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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堤对破碎区至冲泻区水动力特性影响数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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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破碎区至冲泻区水动力特性分析是研究近岸地区泥沙输运机理和岸滩演变的关键。考虑潜堤修建的影响，对
破碎区至冲泻区水动力特性开展研究。运用基于ＲＡＮＳ方程的波浪数学模型，选取非线性涡粘性ｋε紊动传输模
型，采用高精度ＰＬＩＣＶＯＦ方法追踪自由面，并用实验数据验证模型精度。计算分析结果表明，潜堤的修建改变了
破波点的位置，破碎区至冲泻区内水动力特性随之变化，入射波波高Ｈ、波长Ｌ、堤顶水深Ｒ和堤顶宽度Ｂ是主要
影响因素。在相同的入射波条件下，Ｂ ／ Ｒ增大，破碎区至冲泻区内出现的最大紊动动能值和最大紊动耗散值减小。
用量纲一参数Ｒｅ，Ｆｒ和Ｓｔ来描述破碎区至冲泻区水动力特性，随着ＲＬ ／ ＢＨ增大，波浪将在离岸较近处发生破碎，
Ｒｅ和Ｆｒ增大，Ｓｔ减小。
关键词：冲泻区；破碎区；潜堤；水动力特性；ＰＬＩＣＶＯＦ
中图分类号：Ｐ７３１ ２２；ＴＶ１３９ 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６７９１（２０１１）０３０３８２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５１３；网络出版时间：２０１１０５１４
网络出版地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３２ １３０９ Ｐ ２０１１０５１４ １４４９ ０１３ ｈｔｍｌ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０９７９００８；５０９０９００９）；水沙科学与水灾害防治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基金资助项目

（２０１０ＳＳ０９）
作者简介：陈　 杰（１９８２ －），男，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河流、海岸动力过程及其模拟技术的研究。

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ｊｉｅ１６６＠ ｙａｈｏｏ ｃｏｍ ｃｎ

波浪从破碎区（ｓｕｒｆ ｚｏｎｅ）运动至冲泻区（ｓｗａｓｈ ｚｏｎｅ），其水动力条件复杂，同时伴有大量的泥沙输运，是
海岸带动力和地形变化最明显的区域，岸滩中较大部分的侵蚀和淤积都集中发生在破碎区至冲泻区这一地
带，对这一地带波浪结构和水流状态进行研究，是目前海岸动力学极其重要的前沿课题［１］。

从破碎区至冲泻区，波浪破碎引起水流强烈的紊动和漩涡，必须首先了解该地带的水动力特性。波浪数
学模型在破碎区至冲泻区水动力特性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主要有基于浅水方程模型［２３］、Ｂｏｕｓｓｉｎｅｓｑ模
型［４５］和基于ＮＳ方程模型［６１１］。浅水方程模型和Ｂｏｕｓｓｉｎｅｓｑ模型虽然能很好地预测破碎区至冲泻区内波浪
增减水，但是无法描述破碎区至冲泻区内波浪的精细流场。Ｌｉｎ［６］、Ｑｉ［７］等基于ＲＡＮＳ方程较好地计算了破
碎区波浪水流特性，在自由面处理时分别采用了ＳＬＩＣＶＯＦ格式和ＳＯＬＡＶＯＦ格式，在模拟如波浪破碎等自
由面剧烈变形时可以改进；Ｈｉｅｕ［８］等虽然很好地模拟了波浪破碎过程，但是Ｌｉｎ［６］、Ｑｉ［７］和Ｈｉｅｕ［８］都没有将
冲泻区考虑在内；Ｐｕｌｅｏ［９］和Ｚｈａｎｇ［１０］等虽对冲泻区进行了数值研究，但忽略了破碎区；Ｌｏｎｇｏ［１２］和Ｇｕａｒｄ［１３］
等均认为破碎区和冲泻区是相互作用的区域，Ｌｏｎｇｏ［１２］将冲泻区定义为极端内破碎区（ｅｘｔｒｅｍ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ｎｅｒ
ｓｕｒｆ ｚｏｎｅ），波浪在破碎区发生破碎、翻滚，然后传播至冲泻区，冲泻区的水动力特性与破碎区是密切相关
的。Ｂａｋｈｔｙａｒ［１１］认为破碎区和冲泻区水动力特性研究必须将两个区域同时考虑在内。与此同时，潜堤已经成
为近岸地区一种常用的护岸建筑物，考虑近岸地区浅化作用下潜堤的研究已经广泛开展，如透射系数［１４］、
波浪传播变形［１５］、波能演化［１６］或潜堤附近的水动力特性［１７１９］等。潜堤的修建会对波浪的传播变形、破碎产
生很大的影响，但是现阶段关于潜堤的修建对破碎区至冲泻区水动力特性影响研究更为少见。

