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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作用下考虑海床变形影响的溶质运移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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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波浪会促进海水中溶质向海底沉积物运移ꎬ 但已有研究大多未考虑海床(海底沉积物)变形效应的影响ꎮ 为

揭示波浪作用下海床土变形对溶质运移过程的影响机制ꎬ 构建了考虑海床土变形影响的溶质运移计算模型ꎬ 对波

浪作用下溶质向砂质海底沉积物中的运移过程进行模拟ꎮ 结果表明: 海床土变形会增大孔隙水流速ꎬ 进而增大溶

质纵向水动力弥散系数ꎬ 增强溶质运移的机械弥散作用ꎬ 促进溶质向沉积物中运移ꎻ 考虑海床变形时的溶质最大

纵向水动力弥散系数可达不考虑海床变形时的 ８. ５ 倍ꎬ 约为分子扩散系数的 ５４５ 倍ꎻ 海床土剪切模量越小ꎬ 土体变

形效应越明显ꎬ 对溶质运移过程的影响越大ꎻ 海床土饱和度的降低ꎬ 会进一步加速波浪作用下溶质向海底沉积物

的运移过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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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沉积物是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海水与沉积物之间的物质交换对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生物

地球化学过程有重要影响[１￣２]ꎮ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ꎬ 较多学者以溶质运移理论为基础ꎬ 研究了波浪水动力

对海水中溶质进入海底沉积物运移过程的影响ꎮ
溶质在多孔介质中的运移过程常采用对流￣ 弥散方程来描述[３￣４]ꎮ 基于一维对流￣ 弥散方程ꎬ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等[５]和 Ｃｌａｒｋ 等[６]对行进波作用下沉积物中的溶质运移进行了计算分析ꎬ 研究表明ꎬ 对于平底海床ꎬ 波浪循

环荷载主要通过机械弥散作用加速溶质在海底沉积物中的运移ꎬ 可使海水中溶质进入海底沉积物中的速率比

单纯的分子扩散作用增加几个数量级ꎮ 由于波浪荷载作用下流入和流出海底沉积物中的水体交换量基本相

当ꎬ 因而在波浪荷载作用较为显著的浅海区域ꎬ 溶质运移过程中的对流作用基本可以忽略[５ꎬ７]ꎮ Ｑｉａｎ 等[１ꎬ８￣９]

基于二维对流￣弥散方程ꎬ 对波浪作用下粒径为 ０. ００１ ~ ０. １ ｍ 的粗砂和砾石沉积物中的溶质运移过程进行了

一系列模拟计算ꎬ 通过引入“竖向增强弥散系数”的概念ꎬ 提出了将二维溶质运移问题转化为一维问题进行

分析的方法ꎻ 同时ꎬ 研究了周期性波浪压力下将二维各向异性弥散张量简化为各向同性弥散张量的条件ꎻ 结

果表明ꎬ 波浪水动力会加快沉积物中的溶质运移ꎮ 虽然较多文献对波浪作用下沉积物中的溶质运移过程进行

了研究ꎬ 但其计算分析中均未考虑波浪导致的沉积物变形效应的影响ꎮ Ｂｉｏｔ 固结理论可以考虑荷载作用下多

孔介质变形场和孔隙水压力场的双向耦合效应[１０￣１１]ꎮ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１０]、 Ｊｅｎｇ 和 Ｈｓｕ[１１]均基于弹性介质 Ｂｉｏｔ 固结

理论ꎬ 提出了线性波浪荷载作用下海床瞬态响应的解析解ꎬ 通过与波浪作用下砂质海床的试验数据对比ꎬ 验

证了解析解的可靠性和 Ｂｉｏｔ 固结理论的适用性ꎬ 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计算参数下砂质海床的应力、 孔隙水压

力和变形响应特征ꎻ 研究结果表明ꎬ 波浪会导致砂质海床(沉积物)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形ꎬ 并影响沉积物中

孔隙水的渗流过程ꎮ 根据溶质运移理论ꎬ 孔隙水的渗流与溶质在沉积物中的运移过程密切相关ꎬ 因此ꎬ 有必

要研究波浪导致的海床土变形效应对溶质运移过程的影响ꎬ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尚未开展ꎮ
为揭示波浪作用下海床变形对溶质运移过程的影响规律和作用机制ꎬ 以砂质海床为研究对象ꎬ 基于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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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介质 Ｂｉｏｔ 固结理论[１２]及多孔介质中溶质的对流￣弥散方程[３￣４]ꎬ 构建波浪作用下考虑海床土体变形影响

