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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图像识别与推移质动态监测技术， 开展基于双峰型非均匀推移质的系列水槽试验。 通过引入反映床面粗糙

度、 粘性底层特性与颗粒非均匀度 η（粗细比）的综合水流强度函数 Ψｂ、 特征弗劳德数 Ｆｒｂ， 系统研究了不同水流强度

与床沙组成条件下的推移质输移特性以及颗粒非均匀度对输沙率的影响。 通过对关键因子的辨识与量纲分析， 提出了

双峰型非均匀推移质输移模式， 建立了基于近壁特征因子的水流强度 Ψｂ与非均匀推移质输移强度 Φ′的函数关系。 对

双峰型底沙输移机理的分析表明， 非均匀沙的组成特征使得 η 成为影响 Φ′的重要参量； 正是细粒对粗粒的解怙作用

对粗沙运动产生重要影响， 使推移质输移率与颗粒非均匀度间呈现驼峰关系， 峰值对应的粗细比 ηｃ约为 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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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积性河流中泥沙起动和推移质输移属河流动力学的基本理论范畴， 对非均匀推移质运动规律的探讨是

河流研究者必须涉足的一个充满挑战的领域。 深入研究、 探讨非均匀沙的输移特性， 对于准确预测水库库容

变化、 科学分析河床稳定性、 解决水电站过机泥沙等工程技术难题， 都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 ２１ 世纪以

来， 国内外学者相继提出要开拓新理论， 攻克河流泥沙动力学中的这些关键科学问题； Ｐａｔｅｌ 等［１］在 ２０１４ 年

也明确指出研究这些学术问题的必要性。 虽然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等就进行了开拓性研究， 提出

了基于起动概率与能量平衡与能量平衡的推移质输沙率公式［２］； 但由于问题的复杂性， 相关研究一直沿续

不断。 胡春宏、 惠遇甲在 １９９１ 年通过精细观测床面附近颗粒跃移现象， 对推移质输沙的随机特性提出了新

的认识［２］； 在非恒定输移方面， Ｒｉｂｂｅｒｉｎｋ［３］ 则引入等效切应力， 探讨了波流共同作用下推移质输沙率的计

算方法。 对于非均匀沙， 钱宁研究指出床面不同粒径的泥沙承受不同程度的隐蔽作用［２］， 包括近壁层流层

隐蔽作用和粗颗粒隐蔽作用。 在钱宁研究的基础上， Ｓｕｎ 和 Ｄｏｎａｈｕｅ［４］基于随机理论对非均匀推移质泥沙的

输移率进行了研究； ＤｅＶｒｉｅｓ［５］分析了非均匀床沙条件下推移层厚度与代表粒径的关系； Ｓｔｏｒｍ 等［６］则通过室

内实验分析了床面微观结构对推移质输沙的影响。 Ｋｌｅｉｎｈａｎｓ 和 ｖａｎ Ｒｉｊｎ［７］、 Ｗａｎｇ 等［８］ 相继提出了计算非均

匀沙输沙率的方法， 韩其为采用分组计算方法， 引入反映非均匀颗粒间相互作用的参数［２］， 也建立了一些

具有实用性的公式。 对于宽级配非均匀沙， 杨奉广等［９］ 引入非均匀沙暴露度和泥沙粒径的关系以及等效粒

径， 提出了分级起动规律。 这些研究表明非均匀沙起动不仅与水流强度、 泥沙粒径大小有关， 还与床沙粗

化、 细化程度有关； 床沙粗化程度强， 细沙受到的隐蔽作用也越强。 近年来， 唐立模和王兴奎［１０］ 基于 ＰＴＶ
技术对推移质颗粒运动进行精细研究， 对流体与颗粒间复杂的耦合机制也进行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探讨。 由于

床面附近粗细颗粒运动的复杂性， 颗粒间存在相互碰撞、 隐蔽与暴露作用， 这些因素对推移质输沙率的影响

机理尚未得到充分认识； 因此深入开展颗粒非均匀度对推移质泥沙输移影响的基础试验研究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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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区河流中， 特别是卵砾石河床， 推移质输移引起床面粗化与泥沙两级分选现象十分普遍， 分析表明

