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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立了一套大尺度格栅紊流试验系统， 格栅进行有别于传统垂向模式的横向振动， 采用粒子图像测速技术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ｍａｇｅ Ｖｅｌｏｃｉｍｅｔｒｙ， ＰＩＶ）测量流速。 对瞬时流速的检验表明， 该系统产生的紊流场具有较强的随机性和统

计规律性。 均方根流速在格栅片附近变化较大， 在两片格栅中间处趋于稳定， 纵向均方根流速明显大于垂向均方

根流速， 二者比值在 １ ５～２ ０ 之间， 接近天然明渠紊流。 雷诺应力在距格栅越近处波动越大， 随着距格栅距离的

增加而减小， 至两片格栅中间处雷诺应力基本为 ０。 时间和长度积分尺度在格栅片处最小， 随着距格栅距离的增加

而线性增加， 至两片格栅中间处达到最大值。 流速能谱呈现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 理论的－５ ／ ３ 次方规律。 本系统生成的紊流

场的统计规律与传统的垂向振动格栅紊流较为一致， 但纵向和垂向的紊动强度更接近实际， 为后续紊流中泥沙和

污染物等运动机理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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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ａｉｌ： ｌｉ＿ｗｊ１９８４＠ １６３ ｃｏｍ

格栅紊流一般被称为近似各向同性紊流， 是研究复杂紊流及相关物质输运的基础［１⁃２］。 实验室内格栅紊

流的生成方法有固定格栅法和振动格栅法两种［２］。 固定格栅法不易控制且衰减较快， 可供观测的时间较短。
振动格栅法通过单片或者多片格栅在水箱内做垂直于格栅平面方向的振动， 在格栅的开孔处和衔接处分别产

生射流和尾流， 二者相互掺混后在离格栅一定距离处产生近似各向同性紊流［３］， 称为振动格栅紊流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ｎｇ Ｇｒｉｄ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ＯＧＴ）。 ＯＧＴ 的特性很容易通过改变格栅的运行参数来控制， 包括格栅开孔尺

寸以及振幅和频率等， 并能维持较长时间而不衰减， 便于实施测量而广泛应用。
自然界中泥沙的起动和悬浮等有时是由高强度紊动而非平均流动引起， 格栅紊流可以有效地模拟此类特

殊水流条件下的泥沙运动。 此外， 格栅紊流可以将紊动作用分离出来研究泥沙和污染物的紊动扩散、 泥沙对

无机物的吸附和解吸作用等。 因此， 室内振动格栅紊流与天然紊流的生成机理虽有不同， 却被广泛应用于研

究泥沙和污染物等的运动。 利用 ＯＧＴ， Ｒｏｕｓｅ［４］首次研究了泥沙悬浮特性并得到了著名的 Ｒｏｕｓｅ 悬移质垂线

分布公式， 其他国内外学者研究得到了泥沙起动准则、 泥沙扩散系数和动量交换系数的关系等泥沙输移的关

键机理［５⁃８］。 此外， Ｈｅｒｌｉｎａ 和 Ｊｉｒｋａ［９］、 Ｃｈｉａｐｐｏｎｉ 等［１０］研究得到了通过自由表面的污染物降解速率与雷诺数

的关系， Ｖａｌｓａｒａｊ 等［１１］研究得到了泥沙再悬浮过程中的污染物解吸附过程， Ｂｕｃｈｈｏｌｚ 等［１２］通过格栅紊流试验

证实了紊动条件下热量扩散效应的存在。 然而， 现有的格栅紊流系统多采用垂向振动格栅， 产生的紊流较天

然情况存在差异： ① 垂向振动格栅紊流的垂向紊动强度明显大于纵向紊动强度［５，１３⁃１４］， 但 Ｎｅｚｕ 和 Ｒｏｄｉ［１５］的
研究表明天然河流中纵向紊动强度一般是垂向紊动强度的 １ ５ ～ ２ ０ 倍； ② 在研究重力方向的相关问题时，
如泥沙颗粒的悬浮和沉降等， 可能会带来垂向振动惯性的影响。 此外， 现有的振动格栅尺度较小， 一般为几

十厘米， 格栅为单片或双片， 多片的鲜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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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建立大尺度多片横向振动格栅紊流系统， 采用 ＰＩＶ 技术进行测量， 旨在获取大尺度多片横向振动

格栅紊流的紊动特性， 以期为紊流和相关物质输运问题的研究奠定基础。

１　 试验设备

１ １　 水箱

试验水箱高 ２ １ ｍ， 横断面为 １ ０ ｍ×１ ０ ｍ 的矩形。 两个相对的侧面为钢板（布置玻璃窗， 供激光器打

入片光源）， 另两个侧面为玻璃板以供 ＰＩＶ 测量。 底部为钢板， 设泄水孔以利冲洗。 水箱上端布置消能格

栅， 以减小水面波动的影响。 水箱下方建直径 １ ５ ｍ、 深 １ ５ ｍ 的水池。 水箱安装在封闭遮光实验室以利

ＰＩＶ 测量， 试验时保持温度恒定。
１ ２　 振动格栅

振动格栅置于水箱内， 高 １ ８ ｍ， 宽 ０ ８ ｍ， 共 ４ 片。 格栅片按照 １０ ｃｍ×１０ ｃｍ 的间隔布置直径为 ８ ｃｍ
的圆孔， 孔隙率为 ５０ ２％。 格栅以横杆固定， 横杆端部为传动系统， 由步进电机驱动格栅横向振动， 振动频

