒含量等的不同是造成两者差别较

大的主要原因， 对于粘粒含量相同的粘土， 文献［１１］试验结果与本文结果基本一致。
（２） 结合起动条件试验结果， 得到了起动切应力与土体液性指数之间的关系， 并拟合得到两者的定量表达

式， 综合反映了粘性土体起动条件与物理性质指标之间关系， 为荆江段崩岸过程的模拟提供重要计算依据。
（３） 根据冲刷试验结果， 得到了土体侵蚀系数随起动切应力变化规律， 并与文献［１６⁃１８］试验结果进行

了对比， 结果表明： 荆江河岸粘性土侵蚀系数均比相同条件下其他公式计算值偏大， 粘粒含量等土体组成的

不同、 土体结构受到扰动等原因导致了结果的差异； 根据试验结果， 拟合得到了荆江河岸粘性土侵蚀系数与

起动切应力之间定量关系式， 其相关系数 Ｒ２ ＝ ０ ９０， 拟合精度较高， 可以用于荆江段河岸的侵蚀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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