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4 卷增刊 1
2013 年 8 月

岩
土
力
学
Rock and Soil Mechanics

Vol.34 Supp.1
Aug. 2013

文章编号：1000－7598－(2013) 增 1－0214－07

钱塘江古海塘护坦结构失效机制试验研究
蒋弘毅 1，陈振华 2，国

振 1，王立忠 1

（1. 浙江大学 建筑工程学院，杭州 310058；2. 浙江省钱塘江管理局 勘测设计院，杭州 310016）

摘 要：钱塘江古海塘建于明清时期，是钱塘江河口地区防洪御潮的重要屏障。为避免强水动力荷载对古海塘塘基的淘蚀和
对塘身稳定性的影响，于古海塘前趾外建有护坦结构。海宁段的护坦多为无相互粘结的靠砌条石结构。为考察该护坦结构的
失效机制，采用了波流水槽模型试验。试验揭示，条石覆盖缺失处，护坦易受强涌潮的冲击破坏；临江侧护坦之下的土体易
受退潮渗流和纵向水流的冲蚀，并会导致护坦下沉；护坦作为覆盖层可有效保护土体，并可防止土体的瞬时液化和残余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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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f failure mechanism of apron structure of ancient
Qiantang River seawall
JIANG Hong-yi1，CHEN Zhen-hua2，GUO Zhen1，WANG Li-zhong1
(1.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2. Reconnaissance and Design Institute, Qiantang River Administrat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Hangzhou 310016, China)

Abstract: The ancient Qiantang River seawall, buil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s an important barrier in defending the estuary area
of Qiantang River against floods and tides. To prevent strong hydrodynamic loads scouring the foundation and lower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seawall, the apron structure is built at the front of the ancient seawall. The apron in the Haining region is mostly built by laying
unbonded strip stones. To investigate the failure mechanism of such apron, wave and flow flume model tests are performed. It is
shown that such apron is vulnerable to the impact by strong tidal bores where the covering stones are missing. The soil under the
apron is vulnerable to the erosion by ebb tide seepage and longitudinal current, which leads to the sinking of the apron. As a cover
layer, the apron has a good performance in protecting the soil, and can prevent the soil from instantaneous and residual liquefaction.
Key words: ancient seawall; apron; model test; wave; flow; lique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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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现存一线古海塘主要分布在钱塘江北岸的海宁
市、海盐县和南岸的杭州市萧山区境内（见图 1）。

钱塘江古海塘建于明清时期，是钱塘江河口地
区防洪御潮的重要屏障，其规模宏伟、布置周详、

其中，海盐段和萧山段海塘的护坦结构在标准塘建
设时期已作了全面的改建和加固，整体性较好。而

构筑精巧、工程艰巨，与长城、运河共同被誉为我

海宁段海塘的护坦仍主要是柔性的靠砌条石结构

国古代三大工程。总长 280 km 的古海塘，在经历
江道变迁和治江围垦后，目前仍有 40 余公里成为

（见图 2）。由于条石之间无相互粘结，护坦的整体
性较差，易发生松动和破坏。因此，本文模型试验

20 世纪 90 年代标准海塘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坚

以海宁段的靠砌条石护坦作为研究对象。

守在防洪御潮第一线。
限于当时的筑塘技术和设备条件，钱塘江古海

典型的海宁段靠砌条石护坦结构见图 2(a)（部
分护坦没于水下）。在长期的涌潮（见图 2(b)）、波

塘的塘基普遍偏高，且塘基土不耐冲刷。为避免塘

浪、水流、渗流及化学和生物等方面的环境作用和

基受江流、海潮的淘蚀，进而影响塘身的稳定，自
清代乾隆年间始建了护坦或在塘前堆石护基[1]。

影响下，如今护坦在不同位置出现了多种破坏形
式，如护坦条石散乱（见图 2(c)），护坦整体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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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2(d)）等。护坦的破坏会导致塘基土的冲刷，

~98.1%，粉质黏土土层的压缩性高并呈流塑状态，

护坦的下沉会导致古海塘整体稳定性的下降，因此

渗透系数处于 10 8 cm/s 量级。

–

有必要对护坦的失效机制进行研究分析，以指导其

表 1 海宁盐官 100 年一遇波要素[3]
Table 1 Hundred-year wave parameters of Yanguan,
Haining

维修加固。

设计

设计

塘前

有效

平均

平均

主波

高水位

风速

水深

波高

周期

波长

方向

/m

/(m/s)

/m

/m

/s

/m

/(°)

