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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索河口海岸地区水流和盐度共同作用对黏性泥沙絮凝沉降的影响， 以泥沙浓度和絮团粒径为参数， 采

用自制的同轴旋转双筒产生运动水流和外加电解质的方法， 研究 ６ 个水流强度（０ ｓ－１、 １ ３８ ｓ－１、 ２ ５４ ｓ－１、 ４ ６７ ｓ－１、
７ １９ ｓ－１、 １３ ２ ｓ－１和 ２０ ３ ｓ－１）和 ３ 种电解质（ＮａＣｌ、 ＣａＣｌ２、 ＡｌＣｌ３）作用下的黏性泥沙絮凝沉降过程。 试验结果表明：
① 水流对黏性泥沙絮凝沉降的影响与其强度相关。 低强度水流（水流强度小于 ４ ６７ ｓ－１）表现为初期促进、 中后期阻

碍的规律； 高强度水流则由于强水流剪切力和自上而下的紊动掺混作用始终起阻碍作用。 ② 电解质的存在将分别

增强和减弱高、 低强度水流所起作用； 相同浓度下， 当阳离子化合价从＋１ 价变成＋３ 价时， 水流的影响作用更明

显， 尤其体现在稳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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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ａｉｌ： ａ３５１５５２２＠ １２６ ｃｏｍ

河口海岸地区存在大量的黏性泥沙， 其异于粗颗粒泥沙的电化学性质使其具有絮凝特性。 絮凝微观上影

响泥沙的级配、 沉降、 固结和再悬浮等性质， 宏观上会对河口海岸的变迁、 航道的冲淤、 污染物的输移等产

生一定的影响［１⁃４］。 与胶体颗粒不同， 微米级的黏性泥沙颗粒絮凝的驱动力不仅包括布朗运动（纳米级颗粒）
和水流， 还有差速沉降， 即黏性泥沙颗粒的絮凝和沉降同时发生， 是一个整体。 对于河流和海洋交界的河口

地区而言， 水流和电解质（盐水入侵）是影响黏性泥沙絮凝沉降的主要因素， 因此， 研究水流和电解质对黏

性泥沙絮凝沉降的影响对河口海岸地区黏性泥沙运动规律的研究及相关工程的规划设计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黏性泥沙絮凝和沉降分别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针对黏性泥沙絮凝问题， Ｆｕｒｕｋａｗａ

等［５］、 Ｍｉｋｅ 和 Ｍａｎｎｉｎｇ［６］、 Ｇｕｏ 和 Ｈｅ［７］、 王家生等［８］、 Ｍｉｅｔｔａ 等［９］、 Ｋｕｍａｒ 等［１０］以絮凝体粒径、 絮团形态、
电导率等为参数， 通过资料分析和试验等方法研究了电解质、 有机物、 水流流速等因素对黏性泥沙絮凝的影

响规律； Ｗｉｎｔｅｒｗｅｒｐ 等［１１］、 Ｓｈｅｎ 和 Ｍａａ［１２］、 柴朝晖等［１３］、 张金凤等［１４］、 Ｌｅｅ 等［１５］ 基于絮凝动力学方程、
絮团分形生长模型和格子玻尔兹曼模型模拟了黏性泥沙絮凝过程， 分析了紊流对絮凝的影响规律。 就黏性泥

沙沉降而言， 国内外研究以静水试验为主， 主要研究沉速公式的改进［１６］和外部因素的影响规律［１７⁃１８］。
综上， 虽然目前有关水流和电解质对黏性泥沙絮凝和沉降影响的研究很多， 但研究中大多是采用单因素

影响试验研究水流或电解质的单独影响作用， 且未将絮凝和沉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 因此， 本文以同轴

旋转双筒产生紊动水流、 外加电解质的方法， 以泥沙浓度和絮团粒径为指标， 研究水流和电解质单独及共同

作用下对黏性泥沙絮凝沉降的影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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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试验材料和方法

