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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段对连续弯道水流影响的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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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不同长度的过渡段对连接连续弯曲河道后弯水流的影响，探讨航道整治工程设计中过渡段长度的
确定依据。在模型试验资料验证的基础上，采用ＲＮＧ ｋε湍流模型和ＶＯＦ方法处理自由水面的水气两相流数学模
型，对连续弯道水流进行模拟计算。对比不同过渡段长度条件下后弯水流特征的变化情况，发现增加过渡段长度可
以减弱前弯对后弯水流的影响。当相对过渡段长度大于一定数值后，后弯的特征水流情况保持稳定，增加过渡段长
度所引起的减弱前弯水流对后弯水流影响的效应基本丧失。以后弯水流条件趋于稳定为特征定义临界过渡段长度，
可作为航道尺度设计中过渡段长度取值的计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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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弯道为弯曲河流的一种特殊情况，水流特性更加复杂，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之一［１６］。过
渡直线段作为衔接连续弯的组成部分，其长度对弯道水流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从河
床演变规律角度出发，结合工程经验，分析过渡段长度不变条件下水流泥沙的运动情况［７９］，并没有专门分
析过渡段长度改变对连续弯道水流结构影响。前弯的环流出弯后将在过渡直线段中不断衰竭，不同过渡直线
段长度对后弯水流结构的影响是不同的。分析受前弯剩余环流影响下后弯水流特性达到稳定所需要的最小过
渡段长度问题，对水利、水运、市政等工程的规划设计和正常的运行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在物理模型实验验证资料基础上，运用ＲＮＧ ｋε湍流模型和ＶＯＦ方法对自由水面的水气两相流进行数
学模拟［１０１３］，对比后弯水流特征在不同过渡段长度下的变化情况，可探讨过渡段长度对后弯水流特征的影
响规律。

１　 数值模拟
１ １　 控制方程

模型中采用三维ＲＮＧ ｋε湍流模型，基本控制方程为
（１）连续方程

（ｕｉ）
ｘｉ

＝ ０ （１）
式中　 ｕｉ为ｘｉ方向的瞬时流速分量。

（２）动量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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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Ｐ为瞬时动水压强；ρ为水的密度；ｖ为水的运动粘性系数；ｆｉ为外部体积力。
（３）ＲＮＧ ｋε湍流模型
湍流动能方程（κ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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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ακ，αε 湍流普朗特数，均取１ ． ３９；μ ｅｆｆ修正的有效湍流粘度；Ｇκ 为层流速度梯度产生的湍流动能；Ｇｂ
为浮力产生的湍流动能；Ｓκ，Ｓε 为湍动能产生项；ＹＭ，Ｒ ε 为扩散项；Ｃ１ε，Ｃ２ε，Ｃ３ε为模型计算常量，Ｃ１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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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模型建立及网格划分

计算模型是以Ⅲ级连续弯曲航道概化模型作为模拟对象，进口段和出口段均为６ ｍ的直线段，两个弯曲
段的弯曲半径为４ ８ ｍ，中心角为１２０°，通过长１ ４ ｍ的过渡段反向连接，水槽断面为梯形断面，底面坡降
为０ １５‰，梯形断面下底宽０ ６ ｍ，上底宽２ ２ ｍ，边坡为１∶ ２的斜坡。控制水深为０ ２４ ｍ，进口平均流速
为０ １７ ｍ ／ ｓ。连续两弯平面布置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连续弯道断面布置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将模型看作水、气两相流，创建分别包含水和空气的几何体。为了便于划分网格和处理数据，将连续弯
道分为进口直线段、前弯、过度直线段、后弯及出口直线段，分别进行断面标记和网格划分。本研究采用六
面体网格计算，划分网格时要兼顾计算精度和速度，使用疏密不同的网格。对下部的水体部分要用较密的网
格，上部空气部分使用稀疏网格。网格划分示意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网格示意图
Ｆｉｇ 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ｇｒ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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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数值方法
利用有限体积法求解定常连续性方程和雷诺时均ＮＳ方程，并用ＲＮＧ ｋε湍流模型来封闭方程组，采用

ＶＯＦ方法追踪自由液面，近壁流动采用标准壁面函数计算，方程的求解采用压力的隐式算子分割算法（ＰＩ
ＳＯ）。
１ ４　 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包括入口边界、出口边界、固璧边界和计算域上表面边界。入口边界分为水入口和空气入口，
将水体的入口设为速度入口，将空气体的入口和空气上表面边界归为空气压力入口，将空气体出口和水体出
口定义为压力出口进行计算。
２　 模型的验证