9.65

23.0

7.83

1.01

3.2

16.0

146.3

波浪与海床/河床的相互作用可能导致土体的
瞬时或残余液化。Zen 等[4]和 Chowdhury 等[5]采用
一维模型试验，研究了砂土在波浪循环荷载作用下
的瞬时液化特性，并发现液化时重度大于液化土层
图 1 钱塘江一线古海塘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the ancient Qiantang River seawall
alongside the river

的物块会逐渐下沉。Chowdhury 等[5]还得出，波周
期越短、土体渗透性越低、土体饱和度越低，土层
的瞬时液化深度越大。Sumer 等[6]采用波浪水槽试
验，研究了砂土在波浪循环荷载作用下的残余液化
特性，发现当上覆块石层较多或紧密排列时，可有

塘身

效地防止土层液化。Groot 等[7]采用大型波浪水槽
试验研究了“破碎波-防波堤-海床”的作用，得出残

护坦

余液化易发生在饱和度高、压缩性高及排水条件差
的土体中。
在国内，采用波浪水槽试验循环造波，钟佳玉

排桩
[8]

(a) 典型海宁段护坦

等 研究了砂质海床的孔压特性；王立忠等[9]和潘

(b) 强涌潮冲击护坦

冬子等[10]研究了粉质海床的超孔压累积特性；王立
忠等[9]还指出土工布和砾石的覆盖层可以显著降低
超孔压的累积，防止土体的残余液化。
由于钱塘江水动力荷载强烈，古海塘护坦结构

(c) 护坦条石散乱

之下的土层具有渗透性较低、压缩性较高等特点，
易发生瞬时或残余液化。在紧密排列的护坦覆盖层

(d) 护坦整体下沉

下土层是否会发生液化可通过模型试验来评估。护
图 2 海宁段的护坦
Fig.2 Apron in the Haining region

坦覆盖层自身对涌潮、风浪、水流和渗流的抵抗作
用及其对土体的保护作用亦可通过试验来评估。

钱塘江以涌潮闻名于世。海宁盐官处的护坦，
其高程处于平均高潮位与平均低潮位之间，极易受
到涌潮的冲击。朔、望大潮时，海宁盐官的涌潮高
[2]

度一般约为 1.5~2.0 m，最高的单股涌潮约 3 m 。
涌潮流急势猛，潮头之后紧随急流。朔、望大潮时，
盐官一带经常出现 5~7 m/s 的涌潮水流，最大流速
达 12 m/s，冲击破坏力大

[1–2]

。盐官一带亦会受到风

浪的影响，其 100 年一遇波要素[3]见表 1。
海宁盐官处古海塘塘周浅层土的土工试验表

2

试验模型

本次试验在位于浙江大学建工试验大厅内的波
流水槽中进行。水槽一端为推板式电机造波机，造
波板前配有导流板；另一端为消波端，消波性能良
好。水槽长约 65 m，净宽 1.2 m，高 1.6 m。最大造
波水深 1 m，所造规则波周期为 0.5~5.0 s。循环造
流流速范围约 0.1~0.3 m/s，均匀流场长度大于 30 m。

明，护坦以下的土层为粉土和粉质黏土，粉粒含量

试验模型的建立依照《波浪模型试验规程》[11]。
对于该模型，重力和惯性力是决定其受力的主要因

占 70%以上，孔隙比为 0.84~1.01，饱和度为 95.5%

素，因而本试验采用了弗劳德(Froude)相似准则，模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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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系统。试验之前对传感器作了标定，标定中发

试验选取的典型护坦断面为两道护坦，每一道
护坦外缘密布排桩。护坦模型（见图 3）采用有机

现 3 号传感器出现故障，则试验结果中 3 号传感器
所测得的孔压数据被去除。

玻璃箱制成。模型在水槽中沿纵向紧靠水槽侧边放
置，并把水槽侧边看作原型的海塘塘体。模型的试
验区段距离造波机端约为 30 m，其前后分别筑有两
道过渡坡，见图 3(a)。模型试验区段的横断面如图
3(b)所示，自上而下依次铺设条石层、碎石层（见
图 4(a)、图 4(b)）、粉土层（见图 4(c)）和砂土层。
在第二道护坦的横断面中部埋设有一列孔压传感

(a) 条石层排布方式（单位：cm）

器，见图 3(b)、图 4(c)，自上而下分别为 1~6 号，
其中 1 号传感器的中心位置位于粉土层顶面，1~5
号传感器分别间隔 5 cm，5 号与 6 号间隔 10 cm。
试验采用 MPX30 型传感器及相应的 DJ800 型数据

