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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弄清选沙相似律对动床模型沙波相似性的影响， 开展基于起动相似等 ３ 种不同相似律选择模型沙的沙波

水槽试验。 基于试验观测的沙波波高、 波长以及沙波不同部位的水深、 流速， 对比分析了沙波尺度及其随水流强

度变化过程的相似性。 结果表明： 当模型沙重率、 形状与原型沙相同时， 满足起动相似的模型沙沙波尺度与原型

相似性最高， 满足悬浮相似模型沙的沙波整体偏高、 偏长， 兼顾起动与悬浮相似的模型沙介于两者之间； 不同选

沙相似律不影响沙波波高、 波长随相对水流强度的变化规律， 满足不同相似律的模型沙沙波波高均在相同的相对

水流强度达到最大值， 波长随相对水流强度增大而增大。 说明偏离起动相似越少， 沙波相似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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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床模型设计时， 可以依据悬浮相似、 起动相似等不同的相似律选择模型沙， 所确定的模型沙粒径也就

不同。 研究发现， 泥沙粒径不同， 沙波的大小、 形成以及发展过程等都会有所差异； 沙波作为重要的床面形

态， 其形成后会改变局部河床阻力及水流运动， 沙波不同， 河床阻力及水流结构也就不同。 因此， 开展选沙

相似律对模型沙波相似性影响的研究十分必要， 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河工模型河床阻力、 泥沙输移及河床演变

的相似性。
国内外关于沙波的研究主要包括对沙波形成发展机理的探究［１⁃２］、 对沙波几何特征的描述［４⁃５］、 床面形态

的划分［５⁃６］、 沙波形态对水流结构［７⁃９］ 及河床阻力［１０］ 的影响、 沙波尺度对泥沙时空输移过程的影响［１１⁃１２］ 等。
泥沙粒径、 黏性、 形状、 重率、 级配特性［１３］， 甚至床面的渗流强度［１４］都是沙波尺度的重要影响因素， 对于

潮汐模型还需考虑波浪因素［１５］。 近期来， 陈立等［１６］ 通过试验研究发现， 基于起动相似选沙的正态动床模

型， 模型与原型的沙波波高、 波高随水流强度的变化过程以及沙波组成等相似。 本文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研

究采用悬浮相似、 起动相似等不同相似律选沙对沙波发展过程及其形态的影响， 分析沙波波长及波高的相似

偏离程度。

１　 试验设计

如前所述， 除了泥沙粒径外， 泥沙的黏性、 重率、 形状等因素也会影响沙波特性， 本文将选择形状、 重

率等与原型沙相同的模型沙进行沙波试验； 同时采用正态模型设计， 以保证泥沙沉降相似和悬浮（紊动扩

散）相似等价。 选择某一级配的球形塑料沙作为原型试验沙， 根据几何相似、 水流运动相似、 泥沙运动相似

的原则， 确定模型试验沙粒径和实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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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沙波试验相似设计

设几何比尺为 λｈ， 由惯性力重力比相似， 可得流速比尺 λｕ 为［１６］

λｕ ＝ λ０ ５
ｈ （１）

由此可得单宽流量 ｑ＝ｈｖ 相似的流量比尺为

λｑ ＝ λｈλｕ ＝ λ１ ５
ｈ （２）

依据不同的选沙相似律， 可得到不同的模型沙粒径比尺：
（１） 由泥沙起动相似， 可得起动流速比尺 λｕｃ：

λｕｃ ＝ λｕ ＝ λ０ ５
ｈ （３）

采用如下形式的散粒体泥沙起动流速公式：

Ｕｃ ＝ ｋ （γｓ ／ γ － １）ｇｄ（ｈ ／ ｄ）ｍ （４）
式中： γｓ 和 γ 分别为泥沙的重率和水的重率； ｇ 为重力加速度； ｄ 为泥沙粒径； ｈ 为水深； ｋ 为系数。

当原型沙和模型沙重率相同时， 可得到模型沙的粒径比尺 λｄ１为

λｄ１ ＝ λｈ （５）
（２） 对于正态模型， 得到满足悬浮相似和沉降相似的模型沙粒径比尺：

λω ＝ λｕ （６）
采用同时满足滞流区、 过渡区和紊流区的泥沙沉降速度公式：

ω ＝ （１３ ９５ν ／ ｄ） ２ ＋ １ ０９（γｓ － γ）ｇｄ ／ γ － １３ ９５ν ／ ｄ （７）
式中： ν 为运动黏度， 则泥沙的粒径比尺 λｄ２为

