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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明渠湍流涡运动尺度沿水深的分布特征， 使用高精度粒子图像测速法水槽试验系统测量充分发展的

明渠湍流， 利用改进后的功率谱分析方法， 对明渠湍流涡运动尺度沿水深分布、 上升流、 下扫流和平均涡量等进

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 明渠湍流涡运动尺度大小沿水深增加呈先增大后减小； 沿水深增加下扫流比上升流更容易

发生； 各自水深的顺向涡涡量大于逆向涡涡量， 在近壁区平均涡量最大； 明渠湍流近壁区产生涡量大、 尺度小的

涡结构， 沿水深增加， 涡尺度发展变大， 但受水面区下扫流抑制， 涡尺度又变小。

关键词： 明渠； 湍流； 涡尺度； 功率谱； 上升流； 下扫流

中图分类号： ＴＶ１３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６７９１（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９１⁃０８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４⁃０６⁃２６； 网络出版时间： ２０１４⁃１２⁃２５
网络出版地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３２ １３０９ Ｐ ２０１４１２２５ １５０９ ０１２ ｈｔｍｌ
基金项目： “十二五”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１２ＢＡＢ０５Ｂ０３）； 交通运输部应用基础研究项目（２０１４３２９８１４３１０）
作者简介： 张鹏（１９８７—）， 男， 重庆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研究。

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ｎｇｐｅｎｇｃｑｕｃ＠ １３９ ｃｏｍ

明渠湍流是自然界中十分普遍的水流运动。 早期明渠湍流研究主要集中于水流时均特性， 认为湍流是完

全随机的不规则运动［１］。 自 １９２２ 年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提出湍流运动中存在多尺度输运特性以后， 形成了描述多尺

度的谱分析方法， 产生了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１９４１ 年）局部各向同性普适谱（－５ ／ ３ 谱） ［１］。 湍流拟序结构的研究逐渐

兴起， Ｇｒａｎｔ［２］分析圆柱绕流和边界层湍流的脉动序列的间歇性和空间相关性， 推测湍流运动中可能存在某

种结构形式。 文献［３⁃５］研究边界层湍流发现， 边界层内区径流向运动尺度为 ２δ ～ ３δ（ δ 为边界层厚度）， 侧

向运动尺度为 δ～１ ５δ； 边界层外区径流向运动尺度为 ７δ 左右。 Ｄｅｎｎｉｓ 和 Ｎｉｃｋｅｌｓ［６］认为边界层湍流中尺度大

于 ２０δ 的涡运动可能是几个中等尺度涡运动前后相接所形成。 文献［７⁃８］分析充分发展的圆管湍流运动尺度，
其内区运动尺度为 ２Ｒ～４Ｒ（Ｒ 为圆管半径）； 超大尺度主要分布在对数层， 最大尺度达到 １２Ｒ～ １４Ｒ； 在圆管

中心运动尺度约为 ２Ｒ。 对明渠湍流涡运动尺度以及分布等认识还不充分。 而明渠湍流运动形态对细颗粒泥

沙输移、 悬移质淤积、 污染物传播与控制和水工建筑物安全等研究领域又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使用高频粒子

