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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了基于河道管理、河流修复与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含植物明渠水动力学研究理念, 强调了含植物明渠水

动力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从含植物水流的时均阻力特性、紊流机理的物理模型试验研究及数值模拟计算研究等几

方面, 深入介绍了国内外关于含植物明渠水动力学研究进展。指出: 必须进一步解决对柔性植物枝叶形状及柔韧度

的相似模拟; 建立柔性植物的刚度、水流特性及阻力特性之间的定量规律; 进一步研究含植物水流各向异性的紊流

特性; 发展更为精细的大涡数值模型来研究水深较大的复杂的各向异性紊流等有待于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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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们在河流的开发管理上愈来愈重视可持续发展, 强调在健康的河流生态系统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从事河流管理及河流生态修复的科学工作者认为应将天然河流视作复杂的动力系统, 它不仅包括无生命物质(水

流、泥沙) , 而且包含有生命或生物组成部分。因此, 生长在河道中的植物就成为河流动力系统的基本要素之一。

植物在河道中构成了水中生物的生境, 同时也形成对水流阻力, 使河道的水位升高, 降低其过流能力。必须确定

含植物河道的阻力机制及紊流机理。但其非常复杂, 不仅与河道的形状、水位及流量等有关, 而且与植物的种

类、韧性、密度及形状等特性有关。目前, 愈来愈多的科技工作者从事这一应用基础研究。该项研究不仅为河道

行洪能力的设计、管理及河流的生态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而且对水底生态学、水文学、水力学以及紊流力学等具

有重要的基础理论意义。近年来, 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也面临洪涝灾害频繁、水环境污染愈来愈严重等

问题, 越来越重视生态河流的建设, 开展含植物河道水动力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1 国外研究概况

1 1 含植物明渠的时均水力学特性研究

基于行洪安全考虑, 需确定河道的泄流能力, 必须研究含植物河道的阻力特性。早在 1926 年, 美国就开

始了研究。早期的研究都是通过水槽试验并结合原型观测, 用传统的测试手段, 将植物简化成刚性圆柱体(类

似树干) , 将水流视为恒定均匀流来研究其阻力特性, 总结计算阻力的半经验公式。Hsieh[ 1]和 Li & Shen等[ 2]在

矩形渠道中研究圆柱后的波来检验大树对水流阻碍的影响, 结果表明流速的减小受种植密度和排列模式的影

响, 水流阻力随植物密度的增加而增加。但以往的研究限于研究淹没刚性植物的阻水特性而未对非淹没刚性植

物的阻力特性及流速分布进行深入研究, 尚未对刚性植物在淹没与非淹没条件下的阻力机理建立一定的联系。

当水流流经柔性植物时, 植物沿流向发生弯曲和摆动现象。Ree 和 Palmer[ 3]指出, 植物淹没弯曲后, 看上

去就象用梳子梳理过一样整齐, 因此水流流经柔性植物的渠道实际上就是一个动边界问题。植物弯曲时, 边界

的糙率降低了很多。植物抗弯曲的程度取决于相互之间的柔韧度和密度, 同时植物对水流的阻力决定其弯曲

量。因此水流和植物的柔韧度是决定特定植物对水流的阻力时是主要参数。Kouwen 等[ 4~ 8]对含柔性植物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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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阻力问题进行了试验研究, 并提出了柔性植物和水流的相互影响。Faith-Maghadam和 N Kouwen [ 9]对柔性且不

淹没于水下的西洋杉和松树进行了定性的无量纲研究, 将所有与水流阻力有关的参数罗列起来, 若流动限于缓

流和充分发展的紊流时, 最后得到: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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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Cd 为拖曳系数; a为每棵植株所占面积; A

= A 0, 且 A/ a反映了植物密度的影响; 为树叶的偏转角度; h 为水深; yn 为树木平均高度; 为水的密

度; V 为流速; J 为刚度。该方程只是给出了植物产生阻力与植株参数、水流参数之间的定性关系, 各量之间

的定量关系仍需进一步研究。然而, 在室内研究中一直未能很好地解决对柔性植物枝叶形状及柔韧度的相似模

拟; 以往的很多研究往往忽略植物的韧性, 未能将柔性植物的刚度、水流特性及阻力特性建立定量的规律。同

时, 也未能结合实际情况将刚性植物与柔性植物相混合来研究其阻力规律特性及紊流特性。

1 2 含植物明渠的紊流特性研究

河道中的植物不仅在河道管理方面, 而且在水环境、动物的生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生长在河道与岸边的