λｄ２ ＝ λ２
ω ／ λγｓ－γ

γ
λ２

ξ( ) （８）

式中： ξ＝ （１３ ９５ν ／ ｄ） ２ ／ ｇｄ （γｓ ／ γ－１） ＋１ ０９ －１３ ９５ν ／ （ｄ γｓ ／ γ－１ ｇｄ ）。
（３） 为兼顾起动相似和悬浮相似， 可取模型沙的粒径比尺 λｄ３为

λｄ３ ＝ （λｄ１ ＋ λｄ２） ／ ２ （９）
１ ２　 试验仪器设备

与文献［１６］相同， 沙波试验在武汉大学活动玻璃水槽试验系统中进行（水槽系统见图 １）。

图 １　 试验玻璃水槽系统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ｇｌａｓｓ ｆｌｕｍｅ ｓｙｓｔｅｍ

水槽尺寸为 １０ ｍ×０ ５ ｍ×０ ６ ｍ（长×宽×高）， 水槽进出口各铺长 １ ｍ、 厚 １１ ｃｍ 的固定床面， 其间部分铺

设 １１ ｃｍ 厚的试验沙。
１ ３　 试验用沙

试验用沙选用球形塑料沙， 重率约为 １ ０５ × １０３ ｋｇ ／ ｍ３。 ４ 组试验沙的中值粒径分别为 ０ ４２５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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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试验用塑料沙级配曲线

Ｆｉｇ ２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０ ２６７ ｍｍ、 ０ ３７１ ｍｍ 和 ０ ３１９ ｍｍ， 非均匀系数 φ ＝

ｄ７５ ／ ｄ２５ 分别为 １ １４、 １ １８、 １ １８ 和 １ １８， 试验沙级配

曲线见图 ２。
１ ４　 试验条件

将中值粒径为 ０ ４２５ ｍｍ 的塑料沙作为原型沙样， 并

根据沙莫夫公式计算该塑料沙在 ２０ ｃｍ 水深下的起动流

速及对应流量（该流量下泥沙一般不起动）， 在保持尾门

水位不变的基础上逐渐加大流量至泥沙开始起动， 确定

为起动流量（即 Ａ１试验流量）， 依次加大试验流量， 确定

原型沙试验流量 Ａ１—Ａ６。 根据试验沙粒径， 确定相应的

几何比尺、 单宽流量比尺等， 得到水深为 ２４ ｃｍ 的原型

沙试验条件及满足不同相似律条件各模型组的试验条件，
分别见表 １、 表 ２。

表 １　 试验组模型比尺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ｏｄｅｌ ｓｃａｌｅ ｉｎ ｔ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

比尺 Ｄ５０ ＝ ０ ２６７ ｍｍ（起动相似） Ｄ５０ ＝ ０ ３７１ ｍｍ（悬浮相似） Ｄ５０ ＝ ０ ３１９ ｍｍ（兼顾起动和悬浮相似）

几何比尺 λ１ ＝λｈ １ ５９２ １ ５９２ １ ５９２
粒径比尺 λｄ １ ５９２ １ １４６ １ ３３２
流速比尺 λｕ １ ２６２ １ ２６２ １ ２６２
流量比尺 λｑ ２ ００１ ２ ００１ ２ ００１

表 ２　 各粒径组模型沙的试验条件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ｓａｎ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粒径 Ｄ５０ ／ ｍｍ 试验组次　 水位 ／ ｃｍ
次流量 ／ （Ｌ·ｓ－１）

