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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三峡库区絮凝现象是细颗粒泥沙淤积的重要原因, 泥沙絮凝临界条件对三峡库区泥沙淤积规律和模拟具有

重要意义。 在三峡库区忠县和奉节河段开展泥沙絮凝的现场测量, 基于声学多普勒流速仪 ( Acoustic Doppler Velo-

cimeter, ADV)和泥沙采样测得同步的瞬时流速和含沙量, 通过泥沙扩散理论反算现场泥沙沉速及絮团粒径, 得到

了三峡库区泥沙絮凝度及其与粒径、 流速和含沙量的关系。 结果表明: 库区细颗粒泥沙发生絮凝, 且多为中轻度絮

凝, 重度絮凝较少; 库区泥沙絮凝的临界粒径约为 0. 018 mm, 临界流速约为 0. 7 m / s, 临界含沙量约为 0. 8 kg / m3 。

研究结果可为三峡库区泥沙的运动规律以及泥沙淤积模拟等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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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蓄水运行后长江上游来沙量大幅减少, 库区 2003—2015 年实测淤积总量为 16 亿 t[1-2] , 小于论证阶

段预测结果, 为三峡水库综合效益的发挥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峡论证阶段认为粒径小于 0. 01 mm 的泥沙为

冲泻质不会淤积 [3] , 但实测结果表明三峡库区 50% 的淤积物为粒径小于 0. 01 mm 的细颗粒泥沙 [1-2] , 已有研

究证实其原因为库区细颗粒泥沙发生了絮凝沉降 [4-7] 。 絮凝现象极大地影响泥沙的运动规律 [8] , 现有对三峡

库区泥沙淤积的数值模拟表明, 不考虑泥沙絮凝将无法模拟出库区细颗粒泥沙的淤积 [9-10] 。 因此, 三峡库区

细颗粒泥沙絮凝的研究, 既是河流动力学的基础问题, 同时对三峡水库的合理调度和安全运行也具有重要

意义。
国内外对絮凝的研究多集中在河口海岸的泥沙运动, 淡水域(如河流)的泥沙絮凝研究较少。 Tsai 等 [11]

和 Williams 等 [12] 证实河流和湖泊中的细颗粒泥沙也可发生絮凝, 三峡库区泥沙絮凝的存在性也通过现场测

量、 数值模拟和试验研究等多种手段证实 [4-7,9-10] , 但对絮凝临界条件的研究尚不多见。 祖波等[13] 的试验研究

表明泥沙絮凝存在临界的紊动剪切率; 张志忠[14] 通过试验研究发现长江口絮凝的临界流速为 12 ~ 20 cm / s; 廖

仁强等 [15] 研究发现絮凝临界流速为 40 cm / s; 蒋国俊等 [16] 研究发现泥沙絮凝与含沙量的关联度超过流速达

到 0. 8。 总体看来, 对于三峡库区细颗粒泥沙絮凝的研究, 大多以证实絮凝现象的存在性为主, 已有絮凝临

界条件的研究在三峡库区泥沙絮凝中的适应性尚不清楚, 三峡库区泥沙絮凝的临界粒径、 流速及含沙量等都

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拟开展三峡库区细颗粒泥沙絮凝的现场测量, 通过声学多普勒流速仪(Acoustic Doppler Velocimeter,

ADV)和泥沙采样等方法测量同步的瞬时流速和含沙量, 进一步反演泥沙现场沉速和絮凝度, 据此分析三峡

水库细颗粒泥沙絮凝的临界水动力条件, 包括临界粒径、 流速和含沙量等, 以期为三峡水库泥沙运动规律的

认识和泥沙淤积模拟提供关键参数, 进而为三峡水库的合理调度和安全运行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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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场测量及数据处理方法

1 . 1　 测点布置

现场测点布置在三峡库区忠县黄花城和奉节臭盐碛河段, 如图 1 所示。 忠县黄花城河段距坝约 350 km,
蓄水后左汊出现明显的累积性淤积, 截至目前的淤积厚度基本在 20 m 以上, 最大超过 50 m。 奉节臭盐碛河

段距坝约 160 km, 受瞿塘峡口壅水及梅溪河入汇的影响, 蓄水后也发生严重淤积, 截至目前的最大淤积厚

度在10 m以上。 测量时间选取三峡库区泥沙淤积最为明显的汛期 [2] , 2012 年和 2013 年的 7 月底至 8 月初,
测量时段三峡入库流量约为 40 000 m3 / s, 忠县河段水深约 10 m, 奉节河段水深约 100 m。