的溶质运移数值计算模型ꎬ 在验证数值模型正确性的基础上ꎬ 研究线性行进波作用下海底沉积物变形对非反

应性溶质运移过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ꎬ 并进一步分析海床土饱和度对溶质运移过程的影响ꎬ 为海洋环境中

的物质交换和生态健康评估提供参考ꎮ

１　 数值模型

图 １　 海床孔隙水渗流和溶质运移计算的几何模型示意

Ｆｉｇ. 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ｒｅ ｆｌｕｉｄ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 ｓｅａｂｅｄ

图 １ 为一阶线性行进波作用下海底沉积物中孔隙

水渗流和溶质运移计算的几何模型示意图ꎮ 平底海床

厚度为 ｈ ꎬ 坐标轴原点位于海床的左上角ꎬ ｘ 轴位于海

床上表面ꎬ ｙ 轴以向上为正ꎮ 线性行进波的波长为 Ｌｗ ꎬ
波高为 Ｈｗ ꎬ 周期为 Ｔｗ ꎬ 水深为 ｄｗ ꎮ

参照文献[１ꎬ ８￣９]ꎬ 设砂质海底沉积物为均匀各

向同性体ꎬ 沉积物￣ 海水交界面处的溶质浓度 ｃ０ ＝
１ ｍｇ / Ｌꎬ 且随时间保持不变ꎬ 砂质海底沉积物中的初

始溶质浓度为 ｃｓ０ ＝ ０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 ｃ０ 的具体数值

并不会影响对溶质运移规律的分析ꎮ

１. １　 控制方程

１. １. １　 海底沉积物中孔隙水渗流

假设海床土骨架为线弹性体ꎬ 应力￣应变关系服从广义胡克定律ꎬ 根据弹性多孔介质 Ｂｉｏｔ 固结理论ꎬ 海

床土体的二维平衡方程为[１２]:

Ｇ Δ２ｗｘ ＋ Ｇ
１ － ２μ

∂ε
∂ｘ ＝ ∂ｐ

∂ｘ (１)

Ｇ Δ２ｗｙ ＋ Ｇ
１ － ２μ

∂ε
∂ｙ ＝ ∂ｐ

∂ｙ (２)

式中: μ 为土体泊松比ꎻ Ｇ 为土体剪切模量ꎻ ｐ 为波致海床孔隙水压力ꎻ ｗｘ 、 ｗｙ 分别为海床土在 ｘ 和 ｙ 方向

的位移ꎻ ε 为土骨架体积应变ꎮ
孔隙水流动服从达西定律ꎬ 根据流体质量守恒ꎬ 孔隙水渗流连续方程为[１２￣１３]

Ｋ
γｗ

∂２ｐ
∂ｘ２ ＋ ∂２ｐ

∂ｙ２( ) － ｎ０β
∂ｐ
∂ｔ ＝ ∂ε

∂ｔ (３)

式中: γｗ 为海水的容重ꎻ ｎ０ 为海床土孔隙率ꎻ Ｋ 为海床土渗透系数ꎻ ｔ 为时间ꎻ 土骨架体积应变 ε 的表达式

为

ε ＝
∂ｗｘ

∂ｘ ＋
∂ｗｙ

∂ｙ (４)

β 为孔隙流体压缩系数ꎬ 考虑溶解于或以微小气泡封闭于孔隙水中的气体ꎬ 其表达式可取为[１１ꎬ１３]

β ＝ １
Ｋｗ０

＋
１ － Ｓｒ

Ｐｗ０
(５)

式中: Ｋｗ０ 为孔隙水体积压缩模量ꎬ ２ × １０９ Ｎ / ｍ２ ꎻ Ｐｗ０ 为绝对静水压力ꎻ Ｓｒ 为海床土的饱和度ꎮ
根据达西定律ꎬ 多孔介质中孔隙水的实际渗流速度为

ｕ ＝ － Ｋ
ｎ０γｗ

∂ｐ
∂ｘꎬ ｖ ＝ － Ｋ

ｎ０γｗ

∂ｐ
∂ｙ (６)

式中: ｕ 和 ｖ 分别为沉积物中孔隙水的水平向和竖向实际渗流速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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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式(３)构成 Ｂｉｏｔ 固结理论的控制方程ꎬ 可以看出ꎬ Ｂｉｏｔ 固结方程考虑了土骨架变形与孔隙水渗