１ １　 试验材料

试验所用泥沙取自黄河花园口河滩淤泥， 沙样取回后， 先置于阴凉通风处自然风干， 过 ２００ 目筛去杂质

及粗颗粒泥沙后装袋备用， 图 １ 为沙样级配曲线。 由图 １ 可知： 沙样粒径分布范围较广， 但粒径低于 ３０ μｍ
的细颗粒泥沙达到 ９０％以上， 能用于黏性泥沙特性研究。 试验中， 初始含沙量取 ４ ｋｇ ／ ｍ３； 盐度以外加电解

质方式来反映， 选用 ＮａＣｌ、 ＣａＣｌ２和 ＡｌＣｌ３ ３ 种价态， 浓度取 ０ １ ｍｍｏｌ ／ Ｌ、 １ ｍｍｏｌ ／ Ｌ 和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３ 个量级。
１ ２　 试验装置

试验在自制的同轴旋转圆筒中进行， 旋转圆筒外筒半径为 ２５０ ｍｍ、 内筒半径为 １００ ｍｍ， 外筒高

８００ ｍｍ、 内筒高 ７５０ ｍｍ， 沿外筒一侧每隔 １００ ｍｍ 等间距装置 ７ 个取样口， 如图 ２ 所示。 试验时， 内筒在电

机的驱使下运动， 转速通过变频电机控制， 转速在 ５～１６０ ｒ ／ ｍｉｎ 之间连续可调。 为得到不同强度的水流， 试

验中选用 ０ ｒ ／ ｍｉｎ、 ２０ ｒ ／ ｍｉｎ、 ３０ ｒ ／ ｍｉｎ、 ４５ ｒ ／ ｍｉｎ、 ６９ ｒ ／ ｍｉｎ、 ９０ ｒ ／ ｍｉｎ、 １２０ ｒ ／ ｍｉｎ ７ 个转速。 试验水深取

５００ ｍｍ， 自下而上选择 ３ 个取样口取样（编号依次为 Ｇ１、 Ｇ２ 和 Ｇ３）， ３ 个取样口距圆筒底部的距离分别为

１００ ｍｍ、 ２００ ｍｍ 和 ３００ ｍｍ。
试验前充分搅拌泥沙悬浊液， 尽量使泥沙在垂向上分布均匀。 试验中， 在不同时间点上通过取样口取出

５０ ｍＬ 泥沙悬液， 部分样品采用外加热法计算泥沙浓度， 用于研究黏性泥沙沉降特性； 部分样品通过扫描电

镜观测泥沙絮团结构形态和粒径分布， 用于分析影响机理。

图 １　 试验用沙级配曲线

Ｆｉｇ １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

　
图 ２　 絮凝沉降试验装置

Ｆｉｇ ２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ｆｏｒ ｆｌｏｃ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１ ３　 试验方案

本文主要研究水流和电解质对黏性泥沙絮凝沉降的影响， 具体试验方案为：
（１） 水流影响试验。 改变内筒旋转速度（０ ｒ ／ ｍｉｎ、 ２０ ｒ ／ ｍｉｎ、 ３０ ｒ ／ ｍｉｎ、 ４５ ｒ ／ ｍｉｎ、 ６０ ｒ ／ ｍｉｎ、 ９０ ｒ ／ ｍｉｎ 和

１２０ ｒ ／ ｍｉｎ）， 不加入电解质， 进行 ７ 组实验。
（２） 根据 （１）的试验结果， 选用 ０ ｒ ／ ｍｉｎ、 ２０ ｒ ／ ｍｉｎ、 ４５ ｒ ／ ｍｉｎ 和 ９０ ｒ ／ ｍｉｎ ４ 个内筒旋转速度， 在 ４ 种转

速下， 分别加入 ＮａＣｌ、 ＣａＣｌ２、 ＡｌＣｌ３（浓度分别取 ０ １ ｍｍｏｌ ／ Ｌ、 １ ｍｍｏｌ ／ Ｌ 和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３ 个量级）进行试验。
两类试验中取样时间均为 ０ ｍｉｎ、 ０ ５ ｍｉｎ、 １ ｍｉｎ、 ３ ｍｉｎ、 ５ ｍｉｎ、 ７ ｍｉｎ、 １０ ｍｉｎ、 １５ ｍｉｎ。

