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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揭示长江口航道淤泥的流变特性ꎬ 采用 Ａｎｔｏｎ Ｐａａｒ ＭＣＲ３０２ 旋转流变仪对长江口航道疏浚淤泥的剪切动力

响应进行试验研究ꎬ 分析容重范围为 １. １６ ~ １. ７２ ｇ / ｃｍ３的淤泥的基本流变特性及其对容重、 盐度、 ｐＨ 值与温度等

的响应特性ꎮ 结果表明: 在剪切荷载作用下ꎬ 长江口航道淤泥具有双宾汉体特性ꎬ 其剪切应力与剪切速率间的关

系可基于 Ｄｕａｌ￣Ｈｅｒｓｃｈｅｌ￣Ｂｕｌｋｌｅｙ 流变模型进行定量描述ꎻ 随着剪切加载速率的增大ꎬ 淤泥表现出复杂的固—液相态

转化现象ꎬ 其动力响应过程可划分为类固态、 固—液转化和液态 ３ 个典型阶段ꎬ 分别具有弹性体、 黏弹性体和塑性

体的变化特征ꎻ 淤泥的抗剪强度随容重、 盐度和 ｐＨ 值的增加而增强ꎬ 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ꎬ 并以容重的影响最为

显著ꎻ 基于实测结果建立了描述长江口航道淤泥流变特性的经验本构方程ꎬ 可用于定量分析潮汐和波浪作用下底

床淤泥的运动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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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变特性是淤泥等黏性泥沙的基本力学特征之一[１]ꎬ 表征在外界荷载作用下泥沙对流动、 变形的阻碍

作用及其自身结构的变化特性[２]ꎮ 揭示淤泥的流变特性并建立定量描述公式是研究淤泥质河口、 海岸水动

力与泥沙相互作用的基础ꎬ 对定量分析泥沙输送及岸滩演变、 预测港口或航道的冲淤变化、 确定航道适航深

度等具有重要作用[３]ꎮ
迄今ꎬ 国内外学者通过对人工或现场淤泥的流变特性试验研究ꎬ 在揭示淤泥流变特性方面取得了丰富的

研究成果ꎬ 发现在剪切荷载作用下淤泥具有弹性、 黏弹性、 黏性、 Ｂｉｎｇｈａｍ 塑性及黏弹塑性等复杂的变化特

性[４￣８]ꎮ 近年来ꎬ 对黏性泥沙在加载过程中的微观结构变化、 破坏机理及固液相态转化的研究备受关注ꎮ
Ｓｈａｋｅｅｌ 等[７]ꎬ Ｎｉｅ 等[８]和 Ｙａｎｇ 等[９]对不同地区的现场淤泥的流变特性试验结果表明ꎬ 淤泥等黏性泥沙在剪

切荷载作用过程中的固液相态转化与泥床的液化(流化)具有本质的联系ꎮ 然而ꎬ 淤泥的流变特性受密度、
颗粒级配、 矿物组成、 盐度和温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ꎬ 不同地区的淤泥一般具有不同的流变特性ꎮ 在长江口

口门地区ꎬ 特别是深水航道附近ꎬ 覆盖着大量淤泥质黏性泥沙ꎬ 受大风天或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经常会引发

港口或航道的泥沙骤淤问题ꎮ 因此ꎬ 长江口深水航道的泥沙淤积问题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ꎮ 但

是ꎬ 迄今对长江口淤泥流变特性的研究成果还屈指可数ꎮ 张华和阮伟[１０] 曾对长江口北槽浮泥的流变特性进

行了试验研究ꎬ 指出其流变行为具有宾汉流体特性ꎻ Ｙａｎｇ 等[９]针对容重为 １. ６５ ~ １ ７０ ｇ / ｃｍ３ 的长江口高浓

度黏性泥沙的流变特性进行了试验研究ꎬ 揭示了含水率和盐度变化对淤泥流变特性的影响ꎻ 王梦寒等[１１] 以

黏土含量为 １５％ ~４５％的长江口黏性泥沙为对象ꎬ 通过试验分析了盐度、 黏土含量和含水率对其流变特性

的影响ꎮ 然而ꎬ 根据固结程度的不同ꎬ 长江口航道淤泥的容重变化范围约在 １. １ ~ １ ７ ｇ / ｃｍ３ꎬ 而现有研究成

果所覆盖的淤泥容重范围相对较窄ꎬ 缺乏对较大容重范围的长江口淤泥流变特性的系统的研究成果ꎮ
本研究采用高精度商用剪切流变仪ꎬ 通过对覆盖 １. １６ ~ １. ７２ ｇ / ｃｍ３容重的长江口航道淤泥进行流变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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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ꎬ 分析剪切荷载作用下剪切应力( τ )与剪切速率( γ̇ )间的关系ꎬ 揭示淤泥的流变响应特性及其运动机