孔压传感器

(b) 条石层和碎石层

(c) 粉土层和孔压传感器列

图 4 模型横断面分层
Fig.4 Layers of the cross section of the model

(a) 造波试验护坦模型纵断面（单位：m）

模型中所用条石尺寸（厚×宽×长）约为 3 cm×3
cm×8 cm，碎石的粒径为 0.3~1.5 cm。条石和碎石
的密度采用排水法测得，分别为 2.595 g/cm3 和 2.748
g/cm3。对粉土所进行的土工试验依照《土工试验方
法标准》[12]。颗分试验采用密度计法，颗分曲线如
图 5 所示，粉粒含量约占 88%，d50 为 0.029 mm。
其余土工试验的结果见表 2。进行水槽试验之前，
首先使水面完全没过模型，并使模型在自重下固结
72 h。

(b) 造波试验护坦模型横断面（单位：cm）

波浪
第一皮条石
第一道护坦

图 5 粉土层的颗分曲线
Fig.5 Grain size analysis curve of the silt layer

第二道护坦

表 2 粉土层土工试验结果
Table 2 Soil test results of the silt layer
(c) 造波试验护坦模型试验区段

图 3 造波试验护坦模型
Fig.3 Apron model of the wave tests

含水率

湿密度

干密度

土粒相对

孔隙比

饱和度

w/%

ρ/(g/cm3)

ρd/(g/cm3)

密度 ds

e

Sr/%

37.50

1.863

1.355

2.69

0.98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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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简化为破碎波）。以不同水深为基础，在各水深
下选择一定的波浪周期并变化造波波高作为各试验

3.1 造波试验工况
本试验造波采用规则波。模型试验中，规则波

的工况。各工况造波持续 180 s，以模拟长期的水动

在经过过渡坡时会发生浅滩化破碎（模拟实际情况

力作用。传感器记录持续 300 s，传感器的采样频率

中涌潮潮头或风浪的冲击，其中涌潮的潮头涌波可

为 104 Hz。造波试验的工况见表 3。

表 3 护坦模型造波试验工况
Table 3 Cases of the wave tests of the apron model
试验组号

试验序号

总水深/m

护坦处水深/m

波周期/s

波高/mm

临界破碎波高/mm

结果

A

01~05

0.6

0.11~0.19

1.0

25~125

50

无破坏

B

06~09

0.6

0.11~0.19

1.5

50~125

50

严重破坏

C

10~15

0.7

0.21~0.29

1.0

50~175

100

无破坏

D

16~24

0.7

0.21~0.29

1.5

50~250

125

轻微破坏

E

25~32

0.7

0.21~0.29

2.0

50~225

150

严重破坏

F

33~42

0.8

0.31~0.39

1.5

50~275

200

无破坏

G

43~48

0.45

-0.04~0.04

1.5

50~175

图号

6

7

严重破坏

8

注：
（1）护坦处水深以桩顶至水面的距离计算，
（2）波高为输入计算机造波的波高值，取 25mm 的整数倍，C、D、F、G 组的波高达到造波
机造波波高的限值，
（3）G 组试验护坦一半没于水下，一半露出水面，波浪在试验区段前已完全破碎。

A~E 组试验中，总水深 0.6 m 和 0.7 m，通过不

条石层完整覆盖区域之上无粉土被冲/吸出）
。

同波周期的试验结果，确定适合本试验的波周期。
之后，在选定的 1.5 s 波周期下进行了 4 组试验，以

塘体一侧

比较不同水深下护坦的破坏特性。
由于造波机的性能限制，波周期 1.0 s 的试验
组 A、C 的可造波高较小，护坦未发生破坏。随着
波周期的加大，护坦更易发生破坏（试验组 A 与 B
相比，试验组 C~E 相比）。同时，考虑到实际的波
浪情况（见表 1），试验选择了 1.5 s 的波周期。
3.2 破坏结果
在波周期 1.5 s 的 4 组试验（B、D、F、G）中，
除最大水深下的 F 组试验护坦未出现破坏外，其余
3 组试验中护坦均出现破坏现象。破坏严重程度随
着水深的减小而加剧。对于试验组 B、D、F，静水
面高于护坦一定距离，波浪可直接在护坦上方破
碎；对于试验组 G，静水面位于护坦处，护坦试验
区段并不直接受破碎波影响，而是受波浪翻卷破碎
后的水流冲刷影响。
B 组试验中，波高 125 mm 的工况下护坦发生
破坏（见图 6，第一道护坦靠近塘体一侧，第 5~12
皮条石），其原因是由于卷破波在第一道护坦的约
1~10 皮条石处破碎（靠近塘体一侧水深更浅，破碎
现象更剧烈），破碎冲击点落于约第 7 皮条石处。破
碎冲击力导致最边上一列条石与模型箱之间间隙的
裸露碎石被冲走，粉土无碎石覆盖则易发生瞬时液
化和被冲走，导致临近的部分条石出现散乱下沉
（但