为了准确模拟连续弯道水流，运用物理模型试验资料对水流模型进行验证。

图５　 前弯６０°和前弯１２０°
Ｆｉｇ ５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ｖｅｃｔｏｒ ｏｎ ｆｉｒｓｔ ｂｅｎｄ ６０ ° ａｎｄ １２０ °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水面形态及超高　 图３和图４分别表示的是连续弯道中心水位和左右两岸水位差沿程变化图，通
过实测值和计算值的比较可以知道：沿程比降整体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计算值在连续弯道中间位置比实测
值略小，误差保持在０ １ ｃｍ范围内；两岸水位差符合弯道的一般规律，在前弯和后弯都呈现凹岸水位高，
凸岸水位低。

图３　 水位沿程变化
Ｆｉｇ 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图４　 两岸水位差沿程水位变化
Ｆｉｇ 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弯道中的环流　 图５ ～图７为连续弯道中断面环流的验证，图示中，可知计算值和实测值处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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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流在模拟环流结构和环流发展规律上呈现相似的趋势。

图６　 后弯进口和后弯２０°
Ｆｉｇ ６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ｖｅｃｔｏｒ 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ｅｎｄ ０ ° ａｎｄ ２０ ° ｓｅｃｔｉｏｎ

图７　 后弯４０°和后弯１００°
Ｆｉｇ 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ｖｅｃｔｏｒ 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ｅｎｄ ４０ ° ａｎｄ １００ °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纵向流速分布　 图８和图９为水深２ ｃｍ和水深１９ ｃｍ平面流场的验证（计算数据中多了一个后弯
１２０°断面），可以看出在比较靠近底部的２ ｃｍ处，弯道平面流速矢量场矢量方向在前后弯的弯顶部分都偏向
凸岸，在接近水面的水深１９ ｃｍ处矢量方向都略偏向凹岸，说明在弯道区域内，水流成螺旋流运动。

以上资料表明，数学模型能较好地模拟连续弯道的水流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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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水深２ ｃｍ处平面流场
Ｆｉｇ ８ Ｐｌａｎａｒ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２ ｃｍ

图９　 水深１９ ｃｍ处平面流场分布
Ｆｉｇ ９ Ｐｌａｎａｒ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１９ ｃｍ

３　 计算结果及讨论
在连续弯道物理模型其它参数不变的基础上，分别采用相对过渡段长Ｌ ／ Ｒ为０、０ １４６、０ ２９２、０ ３７５

和０ ５五种工况（Ｌ为过渡段长度，Ｒ为弯曲半径），进行计算分析。
３ １　 对后弯断面环流的影响分析

在不考虑泥沙因素的情况下，影响弯道环流的因素主要有三类：一是与河道形态有关的；二是与水流条
件有关的；三是与水流特性有关的。对于本研究的连续弯道，前后弯的水流特性保持一致，只从河道形态和
水流条件两方面研究连续弯道环流的发展变化。

以物理模型试验水流为例，前弯水流由于弯曲河道形态的影响，断面环流的大尺度涡旋位置都偏向于凹
岸；表面流速矢量指向凸岸，底部流速矢量指向凹岸；与单弯水流具有相同的规律。而在后弯环流的发展规
律中，在弯道进口断面由于受到前弯剩余环流的影响，断面环流的主涡旋位于后弯的凸岸。在后弯２０°断面
才产生由于河道形态作用的凹岸涡旋。在后弯河道形态的影响下，位于凹岸的环流开始逐步发展成主涡旋，
由前弯剩余环流影响产生的凸岸环流逐步消弱，在后弯４０°断面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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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不同过渡段长度条件下，后弯环流的变化，发现增加过渡段长度，可以减弱前弯剩余环流对后弯环
流的影响，使后弯环流发展规律更接近单弯。前弯剩余环流产生的涡旋消失位置和河道形态产生的涡旋起始
位置能很好的体现不同过渡段长度下，后弯环流的变化规律。从表１可以看出，在相对过渡段长度Ｌ ／ Ｒ≥
０ ２９２时，后弯由河道形态产生的涡旋起始位置与前弯保持一致，前弯剩余环流产生的涡旋消失位置不变。

表１　 不同过渡段长度条件下后弯环流发展规律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ｅｎｄ

涡旋位置 不同Ｌ ／ Ｒ
０ ０ １４６ ０ ２９２ ０ ３７５ ０ ５００

剩余环流产生的涡旋消失位置 后弯７０° 后弯５０° 后弯４０° 后弯４０° 后弯４０°
河道形态产生的涡旋起始位置 后弯２０° 后弯２０° 后弯１０° 后弯１０° 后弯１０°

