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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底管线周围的不平衡输沙影响着海底管线的局部冲刷， 进而影响海底管线的安全运营。 基于波浪港池实

验， 考虑规则波的作用， 采用中值粒径为 ０ ２１９ ｍｍ 的原型沙铺设与波浪传播方向成 ４５°夹角的斜坡， 斜坡坡度为

１ ∶１５， 研究管线局部冲刷坑床沙组成变化情况。 实验结果表明： 与冲刷深度随时间的发展类似， 冲刷宽度随时间的

发展也分为初级阶段和次级阶段； 管线周围床沙粗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并不在管线的正下方， 而在管线的后下方；
周期增加， 冲刷坑床沙粗化程度增大； 与原始床沙相比， 周期较小时， 冲刷坑下方床沙细化， 周期较大时则粗化，
而波高对床沙扰动的影响具有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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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岸带已成了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中心， 海底管线在海洋油气资源开发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近岸带

环境复杂多变， 海底管线周围的泥沙输移机制涉及了多学科的交叉， 是土⁃管⁃流复杂的耦合作用的结果， 因

此， 许多国内外学者对此展开深入的研究。
海底管线的局部冲刷机理是研究管线周围泥沙输移规律的基础， 海流流经管线时在管线前后产生的涡

流［１］、 管涌［２⁃３］是引起管线冲刷的主要原因。 Ｃｈｉｅｗ［４］、 Ｙａｓａ 和 Ｅｔｅｍａｄ⁃Ｓｈａｈｉｄｉ［５］ 对单向流作用下管线冲刷深

度的公式展开相应研究。 臧志鹏等［６］、 Ｗｕ 和 Ｃｈｉｅｗ［７］ 研究了水流作用下局部冲刷沿管线方向的扩展速率。
Ｇａｏ 等［８］、 Ｙａｎｇ 等［９］用量纲分析法分析了水流作用下管线局部冲刷与涡激震动的相互作用。 Ｇａｏ 等［１０］、
Ｖｏｒｏｐａｙｅｖ 和 Ｔｅｓｔｉｋ［１１］、 潘冬子等［１２］ 分析了波浪作用下管线局部冲刷深度的发展过程。 Ｓｕｍｅｒ 和

Ｆｒｅｄｓøｅ［１３⁃１４］、 Ｅｓｉｎ 和 Ｙａｌｃ［１５］、 Ｍｙｒｈａｕｇ 等［１６］对波浪作用下影响平衡冲刷深度的主要因素进行研究， 推导了

平衡冲刷深度的公式。 Ｃｈｅｎｇ 等［１７］、 刘盈溢等［１８］对波流共同作用下管线的冲刷机理进行深入研究。 近年来，
张靖等［１９］ 对平底海床上不同波浪入射角作用下的管线冲刷深度进行研究， Ｂｕｒａｋ 等［２０］ 利用人工神经网络与

管线冲刷结合， 有效地预测了管线局部冲刷深度， Ｗｕ 和 Ｃｈｉｅｗ［２１］ 研究了沿管线方向上管线局部受力情况，
Ｃａｏ 等［２２］利用数值模拟对实际工程的管线冲刷深度进行预测， 与实测数据吻合较好。 可见， 国内外学者不

断对海底管线的局部冲刷机理完善研究。 但国内外尚没有人从管线周围泥沙输移的角度对管线局部冲刷进行

分析， 所以有必要对管线周围床沙组成变化进行研究， 进一步完善管线周围局部冲刷机理。
管线周围床沙测量非常困难， 所以冲刷坑泥沙输移规律很少有人关注， 但是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分析床沙

组成变化是研究近岸海床演变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蒋昌波等［２３⁃２４］ 基于二维水槽实验研究了海啸波作用下岸