制ꎻ 辨析不同容重、 盐度、 ｐＨ 值以及温度的影响ꎬ 判明影响淤泥流变特性的主控要素ꎮ 在此基础上ꎬ 基于

实测结果建立定量描述长江口航道淤泥流变特性的经验本构方程ꎬ 为模拟分析水流波浪作用下淤泥的运动输

送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泥样及测试方法

１. １　 淤泥样品

图 １　 长江口泥沙粒径级配曲线

Ｆｉｇ. １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ｄ ｆｒｏｍ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本研究采用长江口航道疏浚淤泥作为试验淤泥样本ꎮ 淤泥的

粒度级配曲线如图 １ 所示ꎮ 试验前首先采用烘干机ꎬ 在 １０５℃的温

度下将现场淤泥烘干ꎬ 然后过筛(筛的孔径 １. ０ ｍｍ)ꎬ 去除石子、
贝壳等杂质以保持样品的均匀性ꎮ 根据天然环境中底床淤泥的容

重范围和试验仪器的测试条件ꎬ 将烘干后的泥沙样本与不同量的

盐水混合制备成容重 ρｃ 为 １. １６ ｇ / ｃｍ３、 １. ２０ ｇ / ｃｍ３、 １. ３３ ｇ / ｃｍ３、
１. ４６ ｇ / ｃｍ３、 １. ５９ ｇ / ｃｍ３、 １. ７２ ｇ / ｃｍ３ 的泥样ꎮ 此外ꎬ 选取容重为

１. ２０ ｇ / ｃｍ３ 和 １. ４６ ｇ / ｃｍ３ 的泥样ꎬ 通过改变其盐度、 ｐＨ 值与温

度ꎬ 分析淤泥流变特性对上述各物理参数的响应ꎬ 以确定影响淤

泥流变特性的主控要素ꎮ

１. ２　 测试仪器及方法

本试验采用的测试仪器为 Ａｎｔｏｎ Ｐａａｒ ＭＣＲ３０２ 商用剪切流变仪ꎬ 使用的夹具为同心圆筒式夹具ꎬ 选取的

试验加载方法为剪切速率控制法ꎮ 试验时将剪切速率从 １０ － ３ ｓ － １逐渐增加到 １０３ ｓ － １ꎬ 每个数量级设置 ８ 个测

量点ꎬ 每个测点的测量时间为 ３ ｓꎬ 通过记录各泥样所受到的剪切应力和黏度( η )ꎬ 获得泥样的 τ — γ̇ 曲线

和 η — γ̇ ꎬ 即流变曲线和黏度曲线ꎮ

２　 试验结果及分析

２. １　 淤泥的基本流变特性

以容重为 １. ４６ ｇ / ｃｍ３ 的泥样为例ꎬ 图 ２ 给出了该泥样的流变曲线和黏度曲线的实测结果ꎮ 为了详细分

析剪切荷载作用下淤泥的动力响应过程及其变化机理ꎬ 图 ２(ａ)和图 ２(ｂ)分别给出了用直角坐标和对数坐标

表示的流变曲线ꎮ

图 ２　 ρｃ ＝ １. ４６ ｇ / ｃｍ３ 泥样的流变曲线和黏度曲线

Ｆｉｇ. ２ Ｆｌｏｗ ｃｕｒｖｅ ａｎｄ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ｍｕ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ｆｏｒ ρｃ ＝ １. ４６ ｇ / ｃ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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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２(ａ)可以看出ꎬ τ 随 γ̇ 的增大而逐渐增大ꎬ 但在整个剪切速率范围内ꎬ τ 的增长速率发生了一次明