布置测量断面时, 保证断面能够控制整个弯道或者河口, 同时满足与库区初设的地形测量大断面一致的

原则; 布置垂线时, 保证能够包含最大水深点, 地形比较复杂的位置加密; 布置测点时, 靠近水面时测点布

置稀疏, 靠近河床时测点加密。 2012 年忠县河段共布置 8 个测量断面, 27 条垂线, 共计 193 个测点; 奉节

共布置 5 个断面, 14 条垂线, 共计 127 个测点。 2013 年只在忠县河段开展了测量, 共布置 4 个断面, 5 条垂

线, 共计 21 个测点。 每个测量断面用 S 编号, 每个断面上的垂线从左岸至右岸按照 L1至 Ln编号, 每条垂线

上的测点从河床至水面按照 H1至 H n编号。 具体的测点布置情况见图 1。

图 1　 三峡库区现场测点布置

Fig. 1　 Layout of field measurements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1 . 2　 测量方案

(1) 流速测量 　 采用 6 MHz NorTek 声学多普勒流速仪(ADV)测量瞬时流速, 采样频率范围为 1 ~ 64 Hz,
适用流速范围为 0. 01 ~ 7 m / s。 该 ADV 支持无线式测量, 先预设一个初始测量时间, 设置采样时间间隔为

60 min用于将 ADV 放在每个预设测点位置, 放入水体后按设置时间开始测量。 2012 年测点布置较多, 每个

测点测量时间约 5 min, 采样频率为 64 Hz, 共采集 20 000 组数据。 2013 年测点布置较少, 每个测点测量时

间约 25 min, 采样频率为 64 Hz, 共采集 100 000 组数据。
(2) 含沙量测量 　 平均含沙量通过采样、 过滤、 烘干和称重确定。 现场悬移质采样利用抽水泵、 吸水管

和止水阀组成的悬移质取样器, 见图 2(a)和图 2( b)。 悬移质采样与 ADV 测量同步进行, 每个测点开始流

速测量的同时, 对该测点水深处的含沙水体采样 1 L 至容器(水瓶)并编号。 现场所有悬移质样品在实验室过

滤、 烘干、 称重后确定各测点平均含沙量, 过滤和烘干仪器见图 2(c)和图 2(d), 用激光粒度分析仪测量每

个测点泥沙的离散单颗粒的原始泥沙粒径级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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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含沙量测量设备

Fig. 2 Equipment for measuring sediment concentration

　 　
相对于采用的测量时间长度, 长江干流流量水位变化的时间尺度较大, 可认为每条垂线甚至断面上的测

量在时间上一致, 即假设每个断面的测量结果, 如含沙量和粒径的垂线分布等, 是在同一时刻测得, 可用于

后续的对比分析。

1 . 3　 数据处理方法

对于泥沙絮凝的测量, 需确定与流速同步的瞬时含沙量, 进而反算泥沙现场沉速, 最终确定絮凝度。
(1) 瞬时含沙量的确定。 ADV 原本用于测量流速, 但其返回的声波信号 SAMP与含沙量有关, 可将其转

换为声波强度 SBSI
[17] 如下:

SBSI = 1
3 a(100 . 043SAMP1 + 100 . 043SAMP2 + 100 . 043SAMP3) (1)

式中: a 是为了避免 SBSI过大而不便分析所采用的一个系数, 取 1 × 10 - 6; SAMP 1、 SAMP 2、 SAMP 3为 ADV 的 3 个

接收器返回的声波信号。 声波强度 SBSI与含沙量 S 的关系式如下 [17] :
logSBSI = klogS + b (2)

式中: k 和 b 分别为与泥沙粒径有关的系数, k = a1 + D50 b1, b = a2 + D50 b2, 据此可根据与流速同步的瞬

时声波强度反演得到瞬时含沙量。
(2) 现场泥沙沉速的确定。 水流中泥沙的紊动扩散与重力沉降达到平衡状态时, 可得泥沙扩散方程

如下:

ωS = - ε y
dS
dy,　 　 - ε y

dS
dy = v′S′ (3)

式中: ω 为泥沙沉速; S 为泥沙浓度; ε y 为泥沙扩散系数; y 为距河床的距离; v 为垂向流速, 上标“ ′”和

“ - ”分别代表含沙量或流速的脉动值和平均值。 在泥沙絮凝情况下, 可假设紊动扩散和重力沉降作用处于

次一级的平衡状态 [18] , 即测量时段内淤积较少, 水体中泥沙质量守恒。 基于瞬时流速和含沙量, 现场泥沙

絮凝条件下的沉速仍根据泥沙扩散理论推算 [19-20] :

