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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天然河流床沙通常为非均匀沙， 准确把握非均匀沙颗粒运动规律是模拟和预测天然河流河床演变的基础。
开展了恒定均匀流条件下的非均匀沙推移质运动水槽试验， 床沙粒径范围为 ０ １０～２０ ｍｍ。 利用摄像机从顶部拍摄

了粗化条件下的推移质颗粒运动， 获取大量非均匀沙颗粒的运动轨迹， 提取了颗粒运动速度、 走停时间等基本运

动参数， 推移质运动颗粒粒径范围为 ０ ７４～８ １９ ｍｍ。 试验结果表明， 非均匀沙床面聚集体或大颗粒使推移质颗粒

运动方向发生改变， 与均匀沙成果相比， 非均匀沙推移质颗粒的纵向运动速度减小， 横向运动速度增大； 推移质

颗粒纵向运动速度遵循指数分布， 单次运动速度遵循 Γ 分布， 横向运动速度及运动速度矢量角则遵循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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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颗粒在河床上的随机运动直接影响着泥沙颗粒的运动形式、 水流中能量的传递与转换以及河床演变

等实际问题， 因此， 研究泥沙颗粒的随机运动， 对推移质运动的理论研究和实际生产都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１］。 泥沙颗粒的随机运动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如近底河床剪切力的大小、 泥沙颗粒的粒径、 泥沙颗粒所

处的床面位置以及水流强度的大小等。 到目前为止对非均匀沙的随机运动理论研究尚不是非常清楚。
学者通过室内水槽试验及摄影技术， 对天然河流中泥沙颗粒运动过程进行模拟和观测。 Ｆｒａｎｃｉｓ［２］利用多

次曝光摄影技术来观察颗粒运动， 得到颗粒跃移的运动轨迹， 并分析不同水流强度参数下， 颗粒纵向平均速

度情况。 文献［３⁃５］通过高速摄影技术， 测量了推移质颗粒跃移运动的全过程， 获得了一系列的跃移参数并

进行跃移运动的随机性分析。 近年来，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 国内外学者们将计算机

技术和数字图像处理技术有效结合， 引进到推移质颗粒运动的研究中， 以期得到泥沙颗粒和水流运动的关系

及颗粒的运动特性。 王殿常等［６］对粒子追踪测速（ＰＴＶ）技术进行改进， 测量水槽中的颗粒运动， 得到颗粒运

动轨迹并总结其运动特性。 文献［７⁃８］采用 ＰＴＶ 技术， 记录并分析示踪粒子的三维运动图像， 得到示踪粒子

的坐标及运动轨迹， 分析推移质运动的平均速度和脉动特性及随水流强度变化的关系。 Ｓｈｉｍ 和 Ｄｕａｎ［９］ 在均

匀沙水槽试验中采用粒子追踪技术确定推移质的速度， 计算颗粒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速度分布， 指出颗粒平均

速度远小于其单颗速度， 并给出一个新的速度计算公式， 最后指出颗粒速度满足正态分布。 Ｃｈａｔａｎａｎｔａｖｅｔ
等［１０］建立颗粒的跃移模型并给出颗粒的跃移速度。 Ｊｕｌｉｅｎ 和 Ｂｏｕｎｖｉｌａｙ［１１］ 通过观察单个颗粒的运动情况来研

究推移质颗粒运动。 Ａｕｅｌ 等［１２］观测粗化明渠流中不同粒径玻璃球体的运动， 并用 ＰＴＶ 技术获取球体速度。
大量实测资料及室内试验研究表明， 非均匀沙运动与均匀沙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 以往水槽试验中， 试

验条件多为光滑床面或均匀床面， 试验用沙为均匀沙， 这与天然河流中运动泥沙为非均匀沙， 且河床组成也

较不均匀等实际情况不符， 需设置与天然河床更为接近的试验条件来进行非均匀沙运动的试验研究。 Ｓ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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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１３］根据非均匀沙水槽实验， 指出部分可动的推移质输移特征可用分数阶导数模型进行描述； 许琳娟等［１４］