显的改变ꎬ 表明该泥样在剪切荷载作用下具有双宾汉体的特性ꎮ 从图 ２(ｂ)可知ꎬ 在剪切速率较低的区域ꎬ τ
经历了一个下降和回升的变化过程ꎮ 根据 Ｈｅｙｍａｎｎ 和 Ａｋｓｅｌ[１２]对高浓度悬浮液相态转化的研究可知ꎬ 对于具

有一定强度的微观结构的流体而言ꎬ 在剪切荷载作用下流体会出现一个固—液转化的过程ꎮ 也就是说ꎬ 当剪

切应力小于流体屈服应力时ꎬ 流体并不是静止不动的ꎬ 而是经历着从类固态向液态的渐变过程ꎻ 当剪切应力

达到屈服应力时ꎬ 流体将完全转化成液态并发生整体流动ꎮ Ｎｉｅ 等[１３]在对连云港淤泥相态转变的相关研究中

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ꎮ 参照前人的分析方法ꎬ 依据流变曲线的变化趋势ꎬ 长江口航道淤泥在剪切荷载作用下

的流变响应及其变化过程可归结为以下 ３ 个阶段:
(１) 类固态阶段( γ̇ < ０. ００４ ２ ｓ － １)ꎮ 在剪切荷载加载初期ꎬ τ 随 γ̇ 的增大而近似线性增加ꎬ 此后应力增

长速度逐渐减缓ꎬ 并达到该区段内一个局部的应力极大值 ０. ６２ Ｐａꎮ 相应地ꎬ 从图 ２(ｃ)可知ꎬ 加载初期淤泥

的 η 基本保持不变ꎬ 此后随着 γ̇ 的增加开始缓慢下降ꎮ 从该变化过程可以看出ꎬ 在加载初期ꎬ 淤泥的流变行

为最初表现出类似于固体的弹性体特征ꎬ 随着 γ̇ 的增大表现出塑性固体的特征ꎮ 其中ꎬ 在该阶段出现的局部

剪切应力极大值ꎬ 对应于淤泥类固态状态的结束ꎬ 可称为第一临界剪切应力( τ１)ꎮ
(２) 固—液转化阶段(０. ００４ ２ ｓ － １≤ γ̇ < １０ ｓ － １)ꎮ 随着 γ̇ 的增加ꎬ τ 逐渐从局部应力极大值近似线性地

减小到局部应力极小值 ０. ２８ Ｐａꎬ 此后ꎬ 随着 γ̇ 的进一步增加再次呈现出非线性增长的趋势ꎮ 该阶段淤泥逐

渐从类固态向液态转化ꎮ 参照 Ｈｅｙｍａｎｎ 和 Ａｋｓｅｌ[１２]对高浓度悬浮液的分析结果ꎬ τ 的上述变化实质上反映了

淤泥内部泥沙颗粒间微观结构的动态变化和破坏的过程ꎮ 具体来说ꎬ 当淤泥受到一定大小的剪切荷载作用

后ꎬ 其原有的由相邻絮凝体结合而成的大的黏土结构遭受破坏ꎬ 分解成更小的团粒状或单颗粒状结构ꎬ 致使

泥沙颗粒间的黏结作用逐渐降低ꎬ 泥体抗剪强度减弱ꎬ 表现为剪切应力及黏度随剪切速率的增大而急速减

小ꎻ 当所施加的剪切速率达到一定值以后ꎬ 淤泥所能承受的剪切应力降低到局部应力极小值ꎬ 淤泥内部以团

粒间结合的黏结作用被完全破坏ꎬ 变为以单颗粒状连接结构为主体ꎻ 此后ꎬ 淤泥内部的微观结构会发生调整

或者恢复ꎬ 在原有结构遭到破坏的基础上形成新的颗粒间的排列组合ꎬ 表现为淤泥抵御外力作用的颗粒间结

合力由弱变强ꎮ 因此ꎬ 随着 γ̇ 的增加ꎬ τ 出现了由弱转强逐渐增大的趋势(图 ２(ｂ))ꎬ 同时 η 的下降速度也

明显减缓(图 ２(ｃ))ꎮ
(３) 液态阶段( γ̇ ≥１０ ｓ － １)ꎮ 当 γ̇ 进一步增大到 １０ ｓ － １时ꎬ τ — γ̇ 曲线上出现了一个转折点ꎬ τ 的增长速

