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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明渠水流自掺气发展区内水气结构特征， 采用针式掺气流速仪对自掺气发展区内气泡尺寸与数量进

行了试验研究， 比较了气泡尺寸与数量随自掺气发展的变化规律， 结果显示， 同一水流断面上， 随着掺气浓度的

减小， 气泡弦长尺寸分布范围与弦长平均值逐渐减小， 掺气区内小尺寸气泡在数量上占有较大的比例， 而大尺寸

气泡则在含气量上占有较大的比例， 分析认为从水面附近高掺气浓度区至自掺气区域底缘低掺气浓度区， 明渠自

掺气水流水气结构发展过程为 “水面变形为主—水面变形与个体空气泡共存—个体空气泡”， 为进一步研究明渠自

掺气形成机理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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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利工程中， 当水流通过泄水建筑物（如溢流坝、 溢洪道和明流隧洞等）时， 速度达到一定程度水流

表面就会发生自掺气现象， 表现为乳白色的水气混合体。 对于明渠自掺气水流， 从 Ｅｈｒ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１］ 首先对于

自掺气水流进行研究开始， 逐渐对自掺气水流相关特性有了全面的认识［２⁃５］。 由于水流自掺气的发生， 原本

的水流特性会发生一系列变化， 首先， 由于水流中掺入大量空气， 导致水深相对于未掺气水流的水深有明显

增加［６］， 其次， 水流掺气会明显减弱甚至消除高速水流中空蚀对于泄水建筑物的破坏［７］， 同时， 掺入水体

中的空气对于水流中水气传质速率有显著影响［８⁃９］。
从明渠自掺气水流整个发展过程来看， 水流自掺气发生点向下游方向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自掺气发展区

和充分发展区， 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针对明渠自掺气水流充分发展区中水流特性的研究［１０⁃１２］， 包括水流

掺气浓度分布、 掺气水深以及掺气水流流速特性等，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而对于自掺气水流掺气发展区相

关水力特性， 特别是水气微观结构特性的研究资料还十分缺乏。 对于明渠自掺气水流的传统研究认为， 未达

到全断面掺气的明渠掺气水流， 其垂向结构基本分为 ３ 个部分： 水点跃移区、 气泡悬移区和清水区， 但通过

高速摄像机［１３］对于明渠水流形态进行拍摄的结果表明， 在水体内部， 有明显的空气卷吸进入水体， 在清水

区上部以单个空气泡的形式随水流向下游运动， 而掺气水流自由面呈现出高度不平整及扭曲变形的形态， 表

现为连续的、 凹凸相间的波状起伏， 掺气水流上部并没有明显的一个介于气泡悬移区和上部空气层的水点跃

移区， 当水流流速达到 ９ ｍ ／ ｓ 左右， 出现了少量水体脱离水面， 以水点跃移的形态抛向水流自由面以上的空

气中。 因此， Ｗｉｌｈｅｌｍｓ 和 Ｇｕｌｌｉｖｅｒ［１４］提出了自掺气水流垂向概化结构， 认为掺气水流运动所携带的空气应该

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从水面卷吸进入水体内部以单个气泡形式输移的空气， 另一部分则是由于水流自由

面变形所捕获携带的空气， 也称为 “捕获空气”， 这两部分的含气总量构成了水流中的掺气浓度， Ｋｉｌｌｅｎ 对

不同坡度条件下掺气水流中所携带的两部分空气进行了浓度测量， 展示了两种空气在总含气量中所占比

例［１４］。 本文采用针式掺气流速仪对掺气水流中掺气浓度、 气泡尺寸与数量进行了测量， 对水流所携带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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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特点进行分析， 根据自掺气发展区内水气结构特点为基础， 从较为微观的角度对自掺气区水气结构进行分