流的双向耦合作用ꎬ 基于 Ｂｉｏｔ 固结方程计算得到的海床孔隙水压力和渗流场反映了土体的变形效应ꎮ 根据式

(５)可知ꎬ 土体饱和度直接影响孔隙流体的压缩性ꎬ 孔隙水和气被视为同一种可压缩流体考虑ꎬ 饱和度越

小ꎬ 孔隙中的气体越多ꎬ 压缩性越大ꎮ
当不考虑沉积物变形效应时ꎬ 渗流连续方程可以由式(３)退化得到ꎬ 即此时的渗流连续方程中土骨架的

体积应变为 ０ꎬ 孔隙流体不可压缩ꎬ 具体表达为[１４]

∂２ｐ
∂ｘ２ ＋ ∂２ｐ

∂ｙ２ ＝ ∂２ϕ
∂ｘ２ ＋ ∂２ϕ

∂ｙ２ ＝ ０ (７)

式中: ϕ 为孔隙水的压力水头ꎻ ｐ ＝ γｗϕ ꎮ

１. １. ２　 海底沉积物中溶质运移

沉积物中溶质的运移遵循质量守恒定律ꎬ 非反应性溶质的二维对流￣弥散方程表达式为[３￣４]:
∂ｃ
∂ｔ ＝ － ∂(ｕｃ)

∂ｘ － ∂(ｖｃ)
∂ｙ ＋ ∂

∂ｘ Ｄｘｘ
∂ｃ
∂ｘ ＋ Ｄｘｙ

∂ｃ
∂ｙ( ) ＋ ∂

∂ｙ Ｄｙｙ
∂ｃ
∂ｙ ＋ Ｄｙｘ

∂ｃ
∂ｘ( ) (８)

式中: Ｄｘｘ 、 Ｄｙｙ 、 Ｄｘｙ 和 Ｄｙｘ 是二阶水动力弥散张量 Ｄ 的分量ꎻ Ｄｘｘ ＝ αＬ
ｕｕ
Ｖ ＋ αＴ

ｖｖ
Ｖ ＋ Ｄｍꎻ Ｄｘｙ ＝ Ｄｙｘ ＝ (αＬ －

αＴ)
ｕｖ
Ｖ ＋ Ｄｍꎻ Ｄｙｙ ＝ αＬ

ｖｖ
Ｖ ＋ αＴ

ｕｕ
Ｖ ＋ Ｄｍ ꎻ ｃ为沉积物孔隙水中的溶质浓度ꎻ Ｖ 为孔隙水实际渗流速度数

值ꎬ Ｖ ＝ ｕ２ ＋ ｖ２ ꎬ ｕ 、 ｖ根据式(６)计算ꎻ αＬ 、 αＴ 分别为溶质纵向和横向弥散度ꎬ αＬ 可近似取为土体颗粒

的平均粒径 ｄｇ
[１ꎬ３]ꎬ αＴ ＝ αＬ / ３ ꎻ Ｄｍ 为沉积物中溶质有效分子扩散系数ꎬ 此处取为 １ × １０ －９ｍ２ / ｓ [１５]ꎮ

综上ꎬ 联立 Ｂｉｏｔ 固结方程和溶质对流￣弥散方程ꎬ 结合适当的边界条件ꎬ 可以得到线性行进波作用下考

虑土体变形影响的溶质运移计算模型ꎬ 该模型属于沉积物变形与溶质运移的单向耦合模型ꎬ 即沉积物变形影

响溶质运移ꎬ 但溶质运移不影响沉积物变形ꎮ

１. ２　 边界条件

结合图 １ 所示ꎬ 在一阶线性行进波作用下ꎬ 海床渗流场计算的边界条件为:
(１) 海床表面( ｙ ＝ ０ )有效正应力和剪应力均为 ０ꎬ 波致孔隙水压力为海床表面波压力 ｐｂ ꎮ 根据线性波

浪理论ꎬ 行进波作用下海床表面波压力的计算式为[１６]: ｐｂ ＝ Ｐ０ｃｏｓ(ｋｘ － ωｔ) ꎬ 其中ꎬ Ｐ０ ＝ (γｗＨｗ) /
(２ｃｏｓｈ(ｋｄｗ))ꎬ 为表面波压力幅值ꎻ ω ＝ ２π / Ｔｗ 为波浪圆频率ꎻ ｋ ＝ ２π / Ｌｗ 为波数ꎬ 波长 Ｌｗ 可通过小振幅波