在 Ｓｕｎ 等［１３］的试验基础上， 利用摄像机拍摄床面上泥沙颗粒的运动过程， 对非均匀沙推移质输沙率的时空

分布进行了研究； 本文在许琳娟等［１４］试验的基础上， 对粗化床面条件下推移质颗粒的运动轨迹， 运动速度

和运动 ／静止时间等基本运动特性进行分析。 为确保本文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文中首先介绍了水槽试验概况

及推移质运动颗粒的数据获取方法［１４］， 然后对颗粒运动速度概率密度等基本特性进行统计分析。

１　 试验设置

１ １　 试验水槽

试验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大兴试验基地水槽试验厅进行。 试验水槽为玻璃边壁的波浪径流变坡水

槽， 水槽长 ５０ ｍ， 宽 １ ０ ｍ， 高 １ ２ ｍ， 拥有自动化调控和水循环系统， 坡降调节范围为 ０ ～ １％， 最大水深

为 １ ｍ， 最大流量为 ５００ Ｌ ／ ｓ， 水槽配备有先进的流量和水位测控系统、 ＡＤＶ 三维流速仪、 自动床面地形仪

等先进的量测设备。 试验进口段设有稳流的格栅， 试验出口段设有接沙桶， 可以回收实验中水流携带的泥

沙。 试验装置如图 １ 所示。

１ 可控尾门； ２ 超声波水位计； ３ 集沙漏斗； ４ 照明灯； ５ 可移动平板小车； ６ 数码像机； ７ 升降机； ８ 自动床面地形仪（１０ 个探

头）； ９ 轴承， 支撑固定水槽； １０ 坡度控制设备； １１ 蜂窝状消能网； １２ 水泵； １３ 电磁流量计； １４ 进水管道； １５ 变频器

图 １　 水槽整体结构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ｕｍｅ

水槽实验用沙为白色人工粉碎沙， 密度 ρ＝２ ６５０ ｋｇ ／ ｍ３， 床沙级配在 ０ １～２０ ｍｍ 之间， 图 ２ 为床沙级配曲线。
１ ２　 试验方法

试验在粗化床面恒定流中进行， 流量 Ｑ＝ １１０ Ｌ ／ ｓ， 坡降 Ｊ＝ ０ ００４， 水槽底部铺设非均匀沙厚度为１０ ｃｍ，
水深 ｈ＝ １３ ５５ ｃｍ。 水槽实验段长 ２０ ｍ， 取其中下游 １０ ｍ 作为观测段； 将摄像机架设在水槽上方， 从水槽顶

部拍摄恒定流条件下床面上泥沙颗粒的运动情况， 摄像机拍摄频率为 ５０ 帧 ／ ｓ， 具体拍摄方法如图 ３ 所示。
粗化床面上运动泥沙颗粒与床沙不容易区分， 利用图像处理的方法不能很好地捕捉到床面上的运动泥沙

颗粒， 先利用 Ｆｒｅｅ Ｖｉｄｅｏ Ｔｏ ＪＰＧ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 软件将拍摄的视频转化成图片， 再利用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软件将观测时间

段内一帧帧图片上运动泥沙颗粒标记出来， 分别记录其位置坐标、 粒径大小， 并计算推移质颗粒的运动参

数。 本研究在观测时间段（６０ ｓ）内共捕捉到 ２６８ 颗运动泥沙颗粒， 由于流量较小， 床面上运动泥沙颗粒间没

有相互干扰， 因此， 可清楚追踪每颗运动泥沙的运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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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床沙级配曲线

