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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直沙坝海岸叠加波浪的裂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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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叠加波浪场的裂流特征， 在平直沙坝海岸地形进行了叠加波浪形成的沿岸波高周期性变化的裂流试

验研究。 试验中叠加波浪是由波浪在垂直岸线的丁坝反射所形成的两列交叉波浪叠加产生， 交叉波浪是具有等频

率但入射角相反的两波列。 通过对叠加波浪节腹点垂直岸线位置浪高的测量和沙坝范围内沿岸布置的声学多普勒

测速仪流速测量结果来分析沙坝海岸丁坝反射波形成的裂流特性， 讨论了波浪节腹点对裂流位置和裂流空间尺度

的影响。 对不同周期情况在 ｘ＝ ５ ｍ 沙坝顶处的速度剖面对比， 分析了不同周期对裂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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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流是近岸海岸波浪破碎所导致的一种强而窄的向离岸方向的水流。 裂流通常由补偿流、 裂流颈和裂流

头 ３ 部分组成。 对近岸水体交换以及泥沙输运都有重要影响［１］。 Ｄａｌｒｙｍｐｌｅ 等［２］ 将裂流模型大致分为两类：
波浪相互作用模型及波浪与结构相互作用模型［３］。 Ｈａｌｌｅｒ 等［４］对有两个裂流槽的沿岸沙坝地形详细测量了流

速、 波高以及平均波面， 发现流场中存在两个环流系统。 第一环流是沿岸方向的补偿流转向穿过裂流槽， 一

部分越过沙坝回到补偿流中； 第二环流系统则是位于沙坝以内， 并且与第一环流方向相反。 同时也发现这两

个环流的驱动力是由水面高程所引起的压力梯度。 Ｈａａｓ 等［５］ 在实验室中用 ３ 个沿水深布置的流速仪测量了

裂流的垂向分布， 发现破波带以内的裂流垂向分布沿水深基本一致。 Ｋｅｎｎｅｄｙ 和 Ｔｈｏｍａｓ［６］ 以及 Ｈａａｓ 和

Ｓａｐｐ［７］分别利用浮子测量研究了裂流的形态， 发现环流的不稳定运动， 时间和空间尺度都发生变化。
Ｋｅｎｎｄｅｙ 等［８］研究了不同的裂流槽宽度对裂流形态的影响。 彭石和邹志利［９］在实验室利用浮子示踪法测量了

海岸由波浪破碎引起的裂流， 该方法能够显示大范围流场的详细流速分布。 房克照等［１０］ 进行了单沟槽沙坝

海岸上波生裂流流场， 分析了不同波高对于裂流强度及整个流场形态的影响， 并建立了基于 Ｂｏｕｓｓｉｎｅｓｑ 方程

的近岸流数学模型［１１⁃１２］。 Ｈａｌｌｅｒ 等［１３］利用 Ｘ 波段航海雷达图像技术对 ＦＲＦ 码头附近的裂流场进行了测量。
本文对直立反射墙产生的反射波和入射波交叉产生叠加波浪场下产生的裂流特征， 实验地形为 １ ∶ ４０ 坡

度平直沙坝海岸， 通过对叠加波浪节腹点垂直岸线位置浪高的测量和沙坝范围内沿岸布置的声学多普勒测速

仪（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Ｄｏｐｐｌｅｒ Ｖｅｌｏｃｉｍｅｔｒｙ， ＡＤＶ）流速测量结果来分析叠加波浪场的裂流特性。

１　 交叉波浪场的形成和试验布置

试验在大连理工大学海岸及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多功能水池中进行， 水池长 ５５ ｍ， 宽 ３４ ｍ， 深

０ ７ ｍ， 一端是由 ７０ 块造波板组成的推板式多向不规则波造波机。 图 １ 和图 ２ 分别给出试验布置图和沙坝剖

面图， 海岸模型是坡度为 １ ∶ ４０ 的均匀平直沙坝， 模型与造波机成 ３０°角， 使波浪以 ３０°角斜向入射海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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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海岸线长度。 平底部分两侧设置波导墙， 斜坡坡前静水水深为 ０ ４５ ｍ。 沙坝剖面采用高斯型， 其中心