１ ４　 水流剪切强度

同轴旋转圆筒内筒转动时， 两筒间的水体会随着内筒运动， 形成库艾特流。 当转速较小时， 水流为层

流， 当内筒转速大于第一临界转速 ωｃ１
［１９］， 其流态逐渐变得不稳定（ωｃ １ ＝ ０ ０３ ｒ ／ ｍｉｎ）。 继续增加转速， 将开

始产生泰勒涡， 这些泰勒涡沿轴线方向均匀分布， 相邻漩涡方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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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Ｒ１为内筒半径， ｍ； Ｒ２为外筒半径， ｍ； υ 为流体运动黏度， ｍ２ ／ ｓ。 当转速超过第二临界转速 ωｃ２
［２０］，

流态将会发展成紊流（ωｃ ２ ＝ ３５ ４７ ｒ ／ 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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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式（２）是通过固定内筒， 转动外筒推导出来的， 但其可作为衡量水流流态是否发展成紊流的一个参

数， 本试验中内筒转速在 ５～１５０ ｒ ／ ｍｉｎ 之间连续可调， 所以层流和紊流均可得到。
水流剪切强度可用于反映水流强弱， 水流剪切强度越大意味着水流强度越大。 当水流为层流时， 整个体

系的平均剪切强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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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Ｇ 为水流剪切强度， ｓ－１； ωｃ为内筒旋转角速度， ｒ ／ ｍｉｎ； ｒ′为两筒之间的距离， ｍ。 将式（３）积分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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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水流为紊流时， 根据紊动水流性质， 水流剪切强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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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ε 为单位质量的能量耗散， ｍ２ ／ ｓ３，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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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ｕ′为特征流速， ｍ ／ ｓ； ｌ′为特征尺度， ｍ； γ１为率定参数。 特征尺度 ｌ′ 为两筒的间距 Ｒ２－Ｒ１； ｕ′与平均

流速 ｕ 之间满足 ｕ′≈ｕ， 而平均流速［１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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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ｕ 为平均速度， ｍ ／ ｓ。
进而可得到紊动水流的剪切强度。 计算时， 假设层流到紊流的变化过程中剪切强度连续， 即内筒转速等

于第二临界转速时， 层流和紊流计算的剪切强度相等， 由此得到 γ１ ＝ ０ ０３， 进而计算得到不同转速所对应的

水流剪切强度（表 １）。

表 １　 水流剪切强度计算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ｆｌｏｗ

转速 ／ （ ｒ·ｍｉｎ－１） ０ ２０ ３０ ４５ ６０ ９０ １２０

Ｇ ／ ｓ－１ ０ １ ３８ ２ ５４ ４ ６７ ７ １９ １３ ２ ２０ ３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水流单独作用

图 ３ 为水面下 ０ ２ ｍ 和 ０ ４ ｍ 处不同水流剪切强度下泥沙浓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泥沙悬液中未添加电

解质）。 从图 ３ 中可以看出， 泥沙浓度的变化过程可分为： 快速下降段（０ ～ １ ｍｉｎ）、 缓慢下降段和稳定段，
且泥沙浓度的衰减主要在快速下降段。

对于快速下降段， 无论哪个位置， 当水流剪切强度 Ｇ 小于等于 ４ ６７ ｓ－１时， 相对静水环境（Ｇ ＝ ０ ｓ－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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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泥沙浓度衰减变快， 但随着 Ｇ 的增加， 此趋势变弱； 而当 Ｇ 大于 ４ ６７ ｓ－１时， 快速下降段泥沙浓度衰减