这种非均匀沙形成的床面粗化过程与来流流速、 床面泥沙和输移泥沙组成有关。 分选后的泥沙组成通常会具

有双峰型级配特点。 所谓双峰型非均匀沙是指其泥沙级配中， 有粗细两种粒径泥沙所占比重较大， 其组成主

要以这两种代表粒径的颗粒为主的泥沙。 Ｍｅｈｍｅｔ 等［１１］从经典输沙率公式与切应力关系角度， 分析了床面粗

化对双峰型推移质输沙率造成的影响， 指出推移质输沙率与床面粗化存在线性关系， 但未指明其关键机理。
Ｐａｔｅｌ 等［１］利用双峰型推移质输移试验得到分级粒径临界起动拖曳力的估算方法， 使用 ＲＴＭ 方法对临界拖曳

力公式进行了评估； 但在临界起动拖曳研究中， 没有考虑粒径组成的影响。 Ａｌｍｅｄｅｉｊ 等［１２］ 采用将双峰型非

均匀沙中的粗、 细沙分离来计算推移质输沙率， 公式中体现了粗细沙的临界切应力。 Ｗｉｌｃｏｃｋ 和 Ｃｒｏｗｅ［１３］ 则

通过观测床面粒径分布计算双峰型非均匀输沙率。 而 Ｒｅｃｋｉｎｇ［１４］在研究非均匀推移质输沙率时， 提出基于平

衡床面上 ｄ８４和 ｄ５０来预测。 上述试验研究的水流条件都有一定限制。 目前， 双峰型非均匀沙输移的研究比较

集中于原型观测资料的分析与输沙率的确定， 而对于非均匀颗粒间的相互作用机理研究相对很少［１１］。 为了

弄清非均匀沙运动的基本规律， 笔者试图集中研究非均匀沙中粗细颗粒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因此选择颗粒组

成比较简单的双峰型非均匀沙作为研究对象。 深入探讨粗细颗粒对推移质输移的不同影响， 研究粗细颗粒运

动与床面湍流结构相互作用机理。 这种基本理论研究对双峰型泥沙分级推移质输沙率的预测以及进一步开展

宽级配非均匀沙输移规律研究非常有意义［１５］。

１　 试验设施与试验设计

１ １　 试验设施

试验水槽长 ２０ ｍ， 矩形断面， 深 ４０ ｃｍ， 宽 ２５ ｃｍ， 两侧及底部均为玻璃； 可调坡度为 ０ １％～ １％； 自循环水

流系统， 采用变频水泵与电磁流量计控制， 保持槽中为恒定均匀流。 水槽试验段包括进口砾石过渡段 ＡＢ， 床面泥

沙拣选段（推移质泥沙补给铺沙段）ＢＣ， 床面泥沙输移及交换观测段（交换观测段）ＣＤ， 出口过渡段 ＤＥ 和推移质输

移量动态采样段 ＥＦ， 如图 １ 所示； 床面铺沙厚度大约 ９ ｃｍ， 水槽末端沉沙池内置推移质输移量动态采样仪。

图 １　 水槽试验段组成

Ｆｉｇ 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ｕｍ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ｒｅａｃｈｅｓ

　 　 为便于厘清推移质输移中粗细颗粒的作用及相互

影响， 采用双峰型级配的彩色天然沙， 容重为２ ６００～
２ ８００ ｋｇ ／ ｍ３。 试验选用的沙样如表 １ 所示， ｄ 为泥沙

粒径， 粒径级差为 ２ ８０ ～ ７ ３３， 主要沙样照片见图

２。 为了表征颗粒组成特性， 引入床面泥沙的非均匀

度指标（颗粒粗细比 η）与概化当量粒径 Ｄ 。

表 １　 试验沙粒径与级差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组次
细沙粒径
ｄｆ ／ ｍｍ

粗沙粒径
ｄｃ ／ ｍｍ

粒径级差
ｄｃ ／ ｄｆ

１ ０ ６～０ ９ ３ ０～４ ０ ４ ６７
２ ０ ６～０ ９ ５ ０～６ ０ ７ ３３
３ １ ２～２ ０ ６ ０～８ ０ ４ ３５
４ ２ ０～３ ０ ６ ０～８ ０ ２ ８０
５ ２ ０～３ ０ ８ ０～１０ ０ ３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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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
Ｍｃ

Ｍｆ
　 　 　 Ｄ ＝ ｄｃＰｃ ＋ ｄｆＰ ｆ （１）

式中　 Ｍ、 Ｐ 分别为沙样中粗、 细沙各自质量与重量百分数（权重）； 下标 ｃ 表示粗沙， 下标 ｆ 表示细沙。

图 ２　 双峰型非均匀沙的部分沙样

Ｆｉｇ ２ Ｍａｉ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ｂｉｍｏｄａｌ ｎｏｎ⁃ｕｎｉｆｏｒｍ ｓａｎｄ