３ ２　 对表面流场的影响分析
水流在从前弯到后弯过渡期间，由于河道形态的变化，将发生水流分离现象，在过渡段及后弯部分产生

回流现象。由图１０可以看出，随着相对过渡段长度Ｌ ／ Ｒ的增加，过渡段附近环流的相对回流宽度Ｂ回／ Ｂ弯道
和相对回流长度Ｌ回／ Ｒ逐渐减小（Ｂ回是回流宽度，Ｂ弯道是水面宽度，Ｌ回是回流长度），在Ｌ ／ Ｒ≥０ ３７５时这种
减小趋势有所减弱。

图１０　 过渡段区域回流范围变化
Ｆｉｇ １０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ｂａｃｋｆｌｏｗ ｒ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由图１１可知，随着相对过渡段长度Ｌ ／ Ｒ的增加，后弯进口的相对回流速度Ｖ回／ Ｖ均和相对横向流速Ｖ横／
Ｖ均逐步减小（Ｖ回是回流速度，Ｖ均是断面平均速度，Ｖ横是横向速度）。可见过渡段长度的增加可以归顺水
流，减弱前弯水流条件对后弯的影响，优化后弯进口水流。当相对过渡段长度Ｌ ／ Ｒ≥０ ３７５后，后弯的上述
特征水流情况基本保持稳定，增加过渡段长度对减弱前弯水流对后弯水流影响的作用基本丧失。

图１１　 后弯进口表面流速变化
Ｆｉｇ １１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ｅｎｄ

３ ３　 过渡段长度影响的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计算，发现过渡段长度的变化对弯道水流结构的影响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随着过渡段

长度的增加，前弯水流条件对后弯水流的影响逐渐减弱。过渡段达到一定长度时，后弯水流特征变化趋于稳
定，增加过渡段长度对改变后弯水流特征不再明显。这一点从后弯水流的环流和过渡段及后弯部分回流的变
化情况都可以看出，只是不同水流现象达到稳定的情况所对应的临界过渡段长度值有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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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后弯各水流特征变化趋于稳定的拐点对应的过渡段长度定义为临界过渡段长度。在本研究采用的弯道
参数条件下，临界过渡段长度Ｌ ／ Ｒ为０ ２９２到０ ３７５之间。应该看到，该临界值的大小还受到流速、弯道中
心角等水流和边界条件的影响。

连续弯道水流结构的变化对河道整治、航道规划、运河、输水及排污明渠的功能均有影响。例如，在航
道工程规划时，为了船舶的通航安全，过渡段长度的取值有一定的要求。当相对过渡段长度不足时，将增加
弯道环流和过渡段回流对船舶的影响，阻碍船舶的安全通航。必须保证有足够的过渡段长度，减弱前弯水流
对后弯的影响，同时使船舶有足够的距离在过渡段调整船位。以三级航道规划情况分析，弯曲半径、流速、
弯道中心角等参数与本计算相同的条件下，按经验公式［７］计算的相对过渡段长度取值Ｌ ／ Ｒ为０ ２９２，与临界
过渡段长度下限值相同。可见由水流计算的临界过渡段长度可以作为航道尺度取值的计算基础。过渡段长度
取值应根据连续弯道功能的不同而异，结合其对水流的影响规律，根据实际情况综合判断。

４　 结　 　 论
（１）连续弯道的后弯环流主要受前弯剩余环流和河道形态的影响，主涡旋位置呈现由凸岸向凹岸过渡

的趋势。增加过渡段长度可以减弱前弯剩余环流的影响。在本研究弯道参数条件下，相对过渡段长度大于等
于０ ２９２时，后弯由河道形态产生的涡旋起始位置与前弯保持一致，水流条件产生的涡旋消失位置不变。

（２）增加过渡直线段长度，可以有效地减小过渡段附近表面回流的影响范围，还可以归顺水流，减弱
前弯水流条件对后弯水流的影响。在本研究弯道参数条件下，相对过渡段长度大于等于０ ３７５时，对后弯的
影响保持稳定。

（３）从水流运动的角度分析，将后弯各水流特征变化趋于稳定的拐点对应的过渡段长度定义为临界过
渡段长度，可为航道尺度中过渡段长度的选取提供计算依据。在本研究弯道参数条件下，临界过渡段长度为
０ ２９２到０ 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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