变慢， 且水流强度越大， 减缓作用越大， 也就是说， 弱水流促进快速下降段黏性泥沙的絮凝沉降， 强水流阻

碍快速下降段黏性泥沙的絮凝沉降， 且水流越强， 阻碍作用越大。 主要原因是， 初期（０ ～ １ ｍｉｎ）， 与静水环

境相比， 运动水流会增加泥沙颗粒的同向絮凝， 促进泥沙絮团的生成， 且此阶段形成的絮团尺寸不大、 孔隙

率低、 密度较大、 沉速较快（如 ｔ ＝ ６０ ｓ 时， Ｇ ＝ ０ ｓ－１和 Ｇ ＝ １ ３８ ｓ－１， 絮团平均粒径 ｄａｖｇ分别为 ２９ ８４ μｍ 和

７１ ８５ μｍ）。 当水流强度较小时（Ｇ≤４ ６７ｓ－１）， 水流以层流为主， 几乎不存在紊动掺混作用， 此时， 体系中

以絮凝沉降为主， 泥沙浓度衰减较快； 但当水流剪切强度较大时（Ｇ＞ ４ ６７ｓ－１）， 水流为紊流， 较强的水流剪

切力会使絮团发生破碎（Ｇ＝ １３ ２ ｓ－１， ｄａｖｇ ＝ ２７ ６３ μｍ）， 且随着水流强度的增加， 自下而上的紊动掺混作用

越强烈， 进一步阻碍体系中黏性泥沙的絮凝沉降。
对于缓慢下降段和稳定段而言（１～１５ ｍｉｎ）， 上层区域内（图 ３（ａ））， 考虑水流作用后， 缓慢下降段时间

变短（Ｇ 为 ０ ｓ－１、 １ ３８ ｓ－１和 １３ ２ ｓ－１时， 缓慢下降段持续时间分别为 １１ ｍｉｎ、 ６ ｍｉｎ 和 ４ ｍｉｎ。）， 进入稳定段时

间提前， 且随水流强度的增加， 进入稳定段时间越早， 稳定段的泥沙浓度越高（Ｇ 分别为 １ ３８ ｓ－１、 ４ ６７ ｓ－１

和 １３ ２ ｓ－１时， 稳定段的泥沙浓度分别约为 ０ ７００ ｋｇ ／ ｍ３、 １ ７０ ｋｇ ／ ｍ３和 ２ ２０ ｋｇ ／ ｍ３）。 主要原因是： 随着时

间的延长， 黏性泥沙形成的絮团尺寸持续增大（Ｇ 为 ０ ｓ－１和 １ ３８ ｓ－１时， 絮团最大粒径分别为 １００ μｍ 和 １７０
μｍ）， 而絮团粒径超过一定尺寸后， 尺寸越大， 孔隙率越高， 密度越接近水体， 沉降速率越小， 从而造成低

强度水流作用下稳定阶段泥沙浓度比静水时高； 对于高强度水流（Ｇ＞４ ６７ ｓ－１）而言， 较强的水流剪切作用力

会破坏大尺寸絮团生成密度较高的子絮团， 一定程度上会加快泥沙沉降， 但水流自下而上的紊动掺混作用又

使泥沙浓度升高， 且此作用占主要地位。 下层区域内（图 ３（ｂ））， 缓慢下降段和稳定段的变化与上层相似，
不同的是水流强度较小时， 缓慢下降段持续时间较长， 主要是由上层区域泥沙补充所致。

综上， 低强度水流在初期促进黏性泥沙絮凝沉降， 中后期由于生成大尺寸低密度的絮团起阻碍作用； 高

强度水流由于较强的水流剪切力和自上而下的紊动掺混则始终阻碍黏性泥沙絮凝沉降。

图 ３　 不同水流强度下泥沙浓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２ ２　 电解质单独作用

选用 Ｇ＝０ ｓ－１的试验结果研究电解质种类、 添加量、 价位对黏性泥沙絮凝沉降的影响。 图 ４ 为水面下０ ４ ｍ
处不同 ＡｌＣｌ３添加量下泥沙浓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从图 ４ 可以看出： 加入电解质后， 泥沙浓度衰减变快， 电解