的色散方程计算得到ꎬ Ｌｗ ＝ ｇＴ２
ｗ ｔａｎｈ(ｋｄｗ) / (２π) ꎮ

(２) 海床底部( ｙ ＝ － ｈ )为刚性不透水边界ꎬ 孔压竖向梯度和土体位移均为 ０ꎮ
(３) 海床两侧( ｘ ＝ ０ 和 Ｌｗ )为周期性边界条件: ｐ ｘ ＝ ０ ＝ ｐ ｘ ＝ Ｌｗ

ꎻ ｗｘ ｘ ＝ ０ ＝ ｗｘ ｘ ＝ Ｌｗ
ꎻ ｗｙ ｘ ＝ ０ ＝ ｗｙ ｘ ＝ Ｌｗ

ꎮ

溶质运移计算的边界条件为:海水与沉积物接触面的溶质浓度保持为 ｃ０ ＝ １ ｍｇ / Ｌ ꎻ 沉积物底部不透水ꎬ
溶质的竖向通量为 ０ꎬ ∂ｃ(ｘꎬ － ｈꎬｔ) / ∂ｙ ＝ ０ ꎻ 在沉积物计算区域的两侧ꎬ 溶质浓度保持为周期性对称边界ꎬ
ｃ ｘ ＝ ０ ＝ ｃ ｘ ＝ Ｌｗ

ꎬ 沉积物孔隙水中的初始溶质浓度为 ０ꎮ

１. ３　 模型的求解

利用上述边界条件ꎬ 同时求解式(１)—式(３)和式(８)ꎬ 可以得到考虑沉积物变形影响的海床位移场、 孔

压场、 流速场以及溶质浓度场ꎻ 联立求解式(７)和式(８)ꎬ 可以得到未考虑沉积物变形影响的波致孔隙水渗

流场和溶质浓度场ꎮ
上述控制微分方程组的求解ꎬ 借助于 Ｃｏｍｓｏｌ Ｍｕｌｔｉｐｈｙｓｉｃｓ®数值计算平台完成[１７]ꎮ Ｃｏｍｓｏｌ Ｍｕｌｔｉｐｈｙｓｉｃｓ®是

一个可以进行多物理场耦合分析的有限元数值计算平台ꎬ 利用其提供的偏微分方程模式(ＰＤＥ)ꎬ 用户可以将



　 第 １ 期 刘小丽ꎬ 等: 波浪作用下考虑海床变形影响的溶质运移数值模拟 ９１　　　

需要求解的偏微分方程组ꎬ 输入进行求解ꎮ 首先基于该平台ꎬ 建立所求解问题的几何模型ꎬ 进行网格剖分ꎻ
然后在 ＰＤＥ 模式下输入需要求解的控制微分方程组ꎬ 设置适当的边界条件ꎬ 提交至平台利用有限元法对方

程组进行求解ꎮ 数值计算中采用二阶拉格朗日单元进行网格划分ꎬ 所划分单元的尺寸以对计算结果无影响为

原则ꎬ 具体的单元数量和大小详见各算例说明ꎮ

２　 数值模型验证

分别将波浪作用下沉积物中溶质运移和孔隙水压力的数值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ꎬ 以验证数

值模型计算结果的正确性ꎮ

２. １　 溶质运移计算结果验证

Ｐａｃｋｍａｎ 等[１８]对上覆水中溶质进入砾石底床的过程进行了一系列水槽试验ꎬ 利用一定流速的水流流经

波浪状沉积底床的方式ꎬ 研究不同波动压力条件下上覆水中溶质向底床的运移情况ꎬ 给出了上覆水中溶质浓

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ꎮ 基于试验砾石底床渗透性大和基本不变形的特点ꎬ 同时求解式(７)和式(８)ꎬ 计算从