Ａ１ Ａ２ Ａ３ Ａ４ Ａ５ Ａ６ Ａ７ Ａ８ Ａ９ Ａ１０ Ａ１１

０ ４２５
Ａ１—Ａ６

Ａ７—Ａ１１

２０ ０
２４ ０

７ ００ ８ ００ ９ ００ ９ ５０ １０ ０ １１ ０
９ ９０ １０ ９ １１ ９ １２ ５ １２ ９

０ ２６７
Ｂ１—Ｂ６

Ｂ７—Ｂ１１

１２ ５
１５ ０

３ ５０ ４ ００ ４ ５０ ４ ７５ ４ ９０ ５ ３０
４ ９０ ５ ４０ ５ ９０ ６ ２０ ６ ４０

０ ３７１
Ｃ１—Ｃ６

Ｃ７—Ｃ１１

１２ ５
１５ ０

３ ５０ ４ ００ ４ ５０ ４ ７５ ４ ９０ ５ ３０
４ ９０ ５ ４０ ５ ９０ ６ ２０ ６ ４０

０ ３１９
Ｄ１—Ｄ６

Ｄ７—Ｄ１１

１２ ５
１５ ０

３ ５０ ４ ００ ４ ５０ ４ ７５ ４ ９０ ５ ３０
４ ９０ ５ ４０ ５ ９０ ６ ２０ ６ ４０

２　 试验测量

按照表 ２ 给出的试验条件控制水槽的流量和水深， 待床面沙波形成、 发展至尺度基本不变， 仅在水流作

用下向下游移动时， 用测针测量沙波处的水面高程 Ｚ 以及沙波迎流面波谷、 波峰及背流面波谷处的河床高

程（分别为 Ｚ１、 Ｚ２、 Ｚ３， 见图 ３）， 用光电式旋桨流速仪测量沙波不同部位的流速。 可以得到沙波波高 ｈｓ 为

ｈｓ ＝
（Ｚ２ － Ｚ１） ＋ （Ｚ２ － Ｚ３）

２
（１０）

本文沙波波长的测量起于迎流面波谷， 止于沙波背流面波谷， 见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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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沙波测量示意

Ｆｉｇ ３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ｓａｎｄ ｗａ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３　 试验成果分析

３ １　 沙波波高的相似性

将模型水深、 流速分别按几何比尺及流速比尺换算至原型中， 按“原型与模型沙波处的平均水深偏差不

超过±３％、 流速偏差不超过±５％”选取满足水流相似的沙波进行分析， 并将模型组沙波的波高按垂向比尺

１ ５９２ 换算至原型中。 图 ４ 给出了各模型组沙波波高与原型沙波波高的对比情况。

图 ４　 模型组波高与原型组波高对比

Ｆｉｇ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ｗａｖ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显然， 模型组中的沙波波高较原型组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 且满足不同相似律的模型组沙波波高的偏差

幅度也有所不同。 就沙波在对角线两侧的分布情况而言， 图 ４（ａ）和图 ４（ｃ）中模型沙波波高偏大偏小的数量

相当， 但图 ４（ａ）中的沙波分布更为集中； 从图 ４（ｂ）可以看出， 模型组中沙波的波高整体上较原型偏大。

图 ５　 波高偏差百分数的概率密度曲线

Ｆｉｇ ５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ａｎｄ ｗａｖｅ ｈｅｉｇｈｔ

借鉴已有的 ＭＡＴＬＡＢ 正态分布判断程序， 确定沙波

波高偏差遵循正态分布。 基于试验数据， 绘制沙波波高

偏差百分数概率密度曲线图（图 ５）， 从图 ５ 可以看出：
对比分别满足起动相似、 悬浮相似和兼顾起动悬浮相似

的模型试验组沙波波高的偏差幅度可知， 模型组 Ｂ 的沙

波波高较原型波高偏差最小， 仅为 ３ ８９％； 兼顾起动和

悬浮相似选沙的模型组 Ｄ 的沙波波高偏差幅度次之， 较

原型沙波波高整体上偏大 ８ ９１％； 而模型组 Ｃ 沙波波高

较原型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偏差， 达 ５７ ５６％。 从模型沙波

波高偏差的离散情况看， 模型组 Ｂ 多数沙波波高的偏差

在±５０％以内； 模型组 Ｄ 中的沙波波高偏差幅度较模型

组 Ｂ 大， 在 ± １００％ 之间； 模型组 Ｃ 的波高偏差则在

（－１００％， ２００％）， 远大于另两组试验组的波高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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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当原型沙与模型沙重率、 形状相同， 基于起动相似选沙可以确保沙波波高基本相似； 同时近似满

足起动和悬浮相似选沙， 沙波波高的相似性也可以基本得到保证， 但较基于起动相似选沙的模型结果略差；
根据悬浮相似选沙的模型试验， 其沙波波高存在较为严重的偏大情况， 沙波波高相似性得不到保障。
３ ２　 沙波波长的相似性

同理， 将模型组沙波的波长按水平比尺 １ ５９２ 换算至原型中， 与水流条件相似的原型组沙波波长进行对

比， 图 ６ 为模型组沙波波长与原型组波长的对比图。

图 ６　 模型组波长与原型组波长对比

Ｆｉｇ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ｗａｖ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满足不同相似律的模型组沙波波长的偏差幅度相差甚大： 其中基于起动相似条件设计的模型组 Ｂ 的波