质促进黏性泥沙的絮凝沉降， 但随电解质浓度的增加， 其促进作用先增强后减弱， 如， ｔ ＝ ７ ｍｉｎ 时， ０ ｍｍｏｌ ／ Ｌ、
０ １ ｍｍｏｌ ／ Ｌ、 １ ｍｍｏｌ ／ Ｌ 和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ＡｌＣｌ３的泥沙浓度衰减率分别为 ７５ ２４％、 ８７ ４０％、 ９５ ３０％和 ８３ ３８％。 主

要原因是： 黏性泥沙颗粒表面一般带负电， 当悬液中加入电解质后， 电解质的阳离子能中和泥沙颗粒表面的负

电荷， 减小泥沙颗粒表面双电层厚度， 降低泥沙颗粒之间的电荷斥力， 增加泥沙颗粒碰撞后的粘结机会， 加大

泥沙絮团生成速率， 且形成较为密实的泥沙絮团， 促进黏性泥沙的絮凝沉降。 然而， 泥沙颗粒表面所带的负电

荷总量一定， 当电解质浓度超过某值后， 阳离子中和完颗粒表面所有负电荷后仍有剩余， 剩余的电荷将会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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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泥沙颗粒表面， 使泥沙颗粒表面带上正电， 进而造成泥沙颗粒间的排斥力增大， 粘结概率降低， 且生成絮团

的尺寸较小（如 ｔ ＝ ７ ｍｉｎ 时， ０ ｍｍｏｌ ／ Ｌ ＡｌＣｌ３， ｄａｖｇ ＝ ２９ ８４ μｍ； １ ｍｍｏｌ ／ Ｌ ＡｌＣｌ３， ｄａｖｇ ＝ ３８ ７５ μｍ；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ＡｌＣｌ３， ｄａｖｇ ＝３３ ７５ μｍ）， 沉降速率变慢， 电解质对黏性泥沙絮凝沉降的促进作用变弱。

图 ５ 为水面下 ０ ４ ｍ 处不同电解质下泥沙浓度变化曲线（电解质浓度为 １ ｍｍｏｌ ／ Ｌ）。 从图 ５ 可以看出， 同

一种浓度下， 阳离子化合价越高， 泥沙浓度衰减越快， 越促进黏性泥沙的絮凝沉降。 主要原因是， 同一浓度

下， 阳离子化合价越高， 整个体系中阳离子浓度越大， 能中和的负电荷越多， 碰撞颗粒（絮团）之间粘结在

一起的几率越大， 泥沙絮凝现象越显著， 泥沙絮团沉降越快。
此外， 从该部分泥沙浓度和絮团粒径变化规律来看， 静水中， 电解质主要是通过影响泥沙絮团尺寸来影

响黏性泥沙絮凝沉降， 且电解质作用下形成的泥沙絮团尺寸相对较小但稳定。

图 ４　 水面下 ０ ４ ｍ 处不同 ＡｌＣｌ３量下

泥沙浓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ｌＣｌ３
ａｍｏｕｎｔ ｂｅｌｏｗ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０ ４ ｍ

图 ５　 水面下 ０ ４ ｍ 处不同电解质下

泥沙浓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ｓ ｂｅｌｏｗ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０ ４ ｍ

２ ３　 水流和电解质综合作用

通过建立不同时间节点上泥沙浓度与电解质浓度和水流剪切强度的关系， 分析了水流强度和电解质双重

作用下对黏性泥沙絮凝沉降的影响。
图 ６ 为不同时间节点上水流剪切强度和 ＡｌＣｌ３作用下水面下 ０ ４ ｍ 处泥沙浓度分布情况（１ ｍｉｎ、 ３ ｍｉｎ、

７ ｍｉｎ、 １０ ｍｉｎ 和 １４ ｍｉｎ）。 由图 ６ 可知， 电解质的存在将增强低强度水流对黏性泥沙絮凝沉降的作用， 减弱

高强度水流的作用。 主要原因是： 低水流强度下， 当体系中同时存在电解质时， 电解质的电中和作用进一步

促进碰撞泥沙颗粒形成絮团， 造成初期絮团尺寸增大（如 ｔ ＝ ３０ ｓ， Ｇ ＝ １ ３８ ｓ－１， ０ ｍｍｏｌ ／ Ｌ ＡｌＣｌ３ 时， ｄａｖｇ ＝
７１ ８５ μｍ； １ ｍｍｏｌ ／ Ｌ ＡｌＣｌ３时， ｄａｖｇ ＝ ８５ ７３ μｍ）， 絮团沉降更快， 同时中后期大尺寸絮团所占比例变大， 从