Ｆｉｇ ２ Ｂ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图 ３　 拍摄方法

Ｆｉｇ ３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ｎｇ ｏｆ ｂｅｄ ｌｏａｄ

２　 运动特性分析

泥沙颗粒运动具有较大的随机性， 这种随机性除了受到水流作用外， 还与泥沙颗粒自身所处的床面位置

有关。 粗化床面上， 颗粒粒径不一致， 床面高低不平， 且粒径分布不均匀， 粗颗粒泥沙会在床面上聚集， 大

量的颗粒聚集体将改变床面的边界条件和水流条件， 使得粗化床面上泥沙颗粒的运动与均匀床面上泥沙颗粒

的运动很不相同。
根据试验实际观测情况， 绘制了粗化床面聚集体及粗颗粒对较细颗粒运动轨迹的影响示意图， 如图 ４ 所

示。 在图 ４（ａ）中， 颗粒聚集体在床面上形成微小的 “通道”， 这个 “通道” 改变了水流结构， 从而影响泥

沙颗粒的运动。 在图 ４（ｂ）中， 粗颗粒对泥沙颗粒的运动起到阻碍作用， 也使泥沙颗粒的运动受到影响。 这

两者都将改变运动泥沙颗粒的运动速度大小以及运动方向。
２ １　 颗粒运动轨迹

本次试验共标记 ２６８ 颗推移质颗粒， 其粒径范围在 ０ ７４～８ １９ ｍｍ 之间， 图 ５ 表示标记的推移质粒径概

率分布， 可以看出， １１０ Ｌ ／ ｓ 流量下， 在粗化床面上推移质粒径范围主要在 １ ～ ４ ｍｍ 之间， 其中 ２ ～ ３ ｍｍ 范

围内的最多， 约占运动颗粒总数的 ６５％。

图 ４　 粗化床面形态

Ｆｉｇ ４ Ｃｏａｒｓｅｎｉｎｇ ｂ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图 ５　 推移质粒径概率分布

Ｆｉｇ ５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ｄ ｌｏａｄ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以水流运动方向为正方向， 观察粗化床面上推移质颗粒运动， 发现其运动轨迹有多种运动形式， 图 ６ 给

出了部分推移质颗粒的运动轨迹， 每一条线都代表一个推移质颗粒的运动轨迹， 图 ６ 中坐标单位为像素。 可

以看出， 粗化床面非均匀推移质颗粒的运动轨迹， 呈现出比较复杂的运动形式： 在总体沿水流方向运动的同

时， 时而向左运动（图 ６（ａ））， 时而向右运动（图 ６（ｂ））， 时而左右来回运动（图 ６（ｃ））以及运动一段距离后

伴随有回转运动（图 ６（ｄ））。 造成这些复杂运动形式的因素有多种， 在水流条件一定的情况下， 主要与粗化

床面的床面形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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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非均匀推移质运动形式（图中坐标单位为像素）
Ｆｉｇ ６ Ｍｏ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ｎｏｎ⁃ｕｎｉｆｏｒｍ ｂｅｄ ｌｏａｄ （ｐｉｘｅ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２　 粗颗粒对细颗粒运动的影响

图 ７（ａ）展示了粗化床面上某一运动泥沙颗粒（ｄ＝２ １６ ｍｍ）的运动轨迹， 图 ７（ｂ）为放大后的图像， 描述了这一

泥沙颗粒运动的详细过程。 粗化床面上粗颗粒聚集在一起， 图中红色迹线为泥沙颗粒的运动轨迹， 将颗粒在多帧

图片中的运动展示在一个图中。 根据泥沙颗粒的运动轨迹， 可以看出， 泥沙颗粒运动轨迹较为复杂， 且随着颗粒

运动位置的不同， 其运动速度也不同。 轨迹线中相邻两红色圆圈离得越远， 表示泥沙颗粒运动速度越大。
图 ７ 中标记的泥沙颗粒的运动过程如下： 床面上某一泥沙颗粒一开始处于静止状态（图 ７（ｂ）中标记 １），

在水流的作用下某一时刻突然运动， 且速度逐渐增大（图 ７（ｂ）中标记 ２）； 当遇到其他颗粒阻碍时， 为了翻

越过这些阻碍， 颗粒速度减小（图 ７（ｂ）中标记 ３）； 当遇到较大粗颗粒时， 颗粒沿着粗颗粒一侧运动， 速度

大小随着所处位置的高低而发生变化（图 ７（ｂ）中标记 ４）； 当运动泥沙颗粒通过床面上粗颗粒聚集体附近时，
将沿粗颗粒聚集体形成的 “通道” 运动（图 ７（ｂ）中标记 ５）； 最后这一泥沙颗粒静止在床面上， 成为床沙的