上覆水进入到沉积底床中的溶质通量以及底床中的溶质浓度分布ꎮ
采用与试验中完全相同的参数ꎬ 选取 ２ 个试验工况进行计算对比ꎬ 试验砾石底床的参数为: 颗粒平均粒

径 ０. ６ ｃｍꎬ 孔隙率 ０. ３８ꎬ 渗透系数 ０. １５ ｍ / ｓꎬ 沉积物厚度 ０. １９ ｍꎮ 根据试验流速水头和波浪状底床参数ꎬ
利用文献中公式计算得到床面上的波动压力ꎮ 试验工况 １ 和工况 ２ 中底床表面的波压力表达式分别为: ｐｂ１ ＝
６. ６７ ｓｉｎ(１９. ６３ｘ)ꎬ ｐｂ２ ＝ ２. ９１ ｓｉｎ(１９. ６３ｘ) ꎬ 波压力的单位 Ｐａꎻ ｘ 为水平坐标ꎬ 单位 ｍꎻ 波压力对应的波长

均为 ０. ３２ ｍꎮ 有限元数值计算模型中共划分 ２ ５７９ 个单元ꎬ 最大单元边长 ０. ００５ ｍꎮ
为了与试验结果对比ꎬ 根据 Ｐａｃｋｍａｎ 等[１８]研究成果ꎬ 通过进入沉积物中的溶质量计算得到上覆水中溶

质浓度 ｃｗ 随时间的变化曲线ꎬ 结果如图 ２ 所示ꎬ 为上覆水中溶质平均浓度随时间变化的数值计算结果和试

验结果的对比图ꎬ 可以看出ꎬ 总体而言ꎬ 数值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一致性较好ꎬ 表明了溶质运移模拟计算结

果的可靠性ꎮ

２. ２　 波致海床孔隙水压力计算结果验证

Ｑｉ 等[１９]通过水槽试验模拟了波浪和水流作用下砂质沉积物中的孔隙水压力响应ꎮ 选取波浪作用下的试

验工况进行计算ꎬ 采用与试验中完全相同的计算参数: 砂土底床的孔隙率 ｎ０ ＝ ０. ４３５ ꎬ 泊松比 μ ＝ ０. ３ꎬ 饱

和度 Ｓｒ ＝ ０. ９９５ ꎬ 平均粒径 ｄｇ ＝ ０. ３８ ｍｍꎬ 渗透系数 Ｋ ＝ １. ８８ × １０ －４ ｍ / ｓꎬ 剪切模量 Ｇ ＝ １ × １０７ Ｐａ ꎬ 底床

厚度 ｈ ＝ ０. ５ ｍꎻ 试验水深 ｄｗ ＝ ０. ５ ｍ ꎬ 波浪 Ｈｗ ＝ ０. ０９５ ｍꎬ 周期 Ｔｗ ＝ １. ２ ｓꎮ
试验底床为中砂ꎬ 波浪作用下存在一定的变形效应ꎮ 为说明海床土变形效应对孔隙水压力的影响ꎬ 利用

数值模型分别计算了考虑和不考虑海床土变形时的孔压响应ꎬ 并将本文数值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 线性波下

的解析解进行对比ꎬ 以验证数值计算结果的正确性ꎮ 有限元计算模型中共划分 １ ６２２ 个单元ꎬ 最大单元边长

０. ０４ ｍꎮ 线性波浪作用下有限厚海床孔隙水压力解析解的计算公式来源于文献[１１]ꎬ 该解析解是基于 Ｂｉｏｔ
固结方程推导而来ꎬ 考虑了海床土变形的影响ꎮ 计算对比结果如图 ３ 所示ꎮ

图 ３ 中纵坐标为量纲—深度 ｋｙꎬ ｋ 为波数ꎮ 从图中可以看出ꎬ 考虑海床土变形影响的数值解与解析解吻

合较好ꎬ 但均与试验值在海床上部存在一定偏差ꎬ 推测是试验中波浪的非线性以及部分海床土计算参数与实

际参数之间存在些许偏差等原因所致ꎮ 对比考虑海床土变形与不考虑海床土变形的孔压计算结果可知ꎬ 考虑

海床土的变形效应ꎬ 计算得到的海床孔隙水压力更符合实际情况ꎮ



９２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３２ 卷　

图 ２　 数值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对比

Ｆｉｇ.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图 ３　 数值计算结果与解析解和试验结果的对比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ꎬ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３　 结果与讨论

考虑砂质海床土体的变形效应ꎬ 对波浪作用下上覆水中的溶质进入砂质海底沉积物中的运移过程进行数

值模拟ꎬ 分析海床土的变形效应对砂质沉积物中溶质运移过程的影响机制ꎮ 波浪参数为: 波高 Ｈｗ ＝ ５ ｍ ꎬ
周期 Ｔｗ ＝ １０ ｓ ꎬ 水深 ｄｗ ＝ ２０ ｍ ꎬ 波长 Ｌｗ ＝ １２１. ２ ｍ ꎻ 海底沉积物的计算参数如表 １ 中所示ꎬ 沉积物￣海水