本文考虑潜堤修建的影响，对破碎区和冲泻区水动力特性进行研究。数学模型采用在追踪自由面方面具
有高精度的ＰＬＩＣＶＯＦ波浪数学模型［１９］，同时考虑加入非线性ｋε模型，并用实验数据对数学模型精度进行
验证。对不同规则波作用下，潜堤修建前后破碎区至冲泻区内的流场、破波点位置、紊动动能、紊动耗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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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同时探讨入射波要素、堤顶水深和堤顶宽度的变化与破碎区至冲泻区内水动力特性之间的关系。

１　 数学模型的建立与验证
１ １　 控制方程

采用立面二维数值模型，控制方程为不可压缩粘性流体的雷诺平均ＮＳ方程。连续方程和动量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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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ｉ，ｊ ＝ １，２分别表示ｘ和ｚ方向；ｕｉ为速度在ｘｉ方向的分量；ρ为密度；ｐ为压强；ｇｉ 表示重力加速度
在ｘｉ方向的分量；τ ｉｊ ＝ ２μＳｉｊ ＋ ρ ｕ′ｉ ｕ′ｊ为粘性应力张量。

考虑到波浪破碎后复杂的紊动特性，采用非线性涡粘性ｋ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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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非线性涡涡粘性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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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ｋ为紊动动能；ε为紊动耗散率；ｖｔ ＝ Ｃｄ ｋ
２

ε
为涡粘性系数。式（３）和式（４）中的系数参照取值［６］：

σ ｋ ＝ １ ０，σε ＝ １ ３，Ｃ１ε ＝ １ ４４，Ｃ２ε ＝ １ ９２ （６）
式（５）中的经验系数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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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自由面处理

自由面重构采用刘诚［１９］的ＰＬＩＣＶＯＦ（Ｐｉｅｃｅｗｉｓ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Ｆｌｕｉｄ）方法，引入流
体体积函数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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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Ｆ ＝ １的单元为流体单元，该单元全部为流体所占据；Ｆ ＝ ０的单元为空单元，该单元不含流体；０ ＜ Ｆ
＜ １的单元为自由面单元，可根据相邻网格单元的流体体积函数来确定自由面单元内自由面的位置和形状。
ＰＬＩＣＶＯＦ是在单个网格内用斜线段来模拟交界面，根据已知速度场和重构的界面形状可以得到时间步长内
目标网格向相邻网格输送的流体体积。
１ ３　 边界条件和数值求解

在计算域采用源函数造波，底部采用不可滑移边界条件，右侧采用固壁边界条件，左侧采用吸波边界条
件。采用有限差分法进行离散，动量方程采用迭代法求解，利用速度压强迭代修正方法强制流场满足连续
方程和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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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数学模型验证
游涛［２０］开展斜坡上波浪的传播变形和破碎实验研究，入射波采用周期１ ６ ｓ波高８ ２ ｃｍ的规则波，斜

坡坡度为１∶ ３５。图１分别给出了水深为３５ ｃｍ和４０ ｃｍ的平均波高的实验数据和数值模拟对比结果，可以看
出数值模拟结果与实验数据两者吻合较好。

图１　 斜坡上平均波高变化数值模拟和实验研究对比
Ｆｉｇ １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ｍｅａｎ ｗａｖｅ ｈｅｉｇｈｔ

陈杰［１４ １６，１８］等采用波浪水槽实验，研究波浪在斜坡上的传播变形过程以及斜坡上潜堤附近的水动力特
性。实验采用１∶ ２０斜坡床面，以斜坡起点为原点建立坐标系，波浪传播方向为ｘ轴正方向，潜堤中心线设
置在斜坡ｘ ＝ ３ ０ ｍ处。潜堤采用梯形潜堤，前堤坡度１ ∶ ２，后堤坡度１ ∶ １。实验水深为３０ ｃｍ。实验中的波
高测量采用加拿大ＷＧ５０型号浪高仪，流速测量采用美国ＳｏｎＴｅｋ公司生产的声学流速仪ＡＤＶ。图２给出了
波浪在斜坡上传播变形过程中波高和流速的数值模拟和实验数据比较结果。图３给出了波浪通过斜坡上潜堤
的传播变形和破碎过程的数值模拟与实验数据比较结果。从总体上看，该模型能较好地模拟波浪在斜坡上的
传播变形过程以及斜坡上潜堤附近的水动力特性，并且具有较高的精度。

