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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口滨海区泥沙容重试验分析研究
何传光!李小娟!左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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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黄河口附近的水文泥沙容重试验数据为依据'通过计算'分析得出了黄河口泥沙冲淤计算容重

采用值 #N(""AVKK'经验证与黄委水利科学研究院提供的 #N('AVKK相吻合( 并初步分析了黄河口滨海区泥沙容重

分布规律'以更好地服务黄河口的综合治理开发(

!关键词"!黄河口) 泥沙) 容重) 冲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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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干容重是泥沙的基本物理特性之一$各种与

泥沙冲淤有关的分析计算都需要该指标进行重量与体

积的转换% 干容重取值准确与否直接影响计算结果的

精度$若使用不当甚至会导致淤积形态判断上的失真$

在冲淤计算&河道演变&河流模拟等问题研究中$具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广泛的实用价值% 本文依据黄河口

滨海区的泥沙容重数据资料$通过计算分析得出该区

域冲淤计算采用的容重值$同时粗浅地分析了黄河口

滨海区容重分布规律%

$(黄河口滨海区测区概况

黄河口滨海区测区范围为!东西方向从汊 $ 断面

至海边$南北方向从胜利油田废井台进海路至胜利油

田垦东 #$# 井进海路的全部陆地部分% 该区域为黄河

清 & 出汊后黄河携带的泥沙淤积而成$区域内遍布汊

沟和烂泥滩$芦苇和柽柳丛生$蚊子和牛虻密布$因此

测量环境非常恶劣%

#(泥沙容重试验数据的采集和取样

泥沙容重测验采用 O[P+[湿度密度仪$天宝

dGO$"$F̀ G信标机定位$确定每一个容重点的坐标%

按照设计好的测线$根据实地具体情况$在沿线间隔

#H% T$H%R;采集一个容重值$ O[P+[密度仪和

dGO$"$ 信标机所有采集的数据记录在(黄河口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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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黄河口滨海区泥沙容重测验布设示意图

干容重测验记载表)中$本次试验共采集容重值 *% 个$

同时在容重值测点上采集不少于 "%A的底质样品用于

颗粒分析% 黄河口滨海区泥沙容重测验布设示意图 #%

%(实测成果分析

"H#!泥沙容重试验成果

对所采集 *% 个点的容重值$按测线进行整理&统

计出各测线的容重值&中值粒径&平均粒径变化范围$

见下表%

各测线的容重值(中值粒径(平均粒径变化范围表

序

号
断面

容重变化

范围V-AVKK/

平均容重V

-AVKK/

中值粒径

范围V

6

;

平均粒径

范围V

6

;

# [G%# #H+$" T#H)+) #H(") $%H) T+(H$ $)H& T+&H*

$ [G%$ #H+%) T#H($# #H+(+ &H" T+'H( #$H* T+*H*

" [G%" #H+#( T#H)(% #H((" #+H' T(*H" $%H# T)"H#

+ [G%+ #H+$* T#H))+ #H(+) #*H$ T("H$ $)H' T('H"

( [G%( #H"(( T#H)") #H+&( #&H# T''H" $%H' T&"H+

续表

序

号
断面

容重变化

范围V-AVKK/

平均容重V

-AVKK/

中值粒径

范围V

6

;

平均粒径

范围V

6

;

) [G%) #H+'( T#H)$* #H(+' $$H' T&"H( $&H$ T&(H"

' [G%' #H+"' T#H(&' #H($% $)H) T'&H" "#H& T&"H*

& [G%& #H+$) T#H(*$ #H(%) $'H# T&"H# "%H& T&&H+

* [G%* #H+"$ T#H()' #H($& $%H) T&"H* $*H% T&&H)

#% [G#% #H()# T#H(*) #H(&# ""H" T'+H# +*H$ T'&H+

其他 #H()" T#H)** #H)%& +)H% T&$H" +*H& T&)H%

!!由表 # 可知$黄河口滨海区泥沙容重测定范围为

#H+%) T#H)**AVKK$平均泥沙容重为 #H(""AVKK$与黄

委水利科学研究院提供的 #H('AVKK相吻合%

"H$!泥沙容重分布规律

按坐标点绘对应容重分布图$并绘制等值线$如图

$ 所示% 由图 $ 可以看出$自陆地沿潮间带向海边延

伸$其泥沙容重值由大变小$以河道中心向两边扩展泥

沙容重由大变小$充分证明了泥沙早淤积的容重大$新

淤积的容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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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黄河口滨海区测区容重等值线分布

"H"!泥沙容重与粒径的关系

从泥沙容重与平均粒径关系图-见图 "/可以看

出!平均粒径小$则泥沙容重小'平均粒径大$则泥沙容

重大% 即泥沙的粒径愈细$其容重就愈小'反之容重就

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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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测区内容重与平均粒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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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测区内容重与中值粒径关系

此外$容重还与中值粒径大小有关-见图 +/$泥沙

粒径越细$受其影响也越大$当中值粒径大于 +%

6

;

后$其对泥沙干容重的影响已经可以忽略$这说明泥沙

的非均匀性对干容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细颗粒泥沙

上$对粗颗粒泥沙的影响不大%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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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健康评价结果

对显岗水库的运行情况进行评价后$健康评价值

是 '"H$*$结构安全的评价值是 '+H')$功能效益的评

价值是 ''H"*$总的评价等级以及结构安全&功能效益

均为亚健康% 但是$生态环境效益的值是 )(H#$$评价

等级达到了轻度病变% 对围坝结构安全的评价值是

'+H&+$其中出水建筑物的评价值是 ')H+"$进水建筑物

的评价值是 '(H&*$评价等级均为亚健康% 对农业灌溉

的评价值是 '#H(&$城镇供水的评价值是 &$H*&$水库

蓄水的功能效益评价值是 '$H(($评价等级均为亚健

康$目前发现的问题并不严重$加强管理及维护即可解

决% 对环境影响的评价值是 ))H()$生态功能的评价值

是 )(H#%$发现的问题相对严重$水库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周边的环境$生态环境的评价等级均为轻度病变%

管理&维护水库的运行时$问题主要因为功能效益和结

构没有达到设计要求而引起$且环境效益方面最严重%

,(主要结论

按照各项评价指标$本文构建了评价水库健康情

况的模型$在分析水库健康评价特征的基础上$通过较

为精确&科学的层次分析法$求出各个级别指标的权

重$并依据水库健康的等级划分标准$划分出五个等级

对水库的健康等级进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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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及建议

6H黄河口滨海区泥沙容重测定范围为 #H+%) T

#H)**AVKK$平均泥沙容重为 #H(""AVKK$与黄委水利科

学研究院提供的 #H('AVKK相吻合%

BH黄河口容重自陆地沿潮间带向海边延伸$其泥

沙容重值由大变小$以河道中心向两边泥沙容重由大

变小$充分揭示了泥沙早淤积的容重大$晚淤积的容

重小%

;H平均粒径小$则泥沙容重小'平均粒径大$则泥

沙容重大%

EH由于O[P+[湿度密度仪只能测定陆地的容重

值$(%# 型直读式深层密度湿度探测仪$也仅能够满足

水深小于 +;的浅海区域$要进行黄河三角洲附近海

区的密度调查$只能采用 O[P+[&(%# 直读密度仪和取

原状底质样品相结合的方式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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