滩剖面和床沙组成的变化过程， 发现海啸淤积区域顶层泥沙的平均粒径呈增加趋势， 这与 Ｐａｒｉｓ 等［２５］２００４ 年

在印尼苏门答腊岛西班达灾区的海啸现场调研的结果一致； 并且发现沙坝淤积处的泥沙呈粗化趋势， 这与

Çｅｌｉｋｏｇ̬ ｌｕ 等［２６⁃２７］研究的床沙组成的变化趋势相反， 但是两者遵循的一个共同的规律是： 细颗粒泥沙会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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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紊动的作用下被筛选出来， 被搬运到低紊动区域， 这个过程造成了剧烈紊动区域泥沙的粗化。 刘金梅

等［２８］研究了非均匀沙河床表层床沙的粗化趋势， 并且发现非均匀沙河床不平衡输沙距离较均匀沙河床大大

延长。 牛占等［２９］指出激光粒度仪可有效测量悬沙粒径分布， 在今后的研究中可考虑采用。
海底管线周围的输沙影响着管线的局部冲刷， 局部冲刷容易导致海底管线悬空进而影响管线的安全运

营， 而实际工程中， 波浪与斜坡往往存在一定的角度， 所以研究斜向波浪作用下， 床沙组成变化情况具有实

际的工程意义。 综上所述， 本文基于波浪港池实验， 对斜向波作用下管线周围泥沙输移规律进行系统的分析

研究， 为今后海底管线的设计施工提供参考。

１　 模型实验布置

实验在长沙理工大学港航中心的港池中进行， 港池长 ４０ ｍ， 宽 ２０ ｍ， 深 １ ２ ｍ， 港池配有造波机。 如图 １
所示， 斜坡位于港池中的一端， 斜坡长 １０ ｍ， 宽 ３ ５ ｍ， 基于文献［３０⁃３１］的研究， 选取斜坡坡度为 １ ∶１５， 斜坡

坡脚线与波浪入射方向夹角为 ４５°。 实验斜坡等高线如图 １（ｂ）所示， 此时波浪呈 ４５°角入射斜坡， 从而实现波

浪斜向入射的目的。 斜坡两侧用水泥进行抹面， 中间铺设模型沙。 选用钢管作为管线模型， 管线外径 Ｄ ＝ ４８
ｍｍ， 以保证其有足够的刚度。 浪高测量采用加拿大 ＲＢＲ（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ｒａｎｋ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公司生产的 ＷＧ⁃５０ 型浪高

仪， 采样误差为 ０ ４％， 实验时浪高仪采样频率为 ５１ ２ Ｈｚ。 粒径测量采用 Ｍａｓｔｅｒｓｉｚｅｒ ２０００ 粒度分析仪。

图 １　 实验区域布置

Ｆｉｇ 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ｒｅａ

将多普勒流速仪（ＮＤＶ）固定在模型实验多功能控制系统上， 根据 ＮＤＶ 测深功能， 结合地形仪移动模

式， 实现对床面地形的测量［３２］， 可测量地形范围为下游 ６ ｍ×３ ５ ｍ。 为减小边界影响， 主要研究 １⁃１ 断面局

部冲刷的发展。 为减小比尺效应的影响， 并考虑实验所需模型沙的力学性质， 选用泥沙中值粒径为

０ ２１９ ｍｍ，泥沙不均匀系数 Ｃｕ ＝ ｄ６０ ／ ｄ１０ ＝ １ ３９３， 曲率系数 Ｃｃ ＝ ｄ２
３０ ／ （ｄ１０ｄ６０） ＝ １ １４３， 可以认为粒径范围很

窄， 但是分布较为均匀， 有助于分析模型沙的级配变化情况。 为避免床沙粗化的影响， 每次实验完毕后清除

表面沙样， 采用初始沙样重新铺设。 根据重力相似准则， 考虑管线尺寸和海浪波高、 周期的主要分布区

间［３３］， 结合实验室造波机限制， 实验水深设定为 ０ ３５ ｍ。 实验采取间断造波的方法， 每次造波 ５ ｍｉｎ， 直至

时间超过 ９０ ｍｉｎ。 实验工况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试验工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ｅｓ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工况 波高 Ｈ ／ ｃｍ 周期 Ｔ ／ ｓ 管线与岸线的角度 ／ （ °） 工况 波高 Ｈ ／ ｃｍ 周期 Ｔ ／ ｓ 管线与岸线的角度 ／ （ °）