植物对河道水流的平均流速分布、雷诺应力分布、二次流以及含有植物与无植物交界处的水平涡的相干结构有

很大的影响。现代科技工作者从河流生态修复的理念出发, 愈来愈注重研究含植物水流的紊流机理。而现代先

进的测试手段ADV、LDV及PIV等的出现, 为该项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对于含植物水流的紊流机理的研究

成果, 不仅为河流生态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也为含植物水流的精细数值模拟积累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Nepf H M和Vivoni E R [ 10]认为柔性水生植物决定了含植物水流特性及其紊流结构, 并且控制着泥沙及污

染物的输移规律。位于植物上方称为 垂直交换区 , 紊流进行垂向交换, 维持动量平衡; 植物顶部流速突变

产生剪切应力, 导致紊流发生。植物内部称为纵向交换区, 该区水流运动主要以沿纵向水平对流为主。紊流主

要由植物扰动、阻力与压力梯度产生。当植物处于非淹没状态时, 紊流主要以水平纵向交换为主; 当水深加

大, 植物处于淹没状态时, 植物顶部出现垂向紊动交换, 且随着水深加大, 垂向动量交换范围加大, 愈来愈深

入到植物内部。当水流流过淹没的柔性植物时, 产生波动, 被视为边界层的一部分, 植物对水流的阻力可视为

河床阻力的延伸。但 M Ghisalberti和Nepf H M[ 11]认为, 水流流过淹没的柔性植物时, 产生波动, 更像混合层。

特别发现垂向平均流速分布包含一不稳定点, 使得水流出现Kelvin-Helmholtz不稳定性。这一不稳定性导致混合

层内出现大尺度的相干涡, 控制了混合层中动量的垂向输运。在水平方向上, 由于相干涡导致柔性水生植物相

干波, 沿水平向波动推进, 这就出现所谓的 monami现象。出现 monami现象后, 紊流的垂向动量交换加强, 剪

切应力穿入至植物层内沿深度方向增加 30%。可是, 以上研究并未揭示出淹没的柔性植物产生的紊流的垂向

交换与沿流向的水平交换而产生能量损失的定量规律, 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对水流阻力的贡献。

Nepf H M[ 12]用三维声学多普勒流速仪( Acoust ic Doppler Velocimeter, ADV)和二维激光多普勒流速仪( Laser

Doppler Velocimeter, LDV)测量研究了刚性植物在玻璃水槽中的阻力及紊流扩散特性, 用罗丹明作为示踪剂显示

植物区紊流扩散的形态。试验得出了阻力系数 CD 与植物密度的试验曲线, 得出植物区紊动能的特性。指出在

明渠植物区紊流尺度受植物几何形状控制, 由于涡尺度的减小紊动扩散减少, 但紊流强度却有可能增加。Ve-

lasco D 等
[ 13]
用塑料模拟缩小比尺的植物。试验发现了植物顶部区域水流紊动剪切扩散掺混强烈, 雷诺应力出

现最大值。由于植物的存在减小了垂向动量交换的, 但加强了紊流的横向交换。另外, 测得了三维脉动流速,

根据动量交换机理可得到不同形态的涡。在近渠底, 出现了小尺度的相干涡; 植物的茎、枝干及叶相当于网孔

的作用, 破坏了大尺度的紊流。由以上研究可知, 含植物明渠水流的紊流特性与植物的特性(刚、柔性, 树冠

枝杈的形状等)密切相关, 具有三维各向异性的特点, 必需通过试验研究不同植物引起各向异性紊流的特性,

发展紊流模型。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尚需进一步研究植物的密度、淹没度的不同而引起的涡的尺度变化的定量

规律, 研究其紊动能的变化规律, 并建立其内在联系, 为含植物紊流的数值模拟提供重要的依据。

Iehisa Nezu和Kouki Onitsuka[ 14] , 在变底坡玻璃水槽中研究刚性植物的紊流特性, 植物的密度和弗劳德数是

变化的。在半宽含植物的明渠流中用 LDA 与 PIV两种方法进行测量, 发现近自由表面的水平涡是由剪切不稳

定引起的(流速分布弯曲不稳定) , 且随着植物密度的增加而加强。植物密度对时-空相关影响很大。二次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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紊动能强度随弗劳德数的增加而加强。近自由表面紊流是通过二次流的横向对流而输送, 这是由于紊流的各向