ωS = v′S′ (4)
　 　 (3) 絮团粒径及絮凝度的确定。 现场泥沙的絮团粒径无法直接测得, 本文基于现场泥沙絮团沉速, 根据

Stokes 沉速公式反算现场泥沙絮团粒径。 由于水流可穿透絮团, 且其密度与原始颗粒亦不同, 本文反算的絮

团粒径可认为是用于一定程度上表征絮凝度的当量粒径, 即沉速越大, 絮团粒径越大, 絮凝度也越大, 据此

库区泥沙絮凝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Z =
D f

Dm
(5)

式中: Z 为絮凝度; Dm为原始颗粒泥沙级配的中值粒径; D f为反算的现场絮团粒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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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库区泥沙絮凝分析验证

2 . 1　 原始泥沙颗粒粒径

现场采集的沙样在实验室处理后, 测得的原始颗粒泥沙粒径级配见图 3(a), 中值粒径的垂线分布见图 3
(b), 其中 y / h = 0 处表示河床。

图 3　 原始泥沙颗粒粒径

Fig. 3 Particle diameter of the primary sediments

　 　 可以看出, 原始颗粒泥沙粒径级配中最小粒径约为 0. 000 3 mm, 最大粒径约为 0. 1 mm, 中值粒径 D50集

中在 0. 006 ~ 0. 02 mm 之间, 属于细粉砂范畴, 具备絮凝的必要条件。

2 . 2　 瞬时含沙量反演

现场测点的时均含沙量垂线分布见图 4, 含沙量集中在 0. 03 ~ 1. 5 kg / m3之间。 根据式(1), 计算现场各

测点的平均声波强度, 将所有测点的平均声波强度、 含沙量和中值粒径代入式(2)进行回归分析, 率定得到

系数 a1 = 0. 026 42, b1 = 1. 041 76, a2 = 0. 014 556, b2 = 0. 835 953, 率定效果见图 5, 相关系数为 0. 78, 表

明含沙量反演公式效果较好。 据此, 由 ADV 返回的瞬时声波强度可计算与瞬时流速同步的瞬时含沙量。

图 4　 时均含沙量垂线分布

Fig. 4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mean sediment concentration
图 5　 含沙量率定效果

Fig. 5 Calibration result of sediment concentration

2 . 3　 现场泥沙沉速及絮凝度

基于瞬时流速和含沙量, 采用式(4)计算现场所有测点的泥沙絮团沉速, 絮团沉速多在 0. 1 ~ 1 mm / s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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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少数处于 2 ~ 5 mm / s 之间, 是相应原始颗粒 Stokes 沉速的 10 倍左右, 表明库区细颗粒泥沙发生了絮凝。
基于沉速反算现场絮团粒径与原始单颗粒泥沙粒径的对比见图 6。

图 6　 现场絮团粒径与原始颗粒泥沙粒径比较

Fig. 6 Comparison of floc size at field and primary particle size

可以看出, 2012 年库区原始单颗粒泥沙粒径范围在 0. 004 ~ 0. 01 mm 之间, 现场各测点的泥沙粒径范围

在 0. 01 ~ 0. 04 mm 之间, 2013 年库区单颗粒泥沙粒径范围在 0. 01 ~ 0. 02 mm 之间, 现场各测点的泥沙粒径范围

在 0. 01 ~ 0. 05 mm 之间, 绝大多数测点的沉速反算粒径均大于原始单颗粒泥沙粒径, 说明库区细颗粒泥沙发生

了絮凝现象。 为更直观反映库区泥沙絮凝程度, 根据式(5)计算现场各测点的泥沙絮凝度, 其分布见图 7。

图 7　 库区现场实测絮凝度分布

Fig. 7 Distribution of the flocculation degree at field

絮凝程度分级占比见表 1。 部分泥沙絮凝度小于 1, 主要原因是声波信号和含沙量关系率定中存在误差

(见图 5), 导致现场絮团沉速计算存在一定误差。 总体来看, 库区忠县和奉节河段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絮

凝, 发生絮凝的比例较大, 但主要为轻、 中度絮凝, 重度絮凝相对较少。
表 1　 絮凝程度分级占比 %

Table 1 Proportion of each flocculation degree

絮凝度 2012 年奉节河段絮凝占比 2012 年忠县河段絮凝占比 2013 年忠县河段絮凝占比

轻度絮凝 1 ~ 3 49 44 52

中度絮凝 3 ~ 7 31 38 14

重度絮凝 > 7 7 13 0

合计 87 95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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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絮凝临界条件分析