析， 以求更加深入地了解明渠水流自掺气的特征。

１　 试验装置与方法

试验水槽采用有机玻璃制作， 水槽长 ８ ｍ， 宽 ０ ４ ｍ， 高 ０ ２ ｍ， 槽底坡度 １３ ５°， 水槽明渠段起始位置

与有压出流孔口相连接， 出口高度 ｈ＝ ０ ０５ ｍ， 如图 １ 所示， 这样使水流进入明渠后有较大的初始流速。 试

验中采用针式掺气流速仪对明渠掺气水流的流速和气泡尺寸进行测量， 许多研究已经表明接触式探针是测量

水气二相流的十分有效的测量设备［４， １５⁃１６］， 针式掺气流速仪由传感器探针、 放大整形电路和计算机采集系统

３ 部分组成， 传感器测试探针由 ０ ５ ｍｍ 直径不锈钢管与穿入其中的铂金丝组成， 铂金丝前端针尖尺寸

０ ０２ ｍｍ， 前后两根布置在同一平面内， 如图 ２ 所示， 气泡最小分辨率为 ０ ０５ ｍｍ， 考虑到针尖对于与自身

大小接近的气泡在测量时存在不确定性影响， 本试验中仅对直径尺寸大于 ０ １ ｍｍ 的气泡进行分析。

　
图 １　 试验装置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图 ２　 针式掺气流速仪测量示意

Ｆｉｇ ２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ｓｅｎｓｏｒ ｐｈａｓ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ｅ

当针式掺气流速仪以频率 Ｆｓａｍｐｌｅ进行测量时， 若设定采样时间为 ｔ， 则可获得 Ｍ ＝ ｔＦｓａｍｐｌｅ个信号数据， 将

这 Ｍ 个数据分为两类， 分别对应于空气信号和水信号， 对其进行统计就可获得对应测点掺气浓度 Ｃ［１６］， 计

算公式为

Ｃ ＝
∑
Ｍ

ｉ ＝ １
Ｒ ｉ

Ｍ
（１）

其中， 当气泡通过针尖时 Ｒ ｉ ＝ １， 当水通过针尖时 Ｒ ｉ ＝ ０。 图 ３ 展示了不同采样频率 Ｆｓａｍｐｌｅ条件对掺气浓度测

　 　

图 ３　 掺气浓度测量随采样频率的变化

Ｆｉｇ 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ｉ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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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结果的影响， 由图可见在采样频率 ２０～３００ Ｈｚ 范围内， 各点掺气浓度测量结果基本保持不变， 可以认为掺

气浓度测量不受采样频率的影响。
针式掺气流速仪采样频率的选择可以参考下式：

Ｆｓａｍｐｌｅ ≥
Ｖ

（ｄａｂ）ｍｉｎ
（２）

式中　 Ｆｓａｍｐｌｅ为采样频率； Ｖ 为流速； （ｄａｂ）ｍｉｎ为传感器探针气泡最小分辨率， 本试验中仪器采样频率选取

１００ ｋＨｚ， 采样时间为 ｔ＝ ５ ｓ， 掺气浓度测量范围为 ０ ～ ０ ９９。 流速测量是利用前后 ２ 个掺气探针， 应用示踪

法原理， 通过分析掺气气泡信号的相关关系， 测量气泡信号通过 ２ 个掺气探针的时间， 得出流速

Ｖ ＝ ｄｌ
ｄｔ

（３）

式中　 ｄｌ 为前后 ２ 个掺气探针的间距（本试验中为 １２ ８ ｍｍ）； ｄｔ 为相关系数出现最大值的时间。
气泡弦长由流速与采样频率计算得到：

（ｄａｂ） ｉ ＝
Ｖｎｉ

Ｆｓａｍｐｌｅ
（４）

式中　 （ｄａｂ） ｉ为第 ｉ 个气泡的直径； ｎｉ为第 ｉ 个气泡在传感器采集记录中的数据个数。 需要说明的是， 许多研

究结果表明在明渠自掺气水流中， 掺入水体中的气体存在形式十分复杂［１２，１７］， 既有球形或非球形的气泡散

粒体， 又有泡沫状的水体混合体以及自由面极度扭曲所导致的水面不平整情况， 本试验中传感器探针可以测

量到的是空气通过针尖过程中所对应的弦长， 因此本文中为简化描述掺气水流中的空气， 统一以气泡描述传

感器探针所测量到的空气信号， 用弦长代表气泡尺寸。
试验进行了 ５ 种不同水流流量（Ｑ＝ ７０ Ｌ ／ ｓ、 ８５ Ｌ ／ ｓ、 １００ Ｌ ／ ｓ、 １１５ Ｌ ／ ｓ 和 １２７ Ｌ ／ ｓ）， 明渠出口平均流速范