异性引起的。随后紊流传到含植物区。因此, 该二次流的形态与断面为矩形渠道或复合渠道而完全不同。含植

物区的边壁切应力是由经验阻力系数用运动方程来计算。在含部分植物的明渠流中, 由于横断面二次流的相互

作用及近自由表面水平涡的相干特性导致含植物明渠水流很复杂, 具有三维水流特性, 其二次流与水平涡的相

互作用需要进一步研究。该研究在半含刚性植物的水槽中进行植物区与无植物区紊流特性的对比研究, 忽视了

植物边界效应对无植物区内紊流特性的影响, 以及由此造成的两区域间的相互影响。

1 3 含植物明渠流的数值计算研究

Noat等
[ 15, 16]

应用三维代数应力模型, 将连续方程、紊动能方程和动量方程联立(其中动量方程中包含了紊

动项和植物对水流的拖曳力项) , 用于模拟不同植物分布情况下水流的水动力特性。但是, 就象传统的 k- 模

型一样, 该模型不能对水平大尺度涡结构进行动态模拟, 也不能反映不同几何形态河道水流的紊流运动。

Nadaoka 和Yagi[ 17]应用大涡模拟技术提出了一种二维沿水深积分的浅水方程模型, 该模型可对生长有植物

的河道水流进行计算。其在水深方向提出了次水深尺度( SDS)紊流的概念, 用来模拟三维紊流在长度尺度小于

水深时的情况, 并假定次水深尺度紊流在水平与垂直方向有相同的紊流特征长度尺度。在脉动动能方程中包括

了有水中植物产生的紊流脉动动能, 参数由 k- 模式确定。通过该模型数值计算, 清晰地计算出了试验中出现

的有序的大涡结构, 其河道横断面的流速分布与试验结果相差无几, 取得了较好的结果。但是该模型也存在着

缺陷: 求解二维空间平均的浅水方程和紊流脉动动能传输方程得到的只是沿水深平均的结果, 反映不出流速与

紊流脉动动能沿水深的变化; 模型中将次水深紊流的特征长度与水深按线性比例直接相连的做法也还需进一步

用理论论证。所以, 该模型在模拟河道水流较浅, 且水中植物处于非淹没状态情况下是适用的, 但在河道水深

较深、水中植物处于淹没状态等其它情况下, 该模型就不再适用, 而且目前还没有应用大涡模拟方法解决后一

类问题的实例。

Cui J和Neary V S [ 18]认为, 最近计算流体动力学模型( CFD)发展了用二维各向同性的紊流模型来求解雷诺平均

的Navier-Stokes方程(RANS)。该模型提供对局部流场及紊流描述, 包括流速与雷诺切应力沿流线的分布。但是,

该方法对紊流场的描述是及其有限的。他用大涡模拟方法(LES)计算了含植物的充分发展的紊流。关于垂向流速

分布与雷诺剪切应力, LES与 RANS计算结果相似, 而且LES考虑到了植物顶层雷诺应力的各向异性。

与RANS模型比较, 在实用上LES模型是受到限制的, LES模型需要的网格数超过RANS模型的100倍, 它

可提供关于三维紊流场及各向异性雷诺应力更多的信息。用 LES方法计算得到的垂向流速分布及雷诺剪应力

的结果比采用 RANS模型的计算结果更合理, 更接近试验结果。同样, 用大涡模拟的方法计算得到沿流向紊流

强度, 其结果合理可靠。然而, 近渠底流速分布凸出, 出现较大值。这可能是个别植物产生的沿流向的涡所

致。用该法无法计算出这一现象。围绕单个植物需要发展更精细的数学模型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2 我国研究状况

我国从事含植物水流特性的研究起步较晚, 约10年的时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类的活动对环境的

破坏愈来愈严重, 为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河流生态的修复显得愈来愈重要。特别是近 5年来, 我国越来