１ ２　 测试技术

根据推移质输移特性， 研制了专用的推移质输移量动态监测仪（ＳＭＴＭ）， 由悬挂式接沙漏斗、 吊装电子

天平、 虹吸装置、 数据动态采集与处理系统等组成。 电子天平最小感量为 ０ １ ｇ， 根据预备试验选择采样频

率为 １ ／ ３ Ｈｚ， 通过实时称量进入采样器内泥沙水下质量， 动态监测推移质输移量变化过程。 利用累积推移质

输沙量数据， 可以获取动态推移质输沙率 Ｇｂ（ ｔ）：

Ｇｂ（ ｔ） ＝
Ｗｓｔ － Ｗｓ（ ｔ －１）

Δｔ
（２）

式中　 Ｗｓｔ、 Ｗｓ（ ｔ－１）分别为 ｔ 时刻与 ｔ－１ 时刻对应的推移质累积质量； Dｔ 为前后间的微小时段。
在水槽试验段设置了推移质颗粒组成实时采集系统， 该系统在水槽正上方设置 ２ 台高速摄像机， 采样频

率为 ２０～２００ Ｈｚ， 分辨率为 １ ２８０×１ ０２４； 在试验过程中连续采集床面设定域内运动泥沙的图像。 基于图像识

别技术， 确定域内粗细颗粒各自个数， 实时获取推移质泥沙的颗粒组成。
在水槽中轴线位置布置 ２ 套 ＡＤＶ 多普勒流速仪， 采集不同位置近壁区瞬时三维流速变化过程， 获取床

面附近紊流结构及相关特征值， 仪器布置见图 １。
１ ３　 试验设计

基于水槽试验研究非均匀推移质泥沙输移特性的基本思路： 针对比较典型的双峰型非均匀沙， 首先进行

不同床沙组成与不同水流强度的系列试验， 获取相应的水力要素、 近壁区湍流结构、 推移质输移率与颗粒组

成数据， 进一步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制约依存关系， 推求双峰型非均匀推移质的输移规律。
借助变坡水槽试验， 在水流因子方面连续采集水深、 流速获取 Ｆｒ 及近壁区流场紊动特征值； 泥沙因子

方面连续采集推移质累积输移量和床面泥沙运动图像， 获取实时推移质颗粒拣选度变化。
系列试验共设计 ４６ 组、 ２１１ 次不同颗粒与水流强度组合的试验工况， 见表 ２。 水流强度分有 ６ 个流量

级、 ３ 类底坡、 １２ 种水深， 泥沙组成有 １０ 个不同的颗粒粗细比 η。 为便于识别粗细颗粒间的相互影响机制，
采用色彩差异明显的非均匀沙， 颗粒均保持相对较好的球度。

为便于试验成果的对比分析， 引入量纲一时间参数 Ｔｓ与量纲一颗粒即时拣选度参数 φｉｔ： 设试验初始时

刻为 Ｔ０， 结束时刻为 ＴＮ， 试验进程中某时刻为 Ｔｔ， 经归一化标准处理后的时间参数为 Ｔｓ ＝
Ｔｔ － Ｔ０

ＴＮ － Ｔ０
。 设在某

时刻 ｔ 推移质中的第 ｉ 种特征粒径的颗粒质量为 Ｍｉｔ， 颗粒总质量 ＭＳｔ， 则定义运动颗粒即时拣选度为 φｉｔ ＝
Ｍｉｔ

ＭＳｔ
， 用来反映推移质运动中， 颗粒粗细差异对输移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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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试验组次概要一览

Ｔａｂｌｅ 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参数 组 次 比降 Ｊ ／ ‰ 粗细比 η 流量 Ｑ ／ （ｍ３·ｓ－１） Ｆｒ 水深 Ｈ ／ ｍ
泥沙粒径 ｄ ／ ｍｍ
粗 细

取值 ４６ ２１１ １～３ １０ ∶０～０ ∶１０ ０ ０１６～０ ０３６ ０ ６９～０ ９６ ０ ０８～０ １６ ４～１０ ０ ６～３ ０

２　 双峰型非均匀沙推移运动规律分析

２ １　 基于过程的非均匀推移质输移特性

图 ３　 不同粗细比输沙率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ｂｅｄ ｌｏａ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系列水槽试验中对水力、 泥沙要素的过程监测表明，
推移质输移量与近壁区脉动流速同样具有随机波动特