图像测速法（ＰＩＶ）测量系统对明渠恒定均匀流充分发展的湍流进行测量， 运用谱分析方法， 对明渠湍流涡尺

度大小以及分布等特征进行研究。

１　 试验条件

１ １　 试验水槽与 ＰＩＶ 测量系统

高精度变坡试验水槽全长 １２ ｍ， 宽 ２５ ｃｍ， 高 ２５ ｃｍ。 为减小水槽边壁接头对水流的影响， 水槽的侧面

和底面均由 ３ ６ ｍ 长的玻璃板组成， 玻璃安装误差小于 ０ ２ ｍｍ， 水槽结构的变形小于 ０ ３ ｍｍ。 水槽入口放

置整流格栅、 出口设置合页式尾门。 水槽安装有水位流量自动控制系统（图 １）。 二维高速 ＰＩＶ 连续流场测量

系统， 由高频 ＣＣＤ 相机、 ８ Ｗ 半导体连续激光和 ＰＩＶ 流场计算软件组成。 ＣＣＤ 相机最高分辨率为 ２ ５６０×
１ ９２０， 最高采样频率为 ２ ５００ Ｈｚ； 连续激光片光厚度约为 １ ｍｍ； 示踪粒子为密度 １ ０３ ｇ ／ ｍｍ３的空心玻璃珠，
中值粒径为 １０ μｍ。 测量位置距水槽入口 ８ ｍ 处， 测量平面为测量位置中垂面。 试验水深为 ０ ０３２ ｍ， 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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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为 ０ ２５ ｍ， 宽深比为 ７ ８， 满足明渠湍流二维性［９］。 试验水流条件以及 ＰＩＶ 测量参数见表 １。

图 １　 试验水槽布置

Ｆｉｇ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ｆｌｕｍ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表 １　 试验水流条件与 ＰＩＶ 测量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ｌｏｗ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ＩＶ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床面比降 Ｊ 流量 Ｑ ／ （Ｌ·ｓ－１） 水深 Ｈ ／ ｍ 宽深比 Ｂ ／ Ｈ 平均流速 Ｕ ／ （ｍ·ｓ－１） 雷诺数 Ｒｅ 摩阻流速 ｕ∗ ／ （ｍ·ｓ－１）

０ ００１ ２ １ ０ ０３２ ７ ８ ０ ２５ ６ ３６９ ０ ０１８
测次 Ｍ 采样频率 ｆ ／ Ｈｚ 采样时间 Ｔ ／ ｓ 样本总量 Ｎ 分辨率 测量范围

１０ ８００ １０ １ ８ ０７４ ０ ２５ ｍｍ １４ ｍｍ×３２ ｍｍ

１ ２　 试验水槽系统稳定性分析

试验中水位流量自动控制与采集系统以频率 １ Ｈｚ 记录试验过程原始数据（图 ２）。 流量与水位的样本标

准差分别为 ０ ００９ ５ Ｌ ／ ｓ、 ０ ００１ ０ ｍ。 图 ３ 给出了径流方向（Ｘ）的平均速度（Ｕ）及其紊流度沿水深分布， 其中

Ｋ 值为 ０ ４１， 常数 Ｃ 为 ４ ５， 与 Ｎｅｚｕ 和 Ｒｏｄｉ［１０］经典的明渠均匀流试验结果相符。 说明水槽试验系统稳定、
采样数据可靠。

图 ２　 流量与水位过程线

Ｆｉｇ 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图 ３　 径流向平均流速以及紊流度分布（Ｋ＝ ０ ４１， Ｃ＝ ４ ５）
Ｆｉｇ 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ａｍｗｉ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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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谱密度估计方法