越多的科学工作者开始重视含植物水流的水动力学研究。

2 1 河滩种树对行洪影响研究

黄本胜等
[ 19]
研究了河滩种树对行洪的影响问题。对滩地种树产生的阻力进行理论分析, 推得其模拟试验

的相似条件, 指出由于缩尺影响造成原体和模型物体雷诺数不相等所带来的阻力不相似的问题, 并对缩尺影响

进行不同比尺的专门研究。结合珠江三角洲复式断面河槽的特征和种树的实际情况, 进行了详细的试验研究,

得到了河滩种树对行洪影响程度的简单可行的计算方法。石月珍[ 20]、王忖[ 21]在黄本胜等人的研究基础上, 在

水槽试验中进一步研究了双边滩地对称复式河道种树对行洪的影响, 研究了滩地种植密度、排列方式对水流的

影响。采用 ADV对滩地种树前后滩槽交界区域的流速场进行了量测。分析了滩槽交界区域的垂线流速、紊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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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和雷诺应力的变化。

拾兵等[ 22] , 考虑树干在水中占有的体积比例, 将植物坝推广到足够长的植物群体, 推导了树丛水流基本

方程及其脉动形式, 还建立了水流中树木变形、能量耗散及模型比尺的计算关系。首次建立了沟道植物坝前壅

水计算的迭代方法, 与试验值比较吻合。还将植物分散在水流中, 计及单株树木的体积、占河床面积和阻水面

积, 推导出相应的公式。这些公式提供了研究这种有植物水流问题的一个新思路, 但还需进一步的研究和试验

验证。

2 2 含不同植物水流的水力学特性的试验研究

时钟等
[ 23]
在玻璃水槽内, 对海岸盐沼植物 大米草冠在淹没条件下恒定流流速剖面进行了测量研究。发

现: 在植物冠层上部, 流速分布符合 VonKarman-Prandtl关系式, 流速剖面呈 J形, 说明在大米草顶部倒伏后,

易形成水力光滑区, 增大了过流能力; 在冠层内部, 流速分布则呈 S形, 说明在大米草冠层内存在反向流速梯

度, 由此导致一个次级流速最大值。

倪汉根和顾峰峰
[ 24]

, 用PVC模拟芦苇, 几何比尺为 1 4, 密度为 2500株/ m
2
, 在底坡为水平的玻璃水槽中

对芦苇在非淹没流条件下的阻力特性进行了试验。根据恒定非均匀流基本关系, 确定等效曼宁系数。试验结果

表明其等效曼宁系数与水深成线性关系, 与流速的大小基本无关; 还给出了 Darcy-Weisbach 系数与水深的关系

及曼宁系数与作用在三维单元水体上芦苇阻力间的关系。

拉尼亚[ 25] , 用 PVC模拟菖蒲, 在固定底坡的玻璃水槽中试验研究了不同种植密度的非淹没菖蒲垂向平均

流速的分布及紊流特性; 认为河道的曼宁糙率系数随水深的增加而加大。曼宁糙率系数是在恒定均匀流的前提

下得到的。事实上固定玻璃水槽底坡不能保证在所有工况下都能保持恒定均匀流。因为, 不同的流量、不同植

物的种植密度等阻力就不一样, 要求水槽有不同的底坡来维持恒定均匀流条件, 这只有在变底坡的玻璃水槽中

才能做到。

可以看出, 国内在含植物明渠水流的试验研究中还处于起步阶段。远未对含植物(刚性植物、柔性植物等)

的明渠流的阻力特性及紊流特性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 在河流的防洪与生态修复的应用上还是刚刚开始。

2 3 含植物水流的数值模拟

程莉[ 26]推导出宽浅水域沿水深积分平均的二维流动方程, 采用有限单元及差分法进行离散, 建立了平面

二维河道水流数值模型。分析河滩种树对河道水流的影响。根据珠江三角洲地区河道特征和种树情况, 对河道

概化并进行了数值计算。宿晓辉等[ 27]建立了浅水问题的大涡模拟模型。含植物河道水流浅水紊流运动大涡模

拟控制方程为滤波后的N-S方程, 植物对水流的贡献为对水流的附加拉力和阻止水流运动而做的功; 其中附加

拉力以单位流体质量受力的形式反映在动量方程中, 阻碍流体所做的功则体现在能量方程中。控制方程中亚网

格项通过亚网格紊流脉动能和特征长度进行模型假设。此模型可以模拟水流运动沿水深的发展变化, 计算结果

优于水深平均的大涡模拟模型。为进一步研究紊流运动机理, 特别是为紊流大尺度涡旋的发展提供一种研究方

法。但它只是计算了水槽中含部分非淹没刚性植物水流的一些极简单的情况, 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对含植物明渠流的数值模拟, 首先必须通过物理试验研究清楚含植物水流各向异性的紊流特征, 研究各向