交界面处的溶质浓度为 ｃ０ ＝ １ ｍｇ / Ｌ ꎮ
根据文献[１０￣１１]ꎬ 线弹性砂质海床瞬态波浪响应分析中ꎬ 剪切模量取值范围为 １０６ ~ １０９ Ｐａꎮ 有限元计算

模型中共划分 ９ ２８６ 个单元ꎬ 海床面附近单元尺寸较小ꎬ 边长约 ０. ０２ ｍꎬ 海床底部单元尺寸较大ꎬ 边长约 １ ｍꎮ

表 １　 海底沉积物计算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参数 ｎ０ Ｇ / Ｐａ μ ｄｇ / ｍ Ｋ / (ｍｓ － １) Ｓｒ αＬ / ｍ ｈ / ｍ

数值 ０. ４４ １０６ꎬ １０７ꎬ １０８ꎬ １０９ ０. ３５ ０. ０００ ４ １ × １０ － ３ １. ０ ０. ０００ ４ ２４

３. １　 波浪作用下海床变形对溶质运移的影响机制

如前所述ꎬ 周期性波浪荷载作用下ꎬ 可以忽略平底海床溶质运移过程中的对流作用ꎬ 溶质主要通过机械

弥散作用运移扩散ꎮ 根据文献[１]ꎬ 结合计算结果分析可知ꎬ 行进波作用下ꎬ 沉积物沿水平方向均承受相同

的周期性波浪压力ꎬ 同一深度水平方向上各点的孔隙水压力响应相同ꎬ 其溶质浓度沿水平方向是均匀分布

的ꎬ 溶质主要沿沉积物的深度方向(竖向)运移ꎮ 因此ꎬ 主要对行进波作用下砂质沉积物中孔隙水压力的竖

向分布、 孔隙水的竖向(ｙ 方向)流速、 溶质在沉积物中的竖向(纵向)水动力弥散系数以及溶质沿沉积物深

度方向的运移特征进行分析ꎮ
土体的剪切模量是衡量土体变形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１０]ꎮ Ｇ 越大ꎬ 相同荷载下土体体积应变越小ꎬ 土

体抵抗变形的能力就越强ꎮ 对于弹性多孔海床ꎬ 在周期性波浪荷载作用下ꎬ 海床土的位移和变形随着波浪荷

载的变化而呈现周期性变化ꎬ 波峰和波谷的交替作用ꎬ 伴随着孔隙水的流入和流出ꎮ 海床土的这种周期性瞬

态变形ꎬ 会影响沉积物中孔隙水的渗流[１０￣１１]ꎮ 不同剪切模量条件下海床土骨架的体积应变幅值、 孔隙水压

力幅值和孔隙水竖向流速幅值沿深度的分布如图 ４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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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不同剪切模量条件下土骨架体积应变幅值、 孔隙水压力幅值、 孔隙水竖向流速幅值随深度的分布

Ｆｉｇ. ４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ｖｏｌｕｍｅｔｒｉｃ ｓｔｒａｉ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ｋｅｌｅｔｏｎꎬ ｐｏ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ｈｅａｒ ｍｏｄｕｌｕｓ

　 　 图 ４(ａ)为海床土骨架体积应变幅值随海床深度的分布曲线ꎬ 不考虑土体变形效应时的土体体积应变为

０ꎮ 从图中可以看出ꎬ 随着土体剪切模量的降低ꎬ 在距海床表面约 １. ５ ｍ 深度范围内ꎬ 土骨架的体积应变呈

明显的非线性增加趋势ꎮ 土骨架体积应变越大ꎬ 单位时间内流经土体单元的水量变化就越大ꎬ 孔隙水的流速

就越大ꎬ 根据达西定律可知其对应的孔隙水压力竖向梯度也越大ꎬ 即表现为孔压随深度的衰减越快ꎮ 如图

４(ｂ) 中所示ꎬ 孔压在深度方向衰减速率的增加ꎬ 对应于该深度内孔隙水竖向流速的增大ꎮ 如图 ４( ｃ)中所

示ꎬ 当剪切模量为 １０６ Ｐａ 时ꎬ 海床表面孔隙水竖向流速幅值约为不考虑土体变形时的 ６. ５ 倍ꎮ
从图 ４ 中还可以看出ꎬ 随着土体剪切模量的增加ꎬ 土体体积应变量减小ꎬ 孔隙水压力和孔隙水流速均逐