图２　 波高和流速的实验数据与数值模拟结果对比
Ｆｉｇ 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ｆｒｅ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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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波浪通过斜坡上潜堤的实验数据与数值模拟结果对比
Ｆｉｇ ３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ｆｒｅ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ａ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ｂｒｅａｋ

ｗａｔ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

２　 结果分析与讨论
采用ＰＬＩＣＶＯＦ波浪数学模型，对规则波作用下潜堤修建前后破碎区至冲泻区水动力特性变化进行研

究，如图４所示，以斜坡起点为原点建立坐标系，波浪传播方向为ｘ轴正方向，垂直方向为ｚ轴正方向。水
深为０ ３ ｍ，入射波采用规则波，波高Ｈ分别取６ ｃｍ、７ ｃｍ、８ ｃｍ，波周期Ｔ分别取１ ３ ｓ和２ ０ ｓ。考虑
１∶ ２０的坡度，采用不可渗梯形潜堤，前堤坡度１∶ ２，后堤坡度１∶ １，潜堤中心线设置在斜坡ｘ ＝ ３ ０ ｍ处位置
不变。许多研究表明堤顶水深和堤顶宽度是影响波浪通过潜堤最重要的因素［１４ １８］，因此堤顶水深Ｒ分别考
虑４ ｃｍ、６ ｃｍ、８ ｃｍ、１０ ｃｍ ４种情况，堤顶宽度Ｂ分别考虑１０ ｃｍ、２０ ｃｍ、３０ ｃｍ、４０ ｃｍ ４种情况。

图４　 数模模型计算图示
Ｆｉｇ ４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图５　 潜堤修建前后破波点的位置
　 Ｆｉｇ ５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ｂｒｅａｋｗａｔｅｒ

２ １　 流场分析
图５给出潜堤修建前后破波点位置变化。可以看出，潜堤的修建使得破波点位置发生了改变，在相同的

入射波情况下，随着Ｂ ／ Ｒ的增大，破波点位置提前，波浪在越来越远离岸的位置发生破碎，破碎区和冲泻
区的范围增大。因此潜堤的修建势必会改变破碎区至冲
泻区的流场，这与Ｔｉｎｇ［２１］等认为破碎区和冲泻区的水
动力特性与破波类型密切相关的观点一致。

图６给出潜堤修建前后破碎区至冲泻区的流场情况
（图６（ａ）为修建潜堤情况，图６（ｂ）为没有修建潜堤情
况）。可以看出，该数学模型能够很好地模拟波浪的破
碎、翻滚、沿海滩的上爬过程。没有修建潜堤时，在外
破碎区，波浪破碎出现大范围的漩涡，且漩涡深入到底
部。这时的最大流速出现在波峰前部。潜堤修建之后，
破波也出现漩涡，但是范围变小，仅发生在水表面部
分，且波峰前部的最大流速也较修建前小。在内破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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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冲泻区，破碎后的水体由于剩余动能而涌上海滩，爬坡之初水体带有强烈的翻滚，此时最大流速出现在上
爬水体前部的峰顶处。随着爬坡距离的增加，翻滚和上爬速度逐渐减小。但是修建潜堤之后，水体翻滚的强
度和范围以及水体上爬速度明显小于潜堤修建之前。从图６还可以看出，潜堤的修建使得破波类型从卷破波
变为崩破波，而且破碎点提前，这些都会使得流场发生变化。由于流场的改变，紊动特性也必将随之改变。

图６　 潜堤修建前后的流速（Ｒ ＝ ６ ｃｍ，Ｂ ＝ １０ ｃｍ）
Ｆｉｇ ６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ｆｉｅｌｄ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ｂｒｅａｋｗａｔｅｒ

２ ２　 紊动特性分析
图７和图８分别为潜堤修建前后破碎区至冲泻区的紊动动能和紊动耗散率等值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

破波时的水体紊动强烈，紊动动能和紊动耗散主要集中在波峰前部波浪坍塌处。在内破碎区和冲泻区，随着
破碎水体向前翻滚，水体紊动加剧，耗散随着段波（Ｂｏｒｅ）不断向前扩散，可见破碎区至冲泻区是波能耗散的
主要区域，且潜堤修建前的紊动动能和紊动耗散的范围和强度均大于潜堤修建后。

图７　 潜堤（Ｒ ＝ ６ ｃｍ，Ｂ ＝ １０ ｃｍ）修建前后的紊动动能
Ｆｉｇ 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ｂｒｅａｋｗａ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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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潜堤（Ｒ ＝ ６ ｃｍ，Ｂ ＝ １０ ｃｍ）修建前后的紊动耗散率
Ｆｉｇ 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ｂｒｅａｋｗａｔｅｒ