一部分（图 ７（ｂ）中标记 ６）。

图 ７　 泥沙颗粒运动轨迹（ｄ＝ ２ １６ ｍｍ）
Ｆｉｇ ７ Ｍｏｔｉｏｎ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ｏｎ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 ２ １６ ｍｍ）

２ ３　 运动速度

（１） 瞬时运动速度　 图 ８ 给出了不同时刻某一泥沙颗粒（ｄ ＝ ２ １６ ｍｍ）的瞬时运动速度 ｕｘ和 ｕｙ， 可以看

出， 泥沙颗粒沿水流方向纵向运动速度 ｕｘ为－０ ０３ ～ ０ １７ ｍ ／ ｓ， 垂直于水流方向横向运动速度 ｕｙ为－０ １ ～
０ ０８ ｍ ／ ｓ， 泥沙颗粒运动速度有负数出现， 这是因为泥沙颗粒在运动过程中存在往回运动的现象， 这一现象

与粗化床面的床面形态有关。
在均匀床面上， 床面形态对泥沙颗粒运动影响较小， 颗粒运动速度主要为沿水流方向纵向运动速度 ｕ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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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泥沙颗粒运动速度

Ｆｉｇ ８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ｏｎ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表 １　 颗粒运动速度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参数 粒径 ｄ ／ ｍｍ ｕｘ ／ （ｍ·ｓ－１） ｕｙ ／ （ｍ·ｓ－１）

本实验 ０ ８７～２ ４９ －０ ００４～０ ２４ －０ ０７～０ ０８

文献［７］ ０ ９～２ ５ ０ ０４～０ ４９ －０ ０００ ４～０ ００１

而垂直于水流方向横向运动速度 ｕｙ比较小。 在粗化床面

上， 由于床面上各处位置形态不一， 造成推移质颗粒运

动环境发生变化， 尤其是粗颗粒以及颗粒聚集体对颗粒

运动的阻碍等作用， 使得颗粒运动方向不时发生变化以

及纵向运动速度 ｕｘ变小， 横向运动速度 ｕｙ增大， 这一描

述可以从表 １ 中得到。
文献［７］试验条件为均匀床面， 做了多组试验， 每组试验用沙粒径不同且为均匀沙。 表 １ 中可以看出，

在本研究粗化床面条件下， 非均匀沙运动速度 ｕｘ和 ｕｙ与均匀床面条件下试验得到的结果不同， 相比均匀条

件而言， 粗化床面条件下， 纵向运动速度 ｕｘ变小， 而横向运动速度 ｕｙ变大。
（２） 量纲一运动速度概率分布　 图 ９ 为不同粒径泥沙颗粒量纲一运动速度概率分布， ｕｘｉ表示第 ｉ 颗泥沙

颗粒沿水流方向的瞬时速度， ｕｘ⁃ａｖｅ表示所有泥沙颗粒沿水流方向运动瞬时速度的平均值； ｕｙｉ表示第 ｉ 颗泥沙

颗粒垂直于水流方向的瞬时速度， ｕｙ⁃ａｖｅ表示所有泥沙颗粒垂直于水流方向瞬时速度的平均值。 由图 ９ 可以看

出， 沿水流方向的量纲一运动速度 ｕｘｉ ／ ｕｘ⁃ａｖｅ服从指数分布， 垂直于水流方向的量纲一运动速度 ｕｙｉ ／ ｕｙ⁃ａｖｅ服从

正态分布。
（３） 量纲一单次运动速度概率分布　 图 １０ 表示所有推移质量纲一单次运动速度 ｕｉ ／ ｕａｖｅ的概率分布， ｕｉ

表示推移质单次运动速度， ｕａｖｅ表示所有推移质单次运动速度的平均值。 图中蓝色柱状图表示颗粒量纲一单

次运动速度的概率分布， 通过拟合分布函数， 得知该概率密度服从 Γ 分布， 如图 １０ 中红色曲线所示。
（４） 运动方向　 泥沙颗粒运动方向用泥沙颗粒与水流方向的夹角 θ 来表示， 图 １１ 给出不同粒径泥沙颗