征［１６］； 实测的推移质输移累积量过程只有通过消除噪声

影响的拟合分析， 才能获取推移质输移率。 推移质单宽

输沙率一般与来流 Ｆｒ 的 ３ 次方正相关， 受水流紊动、 泥

沙组成与颗粒相干模式多重影响， 始终处于波动状

态［１７］。 实测不同粗细比的推移质输移率 Ｇｂ（ ｔ）过程曲线

见图 ３， 在无充分补给条件时， 推移质输移强度随时间呈

逐级衰减趋势。 在水流强度相同的条件下， 图 ３ 中各粗

细比对应输移率过程曲线在走势上大体一致， 但在量值

上差异明显， 表明双峰型颗粒组成结构会显著影响推移

质输移率。 随颗粒粗细比降低， 概化当量粒径减小， 推移质输沙率呈现增加趋势， 但非单调增大［１６］， 体现

了颗粒非均匀度对推移质输移的复杂影响。
２ ２　 双峰型推移质输移模式分析

２ ２ １　 双峰型推移质输沙率的基本模式

推移质输移是床面附近泥沙随机运动的宏观体现， 受上游补给条件、 水流强度、 河床边界及床面组成等

因素影响。 非均匀推移质输移特性十分复杂， 需要从微观与宏观两方面分析探寻。 从微观角度研究需要采用

个体颗粒的力学分析， 而从宏观角度研究则离不开对输移强度的量纲分析与统计学研究。 推移质运动强度首

先与水流强度有着直接、 灵敏的响应关系， 同时河床边界与床沙组成也对推移质输移强度有重要影响。 通过

上述系列水槽试验观测成果分析表明， 非均匀推移质泥沙的输移强度应该与水流强度、 床面附近的紊流结

构、 床面粗糙程度以及床沙的非均匀程度有关； 双峰型床沙的非均匀度则多用当量粒径与颗粒粗细比表示，
故非均匀推移质单宽输沙率可以写成如下一般关系式：

ｇｂ ＝ ｆ （Ｆｒ， Ｊ， σｂ， Δ ／ δ０， η， Ｄ） （３）
式中　 Ｆｒ 为水流弗劳德数； Ｊ 为水力坡降； σｂ为近壁区的水流紊动强度； Δ ／ δ０为床面相对粗糙度， δ０为考虑

床面粗糙度的粘性底层厚度。
关于量纲一水流强度参数： 通常水流强度函数采用 γｈＪ ／ ［（γｓ－γ）ｄ］表示， 但不能很好地反映非均匀底沙

运动时的水流特性。 试验观察表明： 近底紊流结构、 床面粗糙度以及颗粒相干作用， 是影响底沙运动的重要

因素。 综合考虑黏性底层特性、 床面泥沙糙度与非均匀度的影响， 通过量纲分析， 引入反映了上述因素的综

合水流强度的函数 ψｂ：
Ψｂ ＝ Ｆｒ２ｂＪｅ

－η （４）
式中　 Ｆｒｂ为考虑壁面水流结构的特征弗劳德数， 这是为反映来流条件与床面附近水流特征， 考虑床面附近

粗糙度、 粘性底层特性对推移质运动影响而专门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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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ｂ ＝ ｖ－

ｇδ０

（５）

式中　 ｖ－ 为垂线平均流速； 实验时水槽水流湍急， Ｒｅ 数一般在 １ ２×１０５以上， 基本属于紊流粗糙区， 因此表

征床面阻力特性的沿程阻力系数 λ 可以采用紊流粗糙区的 Ｎｉｋｕｌａｚ 公式确定。

λ ＝ １

２ｌｇ １１ ５Ｒ
Δ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２ （６）

式中　 Ｒ 为明流水力半径； Δ 采用床面非均匀沙的当量粒径 Ｄ， 确定方法见式（１）。
根据明渠粘性底层厚度公式， 代入上述粗糙区阻力系数表达式， 可得粘性底层厚度为