而增强低强度水流对黏性泥沙絮凝沉降的影响作用。 对于高强度水流而言， 电解质的存在不仅能促进泥沙絮

凝生成大尺寸的絮团， 而且较强的水流剪切作用力会破环大尺寸泥沙絮团生成密度较高的絮团， 从而加快泥

沙的沉降， 一定程度上能减缓泥沙自下而上的掺混作用。
图 ７ 为两种电解质（ＮａＣｌ 和 ＡｌＣｌ３）和不同水流剪切强度下泥沙浓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从图 ７ 可以看

出： 相同浓度下， 阳离子化合价越高， 水流对黏性泥沙絮凝沉降的影响作用越明显， 电解质从 １ ｍｍｏｌ ／ Ｌ
ＮａＣｌ 变成 １ ｍｍｏｌ ／ Ｌ ＡｌＣｌ３时， 低水流强度下（Ｇ＝ １ ３８ ｓ－１）， 稳定段泥沙浓度增加 ２５％； 高强度水流作用下（Ｇ
＝ １３ ２ ｓ－１）， 稳定段泥沙浓度反而减少 ２ ６％。 主要原因是： 相同浓度下， 阳离子化合价越高， 黏性泥沙絮

凝现象越明显， 对于低水流强度而言， 稳定段所能形成的絮团尺寸越大（Ｇ ＝ １ ３８ ｓ－１， 电解质从 １ ｍｍｏｌ ／ Ｌ
ＮａＣｌ 变成 １ ｍｍｏｌ ／ Ｌ ＡｌＣｌ３时， 稳定段絮团最大粒径增加 １２％）， 越不易沉降， 从而造成稳定段泥沙浓度增加；
而对于高强度水流而言， 生成的大尺寸絮团易在强水流剪切力作用下发生破碎成密实小絮团， 从而加快泥沙

沉降， 造成稳定段的泥沙浓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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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不同时间点上泥沙浓度与水流剪切强度及 ＡｌＣｌ３的关系（水面下 ０ ４ ｍ）

Ｆｉｇ 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ＡｌＣｌ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０ ４ ｍ）

图 ７　 不同水流强度和电解质下泥沙浓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水面下 ０ ４ ｍ）
Ｆｉｇ 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ｆ ０ ４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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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１） 低强度水流（小于 ４ ６７ ｓ－１）在初期促进黏性泥沙絮凝沉降， 促进絮团尺寸的增长， 表现为当水流强

度从 ０ ｓ－１增至 １ ３８ ｓ－１时， 絮团平均粒径从 ２９ ８４ μｍ 增至 ７１ ８５ μｍ； 中后期则由于生成大尺寸低密度的絮

团阻碍黏性泥沙絮凝沉降； 高强度水流（大于 ４ ６７ ｓ－１）由于较强的水流剪切力和自上而下的紊动掺混始终阻

碍黏性泥沙絮凝沉降。
（２） 电解质促进黏性泥沙的絮凝沉降， 但随电解质浓度的增加， 其促进作用先增强后减弱， 絮团尺寸

则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规律。
（３） 电解质的存在将分别增强和减弱高、 低强度水流对黏性泥沙絮凝沉降的作用。
（４） 相同浓度下， 阳离子化合价越高， 水流对黏性泥沙絮凝沉降的影响作用越明显， 特别是稳定段（电

解质从 １ ｍｍｏｌ ／ Ｌ ＮａＣｌ 变成 １ ｍｍｏｌ ／ Ｌ ＡｌＣｌ３ 时， 高、 低强度水流稳定段泥沙浓度分别减少 ２ ６％ 和增

加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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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ｆｌｏｗ； 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 ｃｏｈｅｓｉｖ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ｃ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５１６０９０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