渐趋近于不考虑土体变形时的结果ꎻ 当土体的剪切模量增加至 １０９ Ｐａ 时ꎬ 海床土体的变形效应对孔隙水压力

和孔隙水流速的影响已经很小ꎮ
图 ５ 为溶质纵向水动力弥散系数幅值以及波浪作用 １ ８００ 个周期时溶质浓度和溶质通量随深度的变化曲

线ꎮ 从图 ５(ａ)可知ꎬ 溶质纵向弥散系数在海床表面处的数值最大ꎬ 随深度逐渐减小ꎮ 土体变形效应对溶质

纵向弥散系数的影响显著ꎬ 随着海床土骨架体积应变量的增加(即随着剪切模量的降低)ꎬ 孔隙水的流速变

大ꎬ 导致距海床表面 １. ５ ｍ 深度内的溶质纵向弥散系数明显增大ꎬ 如当 Ｇ ＝ １０６Ｐａ 时ꎬ 海床表面纵向弥散系

数的幅值约为不考虑土体变形效应时的 ８. ５ 倍ꎬ 约为分子扩散系数的 ５４５ 倍ꎮ

图 ５　 沉积物中溶质纵向水动力弥散系数、 溶质浓度和溶质通量随深度的分布( ｔ ＝ １ ８００Ｔｗ)

Ｆｉｇ. ５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ｌｕｔｅꎬ ｓｏｌｕｔ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ｅ ｆｌｕｘ ( ｔ ＝ １ ８００Ｔ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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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质纵向水动力弥散系数的增大ꎬ 加速了沉积物中溶质的运移ꎮ 从图 ５(ｂ)中可以明显看出ꎬ 随着土体

变形效应的增大ꎬ 溶质运移的速率增大ꎬ 运移深度增加ꎮ 不考虑土体变形时ꎬ 溶质运移深度约为 １２ ｃｍꎻ 考

虑土体变形ꎬ 当 Ｇ ＝ １０６ Ｐａ 时ꎬ 溶质运移深度约 ３０ ｃｍꎬ 是不考虑变形效应时的 ２. ５ 倍ꎬ 且随着计算时间的

增加ꎬ 这种差异会不断加大ꎮ 同时还可以看出ꎬ 当 Ｇ ＝ １０９ Ｐａ 时ꎬ 由于土体的变形已经很小ꎬ 其对溶质运移

过程基本无影响ꎮ
图 ５(ｃ)所示为沉积物上部 ３５ ｃｍ 深度内的溶质通量分布曲线ꎬ 由于周期性波浪荷载作用下平底海床中

的对流作用基本可以忽略[５ꎬ７]ꎬ 因此其溶质通量即为溶质的弥散通量ꎬ 不同深度处的平均溶质通量可通过以

下公式进行计算:

Ｊ ＝ ∫Ｌｗ
０
{[ － Ｄｙｙ(∂ｃ / ∂ｙ) － Ｄｘｙ(∂ｃ / ∂ｘ)] / Ｌｗ}ｄｘ (９)

从图 ５(ｃ)中可以看出ꎬ 海床剪切模量越小ꎬ 溶质弥散通量相对越大ꎬ 总体而言ꎬ 溶质弥散通量随深度

的增加而减小ꎮ 当土体剪切模量 Ｇ ＝ １０６ Ｐａ 时ꎬ 从沉积物表面至 ５ ｃｍ 深度的范围内ꎬ 弥散通量存在一个先

迅速降低然后再增加到极大值的现象ꎬ 这与该深度范围内竖向溶质浓度梯度沿深度的分布有关ꎮ 较大的土体

变形会促进溶质的运移ꎬ 在距离沉积物表面一定深度内(此处为 ０ ~ ５ ｃｍ)的溶质浓度均较大ꎬ 由此导致竖向

浓度梯度最大值的位置向更深处移动ꎻ 由于纵向弥散系数随深度逐渐减小ꎬ 根据二者乘积计算得到的溶质通

量ꎬ 在距离沉积物表面一定深度处会出现极大值ꎬ 且该极大值的位置与竖向浓度梯度最大值的位置相对应ꎮ
相比较而言ꎬ 当土体变形效应较小时ꎬ 竖向溶质浓度梯度在距沉积物表面非常小的深度处即达到最大值ꎬ 对