２ １　 功率谱密度估计

定义水流方向为正 Ｘ 轴， 垂直床面向上为正 Ｙ 轴， Ｘ、 Ｙ 方向上的脉动速度分量分别用 ｕ、 ｖ， 或 ｕ１（ｘ，

ｙ， ｔ）、 ｕ２（ｘ， ｙ， ｔ）表示， 协相关函数计算为

Ｒ ｉｊ（τ） ＝ 〈ｕｉ（ｘ，ｙ，ｔ）ｕ ｊ（ｘ，ｙ，ｔ）〉 （１）
式中　 τ 为时间延迟参数； ｉ， ｊ＝ １， ２， 分别表示 ｕ 分量与 ｖ 分量。

根据维纳⁃辛钦定理， 功率谱与自相关函数是傅里叶变换对。 得到脉动流速的功率谱：

Ｓ ｊｋ（ω） ＝ １
２π ∫

∞

－∞
Ｒ ｊｋ（τ）ｅ

－ ｉωτｄτ （２）

式中　 ｉ 为复数； ｊ， ｋ＝ １， ２， 分别表示 ｕ 分量与 ｖ 分量； ω 为频率分量。
通常测量采样数据为离散形式， 因此， 功率谱离散傅里叶变换：

Ｆ（ω） ＝ ∑
Ｎ－１

ｎ ＝ ０
Ｒ（ｎ）ｅ － ｉ２πωｎ ／ Ｎ （３）

式中　 Ｎ 为数据序列总量； ω＝ ０， １， ２， …， Ｎ－１。
因离散傅里叶变换存在频谱泄漏现象， 通常采用窗函数来抑制矩形函数在截断信号时， 在始末位置引起

的间断导致的频谱泄漏。 温和等［１１］对 Ｈａｎｎｉｎｇ 窗作了深入研究， 认为 Ｈａｎｎｉｎｇ 自卷积窗比 Ｈａｎｎｉｎｇ 窗具有更

优良的旁瓣性能， 能更好地抑制频谱泄漏， 在此， 引用 Ｈａｎｎｉｎｇ 自卷积窗来计算功率谱。

Ｆ（ω） ＝ ∑
Ｎ－１

ｎ ＝ ０
ＷＨ（ｎ）Ｒ（ｎ）ｅ

－ ｉ２πωｎ ／ Ｎ （４）

脉动流速功率谱密度近似估计为

Ｓｉｊ（ω） ＝ 〈Ｆ ｉ（ω）Ｆ ｊ
∗（ω）〉Ｍ （５）

式中　 ∗表示为共轭复数； Ｍ 为统计平均的次数， 本文 Ｍ＝ １０。
２ ２　 波数谱估计

大尺度湍流相干结构运动尺度大， 难已实现大区域流场同时测量。 因此， 通过泰勒流场冻结假定， 将时

间序列的流速转换为空间点上的流场， 来分析相干结构的空间尺度。 在此假设下， 空间关联变量 ｒｘ 与时间

关联变量 τ 之间存在关系：
ｒｘ ＝ Ｕｃτ （６）

式中　 Ｕｃ 为当地对流速度， Ｕｃ ＝Ｕ（ｙ）。
因此， 可将空间协相关函数表示为

Ｒ ｉｊ（ ｒｘ） ＝ 〈ｕｉ（ｘ，ｙ，ｔ）ｕ ｊ（ｘ ＋ ｒｘ，ｙ，ｔ）〉 ＝ 〈ｕｉ（ｘ，ｙ，ｔ）ｕ ｊ ｘ，ｙ，ｔ －
ｒｘ
Ｕｃ

æ

è
ç

ö

ø
÷ 〉 ＝ Ｒ ｉｊ τ ＝ －

ｒｘ
Ｕｃ

æ

è
ç

ö

ø
÷ （７）

则空间协相关函数的功率密度函数为

Ｓ ｊｋ（ｋｘ） ＝ １
２π ∫

∞

－∞
Ｒ ｊｋ（ ｒｘ）ｅ

－ ｉｋｘｒｘｄｒｘ ＝
Ｕｃ

２π ∫
∞

－∞
Ｒ ｊｋ（τ）ｅｉｋｘＵｃτｄτ （８）

式中　 ｋｘ 为波数， 表示一个 ２π 长度内的波长（λｘ）数量。
泰勒流场冻结假定在研究较长时间延展流场时， 确有不足之处， Ｄｅｎｎｉｓ 和 Ｎｉｃｋｅｌｓ［１２］ 提出了适合边界层