11

10

9

8

7

6

5

图 6 B 组试验中护坦破坏结果
Fig.6 Damage result of the apron under test series B

实际情况下，条石的零星缺失或条石倾斜会造
成条石间存在间隙，即出现条石覆盖的缺失，裸露
的碎石层和土层则易受到强涌潮的冲击，进而造成
护坦条石的散乱下沉。同时，条石的散乱下沉会造
成更多条石间的间隙，使得水动力荷载能够更容易
地进一步破坏护坦。
D 组试验中，波高 250 mm 的工况下，护坦发
生破坏（见图 7，第一道护坦靠近塘体一侧，第
13~15 皮条石），其原因与 B 组试验中的破坏情况
类似。值得注意的是，水深增大后，卷破波冲击护
坦的力量减小，D 组试验相对于 B 组，需要约 2 倍
的波高才能使模型护坦发生破坏，且破坏结果相对
于 B 组轻微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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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凹陷，这说明当外排桩外江道刷深时，即使
桩的排列较为紧密，仍然无法避免横向水流和退潮
渗流通过桩间缝隙将土体带走，进而引起护坦的下
沉。
15

14

13

图 7 D 组试验中护坦破坏结果
Fig.7 Damage result of the apron under test series D
外排桩

F 组试验中，即使波高 275 mm，达到了造波机
允许造波波高的极限，由于水深的进一步增加，护

(a) G 组试验前的条石位置

坦未发生破坏。
由试验组 B、D、F 可知，条石覆盖缺失处，水
深越浅时护坦越容易发生破坏。对于涌潮来说，潮
头涌波的冲击力可能导致上述破坏。而对于风浪来

3

2

1

说，在海宁段的实际情况中，大风浪常伴随着高水
位。参考 F 组试验的工况（此时原型的塘前水深为
3.1 m），可知风浪不易对护坦造成上述破坏。
G 组试验中，波高 175 mm 的工况下护坦发生

外排桩

破坏，破坏处位于第二道护坦靠近外排桩一侧，第
1~3 皮条石。其原因是由于波浪翻卷破碎后的水流

(b) G-48 号试验过程中的条石位置

冲刷。当波峰到达时，卷破波破碎导致的水流沿纵
向冲刷。当波谷到达时，纵向水流已向前推进，而
残留的水沿横向顺着各皮条石之间的凹槽向下，流
到外排桩之外。此时，在第 1~3 皮条石所对应的外
排桩之外区域，可以明显地观察到有粉土被冲出排
桩，并观察到条石的少量下沉。图 8(a)为试验之前

外排桩

3

2

1

条石的位置，最外侧的条石高于外排桩；图 8(b)为
试验过程中条石的位置，可见第二道护坦靠近外侧
的第 1~3 皮条石已沉于外排桩之下。
上述试验表明，沿护坦横向流动的水流（如波
浪冲击塘身后的水流回流）对护坦的破坏程度较大。

(c) G 组试验后水排空后的条石位置

图 8 G 组试验中护坦破坏结果
Fig.8 Damage results of the apron under test series G

然而在实际情况中，对于海宁段来说，大风浪常伴
随着高水位，则风浪可能不易导致护坦之下的横向
水流回流并致土体冲刷和条石下沉。
在该组试验之后，将水槽中的水排空（排水时
间约 1 h），以模拟退潮等水位下降的情况，随着护
坦之下土中水向外排桩方向的渗流，部分土体被带
走，导致条石的进一步下沉，见图 8(c)。
之后，将护坦模型的条石层和碎石层移走，可

外排桩

见粉土层的最终破坏结果（见图 9，该结果主要由
G 组试验导致，并兼受各组试验作用的影响）
。在第
二道护坦的外排桩附近，土体被大量带走，形成了

图 9 所有试验结束后粉土层的最终破坏结果
Fig.9 Final damage result of the silt layer after all the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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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液化判别
造成护坦破坏的各组试验，护坦处水深 0.21~
0.29 m，波周期 1.5 s，波高 250 mm 的试验（D–24
号试验）测到了最大的孔压幅值和累积孔压。各孔
压传感器测得的孔压时程曲线波形规则，孔压幅值
取 100 个稳定波形的幅值平均值。各孔压传感器测
得孔压的平均幅值沿粉土层深度逐渐减小（见图
图 12 6 号孔压传感器的全程测量记录
Fig.12 Overall record of the 6th pore pressure transducer