度逐渐趋缓ꎬ 而 η 的降低速率明显增大ꎬ 表明此时淤泥从原有的类固态完全转化为液态ꎬ 并在剪切荷载作用

下发生了屈服变形ꎬ 形成整体流动ꎻ 此后ꎬ 淤泥在剪切荷载作用下表现出黏性流体特征ꎮ 流变曲线上的这个

转折点所对应的剪切应力值通常称为第二临界剪切应力( τ２)ꎮ
综上所述ꎬ 淤泥在剪切荷载作用下的流变响应过程是一个包含了复杂的相态转化的渐变过程ꎬ 并与淤泥

内部微观结构的变化和破坏有关ꎮ 其中第一临界剪切应力表征淤泥从类固态向液态转化的开始ꎬ 第二临界剪

切应力表征淤泥开始发生屈服流动变形ꎬ 对应于淤泥的屈服破坏ꎮ 此外ꎬ 由图 ２(ｃ)可见ꎬ 从加载初期到加

载结束ꎬ 淤泥的黏度值减小了约 ５ 个数量级ꎬ 说明在剪切荷载作用下长江口航道淤泥具有明显的剪切稀化

特征ꎮ
表 １ 列出了本研究得到的长江口航道淤泥的 τ１ 、 τ２ 值与文献中其他研究区域淤泥的相应值的比较ꎮ

Ｎｉｅ[１３]和 Ｓｈａｋｅｅｌ 等[１４]分别对连云港淤泥、 德国汉堡港淤泥的流变特性进行了研究ꎮ 长江口航道淤泥与这 ２
种淤泥的流变响应类似ꎬ 同样具有相态转化过程ꎮ 但对于类似的容重范围ꎬ 长江口航道淤泥的临界剪切应力

值较小ꎬ 这可能与 ３ 种淤泥的粒径大小、 矿物组成、 有机质含量等不同有关ꎮ

表 １　 不同研究区域淤泥的主要流变参数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ｍｕ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研究区域 ρｃ / (ｇｃｍ － ３) τ１ / Ｐａ τ２ / Ｐａ

连云港[１３] １. １１ ~ １. ５５ ０. ０１４ ~ ６０. ５ ０. ０１４ ~ ３８０

德国汉堡港[１４] １. ０９ ~ １. ２１ ０. ８ ~ ６０ ２. ４４ ~ ３１２

长江口航道 １. １６ ~ １. ７２ ０. ０５８ ~ １９. ４ ０. １１７ ~ ２８９



８２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３２ 卷　

２. ２　 容重变化的影响

为了揭示淤泥容重( ρｃ )对其流变特性的影响ꎬ 本研究对上述 ６ 组不同容重泥样的流变试验结果进行了

对比分析ꎮ 其中ꎬ ６ 组泥样的盐度和 ｐＨ 值相同ꎬ 且试验温度均为 ２５ ℃ꎮ 图 ３ 给出了试验得到的不同容重泥

样的流变曲线和黏度曲线ꎮ

图 ３　 不同容重泥样的流变曲线与黏度曲线

Ｆｉｇ. ３ Ｆｌｏｗ ｃｕｒｖｅｓ ａｎｄ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ｍｕ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ｕｌ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由图 ３ 可知ꎬ 在剪切荷载作用下不同容重泥样均表现出双宾汉体特性ꎬ 但各自的流变响应趋势略有不

同ꎮ 从图 ３(ａ)可以看出ꎬ 在剪切荷载作用下容重为 １. １６ ｇ / ｃｍ３ 的泥样在整个加载过程中均呈现出黏性流体

特征ꎬ 不存在固—液转化过程ꎻ 容重为 １. ２０ ~ １. ４６ ｇ / ｃｍ３ 的泥样存在固—液转化过程ꎬ 并具有明显的剪切

应力下降与再增长趋势ꎻ 而容重为 １. ５９ ~ １. ７２ ｇ / ｃｍ３ 的泥样在固—液转化阶段剪切应力下降现象较不明显ꎮ
上述观测结果可以通过淤泥内部微观结构连接的紧密程度加以分析ꎮ 当淤泥容重较小时ꎬ 单位体积内的泥沙