应的溶质弥散通量表现为在沉积物表面处最大、 随深度不断减小的变化趋势ꎮ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ꎬ 海床剪切模量越小ꎬ 土体变形效应越明显ꎻ 较大的土体变形会增大孔隙水的流速ꎬ

促进溶质的运移ꎬ 增加溶质运移深度ꎬ 并导致沉积物表面以下一定深度处的溶质弥散通量出现极大值ꎬ 该溶

质通量极大值出现的深度会随计算时间和土体变形量的增大而有所增加ꎮ
３. ２　 海床土饱和度对溶质运移的影响

海底土体中常常因存在少量的气体而处于非饱和状态[２０]ꎮ 气体的存在会影响孔隙流体的压缩性ꎬ 土体

饱和度越低ꎬ 孔隙流体的压缩性越大ꎬ 对孔隙水渗流和溶质运移的影响也越大ꎮ 对不同饱和度条件下波致海

床渗流场和溶质浓度场进行计算ꎬ 分析海底土体的饱和度对溶质运移的影响ꎮ 海床的剪切模量取为 Ｇ ＝
１０６ Ｐａꎬ 饱和度 Ｓｒ的值分别取为 ０. ９４ꎬ ０. ９６ꎬ ０. ９８ 和 １ꎮ

如图 ６ 所示ꎬ 分别为不同饱和度下海床孔隙水压力幅值、 孔隙水竖向流速幅值和溶质浓度随深度的变化

曲线ꎮ 从图 ６(ａ)可知ꎬ 随着饱和度的降低ꎬ 孔隙流体压缩性增大ꎬ 导致海床上部约 ２ ｍ 深度内孔压随深度

的衰减速率随饱和度降低而增大ꎬ 孔隙水流速也相应增加(如图 ６(ｂ)所示)ꎬ 孔隙水的竖向流速随饱和度的

降低而增加ꎮ 孔隙水流速的增大促进了溶质水动力弥散系数的增大ꎬ 加速了沉积物中的溶质运移(如图 ６(ｃ)

图 ６　 不同饱和度下沉积物孔隙水压力幅值、 孔隙水竖向流速幅值和溶质浓度随深度的分布(Ｇ ＝ １０６Ｐａ)
Ｆｉｇ. ６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ｐｏｒ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ꎬ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Ｇ ＝ １０６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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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ꎬ 饱和度越小ꎬ 溶质的运移深度越大ꎮ 在此算例中ꎬ Ｓｒ ＝ ０. ９４ 时ꎬ 溶质运移深度约为 ４２ ｃｍꎬ 是饱和

海床溶质运移深度的 １. ４ 倍ꎮ

４　 结　 　 论

以平底海床为例ꎬ 构建了波浪作用下考虑海底沉积物变形效应的溶质运移数值计算模型ꎬ 在模型可靠性

验证的基础上ꎬ 对波浪作用下溶质进入砂质海底沉积物的运移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ꎬ 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１) 波浪作用下砂质海床土体的变形效应ꎬ 会加速非反应性溶质在其中的运移速率ꎬ 增大其运移深度ꎮ

其作用机制在于ꎬ 土体的变形会使沉积物上部一定深度内的孔隙水流速增加ꎬ 进而增大溶质纵向水动力弥散

系数ꎬ 增强溶质扩散过程中的机械弥散作用ꎮ 海床的剪切模量越小ꎬ 变形效应的影响越显著ꎮ 算例分析表

明ꎬ 海床土剪切模量 Ｇ ＝ １０６Ｐａ 时ꎬ 溶质最大纵向水动力弥散系数约为不考虑变形效应时的 ８. ５ 倍ꎬ 约为分

子扩散系数的 ５４５ 倍ꎮ
(２) 波浪作用下随着砂质沉积物中溶质浓度的增大ꎬ 会导致溶质通量在距海床面一定深度的位置出现极

大值ꎬ 该极大值出现的深度随溶质运移时间和土体变形效应的增大而有所增加ꎬ 且与溶质竖向浓度梯度最大

值的位置相同ꎮ
(３) 海床土饱和度降低ꎬ 孔隙流体的压缩性增大ꎬ 从而导致孔隙水流速的增加ꎬ 并进一步加速波浪作用

下沉积物中溶质的运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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