10），表明超孔压沿深度逐渐衰减。

以上通过所测得的孔压数据判别了护坦粉土层
不会发生瞬时或残余液化。另一方面，通过观察粉
土层的最终破坏结果（见图 9）发现，在全部 7 组
试验完成之后，碎石层中的碎石（浮重度较粉土大）
并未沉入粉土层中，亦表明了粉土层未液化。
3.4 造流试验
为考察该护坦结构在稳定纵向水流作用下的响

图 10 孔压幅值沿粉土层深度的变化
Fig.10 Variation of the amplitudes of pore pressures with
the silt layer depths

以下判别瞬时液化。首先，计算条石层和碎石

应，又进行了一组造流试验。造流试验的模型仅保
留造波试验模型水槽底面以上 30 cm 以上部分，并
将其置于距离造波机端约 30 m 的水槽底面紧靠侧
边处（见图 13）
。模型中条石层、碎石层和粉土层
的排布方式同造波试验的模型。试验水深为 0.6 m。

层的上覆有效应力，分别为 0.47 kPa 和 0.32 kPa。
而粉土层 0~5 cm 深度孔压衰减为 0.30 kPa，即使不
考虑这部分土的浮重度，仅考虑护坦结构的上覆有
效应力 0.79 kPa，土体也不会发生瞬时液化。
各孔压传感器测得孔压的平均值沿粉土层深度
有少量的上升（见图 11），表明在一定深度下孔压

(a) 造流试验护坦模型纵断面（单位：m）

有轻微的累积现象（约 0.15 kPa），但该数值的残余
孔压并不足以引起土体的残余液化。图 12 为 6 号
孔压传感器（位于粉土面以下 30 cm 处）的全程测
量记录，可见该处出现了轻微的孔压累积，残余孔
压直到波浪荷载结束之后才逐渐消散。

(b) 造流试验护坦模型横断面（单位：cm）

图 13 造流试验护坦模型
Fig.13 Apron model of the current tests

试验以不同水流流速作为试验的荷载工况，每
平均峰值
平均谷值
平均值

图 11 孔压平均值沿粉土层深度的变化
Fig.11 Variation of the average values of pore pressures
with the silt layer depths

次试验造流持续 200 s。试验过程中，护坦条石层之
上未观察到粉土被向上冲/吸出。试验结束后，护坦
条石层整体较为完好，但第二道护坦靠近外排桩附
近的条石出现稍许的倾斜，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水流
在外排桩附近形成漩涡，并将护坦之下的部分土体
带出外排桩，从而导致部分条石的下沉和倾斜（见

岩

土

力

图 14）。由于本试验的最大流速 0.343 m/s（已达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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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quefaction and densification in seabed[J]. Soils and

实际情况涌潮潮头之后急流的最大流速约一个数量

Foundations, 1990, 30(4): 90－104.

级，故该组试验无法再现实际的涌潮急流对护坦的

[5]

冲刷。

CHOWDHURY B, DASARI G R, NOGAMI T.
Laboratory study of liquefaction due to wave-seabed
interaction[J].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and Geo-

土体的流失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06, 132(7): 842－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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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ER B M, DIXEN F H, FREDSØE J. Cover stones

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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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2010, 57(9): 864－873.
图 14 造流试验之后土体的流失及条石的下沉和倾斜
Fig.14 Loss of the soil and subsidence and tilt of the strip
stones after the current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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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2006, 132(4): 325－335.

（1）条石完整覆盖处，靠砌条石护坦结构抵抗
水动力荷载的能力较强。而条石覆盖缺失处，水深
越浅时护坦越容易发生涌潮冲击破坏，在强潮头涌
波的冲击下可能会发生裸露的碎石被冲走，无碎石
覆盖的粉土发生液化和被冲走的现象，导致临近的
部分条石散乱下沉。
（2）当外排桩外江道刷深时，在退潮等水位下
降的情况下，随着护坦之下土中水向临江一侧方向
的渗流，部分土体会被带走，导致外排桩附近条石
的下沉。
（3）江道刷深时，纵向水流作用易在外排桩附
近形成漩涡，并将护坦之下的部分土体带出外排桩，
从而导致外排桩附近条石的下沉和倾斜。
（4）在整个模型试验过程中，护坦条石层之上
未观察到粉土被向上冲/吸出的现象，表明上覆条石
层和碎石层可有效保护土体。同时，护坦作为覆盖
层可防止土体的瞬时和残余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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