δ０ ＝ ３２ ８Ｒ
Ｒｅ λ

＝ ３２ ８Ｒ
ｖＲ
ν

１

２ｌｇ
１１ ５Ｒ

Ｄ
æ

è
çç

ö

ø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２

＝ ３２ ８
ｖ
ν

１

２ｌｇ
１１ ５Ｒ

Ｄ
æ

è
çç

ö

ø
÷÷

（７）

式中　 ν 为水流运动粘滞系数， 与水温有关。
关于量纲一推移质输移强度参数： 在非均匀推移质研究中， 通常采用量纲一输移强度进行分析， 考虑到

水槽试验中双峰型非均匀沙组成特点， 引入推移质输移强度函数 Φ′， 定义为

Φ′ ＝
ｇｂ

γｓ

γｓ － γ
γ

ｇＤ３

（８）

式中　 ｇｂ 为非均匀单宽推移质输移率； Ｄ 则同时体现了非均匀沙颗粒粗细比和粒径级差的双重影响。
２ ２ ２　 双峰型推移质输移率的变化特点

根据系列水槽试验资料分析表明， 量纲一推移质输移强度函数 Φ′与量纲一综合水流强度 Ψｂ之间存在密

切的相关关系， 点绘推移质输移强度 Φ′与水流强度 Ψｂ的对应关系， 见图 ４。 由图 ４ 可以看出， Φ′与 Ψｂ有很

好的关联性， 同时颗粒非均匀度（粗细比）也对推移质输移强度有重要影响， 使得点据在图中呈现明显的不

同分区， 具体表现如下：
（１） 水流强度增加， 输沙率增加， 不同粗细比的数据点据曲线均呈单调增变化。
（２） 粗细比减少， 同样水流强度下的输沙率增大； 不同粗细比的数据点据曲线分别处于不同区间， 粗

细比最大的（黑菱形点线）居于最下方， 而粗细比最小的（绿三角点线）居于最上方。
（３） 粗细比越小， 随水流强度增加， 输沙率的增加梯度越大； 可以看到不同粗细比的数据点据曲线陡

度不同， 粗细比最大的黑菱形点线变化最缓， 而粗细比最小的绿三角点线变化最陡， 其他按粗细比减小（分
别为红圆点线、 蓝斜叉线、 棕十字线）则陡度依次增加。 ３０ 多组数据反映出颗粒非均匀度对非均匀沙推移质

输移强度有明显的制约关系。
２ ２ ３　 双峰型推移质输移强度及特性分析

量纲分析与试验数据的拟合分析表明， 非均匀推移质输移强度与水流强度及颗粒非均匀度间的紧密关联

性可以建立起三者间的依存关系， 其基本结构可由量纲一化的乘幂函数关系表征：
Φ′ ＝ αΨ β

ｂ （９）
式中　 α、 β 分别为影响双峰型非均匀推移质输移强度的推移系数与推移指数。 从图 ５ 中可以看出， 均与泥

沙颗粒的粗细比有关， 根据 ３６ 组试验数据的分析表明： 随着粗细比 η 的增加， α 与 β 都表现出先增后减的

变化态势， α 与 η 呈明显的二次函数关系， 如式（１０）所示； 而 β 与 η 的关系则比较复杂， 当 η 超过 ０ ５ 以

后， β 变化较小， 基本在 ５ ２０～５ ２３ 之间， 可以近似地用式（１１）表示。
α ＝ － ３２ ０５η２ ＋ ３５ ７３η － ０ ３４８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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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 １０ ２４η３ － １７ ３６η２ ＋ ７ ４４η ＋ ４ ８９ （１１）

图 ４　 推移质量纲一输移强度与水流强度及

颗粒非均匀度间的关系

Ｆｉｇ ４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Φ′， ｆｌｏｗ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ψｂ ａｎｄ ｎｏｎ⁃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η

　
图 ５　 推移参数 α、 β 与泥沙粗细比 η 的关系

Ｆｉｇ 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 α， β ａｎｄ η

图 ５ 表明， 基于近壁特征因子的量纲一综合水流强度函数与非均匀推移质输移强度有着较为密切的相关

性， 同时双峰型非均匀沙的特征使得颗粒粗细比成为影响输移强度的重要参量。
２ ３　 双峰型非均匀推移质输移强度的驼峰曲线分析

研究发现推移质输移率的波动变化， 实质上由粗沙间歇性运动引起， 而细沙运移则基本是连续不断的。
颗粒非均匀度对推移质输移的影响还体现在细颗粒存在对粗颗粒的影响方面， 细颗粒受近壁水流紊动结构影