粒运动速度矢量角的概率分布， 沿水流方向顺时针为正， 逆时针为负。 可以看出， 运动泥沙颗粒与水流方向

夹角 θ 的概率分布服从正态分布， 泥沙颗粒上下运动幅度虽然大， 但其角度大部分位于 ０°附近， 说明泥沙颗

粒主要沿水流方向运动， 且在垂向上具有一定的脉动性。
２ ４　 运动 ／静止时间

图 １２ 给出了在 ６０ ｓ 时间内床面上推移质总运动时间 ｔａｌｌ和总静止时间 ｔｔ的关系。 总运动时间 ｔａｌｌ指在观测

时间内， 泥沙颗粒从静止状态到开始运动， 最后完全静止在床面上的总运动时间； 总静止时间 ｔｔ即在观测时

间 ６０ ｓ 内去掉泥沙颗粒的总运动时间。 图 １２ 可以看出， ｔｔ ／ ｔａｌｌ值主要在 ３０ ～ ４００ 范围内， 且两者比值最大可

达 ９９９； 图 １３ 给出了推移质量纲一 ｔｔ ／ ｔａｌｌ的概率分布， 图中柱状图是由试验数据计算所得， 红色曲线为拟合

的分布函数， 可以看出量纲一 ｔｔ ／ ｔａｌｌ概率密度分布服从 Γ 分布。
图 １２ 和图 １３ 说明在观测时间内， 推移质在床面上的静止时间远远大于其在床面上的运动时间， 这突出

反映了推移质颗粒运动间歇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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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运动速度概率分布

Ｆｉｇ ９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ｔｉｏｎ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图 １０　 量纲一单次运动速度概率分布

Ｆｉｇ １０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
ｓｉｎｇｌｅ ｍｏｔｉｏｎ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图 １１　 运动速度矢量角概率分布

Ｆｉｇ １１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ｖｅｃｔｏｒ ａｎｇｌｅ



　 第 ６ 期 许琳娟， 等： 非均匀沙运动特性试验 ８４７　　

图 １２　 静止时间 ｔｔ与运动时间 ｔａｌｌ的关系

Ｆｉｇ １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ｓｔ ｔｉｍｅ ｔｔ
ａｎｄ ｍｏ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ｔａｌｌ

　

图 １３　 量纲一 ｔｔ ／ ｔａｌｌ的概率分布

Ｆｉｇ １３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ｌｅｓｓ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ｔ ／ ｔａｌｌ

３　 结　 　 论

（１） 粗化床面上非均匀推移质的运动主要受床面形态和水流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在上述因素影响下，
粗化床面上非均匀推移质呈现出多种运动轨迹， 即向左运动、 向右运动、 左右运动、 混合上述 ３ 种运动并伴

有回转运动。
（２） 粗颗粒对细颗粒运动的影响： 主要包括对运动速度大小及对运动方向的影响。
（３） 相比均匀床面， 粗化床面上推移质纵向运动速度 ｕｘ变小， 横向运动速度 ｕｙ变大； 量纲一纵向运动

速度 ｕｘｉ ／ ｕｘ⁃ ａｖｅ服从指数分布， 量纲一横向运动速度 ｕｙｉ ／ ｕｙ⁃ ａｖｅ服从正态分布。 推移质量纲一单次运动速度概率

分布服从 Γ 分布； 推移质运动速度矢量角的概率分布满足正态分布。
（４） 推移质颗粒在床面上走走停停， 通过试验数据表明， 在观测时间段内总静止时间远远大于其运动

时间， 这突出反映了推移质运动的间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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