颗粒含量较低ꎬ 泥沙颗粒间的黏结作用相应较弱ꎬ 无法形成具有颗粒间紧密结合的稳定的微观结构ꎬ 表现为

泥体无法抵抗所受到的剪切荷载而直接发生黏性流动ꎮ 随着容重的增大ꎬ 泥沙颗粒间的间距越来越小ꎬ 相互

间的接触面积与黏结作用增强ꎮ 对于容重为 １. ２０ ~ １. ４６ ｇ / ｃｍ３ 的泥样ꎬ 其泥沙颗粒间的黏结强度还不足以

抵抗较大的外界荷载ꎬ 因此在受到一定的剪切荷载作用时会发生微观结构的破坏ꎬ 出现剪切应力降低的现

图 ４　 临界剪切应力 τ１ 和 τ２ 与容重的关系

Ｆｉｇ. 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ｌ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ｕ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象ꎮ 相对地ꎬ 对于容重较大(１. ５９ ~ １. ７６ ｇ / ｃｍ３ )的泥样而言ꎬ
由于泥体内黏性泥沙颗粒之间具有较为紧密的接触和较强的黏

结作用ꎬ 当颗粒间黏结作用遭受破坏时ꎬ 泥体的变形使得泥沙

颗粒间发生排列结构的重新调整ꎬ 并迅速恢复一定的抗剪能力ꎬ
剪切应力下降现象不明显ꎮ

此外ꎬ 由图 ３ 可见ꎬ 淤泥的剪切应力和黏度均随容重的增

大而增大ꎮ 相应地ꎬ 临界剪切应力 τ１ 和 τ２ 也随容重的增大而增

大ꎮ 从图 ４ 给出的不同容重泥样的临界剪切应力 τ１ 和 τ２ 的实测

结果及其回归分析曲线可以看出ꎬ τ１ 和 τ２ 均随容重的增大表现

出指数形式增长趋势ꎮ

２. ３　 盐度和 ｐＨ 值变化的影响

为了揭示盐度( ｓ)和 ｐＨ 值变化对淤泥流变特性的影响ꎬ 选取容重为 １. ２０ ｇ / ｃｍ３和 １. ４６ ｇ / ｃｍ３的泥样ꎬ
分别在不同盐度(０ ３４％ 、 １. ０４％ 、 １. ９６％ 、 ２. ８４％ 、 ３. ５７％ )和不同 ｐＨ 值(７、 ７. ４４、 ７. ８２、 ８. ２３、 ８. ５３)
条件下进行流变特性试验ꎮ 图 ５、 图 ６ 分别给出了直角坐标和对数坐标下泥样的流变曲线随盐度和 ｐＨ 值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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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实测结果ꎮ 由图可知ꎬ 随着盐度和 ｐＨ 值的升高ꎬ 淤泥所受剪切应力的幅值会随之增大ꎬ 盐度和 ｐＨ 值

的这种影响在高剪切速率区更加明显ꎬ 且淤泥容重越大ꎬ 影响效果越显著ꎮ

((ａ)、(ｃ)为直角坐标ꎻ(ｂ)、(ｄ)为对数坐标)
图 ５　 盐度变化对淤泥流变特性的影响

Ｆｉｇ. ５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ｓａｌｉｎ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ｍｕ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ｃ)为直角坐标ꎻ(ｂ)、(ｄ)为对数坐标)
图 ６　 ｐＨ 值变化对淤泥流变特性的影响

Ｆｉｇ. ６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ｐＨ ｏｎ ｔｈｅ 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ｍｕ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由图 ７、 图 ８ 给出的临界剪切应力 τ１ 、 τ２ 随盐度和 ｐＨ 值变化的实测结果可知ꎬ τ１ 和 τ２ 均随盐度和 ｐＨ
值的增大呈线性增加趋势ꎮ 此外ꎬ 从图 ５(ａ)、 ５(ｃ)可以看出ꎬ 不同盐度条件下ꎬ 泥样在高剪切速率区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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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曲线基本平行ꎬ 这与孙献清和黄建维[１４]对含盐淤泥的研究结论一致ꎮ
上述盐度和 ｐＨ 值对淤泥流变特性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黏性细颗粒泥沙间的絮凝作用实现ꎮ 由于淤泥