１ ４ ３９ １ ４ ４５ ５ ７ １７ １ ０ ４５

２ ５ ５８ １ ４ ４５ ６ ７ １７ １ ２ ４５

３ ７ １７ １ ４ ４５ ７ ７ １７ １ ６ ４５

４ ９ ０６ １ ４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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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局部冲刷形成过程

图 ２ 给出了工况 ６ 的 １⁃１ 断面管线从初始床面到 ６０ ｍｉｎ 后冲刷平衡的床面形态变化情况。 可以看出，
３ ｍｉｎ后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冲刷坑， ３～ １５ ｍｉｎ， 冲刷坑充分发展， 其形态趋于稳定； １０ ｍｉｎ 后管线前后和近

岸形成较为明显的沙纹， 此后管后沙纹向后发展， 近岸沙纹向前发展， 并逐步连接， 最后管前沙纹充分发

展， 整个床面接近冲淤平衡。
潘冬子等［１２］对平底海床的冲刷阶段中的研究， 随 ＫＣ 数（ＫＣ＝ＵｍＴ ／ Ｄ， 其中 Ｕｍ为无管时原管线所在位置

上近底水质点速度的峰值）的增大， 并没有出现管后淤积发展这一阶段。 平底上波浪产生的漩涡能量大部分

作用于沙波运动； 而在斜坡上， 这部分能量不仅用来维持沙波运动， 还有一部分用来平衡其静力稳定， 其静

力稳定和管后漩涡平衡的位置就产生了管后淤积， 当漩涡能量足够大时， 管后淤积就会消失。

图 ２　 工况 ６ 的 １⁃１ 断面海底管线周围床面形态变化

Ｆｉｇ 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１⁃１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ｒｕｎ ６

图 ３ 给出了工况 ６ 的 １⁃１ 断面冲刷平衡后冲刷坑形态示意图， 对冲刷坑的冲刷深度和冲刷宽度分别计

算， 得出了冲刷深度和冲刷宽度随时间的发展趋势， 如图 ４ 所示。 可以看出， 与很多学者［１０⁃１２，１６］的研究结论

相同， 冲刷深度随时间的发展先急剧增加， 然后缓慢发展。 但是大多数学者只对冲刷深度和冲刷坑的扩展速

率进行了研究， 对冲刷宽度的发展情况却很少涉及。 从图 ４ 可以发现： 冲刷宽度随时间的发展与冲刷深度的

发展类似， 也分为两个阶段， 即初级阶段和次级阶段： 初级阶段快速发展， 次级阶段缓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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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工况 ６ 的 １⁃１ 断面管线冲刷深度和宽度的发展

Ｆｉｇ 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ｓｃｏｕｒ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ｄ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１⁃１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ｒｕｎ ６

图 ３　 工况 ６ 的 １⁃１ 断面冲刷坑示意

Ｆｉｇ 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ｉｎ ｔｈｅ １⁃１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ｒｕｎ ６

３　 床沙组成变化分析

３ １　 冲刷坑泥沙输移过程

由于管线附近的流速、 紊动强度、 悬沙浓度等的测量较为困难， 为了对冲刷坑附近床面泥沙输移机理进

行深入研究， 采用激光粒度仪对冲刷坑附近的泥沙采样测量。 如图 ３ 所示， 分别对冲刷坑的迎浪侧、 背浪

侧、 管下、 管后淤积进行采样观测。 其中， 管下取样范围为管线正下方冲刷坑底部的区域； 背浪侧为管线下

方冲刷坑内冲刷深度单调减小的区域。
通过对冲刷平衡后各位置的采样测量， 得出图 ５ 工况 ２ 各位置的床沙组成变化情况。 图 ５（ａ）可以看出

管下和背浪侧的级配曲线较为接近初始级配， 说明其床沙扰动相对较小， 泥沙输移程度较小； 管后淤积的床

沙粒径范围最为狭窄， 大部分为中等颗粒， 说明管下床沙的中等颗粒大部分在管后淤积下来。
目前国内常用的粒组划分［３４］为： ｄ＜０ １ ｍｍ 为极细沙； ０ １ ｍｍ≤ｄ＜０ ２５ ｍｍ 为细沙； ０ ２５ ｍｍ≤ｄ＜０ ５