围为 ３ ５０～６ ３５ ｍ ／ ｓ， 在明渠进口下游沿程 ５ 个断面水槽中部进行测量（ｘ ／ ｈ ＝ １２～１３６）， 第 １ 个断面位置距

离进口 ０ ６ ｍ（ｘ ／ ｈ＝ １２）， 各断面上水槽最底部测点距槽底 ５ ｍｍ， 各个断面布置 １８～２０ 个测点， 每个测点之

间间隔 ２～３ ｍｍ， 在水面位置附近进行测点加密测量， 直至测量探针明显离开水面。 试验得到以下数据： 采

样时间内的平均流速、 掺气浓度、 气泡个数及对应气泡弦长尺寸。 气泡弦长区间间隔为 ０ １ ｍｍ， 对于统计

分析各区间内的气泡个数， 以区间起始值代表区间内的气泡弦长尺寸 ｄａｂ， 如区间 ［２ ４ ｍｍ， ２ ５ ｍｍ］ 用

ｄａｂ ＝ ２ ４ ｍｍ 代表。

２　 试验结果及分析

２ １　 掺气浓度和时均流速分布

图 ４ 为各试验工况中掺气浓度沿断面水深方向的分布， 由图 ４ 可见， 同一断面上（ｘ ／ ｈ＝ １３６）本试验范围

内各工况掺气浓度断面分布形式基本一致， 掺气浓度断面分布为连续分布形式， 图 ４（ａ）中， 随着流量的增

大， 水流速度有一定增加， 断面掺气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对于同一工况（Ｑ＝ １２７ Ｌ ／ ｓ）沿程不同断面， 随着水

流自掺气的沿程发展， 如图 ４（ｂ）所示， 沿程水流掺气程度不断增大， 水流断面平均掺气浓度采用以掺气浓

度 Ｃ＝ ０ ９０ 位置 ｙ９０作为各断面水面位置进行计算， 公式为

Ｃｍｅａｎ ＝ １
ｙ９０
∫ｙ９０

０
Ｃｄｙ （５）

以掺气浓度 Ｃ＝ ０ ０２ 位置 ｙ２作为掺气底缘位置， 表 １ 展示了工况 Ｑ＝ ７５ Ｌ ／ ｓ 和 Ｑ＝ １２７ Ｌ ／ ｓ 条件下自掺气沿程

发展情况， 可以看出表面自掺气并没有达到水槽底部， 随着自掺气向下游发展（ｘ ／ ｄ ＝ １２～１３６）， ｙ２ ／ ｈ 逐渐减

小， （ｙ９０－ｙ２） ／ ｈ 逐渐增大， 说明掺气区域底缘位置不断向渠道底部发展， 表面自掺气区域不断扩大。 随着试

验水流流量的增大， 同一断面掺气区内流速不断增大， 如图 ５（ａ）所示， 同一流量沿程不同断面上时均流速

分布基本一致， 如图 ５（ｂ）所示， 近似为流速指数分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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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
Ｖｍ

＝ ｙ
ｈ

æ

è
ç

ö

ø
÷

１
ｎ

（６）

式中　 Ｖｍ为所测断面流速最大值； ｎ 取值为 １０。 在本试验中， 掺气水流流速紊动强度较高， 掺气发展区中流

体内部动量交换比较剧烈， 流速分布趋于均匀化， 从掺气浓度与时均流速分布情况可以看出， 本文中明渠水

流没有达到均匀流状态， 试验段处于自掺气发展区。

图 ４　 断面掺气浓度分布

Ｆｉｇ ４ Ａｉ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表 １　 自掺气发展区沿程变化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ｌｆ⁃ａｅｒａｔｉｏｎ

ｘ ／ ｈ
Ｑ ＝ ７０ Ｌ ／ ｓ Ｑ ＝ １２７ Ｌ ／ ｓ

Ｃｍｅａｎ ｙ２ ／ ｈ （ｙ９０－ｙ２） ／ ｈ Ｃｍｅａｎ ｙ２ ／ ｈ （ｙ９０－ｙ２） ／ ｈ

１２ ０ ０４１ ０ ９２０ ０ １５０ ０ ０６９ ０ ８４４ ０ ２５５
４６ ０ ０５７ ０ ８４９ ０ ２０４ ０ ０９７ ０ ７４７ ０ ３０４
６６ ０ ０７８ ０ ８２３ ０ ２２１ ０ １１９ ０ ７１１ ０ ３４０

１０６ ０ １０１ ０ ７９７ ０ ２２４ ０ １３９ ０ ６６４ ０ ３６１
１３６ ０ １０８ ０ ７８６ ０ ２５８ ０ １１８ ０ ６２９ ０ ３７９

图 ５　 断面时均流速分布

Ｆｉｇ ５ Ｔｉｍｅ⁃ｍｅａｎ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２ ２　 气泡弦长平均值分布