距离静水线 ５ ｍ 处， 宽为 ２ ｍ， 坝顶水深 ０ ０４５ ｍ。 在模型上设置一丁坝（直立反射墙）， 长度延伸至整个斜

坡海岸。 取静水线与反射墙的交点作为原点建立坐标系， ｘ 正向垂直于静水线指向离岸， ｙ 正方向垂直反射

墙指向上游， 如图 １ 所示。 入射波和反射波叠加所形成叠加波在图 １ 由阴影区表达， 叠加后的波浪为垂直向

岸传播的驻波， 其在沿岸方向形成若干个腹点与节点， 如图 ３ 所示， 节腹点位置见表 １。 表 ２ 给出了试验波

况， ６ 个波况都为规则波。

图 １　 试验布置

Ｆｉｇ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ｓｅｔｕｐ

图 ２　 沙坝剖面

Ｆｉｇ ２ Ｂａｒ ｐｒｏｆｉｌｅ

图 ３　 反射壁附近的波浪叠加（试验 １）
Ｆｉｇ ３ Ｗａｖ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ｎｅａｒ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ｗａｌｌ ｉｎ ｔｅｓｔ １

　 　 　 　 　 表 １　 叠加波浪的节腹点位置（距墙距离） ｍ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ｏｄ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ｎｏｄ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ｎｇ ｗａｖｅ

周期
节点 腹点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１ ０ ０ ７５ ２ ２５ ３ ７４ ０ １ ４９ ２ ９８

１ ５ １ ４１ ４ １４ ６ ８７ ０ ２ ７３ ５ ４６

２ ０ １ ９４ ５ ８２ ９ ７０ ０ ３ ８８ ７ ７６

表 ２　 试验波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ｅｓ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波况
波高 ／
ｃｍ 周期 ／ ｓ 波况

波高 ／
ｃｍ 周期 ／ ｓ

ＲＴ１ ０Ｈ３ ３ ３ １ ０ ＲＴ１ ５Ｈ５ ５ ３ １ ５

ＲＴ１ ０Ｈ５ ５ ３ １ ０ ＲＴ２ ０Ｈ３ ３ ３ ２ ０

ＲＴ１ ５Ｈ３ ３ ３ １ ５ ＲＴ２ ０Ｈ５ ５ ３ ２ ０

图 ４ 给出了不同周期的浪高仪布置图。 浪高仪分别布置在表 １ 中确定的节腹点位置处， 但由于仪器数据

线测量距离的限制， 仅在距墙 ４ ２ ｍ 的范围内布置浪高仪。 距离反射墙 ８ ０ ｍ 的沙坝外侧没有反射波浪区

域， 所以位于 ｙ＝ ８ ０ ｍ 处的浪高没有叠加效应， 可用来与反射区内的波高叠加进行对比参考。 布置在节腹

点位置的浪高仪最外侧浪高仪距静水线 １８ ｍ（坡脚处）， 浪高仪间距在 ｘ ＝ ０ ～ １０ ｍ 范围取为 ０ ５ ｍ， 在 ｘ ＝
１０～１８ ｍ 范围取为 １ ０ ｍ。 在 ｘ＝ ８ ０ ｍ 处浪高仪间距 ２ ｍ， 最外侧浪高仪距静水线 ２４ ｍ。 流速测量使用了 ２５
个 ＡＤＶ， 其中 １５ 个直杆侧式 ＡＤＶ 间距 ７０ ｍｍ， １０ 个软杆间距 １５０ ｍｍ， 分别布置在沙坝附近平行于岸线处

的不同位置（ｘ＝ ４ ｍ、 ５ ｍ 和 ６ ｍ）， 重点测量沙坝顶部的流速情况。 流速仪测量点高度在水深 １ ／ ３ 处， 用来

测量沿水深的平均值。 由于 ＡＤＶ 的数量有限， 重复多次测量才能更好地获得速度场情况。 对于沙坝顶腹点

位置叠加波高大的情况， ＡＤＶ 测点处会出现间断性 ＡＤＶ 出水情况， 利用 ＡＤＶ 测量数据的相关系数来进行判

断， 如果流速仪出水， 则测量信号的相关系数会骤然减小， 通常会小于 ０ ２。 所以， 在分析裂流平均值时可

将相关系数小于等于 ０ ２ 的流速值作为 ＡＤＶ 出水， 这部分速度值将不参与平均流速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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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浪高仪布置