含有足够量的黏粒ꎬ 在电介质作用下ꎬ 黏性细颗粒泥沙会发生絮凝ꎬ 形成集合体和网状结构ꎮ 相关研究结果

表明[１５￣１７]ꎬ 黏性细颗粒泥沙的絮凝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随盐度的增大和 ｐＨ 值的减小而增强ꎮ 所以当盐度增大

时ꎬ 淤泥内部细颗粒泥沙的絮凝作用增强ꎬ 所形成的微观结构的强度也会增大ꎬ 抗剪切能力增强ꎮ 值得指出

的是ꎬ 本试验中泥样的剪切应力随 ｐＨ 值的减小而呈现出减小的现象ꎬ 这可能与淤泥内部存在的有机质成分

有关ꎬ 具体原因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ꎮ

图 ７　 临界剪切应力 τ１ 和 τ２ 与盐度的关系

Ｆｉｇ. 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ａｌｉｎｉｔｉｅｓ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ｕ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图 ８　 临界剪切应力 τ１ 和 τ２ 与 ｐＨ 值的关系

Ｆｉｇ. 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Ｈ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ｕ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２. ４　 试验温度变化的影响

为了揭示温度(Ｔ)变化的影响ꎬ 在不同试验温度(５ ℃、 １０ ℃、 １５ ℃、 ２５ ℃、 ３５ ℃)条件下分别对容重

为 １. ２０ ｇ / ｃｍ３和 １. ４６ ｇ / ｃｍ３的泥样进行了流变特性试验ꎮ 图 ９ 为泥样在不同温度条件下得到的流变曲线实测

图 ９　 温度对流变特性的影响

Ｆｉｇ. 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ｍｕ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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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ꎮ 由图可见ꎬ 温度的改变对淤泥在低剪切速率区的剪切应力值的影响较小ꎻ 而在高剪切速率区ꎬ 温度变

化对剪切应力的影响较为明显ꎬ 温度的增加会导致淤泥内部的剪切应力逐渐降低ꎬ 且容重越大ꎬ 影响越显

著ꎮ 其主要原因在于温度的升高会引起泥沙颗粒的动能增大ꎬ 运动加强ꎬ 颗粒间的黏结力减小ꎬ 致使泥体抵

抗剪切作用的能力降低ꎮ

３　 经验本构方程

由上述淤泥流变特性的试验结果可知ꎬ 长江口航道淤泥在剪切荷载作用下具有典型的双宾汉体特性ꎮ 因

此ꎬ 本研究基于实测数据ꎬ 采用 Ｄｕａｌ￣Ｈｅｒｓｃｈｅｌ￣Ｂｕｌｋｌｅｙ 流变模型ꎬ 建立了定量描述长江口航道淤泥流变特性

的经验本构方程ꎮ Ｄｕａｌ￣Ｈｅｒｓｃｈｅｌ￣Ｂｕｌｋｌｅｙ 流变模型的一般形式为[１８]:

τ ＝
τ０１ ＋ η０１ γ̇ｎ１ 　 γ̇ < γ̇ｃ

τ０２ ＋ η０２ γ̇ｎ２ 　 γ̇ ≥ γ̇ｃ
{ (１)

式中: γ̇ｃ 为临界剪切速率ꎬ 与泥样容重相关ꎻ τ０１ 为低剪切速率下淤泥的屈服应力ꎻ τ０２ 为高剪切速率下淤泥

的屈服应力ꎻ η０１ 、 η０２ 分别为 ２ 个速率区间的表观黏度ꎻ ｎ１ 、 ｎ２ 为流动指数ꎮ
表 ２ 列出了经回归分析得到的不同容重泥样的经验模型参数ꎮ 由表 ２ 及图 ３ 给出的各容重泥样的流变曲