湍流拓展的最大尺度为 ６δ（边界层厚度）； 对于较长时间的延展流场， 计算得到的结构尺度精度不足， 但能

反映相干结构的尺度大小趋势。 因此， 在研究大尺度与超大尺度相干结构时， 还是大量运用泰勒冻结

假定［６，８］。



９４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６ 卷　

３　 涡运动功率谱和预乘谱

图 ４ 给出了由 １０ 组次采样数据计算得到平均功率谱。 从图 ４ 脉动速度功率谱可以看出， 明渠湍流功率

谱同样也符合 Ｐｅｒｒｙ 和 Ａｂｅｌｌ［１３］在低波数区能量包含区内推导的功率谱与波数具有的－１ 次幂的关系以及 Ｋｏｌ⁃
ｍｏｇｏｒｏｖ 理论惯性子区中功率谱与波数呈－５ ／ ３ 次幂的规律。 径流向脉动速度功率谱沿水深增加而减小； 垂向

脉动速度功率谱以及雷诺应力（－ｕｖ）功率谱随着水深增加出现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趋势， 分界区域为０ ２Ｈ～
０ ３Ｈ。 与圆管、 边界层和渠道等湍流得到的速度功率谱分布规律类似［１４⁃１７］。

图 ４　 脉动速度功率谱

Ｆｉｇ ４ Ｐｏｗｅ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图 ５ 给出了将波数与功率谱对应相乘之后得到的预乘谱。 其特征表现为， 对应于功率谱中－１ 次幂的波

数范围内， 预乘谱具有不随波数而陡升或陡降的趋势。 在这个区域内的低波数对应着超大尺度， 高波数对应

了大尺度［１９］。 根据这个区域内的预乘谱峰值来确定主要涡尺度大小。 相应于高波数峰值为大尺度， 低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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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值为超大尺度； 参照 Ｇｕａｌａ 等［１４］将 ｋｘＨ＝ ２ 作为划分大尺度与超大尺度的标准， 相应的 λ ／ Ｈ＞π 就为超大

尺度。

图 ５　 脉动速度预乘功率谱

Ｆｉｇ ５ Ｐｒ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ｄ ｐｏｗｅ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４　 涡尺度大小分布特性

分别对 ｕ、 ｖ 和－ｕｖ ３ 组预乘谱进行峰值统计， 图 ６ 给出了涡尺度大小沿水深分布以及 ｖ 向紊流度分布。
图 ６（ａ）中， 明渠湍流中超大尺度（λ ／ Ｈ＞π）的变化趋势为： 从壁面到水面， 沿水深增加湍流涡运动尺度增

加； 在 ０ ５Ｈ～０ ７Ｈ 水深区域， 涡尺度大小出现转折； ０ ７Ｈ 至水面， 沿水深增加湍流涡运动尺度减小（如图

６（ａ）虚线表示）。 ０ ７Ｈ 湍流涡尺度达到最大， 为 １２ １８Ｈ。 范围在 ２＜λ ／ Ｈ＜π 内涡尺度， 也具有沿水深增加出

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 转折区域为 ０ ５Ｈ～０ ７Ｈ； 超大尺度与大尺度大小的平均差值为 ６Ｈ～ ８Ｈ。 引用 Ｋｉｍ
和 Ａｄｒｉａｎ［８］与 Ｇｕａｌａ 等［１４］在圆管湍流涡尺度分布成果。 可见， 明渠湍流涡尺度分布与圆管湍流涡运动尺度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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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径 Ｒ 的变化较为类似。 图 ６（ｂ）、 图 ６（ｃ）分别为 ｖ 向和－ｕｖ 涡尺度沿水深分布。 各水深处涡运动尺度的大

小差值均匀， 整个水深涡尺度具有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趋势， 分界区域为 ０ ５Ｈ～０ ７Ｈ。
湍流涡运动尺度在 ｕ 向与 ｖ 向， 都具有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趋势。 与湍流 ｖ 向速度紊动强度分布比较类