在本试验流速范围内， 掺气水流气泡中气泡数量与尺寸的分布规律基本一致， 选择流量为 １２７ Ｌ ／ ｓ 的试

验工况对自掺气发展区内水气结构特征进行详细地分析说明。 本试验中定义采样时间内各测点的气泡弦长平

均值 ｄｍｅａｎ， 计算公式为

ｄｍｅａｎ ＝
∑
Ｎ

ｊ ＝ １
（ｄａｂ） ｊｎ ｊ

Ｎ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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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ｎ ｊ为在第 ｊ 弦长区间 ｄ ｊ内的气泡个数； （ｄａｂ） ｊ为第 ｊ 弦长区间内气泡弦长； Ｎ 为采样时间内的气泡总

量。 沿程 ５ 个断面上气泡平均弦长与对应测点位置掺气浓度之间的关系如图 ６ 所示， 由图 ６ 可见， 在本试验

段内各个断面上， 随着掺气浓度的增加， 气泡平均弦长不断增大， 以掺气浓度 Ｃ ＝ ０ ５ 作为断面掺气浓度分

布的一个特征界限， 在相对低掺气浓度区（Ｃ＜０ ５）， 随着掺气浓度的增加， 气泡平均弦长较小， 大约在

３０ ｍｍ以下， 在相对高掺气浓度区（Ｃ＞０ ５）， 随着掺气浓度增加， 气泡弦长有大幅度增大， 由 １０ ｍｍ 量级增

大至 １０３ ｍｍ 量级， 根据前文介绍， 这个尺度所形成的 “气泡” 应当为水流自由面变形所捕获携带的空气，
而不是卷吸进入水体内部的个体空气泡， 结合气泡平均弦长断面分布结果可以说明在明渠自掺气发展区高掺

气浓度区内（Ｃ＞０ ５）， 水流表面不平整所导致的 “捕获空气” 在掺气总量中占有非常大的比例， 水流自由

面变化比较剧烈， 而且掺气水流并没有达到水气两相充分混合的状态， 而在低掺气浓度区内（Ｃ＜０ ５）， 水流

掺气形式主要是在水流卷吸作用下进入水体中的个体空气泡。

图 ６　 各断面上气泡平均弦长与掺气浓度的关系

Ｆｉｇ 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ｉｒ ｂｕｂｂｌｅ ｍｅａｎ ｃｈｏｒ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ａｉ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２ ３　 气泡数量比例分布

图 ７ 为本试验中气泡个数在各弦长区间内的概率分布， 选取第 １、 ２、 ５ 号断面（ｘ ／ ｈ ＝ １２， ６６， １３６）进行

比较说明， 条形图中的值为各弦长区间内的气泡个数与采样时间内所测得气泡总个数之比， 采用 Ｐｒ 表示为

Ｐｒ ＝
ｎ ｊ

Ｎ
（８）

试验结果表明， 对于各断面高掺气浓度位置（Ｃ＝ ０ ７３５， ０ ５６８， ０ ７８３）， 试验所测的气泡弦长分布范围比较

广， 气泡弦长量级可以达到 １０２ ～１０３ ｍｍ， 这点再次印证了 ３ ２ 节中所阐述的对于明渠自掺气发展区中， 高

掺气浓度区域内水面不平整而导致的水流自由面 “捕获空气” 是水气结构的一个主要特征， 随着掺气浓度

的降低（Ｃ＝ ０ ２０８， ０ １１６， ０ ３９１）， 气泡弦长分布范围有所减小， 但依然存在 １０２ ｍｍ 数量级的气泡弦长，
同时气泡数量在小尺寸气泡范围内（ｄａｂ＜２０ ｍｍ）分布比较集中， 说明掺气水体所携带的空气中同时存在自由

面捕获空气和单个空气泡， 而在自掺气区域底缘位置附近（Ｃ＝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３４）， 气泡弦长尺寸均基本