线和模型拟合曲线可以看出ꎬ 长江口航道淤泥的实测流变曲线与基于 Ｄｕａｌ￣Ｈｅｒｓｃｈｅｌ￣ Ｂｕｌｋｌｅｙ 流变模型拟合得

到的经验曲线吻合良好ꎬ 特别是在高剪切速率区ꎬ 实测值与拟合值高度吻合ꎻ 在低剪切速率区ꎬ 经验模型对

大容重泥样的实测数据拟合度较好ꎬ 对小容重泥样的拟合效果相对较差ꎬ 主要原因在于小容重泥样在低剪切

速率区存在明显的应力下降现象ꎮ 此外ꎬ 在剪切速率极低区域( γ̇ < ０. ００１ ｓ － １)ꎬ 模型拟合值略大于实测值ꎬ
说明该拟合模型在剪切速率很小的情况下对剪切应力的预估值偏高ꎮ

表 ２　 各容重泥样的本构模型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ｍｕ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ｕｌ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淤泥样品 /
(ｇｃｍ － ３)

γ̇ｃ / ｓ － １
τ０ / Ｐａ η０ / (Ｐａｓ) ｎ Ｒ２

τ０１ τ０２ η０１ η０２ ｎ１ ｎ２ Ｒ２
１ Ｒ２

２

１. １６ ５. ６２ －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９ １. ８９７ × １０ － ３ ０. ５９１ ０. ９７９ ０. ７８９ ０. ９９９
１. ２０ ０. ７５ ０. ０４１ ０. １６１ ０. ０９２ １. ６８６ × １０ － ３ １. １７２ １. ０９３ ０. ７５５ ０. ９９８
１. ３３ ３. １６ ０. ０７８ ０. ５６６ ０. １９１ ３. ２３６ × １０ － ３ １. １２２ １. ０６１ ０. ９５３ ０. ９９８
１. ４６ ７. ５０ ０. ４１６ ３. ５６７ ０. ３７８ ６. ９９２ × １０ － ３ １. ０５１ １. ０４６ ０. ９７４ ０. ９９７
１. ５９ １０. ００ １. ８３９ １７. １３０ １. ９７３ ０. ０６４ ０. ９１５ ０. ８８０ ０. ９９６ ０. ９９８
１. ７２ ３１. ６０ １６. ６９０ ２４８. ９００ １５. ０１１ １０. ９１０ ０. ８２２ ０. ４８４ ０. ９９８ ０. ９９９

　 　 由上述容重和盐度等基本物理参数对淤泥流变特性影响的分析结果可知ꎬ 容重是影响淤泥流变特性的主

控因素ꎮ 在此ꎬ 就容重对淤泥本构模型参数的影响作进一步的分析ꎮ 图 １０ 分别给出了屈服应力参数和表观

图 １０　 本构模型参数随容重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１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ｕｌ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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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度参数随容重的变化曲线ꎮ 可以看出ꎬ τ０１ 、 τ０２ 和 η０１ 、 η０２ 随容重的增长均呈指数增长趋势ꎮ 此外ꎬ 对所

有容重的泥样ꎬ τ０２ 均比 τ０１ 大了约 １ 个数量级ꎬ 而所对应的 η０２ 则比 η０１ 要小ꎬ 且随着容重的增大ꎬ η０１ 和 η０２

２ 条曲线会交汇于一点ꎮ

４　 结　 　 论

(１) 长江口航道淤泥在剪切荷载作用下具有双宾汉体特性ꎻ 其流变响应包含了复杂的固液相态变化过

程ꎬ 可划分为类固态、 固—液转化和液态 ３ 个典型阶段ꎬ 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加淤泥逐渐表现出弹性体、 黏弹

性体和塑性体的变化特征ꎮ
(２) 淤泥的抗剪强度随容重、 盐度和 ｐＨ 值的增大呈现出增长趋势ꎬ 但随温度的升高则逐渐减弱ꎮ 其

中ꎬ 容重的影响最为显著ꎬ 且容重越大ꎬ 盐度、 ｐＨ 值和温度对淤泥抗剪强度的影响越明显ꎮ
(３) 基于实测数据和 Ｄｕａｌ￣Ｈｅｒｓｃｈｅｌ￣Ｂｕｌｋｌｅｙ 流变模型得到的经验本构方程ꎬ 能够较好地描述长江口航道

淤泥在剪切荷载作用下的流变特性ꎻ 与实测值相比ꎬ 所构建的经验本构模型对高剪切速率区淤泥剪切应力值

的拟合精度较高ꎬ 对大容重泥样在低剪切速率区的剪切应力值的拟合较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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