涡的尺度的变化规律, 进一步发展紊流理论。在此基础上发展更精细的大涡模型, 计算含刚性、柔性及刚柔性

植物混合等更为复杂的工况, 并经过实验反复验证才能应用到实际, 解决工程问题。

3 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以上总结分析国内外有关含植物明渠流的水动力学研究发展动态。国外在该领域的研究已经得到较深入发

展, 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迄今为止仅对少数有限几种植物进行了

原型测试及室内水槽的相似的试验研究, 而草本植物种类繁多, 形状迥异。因此, 迫切需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研究植物叶片的自相似特性, 如用分形几何的理论对水生植物叶的分形特征进行研究, 以寻找其中的自相似性

特征。 试验室内难以用天然植物在实验室内进行长期反复试验, 必须用PVC或其它材料模拟植物进行试验。

459第 3期 吴福生等: 含植物河道水动力学研究进展



如何对天然种类繁多、形状复杂的草本植物进行抽象模拟, 尚存在一定难度, 且其紊流力学的相似性问题尚未

得到很好地解决。 很多的研究是在恒定非均匀流条件研究的, 得到的是曼宁糙率系数的近似值或不能得到

曼宁糙率系数。必须在变底坡水槽中, 调节底坡形成恒定均匀流才能研究曼宁糙率系数阻力特性。 天然河

流蜿蜒曲折, 目前为止尚未研究弯道的凹凸区域含植物水流运动规律。 必须进一步通过物理试验研究清楚

含植物水流各向异性的紊流特征, 研究各向涡的尺度的变化规律, 发展紊流理论。在此基础上发展更精细的大

涡模型, 数值模拟水深较大明渠中含刚性、柔性及刚柔性植物混合等更为复杂的工况, 并经过实验反复验证才

能应用到实际, 解决工程问题。 含植物河流污染物及水流泥沙的运动规律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必须研究

与含植物河道水动力学有关的水质处理、动物生态等相关的边缘学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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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dynamics development in vegetated open channel

WU Fu-sheng1, WANG Wen-ye2, JIANG Shu-hai1

(1 State Key Labaoratory of Hydrology-Water Resources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Nanjing Hydraulic Research Institute;

Nanjing 210029, China; 2 Beiji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Planning Design and Research,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Base on the idea of river management, the river restoration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 resources, the

hydrodynamics investigation in the vegetated open channel is brought forward The importance of the hydrodynamic research in

vegetated channel is emphasized The studies of the flow resistance and the turbulent mechanism in the vegetated channel are

introduced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simulation of the shape and temper of the flexible vegetation and

the quant itative rule between the flow resistance and the toughness of vegetation, and the complicated anistropic turbulence

needs to be solved The more refined numerical model of large eddy simulation must be invented to tackle the anistropic turbu-

lence in the deep vegetated channel

Key words: vegetated open channel; hydrodynamics; river restoreration; manning s roughness coefficient; turbulent charac-

teristics; large eddy simulation

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

2006年 12 月 1日, 世界气象组织( WMO)确认, 一个中等强度的厄尔尼诺现象已在太平洋上形成, 并将至少持续到 2007年第

一季度。

气象组织说, 厄尔尼诺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太平洋沿赤道一带水温上升后对信风产生影响而导致的。这种周期出现的现象,

会对太平洋地区造成各种影响, 包括美国和秘鲁暴雨成灾, 以及澳大利亚干旱引发森林野火。

气象组织说, 2006年 10 月, 赤道一带太平洋若干水域的水温比正常情况下高出 1~ 1 5 , 是过去多次厄尔尼诺现象出现的

典型水温。

气象组织指出, 2007年 3~ 5 月间太平洋沿赤道一带的水温变化, 将决定这次厄尔尼诺现象持续的时间长度。

厄尔尼诺现象出现的周期是 2~ 7年, 一般持续一年, 上次出现是在 2002 年, 强度不大。再上一次出现在 1997 年, 强度较

大, 对太平洋沿岸各国造成了较大影响。

(联合国网站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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