长分布范围与原型组 Ａ 相当， 较为对称地分布于对角线两侧； 由图 ６（ｂ）不难发现， 满足悬浮相似的模型组

沙波波长的变化范围要明显大于原型的变化范围， 分别为 １５～４５ ｃｍ 和 ５～２２ ５ ｃｍ； 而兼顾起动和悬浮相似

的模型组 Ｄ， 其波长整体上明显大于原型， 波长的变化范围较原型的变化范围略大。

图 ７　 波长偏差百分数的概率密度曲线

Ｆｉｇ ７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ａｎｄ ｗａｖｅ ｌｅｎｇｔｈ

由沙波波长数据得到其偏差百分数概率密度曲线图

（图 ７）， 从图 ７ 可以看出： 满足起动相似的模型组 Ｂ 中

的沙波波长偏差幅度明显小于其他两模型组， 仅偏大

５ １６％， 能很好地反映原型沙波波长； 兼顾起动和悬浮

相似选沙的模型组 Ｄ 的波长相似性次之， 偏差幅度已达

８２ ７５％； 而模型组 Ｃ 的波长偏差百分数期望 μ 为

１２４ ０４％。 ３ 组试验组波长偏差的分散程度也不相同： 模

型组 Ｂ 的偏差不会大于±１００％， 而模型组 Ｃ、 模型组 Ｄ
的波长甚至可能为原型尺寸的 ６ 倍。

当模型沙与原型沙重率、 形状相同， 基于起动相似选

沙可以使沙波波长基本相似； 根据悬浮相似或同时近似满

足起动和悬浮相似选沙的模型试验， 其沙波波长存在较为

严重的偏大情况， 不能很好地反映原型沙波的平面形态。
３ ３　 沙波随水流强度变化过程的相似性

本文选取流速 Ｕ 与泥沙起动流速 Ｕｃ的比值来反映水

流的运动强度， 其中 Ｕ 与 Ｕｃ都是垂线平均流速。 该比值越大， 表明水流流速超过当地泥沙起动流速越多。
图 ８ 给出了各试验组沙波波高及波长随水流强度变化的过程。

从图 ８ 可以看出， 不论原型组还是基于起动相似、 悬浮相似或兼顾起动悬浮相似设计的模型组， 沙波波

高随水流强度变化的特征呈现较高的一致性， 均表现为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趋势。 沙波在 Ｕ ／ Ｕｃ等于 １ ７５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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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沙波 Ｕ ／ Ｕｃ与 ｈｓ＆λ 关系

Ｆｉｇ 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ｐ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 ／ Ｕｃ ａｎｄ ｈｓ＆λ ｏｆ ｓａｎｄ ｗａｖｅ

后开始出现， 波高随着水流强度的增大而逐渐增大； 当 Ｕ ／ Ｕｃ ＝ ２ ５ 左右， 沙波波高达到了最大值； 随着水流

强度进一步增大， 沙波波高则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 在 Ｕ ／ Ｕｃ为 ３ ２５ 左右变得不易观测。
不同试验组波长随水流强度 Ｕ ／ Ｕｃ的变化规律也是大同小异： 沙波波长随着水流强度的变化幅度略有差

异， 但总体上表现为随着水流强度的增大而增大。

４　 结　 　 论

（１） 选沙相似律的不同影响着模型沙波与原型沙波的相似性。 按照起动相似选择模型沙， 不论是波高

或是波长， 均能较好地模拟原型沙波的几何形态； 若采用悬浮相似选择模型沙， 会导致模型沙波整体偏高、
偏大， 沙波相似性较差； 兼顾起动相似和悬浮相似选择模型沙时， 能基本保证沙波波高的相似性， 但沙波波

长明显大于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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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依据不同相似律选择模型沙不会影响沙波尺寸随水流条件变化的过程和规律， 即按照起动相似、
悬浮相似等选沙， 沙波的波高随水流强度的增强均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规律， 而沙波波长则随水流强度的增

强而增大。
本文关于模型选沙相似律对正态模型沙波相似性影响的研究成果是系统研究模型沙波相似性的一部分， 此

外， 还开展了模型几何比尺、 几何变率、 模型沙重率及模型沙均匀性等因素对模型沙波相似性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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