ｍｍ 为中沙； ｄ≥０ ５ ｍｍ 为粗沙。 由于激光粒度仪本身的测量局限， 对本实验的床沙粒组进行如下分类： ｄ＜
０ １１ ｍｍ 为极细沙； ０ １１ ｍｍ≤ｄ＜０ ２ ｍｍ 为细沙； ０ ２ ｍｍ≤ｄ＜０ ６３ ｍｍ 为中沙； ｄ≥０ ６３ ｍｍ 为粗沙。 各位

置泥沙粒组的组成情况如图 ５（ｂ）所示， 可以发现， 迎浪侧和管后淤积粒组组成情况相似， 与初始床沙粒组

组成差别较大， 粗沙含量减少 ９０％， 细沙含量增加 ３０％， 极细沙、 中沙含量变化较小。 管后淤积泥沙大部

分为中沙、 细沙、 极细沙， 其细沙与中沙含量的和接近 ９０％。 管后淤积泥沙的极细沙含量低于迎浪侧， 但结

合图 ３ 可以发现， 管后淤积泥沙基本是冲刷坑泥沙输移的结果， 而迎浪侧自身则含有一定量的极细沙， 所以

冲刷坑的极细沙大部分在管后淤积， 少部分沉积在迎浪侧。
由图 ５ 不难发现， 与初始床沙粒组组成情况相比， 管下和背浪侧粒组组成较为接近初始床沙。 管下和背

浪侧的中沙、 粗沙含量的和略有增加， 管下增加约 ３％， 背浪侧增加约 ６％， 极细沙、 细沙含量的和略有减

小， 即管线周围粗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并不在管线的正下方， 而在管线的后下方。 Çｅｌｉｋｏｇ̌ｌｕ 等［２６⁃２７］ 的研究结

果证明， 高的紊动强度会加剧床面的粗化程度， 基于此结论， 本实验从床沙组成的角度证明了管线周围紊动

强度最大的地方并不在管线正下方， 而在管线的后下方。 紊动强度高则代表冲刷剧烈， 即管线周围冲刷最剧

烈的地方并不在管线的正下方， 而在管线的后下方。 Ｅｓｉｎ 和 Ｙａｌｃ［１５］ 通过斜坡上管线的冲刷结果发现， 斜坡

上管线冲刷深度最大的地方并不在管线的正下方， 而在管线的后下方。 实验结果从泥沙输移的角度解释了斜

坡上管线周围最大冲刷深度在管线后下方的原因。
Ｗｕ 和 Ｃｈｉｅｗ［７］研究发现使冲刷加剧的倾覆力矩主要是 Ｓｈｉｅｌｄｓ 参数， 波浪经过沙床产生剪应力， 当

Ｓｈｉｅｌｄｓ 参数超过临界值时， 管线下方泥沙启动， 冲刷坑开始形成。 如图 ６ 所示， 管线下方极细沙由于水流

紊动被筛选出来， 少量向管前迎浪侧淤积， 大量在管后淤积； 但是紊动强度与床沙的粗化程度并没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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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各位置床沙组成的变化情况

Ｆｉｇ ５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ｎｄ ｇｒａ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ｃｏｕｒ ｈｏｌｅ ｉｎ ｅａｃｈ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图 ６　 管线周围泥沙运动示意

Ｆｉｇ 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到平衡， 高的紊动强度使细沙、 中沙继续向管后

移动， 在管后形成淤积泥沙， 淤积泥沙在水流和

自身的重力及周围涡流的作用下保持平衡； 管线

下方粗沙被筛选出来， 留在管线的下方和背浪侧

以阻止剧烈紊动继续向下冲蚀， 从而达到整体的

冲刷平衡。
３ ２　 波浪要素对床沙组成的影响

管线下方的泥沙输移尤为重要， 且测量也最为

困难， 所以对管线下方的床沙组成情况进行深入分析。 图 ７ 给出了波高变化对管下床沙组成变化的影响， 可

以发现， 相比于工况 １， 工况 ２ 粗沙、 中沙含量基本相同， 但工况 ２ 细沙含量减少， 极细沙含量明显增加，
床沙略微细化。 工况 ３ 较工况 ２ 相比、 工况 ４ 较工况 ３ 相比， 粗沙含量缓慢增加， 中沙含量显著增加， 细