似。 图 ６（ｄ）中， ｖ 向速度紊动强度在 ０ １Ｈ 达到最大值， ０ １Ｈ～ ０ ８Ｈ 线性减小， ０ ８Ｈ～ １ ０Ｈ 急剧下降， 接

近壁面紊动强度大小。 近壁区 ０ ０５Ｈ～ ０ １Ｈ 范围内， ｕ、 ｖ 紊动强度为整个水深最大， 其涡密度也是整个水

深最大［１９］， 但其涡运动尺度偏小； 在水面附近， ｕ、 ｖ 紊动强度都偏小， 受水面下扫流抑制， 形成的涡运动

尺度也偏小。

图 ６　 脉动速度涡尺度分布以及 ｖ 向紊流度

Ｆｉｇ 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ｓ ｏｆ ｖｏｒ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ｗａｌｌ

图 ７ 给出了流场 ｖ 向速度 ｖ＞０ 和 ｖ＜０ 的统计特性： ① 下扫流是明渠水流的主要趋势， 受重力作用， 下扫

流明显多于上升流； ② 沿水深增加， 下扫流更为频繁； ③ 明渠湍流运动具有较为明显的阶段变化， ＜
０ ０４Ｈ， ０ ０４Ｈ～０ ３Ｈ， ０ ３Ｈ～０ ７Ｈ， ０ ７Ｈ 以上， ４ 个明显的变化阶段。

图 ８ 为中垂面上平均涡量分布图， 为了更好地反映数据变化， 纵坐标采用对数形式。 涡量大于 ０ 为逆向

涡， 涡量小于 ０ 为顺向涡。 垂线平均涡量小于 ０， 说明顺向涡旋转强度高于逆向涡， 与文献［２０］结论一致。
在 ０ １Ｈ 以下， 壁面具有高强度旋转， 涡量沿水深增加迅速减少； 在 ０ １Ｈ 处， 平均涡量为最大涡量的 １ ／ １８；
０ １Ｈ～０ ８Ｈ， 平均涡量随水深增加而逐渐减小； ０ ８Ｈ 至水面， 涡量又有增大趋势。 因此， 明渠湍流近壁区，

图 ７　 ｖ＞０ 和 ｖ＜０ 统计特征

Ｆｉｇ 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ｕｐｗ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ｗｅｅｐ ｆｌｏｗ

　 　
图 ８　 平均涡量分布

Ｆｉｇ ８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ｗｉｒｌｉｎｇ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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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 ｖ 向紊动强度大、 涡量大， 不易形成大尺度涡结构； 在水面区， 下扫流占优势， 抑制湍流超大尺度的涡

结构发展； 而在 ０ ２Ｈ～０ ７Ｈ 之间的水体中， 有壁面涡结构源源不断供给、 融合， ｕ、 ｖ 向紊动强度适中， 易

形成大尺度与超大尺度的涡结构。 因而， 涡尺度大小沿水深分布， 就表现为两头小、 中间大的涡尺度分布

特点。

５　 结　 　 论

（１） 引用更具优异抑制频谱泄漏的窗函数， 改进功率谱密度估计方法， 分析了明渠湍流涡尺度分布

特性。
（２） 明渠湍流径流向脉动速度功率谱密度， 沿水深增大而减小； 垂向脉动速度功率谱密度以及雷诺应

力功率谱密度随水深增加， 先增大后减小， 分界区域为 ０ ２Ｈ～０ ３Ｈ。
（３） 明渠湍流涡尺度大小沿水深增加， 先增大后减小； 最大涡尺度出现在 ０ ５Ｈ ～ ０ ７Ｈ 区域， 可达到

１２Ｈ。 其分布特性与圆管湍流涡尺度沿半径分布类似。
（４） 明渠湍流下扫流多发生于上升流， 且沿水深增加， 下扫流发生频率更高。
（５） 明渠湍流各水深的顺向涡涡量大于逆向涡涡量， 平均涡量在近壁区最大。
（６） 明渠湍流近壁区， 脉动紊动强度大， 涡尺度小； 水面区下扫流抑制了超大尺度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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