Ｆｉｇ ４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ｗａｖｅ ｇａｕｇｅ

２　 试验结果分析

２ １　 裂流分析

图 ５ 给出沙坝海岸丁坝反射形成的叠加波浪的波高分布图， 图中节腹点位置由表 １ 值确定。 图中等高线

是根据图 ４ 中各节腹点浪高仪的数据进行绘制， 波高等值线间距为 １ ｃｍ。 图 ６ 仅给出包含 ３ 节点 ３ 腹点的

１ ０ ｓ 波况（ＲＴ１ ０Ｈ３ 和 ＲＴ１ ０Ｈ５）节腹点位置垂直岸线的波高剖面图， 图中也给出了波浪叠加区外 ｙ＝ ８ ｍ 位

置的波高， 可作为波浪叠加效果的对比。 图 ７ 给出沙坝海岸丁坝反射形成的叠加波浪的流速及增减水分布实

测结果， 增减水等值线间距为 ０ １ ｃｍ。
在沙坝外侧， 由叠加波浪所形成的节腹点使得波高沿岸分布呈周期性变化： 节点处波高小， 腹点处波高

大。 图 ６ 可明显看出腹点处波高由于波浪叠加而增大， 且距反射墙越近的腹点处波高叠加效果越明显， 而节

点处波高变小。 沿岸波高的不一致将形成沿岸波浪增减水不相等， 产生由腹点指向节点的静压力差： ρｇ（ｈ＋
η）∂η ／ ∂ｙ＝ －１ ／ ４ρｇ（ｈ＋η）（ｋｈ ／ ｓｉｎｈ２ｋｈ）∂Ｈ ／ ∂ｙ（ρ 为水密度， ｇ 为重力加速度， ｈ 为水深， η 为波浪增减水， ｋ
为波数， Ｈ 为波高）， 而腹点指向节点的辐射应力： ∂Ｓｙｙ ／ ∂ｙ＝∂Ｅ（ｎ－０ ５） ／ ∂ｙ＝ １ ／ ４ρｇｈ（ｋＨ ／ ｓｉｎｈ２ｋｈ）∂Ｈ ／ ∂ｙ， 两

者相互抵消， 可见在沙坝外侧破波带外不产生裂流。
波浪在沙坝上腹点处先于节点处破碎， 产生较大向岸质量输移流以形成补偿流。 破碎带内腹点指向节点

辐射应力压力梯度近似为： ∂Ｓｙｙ ／ ∂ｙ＝ １ ／ ８ρｇγ２
ｂ（ｈ＋η）∂η ／ ∂ｙ， 在沙坝上沿岸方向产生由腹点指向节点的总静压

力差为∂Ｓｙｙ ／ ∂ｙ＋ρｇ（ｈ＋η）∂η ／ ∂ｙ ＝ （１＋γ２
ｂ ／ ８） ρｇ（ｈ＋η） ∂η ／ ∂ｙ， 这将产生由腹点（高波高区）指向节点（低波高

区）的驱动力使补偿流向节点处汇集， 从而在节点处产生离岸方向的裂流。 在节、 腹点附近分别产生的裂流

和向岸的质量输移流， 形成了一个跨越沙坝的环流。 在沙坝内侧， 由于沙坝顶大部分波浪已经发生破碎， 使

得沙坝内侧不存在波浪叠加的节腹点， 波高沿岸差别不大。 这表明沿岸沙坝起到了调节破波带内波高的作

用， 不再是由波浪反射所决定。 沙坝沟槽区域仍然存在与沙坝上节腹点对应的水流对应的水流流态， 说明在

沙坝沟槽里也存在向节点汇集的补偿流， 表现在图 ７ 中 ｘ ＝ ４ ｍ 剖面流速在节点线上是离岸的， 在腹点线上

是向岸的。 对于交叉叠加波浪， 沿岸波高的不一致将形成沿岸波浪增减水不相等， 产生水流会在低波高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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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积累， 其结果将导致交替出现集中在低波高区域的流向离岸方向的裂流。
由图 ７ 中可看出相同周期大波高（５ ３ ｃｍ）产生的裂流强度较小波高（３ ３ ｃｍ）的强度略大， 这说明裂流强