沙、 极细沙含量显著减小， 床沙均匀粗化。 由此可见， 随波高增加， 床沙并没有呈明显的粗化趋势。 这是由

于相对波高 Ｈ ／ ｈ（ｈ 为水深）过小时， 波浪对近底床沙影响很小， 海床泥沙输移量很小， 没有充分发展， 其床

沙组成相对更接近初始床沙。

图 ７　 浪高变化对管下床沙组成的影响

Ｆｉｇ ７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ｗａｖ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ｏｆ ｓａｎｄ ｇｒａｉｎｓ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ｓ

图 ８ 给出了周期变化对管下冲刷坑床沙组成的影响情况。 由图 ８（ａ）不难发现， 随周期的增大， 级配曲

线整体后移， 曲率系数变化不大， 说明床沙均匀粗化。 由图 ８（ｂ）可以看出， 极细沙和细沙含量随周期增加

逐渐减小， 中沙和粗沙随周期增大逐渐增大， 床沙粗化现象比较明显。
通过级配曲线很难看出床沙的扰动情况， 结合Çｅｌｉｋｏｇ̌ｌｕ等［２７］ 的分析与本实验的情况， 对分选参数 σ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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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周期变化对管下床沙组成的影响

Ｆｉｇ ８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ｗａ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ｏｆ ｓａｎｄ ｇｒａｉｎｓ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ｓ

图 ９　 不同波况时 ＫＣ 数对扰动参数的影响

Ｆｉｇ 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ＫＣ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新定义： 令 σ＝ ０ ５（ｄ９０ ／ ｄ５０＋ｄ５０ ／ ｄ１０）， σ０为初始床沙的分

选参数， 对扰动参数 σ ／ σ０进行分析。 相比于初始床沙，
σ ／ σ０＞１ 则床沙粗化， σ ／ σ０＜１ 则床沙细化。

由图 ９ 可以发现， 管线的存在不仅可以使床沙粗化，
也会使床沙细化。 Çｅｌｉｋｏ ｇ̌ ｌｕ 等［２６］ 发现随着周期的增加，
破碎带沿岸的输沙能力相应增大， 粗沙淤积量逐渐增加，
细沙淤积量逐渐减小。 管线下方波高对扰动参数影响的

规律性并不明显； 相反， 周期对床面扰动的影响规律则

比较明显： 相比于初始床沙， 周期较小时冲刷坑床沙细

化， 周期较大时冲刷坑床沙粗化。

４　 结　 　 论

（１） 与冲刷深度随时间的发展类似， 冲刷宽度随时间的发展也分为两个阶段： 初级阶段快速发展； 次

级阶段缓慢发展。
（２） 斜坡上冲刷坑的形态会出现与平底上不同的形态， 即出现了明显的管后淤积； 与平底海床类似的

是管线前后海床上率先出现沙纹， 但是不同的是管后海床上沙纹发展迅速， 并逐渐延伸和近岸沙纹相接。
（３） 管线下方冲刷坑的极细沙大部分在管后淤积， 少部分在管前淤积； 细沙、 中沙大部分在管后淤积，

粗沙大部分留在冲刷坑底部， 少部分被带至背浪侧。
（４） 管线周围床沙粗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并不在管线的正下方， 而是在管线的后下方； 周期增加， 管线

下方床沙粗化程度增大。
（５） 与原始床沙相比， 管线的存在不仅可以使冲刷坑下方床沙粗化， 也会使其细化； 周期对冲刷坑床

沙扰动的影响较大， 周期较小时， 床沙细化， 周期较大时， 床沙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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