响对粗颗粒失怙运动有重要的影响。 所谓粗颗粒失怙运动是指床面上粗、 细沙相互嵌固形成的拱卫结构， 由

于脉动水流的促发， 使结构体内细颗粒渐次流失， 超过临界稳定度时拱卫结构便瞬间瓦解， 导致失去依托的

粗颗粒加速进入运动状态， 又称细粒对粗粒的解怙。 这方面的详细论述见文献［１７］。
改变床沙组成粗细比， 进行相同水流条件下的推移质输移试验， 发现床沙中掺有适当比例的细沙会影响

推移质中粗沙的运动及相应输移量。 在一定水流强度下， 全部为粗沙组成的床面没有粗沙运动； 若调整床沙

图 ６　 总输沙、 细沙、 粗沙输移量与床沙组成的关系

（Ｑ＝ ０ ０２６ ｍ３ ／ ｓ， Ｆｒ＝ ０ ８５）
Ｆｉｇ 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ｒａｔｉｏ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ｆｉｎｅ ｓａｎｄ ａｎｄ ｃｏａｒ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组成， 逐步增加细颗粒含量， 但依然保持水深、 流速，
开始仅有细沙运动而粗沙未动， 但床沙粗细比降到 ７ ∶３
以下时， 粗沙在细沙诱发碰撞与近壁猝发的作用下便开

始运动； 虽不改变水流强度， 只通过减小床沙粗细比，
就会提高粗沙输移量与总输沙率。 床面泥沙中粗细比为

７ ∶３时， 运动泥沙中粗沙相对输移强度 （某级配粗沙输移

量 ／各级配中的粗沙最大输移量） 为 ０ １８； 当床沙粗细

比达到 ６ ∶ ４时， 运动泥沙中粗沙相对输移强度为 ０ ２６；
当床面泥沙中粗细比降至 ４ ∶６时， 运动泥沙中粗沙相对

输移强度为 ０ ９２。 在双峰型非均匀沙的推移运动中， 床

沙组成改变对粗、 细颗粒各自的输移率特性及总沙输移

率特性的影响， 在图 ６ 中反映比较清晰， 从图 ６ 也可看

出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 峰值对应的粗细比 ηｃ受双峰粒径级差的影响， 一般在 ３ ∶７左右。
以上分析表明： 在粗细颗粒级差明显的双峰型非均匀沙的推移运动中， 相同水流强度下， 适当粗细沙掺

混的推移质输沙率最大， 这种峰值输移强度大于该床沙组成中任一粒径的均匀沙输移强度， 可见颗粒非均匀

程度对推移质输移具有重要影响。 在双峰型推移质输移中， 细粒自身的输移以及对粗粒的触发与解怙作用非

常重要， 在粗细比达到一定程度（ηｃ）时， 使推移质粗粒输移与总沙输移均达到最大值。 显然间歇性的粗沙

运动量对总沙输移率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正是粗沙输移的驼峰变化特点导致了总沙输移率的驼峰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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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 “两峰相互呼应”， 这就是图 ６ 中驼峰曲线形成的原因。

３　 结　 　 论

（１） 利用开发的专用仪器， 实现了基于过程的非均匀床沙推移运动与交换的实时监测。 通过系列水槽

试验获取了较为系统的双峰型推移质输移量、 颗粒分布密度， 垂线流速分布数据， 分析表明推移质输移强度

与近壁区流速脉动同样具有随机波动特征， 且相互响应； 颗粒非均匀度（粗细比）会明显影响推移质单宽输

移率， 表现为不同的变化特征区。
（２） 为准确反映推移质运动区的近壁水流特性， 引入反映床面粗糙度、 粘性底层特性与颗粒非均匀性

的综合水流强度函数 Ψｂ、 特征弗劳德数 Ｆｒｂ、 非均匀沙粗细比 η 和量纲一推移质泥沙输移强度函数 Φ′； 利

用量纲分析与试验资料的多变量拟合分析， 建立了双峰型推移质输移强度与综合水流强度、 颗粒非均匀度的

复合依存关系， 基本结构为量纲一乘幂函数关系。
（３） 给定水流强度时， 粗细颗粒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颗粒非均匀度（粗细比）凸显为影响非均匀推移质

输移强度的重要参变量。 特别是细颗粒对粗颗粒的触发与解怙作用， 促成了推移质输移率与颗粒非均匀度间

的驼峰曲线关系， 输移率峰值对应的粗细比 ηｃ一般在 ３ ∶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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