分布在 ２０ ｍｍ 区间范围内， 说明在底缘位置卷吸进入水流的空气基本以单个空气泡形式存在于水体中。 综上

分析， 可以认为在掺气发展区内， 自水面至掺气区底缘水气结构变化趋势为 “水流自由面变形为主—自由

面变形与个体空气泡共存—个体空气泡” 的发展过程。
２ ４　 气泡尺寸比例分布

图 ８ 为本试验采样时间内所测得气泡总弦长中各尺寸区间气泡弦长所占比例分布趋势以及对应测点气泡

个数和尺寸百分比累计曲线， 各测点坐标位置与 ３ ３ 节中气泡个数比例分布分析中一致， 各尺寸区间气泡弦

长所占比例 Ｐｒ 计算方法为

Ｐｒ ＝
（ｄａｂ） ｊｎ ｊ

∑
Ｎ

ｊ ＝ １
（ｄａｂ） ｊｎ ｊ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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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气泡数量比例分布

Ｆｉｇ ７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ｉｒ ｂｕｂｂｌｅ ａｍｏｕｎｔ

从弦长比例分布可以看出， 对于气泡数量比例较高的弦长区间， 该区间内气泡弦长占总的气泡弦长比例

相对较高， 虽然随着气泡尺寸的增大对应弦长区间内气泡个数逐渐减少， 但气泡弦长比例呈增大趋势， 说明

在自掺气区域内掺气浓度的组成中， 尺寸较大气泡在水流含气量中所占比例较高， 对于单个弦长尺寸为

２ ｍｍ和 １００ ｍｍ 的气泡， 其含气量比例为 １ ∶ ５０， 若两个尺寸的气泡要达到相同的含气量， 则二者的数量比

则需要高达 ５０ ∶ １， 相对于气泡个数因素影响， 气泡尺寸对于掺气浓度的影响更为明显。 从气泡数量比例累

计曲线可以看出， 随着气泡尺寸的增大累计曲线趋于平缓， 说明小气泡相对于大气泡在数量上比例相对较

高， 而对于气泡弦长累计曲线， 同一断面上随着掺气浓度的减小（从水面到掺气区域底缘位置）， 曲线由在

大尺寸区域内增长明显逐渐转变为在小尺寸区域内增长明显， 并且曲线形式逐渐与气泡数量累计曲线相一

致， 这一结果再一次印证了 ３ ３ 节中关于断面掺气区域内水气结构是由水面不平整为主逐渐发展为个体空气

泡的变化过程。
对于明渠自掺气形成机理， 目前比较普遍的认识是由于渠道底板所形成的紊动边界层发展至水面， 水面

附近涡体在紊动作用下克服水流表面张力和自身重力的约束， 以水点的形式跃出水面， 当其重新落入水流中

时带入空气以气泡的形式随水流一同运动， 形成自掺气水流［２， １７］。 而本文中根据明渠水流自掺气发展区的

水气结构可以看出， 在接近水面的位置， 所谓的掺气区主要是由于扭曲变形的自由面引起的， 随着向水体内

部发展掺入的空气进而以个体气泡的形式存在于水流中， 这说明水面变形的过程也是明渠水流自掺气形成的

一个重要过程， 对于自掺气的发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承担着空气以气泡形式进入水体的桥梁作用， 而

传统的自掺气机理并没有反映出自掺气水流的这一特性， 因此本试验研究为进一步探索自掺气形成机理提供

了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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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线为气泡数量比例累计曲线， 虚线为气泡弦长比例累计曲线）

图 ８　 气泡弦长比例分布及数量与弦长累计曲线

Ｆｉｇ 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ｉｒ ｂｕｂｂｌ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ｏｒ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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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为研究明渠水流自掺气发展区中水气结构特征， 采用针式掺气流速仪对自掺气发展区内气泡尺寸与数量

进行了试验研究， 结果表明， 自掺气区内小尺寸气泡在数量上占有较大的比例， 而大尺寸气泡则在含气量上

占有较大比例， 随着掺气浓度的减小， 气泡弦长尺寸分布范围与弦长平均值急剧减小， 分析认为自掺气发展

区内存在自由面扭曲变形和个体空气泡两种水气结构形式， 从水面至掺气区域底缘， 水气结构为 “水流自

由面变形为主—自由面变形与个体空气泡共存—个体空气泡” 的发展过程， 在水面附近的高掺气浓度区，
水流自由面变形而形成的气泡弦长范围为 １０～１０３ ｍｍ， 水面 “捕获空气” 是主要的掺气形式， 在自掺气底缘

附近的低掺气浓度区， 通过水流卷吸进入的个体气泡是主要掺气形式， 受到水流强烈紊动的影响， 气泡弦长

一般在 ２０ ｍｍ 以下， 这两种不同的水气结构形式是造成气泡平均弦长随掺气浓度急剧变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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