图９给出破碎区和冲泻区最大紊动动能和紊动耗散变化规律。可以看出，潜堤的修建使得破碎区至冲泻
区内出现的最大紊动动能值和最大紊动耗散值均减小。在相同的入射波条件下，Ｂ ／ Ｒ增大，破碎区至冲泻区
内出现的最大紊动动能值和最大紊动耗散值减小。

图９　 破碎区至冲泻区出现的最大紊动动能和最大紊动耗散值
Ｆｉｇ 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ｆ ａｎｄ ｓｗａｓｈ ｚｏｎｅ

２ ３　 堤顶水深和堤顶宽度影响分析
通过上面分析，潜堤对破碎区至冲泻区水动力特性的影响因素不仅包括堤顶水深Ｒ和堤顶宽度Ｂ，还包

括入射波的波高Ｈ和波长Ｌ，因此取量纲一数ＲＬ ／ ＢＨ来进行分析，其中波长Ｌ ＝ 槡Ｔ ｇｈ，ｇ为重力加速度，ｈ
为水深。ＮＳ方程可以变成含有斯特鲁哈尔数（Ｓｔ ＝ Ｌ∧ ／ ｔ∧ｕ∧），雷诺数（Ｒｅ ＝ Ｌ∧Ｕ∧ ／ γ），弗劳德数（Ｆｒ ＝ Ｕ∧ ／ Ｃ∧）和欧拉
数（Ｅｒ ＝ Ｐ∧ ／ ρ∧ｕ∧２）的表达式［２２］，其中ｕ∧、Ｕ∧、Ｃ∧为特征速度，Ｌ∧为特征长度，Ｐ∧ 为特征压强，ρ∧为特征密度，ｔ∧为
特征时间。可见破碎区至冲泻区内水动力特性可以由Ｒｅ，Ｆｒ和Ｓｔ来描述。

图１０分别给出与破波点位置，Ｒｅ，Ｆｒ和Ｓｔ之间的关系，这里Ｌ∧取冲泻区内波浪最大爬坡高度，ｕ∧取冲
泻区内波浪上爬平均速度，Ｕ∧ 取破波时的平均流速，Ｃ∧ 取破波带内平均波速，γ为水的运动粘滞系数。 ｔ∧取
冲泻区内波浪上爬和回落的周期（ｔ∧ ＝ ２ｕ ／ ｇｓｉｎβ）［１］，其中ｕ为冲泻区内波浪上爬速度，β为斜坡坡度。因此
Ｒｅ描述的是破碎区破波时的平均流速与冲泻区波浪最大爬坡高度的关系，Ｆｒ描述的是破碎区内波浪的水动
力特性，Ｓｔ描述的是冲泻区内波浪上爬和回落时的水动力特性。从图中可以看出，当ＲＬ ／ ＢＨ增大，波浪将
在离岸较近处发生破碎，Ｒｅ和Ｆｒ增大，Ｓｔ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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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ＲＬ ／ ＢＨ与破波点位置，Ｒｅ，Ｆｒ和Ｓｔ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 １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Ｌ ／ ＢＨ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Ｒｅ，Ｆｒ，Ｓｔ

３　 结　 　 论
本文考虑潜堤修建的影响，对破碎区和冲泻区水动力特性开展分析。研究采用基于ＲＡＮＳ方程的波浪数

学模型，选取非线性涡粘性的紊动传输模型，并且采用高精度的ＰＬＩＣＶＯＦ方法追踪自由面。利用实验数据
验证该数学模型具有较高的精度，能较为准确地模拟波浪的破碎、翻滚、沿海滩的上爬过程。计算分析结果
表明，潜堤的修建改变了破波点的位置，相对堤顶水深（Ｒ ／ Ｈ）越大，或相对堤顶宽度（Ｌ ／ Ｂ）越大，波浪将在
离岸较近处发生破碎。由于破波点位置改变，破碎区至冲泻区内流场、紊动动能和紊动耗散随之变化。在相
同的入射波条件下，堤顶水深Ｒ减小，或者堤顶宽度Ｂ增大，破碎区至冲泻区内出现的最大紊动动能值和
最大紊动耗散值减小。用量纲一参数Ｒｅ，Ｆｒ和Ｓｔ来描述破碎区至冲泻区内水动力特性，随着ＲＬ ／ ＢＨ增大，
Ｒｅ和Ｆｒ增大，Ｓｔ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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