3 . 1　 临界粒径分析

絮凝度大于 1 则认为发生絮凝, 絮凝度与粒径的关系见图 8。 可以看出, 絮凝度总体随着原始粒径的增

加而减小。 2012 年忠县河段, 当泥沙粒径小于 0. 018 mm 时, 绝大多数泥沙絮凝现象较明显, 当超过

0. 018 mm后, 絮凝度趋于 1, 絮凝程度不明显。 2012 年奉节河段和 2013 年忠县河段的临界粒径分别为

0. 016 mm 和 0. 018 mm。 因此判断库区细颗粒泥沙发生絮凝的临界粒径约在 0. 018 mm。

图 8　 泥沙絮凝度与粒径关系

Fig. 8 Relationship between flocculation degree and particle size

3 . 2　 临界流速分析

絮凝度与流速的关系见图 9。 随着流速的增加, 絮凝度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 当流速超过大约 0. 7 m / s
时, 随着流速的增加, 库区絮凝度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 可以初步判断库区絮凝的总体临界流速为 0. 7 m / s
左右。

3 . 3　 临界含沙量分析

絮凝度与含沙量的关系见图 10。 随着含沙量的增加, 库区絮凝度呈现先增加后微弱减小的趋势。 由于

较大的含沙量通常由较大的流速所挟带, 而大流速对絮凝有抑制作用, 所以大含沙量情况下的絮凝度减小比

较微弱且趋于平稳。 总体来看, 库区泥沙絮凝的临界含沙量约为 0. 8 kg / m3, 小于该含沙量时絮凝较弱, 大

于该含沙量后絮凝趋势相对平稳。

图 9　 絮凝度与流速的关系

Fig. 9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locculation degree
and flow velocity

图 10　 絮凝度与含沙量的关系

Fig. 10 Relationship between flocculation degree and
sediment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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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三峡蓄水运行后库区细颗粒泥沙大量淤积, 絮凝沉降是其重要原因。 本文采用 ADV 和泥沙采样等方法,
在三峡库区淤积明显的忠县和奉节河段开展了两次系统性的现场测量。 通过率定反向散射声波强度和含沙量

的关系反演了瞬时含沙量, 进而基于泥沙扩散理论推算了现场泥沙沉速和絮凝度, 分析了库区细颗粒泥沙絮

凝的临界条件, 结论如下:
(1) 对比现场泥沙沉速反算的絮团粒径和原始单颗粒粒径, 得到三峡库区絮凝度的分布规律: 汛期三峡

库区泥沙絮凝的比例为 60% ~ 95% , 主要是轻中度絮凝(絮凝度 1—絮凝度 7), 重度絮凝(絮凝度大于 7)
较少。

(2) 基于絮凝度变化得到三峡库区泥沙絮凝的临界条件: 临界粒径在 0. 018 mm 左右, 大于该粒径的泥

沙絮凝不明显; 临界流速在 0. 7 m / s 左右, 超过该流速后絮凝开始破坏; 临界含沙量在 0. 8 kg / m3 左右, 小

于该含沙量时絮凝较弱, 超过该含沙量后絮凝稳定。
三峡库区泥沙絮凝的临界粒径、 流速和含沙量等, 可为三峡库区细颗粒泥沙的运动规律及淤积模拟等提

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目前结果是基于汛期的现场测量, 且现场测量不可避免存在较大误差, 具体的絮凝临界

条件还需要与非汛期对比, 尤其还有待于精细的室内试验进一步完善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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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measurements of the critical conditions of sediment flocculation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LI Wenjie1, ZHANG Lingyue2, YANG Shengfa1, YANG Wei1, XIAO Yi1, FU Xuhui1

(1 . National Inland Waterway Regulation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74, China;
2 . Key Laboratory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Hydraulic and Water Transport Engineering,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74, China )

Abstract: Flocculation is the primary cause of fine sediment deposition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TGR), and
the critical conditions of floccul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law and simulation of the sedimentation in the TGR.
Field measurements of sediment flocculation were carried out at the Zhongxian and Fengjie reaches in the TGR during
the flood season. Based on the acoustic backscatter intensity from ADV and sediment sampling, the instantaneous
flow velocities and sediment concentrations were measured synchronously. The sediment settling velocities and floc si-
zes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sediment diffusion theor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locculation degree and particle
size, flow velocity and sediment concentration were obtained, respectively.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diment flocs are
mostly in the region of middle and light flocculation, but less in the region of heavy flocculation. The critical particle
size of the sediment flocs is about 0. 018 mm, the critical flow velocity is about 0. 7 m / s, and the critical sediment
concentration is about 0. 8 kg / m3 .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s for the basic law of sediment trans-
port and simulation of sedimentation in the TGR.

Key words: flocculation; sediment grain diameter; sediment concentration; Three Gorges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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