度由波高决定， 但由于大波高情况下波流相互作用也较大， 所以产生的裂流强度增加不明显。 在交叉叠加波

浪场的每个节点位置都产生裂流， 可得交叉叠加波浪产生裂流的空间尺度取决于叠加波浪沿岸方向产生的驻

波的波长， 即 λ＝Ｌ ／ ２＝Ｌ０ ／ ２ｓｉｎθ（Ｌ 为驻波波长， Ｌ０ 为对应平底水深的波长， θ 为入射波浪入射角）。

图 ５　 沙坝海岸波高分布

Ｆｉｇ ５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ｏｆ ｗａｖ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ｎ ｂａｒｒｅｄ ｂｅａｃｈ

图 ６　 节腹点位置波高剖面实测结果

Ｆｉｇ ６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ｓｈｏｒ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ｗａｖｅ ｈｅｉｇ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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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有坝海岸裂流流速及增减水分布实测结果

Ｆｉｇ ７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ｉｐ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ｔｕｐ ａｎｄ ｓｅｔｄｏｗｎ ｏｎ ｂａｒｒｅｄ ｂｅａｃｈ

２ ２　 周期对裂流的影响

图 ８ 给出了 ２ 个波高不同周期波况在 ｘ＝ ５ ｍ 沙坝顶的裂流剖面流速分布。 由于不同周期产生的驻波波长

不同， 在实验观察范围内出现的节腹点个数不同。 由图 ７ 可以看出： 对 Ｔ＝ １ ０ ｓ， 有 ２ 个节点， 都有较大的

裂流流速产生， 离岸方向流速所占宽度达到 ０ ７ ｍ 左右， 但流速最大值不一定出现在节点区域中心， 有一定

的偏离； 对 Ｔ＝ １ ５ ｓ， 在测量区域内有 １ 个节点， 位置位于 １ ３５ ｍ， １ 节点区域也都有较大的裂流产生， 离

岸流区域宽度达到 １ ０ ｍ 左右， 而流场里测得了 ３ 个离岸流， ２、 ３ 节点所在点已经超出所在区域， 并未测

量， 但测得了第 ２、 第 ３ 个裂流的产生， 第 ２ 个裂流与第 １ 裂流相似， 第 ３ 个裂流主要表现为旋涡流动， 速

度方向向反射墙一侧偏转。 这是由于该裂流发生在 ６ ｍ 左右， 处于波浪叠加区域的边缘， 波浪叠加效应较

弱， 因而节点处波高降低不明显的缘故。 对 Ｔ＝ ２ ０ ｓ， 在测量区域内有 １ 个节点， 节点 １ 有较大的裂流产生，
离岸流区域宽度可达到 １ ５ ｍ， 流速最大值出现在节点区域中心。 叠加波浪的节腹点位置依赖于波浪周期。
周期增大使得波长增大， 节腹点距墙的距离也变大， 相应的离岸裂流距墙位置也随之增大， 同时裂流的宽度

也随周期的增大而变大。 相近波高的不同周期产生裂流强度相差不大， 说明周期不影响裂流的强度， 仅影响

裂流的空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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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不同周期波浪在沙坝顶（ｘ＝ ５ ｍ）的裂流剖面流速分布

Ｆｉｇ ８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ｐ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ｗａ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ｐ ｏｆ ｓａｎｄｂａｒ

３　 结　 　 论

本文通过对平直沙坝海岸地形下， 由丁坝生成的交叉叠加波浪形成的近岸波浪场和速度场来分析近岸沙

坝情况下裂流的特性。 结果表明： 在沙坝外侧， 由入射波和反射波叠加所形成的节点和腹点形成了波高沿岸

分布呈周期性变化， 在波浪叠加节、 腹点位置由于波浪叠加分别出现波高降低和波高增大的沿岸周期性变

化。 在沙坝位置， 沿岸波高的不一致将形成沿岸波浪增减水不相等， 产生水流会在低波高区域汇聚积累， 其

结果将导致交替出现集中在低波高区域的裂流。 此裂流和向岸的质量输移流形成一个跨越沙坝的环流。 在沙

坝内侧， 由于沙坝顶大部分波浪已经发生破碎， 波高沿岸差别不大。 表明沿岸沙坝起到了调节破波带内波高

的作用， 不再是由波浪反射所决定。 交叉叠加波浪产生裂流的空间尺度等于叠加波浪沿岸方向产生的驻波波

长的一半。 随着入射波高增大裂流强度增大， 宽度变宽。 随着入射波浪周期的增大， 裂流分布的空间范围变

大， 裂流宽度变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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