率范围为 ０～５ Ｈｚ， 振幅范围为 ０～５ ｃｍ， 试验时可自行设定， 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横向振动格栅紊流试验系统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ｎｇ ｇｒｉｄ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１ ３　 ＰＩＶ 系统

为了不影响水流结构， 采用粒子图像测速技术 ＰＩＶ 测量流场， 光源和相机均位于水箱外， 激光片光源从

水箱钢板侧壁的玻璃窗射入， 相机从水箱玻璃侧壁拍摄。 为克服光源射入水箱后的衰减， 采用功率较大的

８ Ｗ连续激光器， 波长 ５３２ ｎｍ， 通过特制的光路系统得到矩形片光， 片光厚度小于 １ ｍｍ。 摄像机最大分辨

率为 ２ ５６０×１ ９２０ 像素， 工作模式有高频模式和双曝光模式， 高频模式连续采样频率可达 １ ０００ Ｈｚ， 数据存至

内存， 而双曝光模式独立采样频率为 １ ５ Ｈｚ， 数据存至硬盘。

２　 测量方案

格栅紊流对初始条件比较敏感， 格栅振动初期紊流场不稳定， Ｃｈｅｎｇ 和 Ｌａｗ［１４］认为格栅振动 ２０ ｍｉｎ 后达

到稳定， Ｓｃｈｕｌｚ 等［１６］认为需要 ３０ ｍｉｎ 才能稳定。 鉴于以往的格栅尺度较小， 而本文格栅系统尺度较大， 认

为振动 １ ｈ 后紊流场达到稳定， 然后开始测量。 选用格栅振动频率为 ３ Ｈｚ、 振幅为 ０ ５ ｃｍ， 根据后续计算的

均方根流速及长度积分尺度， 此频率和振幅条件下的雷诺数约为 ９ ０００， 弗劳德数约为 ０ ０２。
为较大程度地覆盖紊流场， 在距离格栅底端 Ｚ ＝ ４０ ｃｍ、 ８０ ｃｍ、 １１０ ｃｍ ３ 个不同高度处测量， 相机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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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ＰＩＶ 测量方案布置

Ｆｉｇ ２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Ｖ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ｓｃｈｅｍｅ

范围有限， 故在每个高度布置 ３ 个窗口以覆盖该高度的

整个区域， 每个窗口大小为 ８ ｃｍ×６ ｃｍ， 见图 ２。 纵向为

Ｘ 轴， 向右为正； 垂向为 Ｚ 轴， 向上为正。 激光仪布置

在平行于 ＹＯＺ 的平面内， 相机布置在高度与激光仪相对

应的 ＸＯＺ 平面内。
ＰＩＶ 测量采用独立采样和连续采样两种方案。 独立采样

每次采集 １ 对图片存储到硬盘并计算 １ 个流场， 采样频率低

但时间长， 旨在分析格栅紊流统计特性的时空变化规律， 采

样频率为 １ ５ Ｈｚ， 时间 ２５ ｍｉｎ。 连续采样将图片存储至内存

卡且每连续的两帧图片计算一个流场， 采样频率高， 但受内

存限制采样时间短， 旨在分析时间和长度尺度变化规律以及

能谱分析， 采样频率为 １ ０００ Ｈｚ， 以采满内存为准。 为分析

采样数量对统计特性的影响， 分析了纵垂向均方根流速 ｕ 和

ｖ 随样本数量的变化， 见图 ３ 和图 ４。

图 ３　 独立采样方案均方根流速 ｕ 和 ｖ 随样本数量的变化

Ｆｉｇ 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图 ４　 连续采样方案均方根流速 ｕ 和 ｖ 随样本数量的变化

Ｆｉｇ 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可以看出， 对于独立采样， 采样图片数量达到 ６００ 对时， 各方向均方根流速趋于稳定， 而连续采样图片

数量达到２ ０００张时， 各方向均方根流速才趋于稳定。 本试验采用 １ 套 ＰＩＶ 系统， 所布置窗口的测量不能同

时进行， 但只要采用数量足够， 对格栅紊流统计特性的影响不大。

３　 结果与讨论

３ １　 流速随机性检验

紊流自身具有随机性， 同时也有一定的统计规律性， 如振动格栅紊流场中各点的流速应符合高斯正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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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１３］， 随机选择本试验中一点的纵向流速 Ｕ 和垂向流速 Ｖ 的概率密度分布见图 ５。

图 ５　 流速概率密度分布

Ｆｉｇ ５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ｆｌｏ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可见， Ｕ 和 Ｖ 流速大小虽略有差别， 但都基本符合高斯分布， 说明本振动格栅系统产生的紊流场具有较

强的随机性和统计规律性， 可进行后续的紊动特性统计分析。
３ ２　 均方根流速

以往的垂向振动格栅紊流中， 垂向紊动强度略大于纵向紊动强度， 二者比值一般为 １ １～１ ２。 本文统计

了横向振动格栅紊流中 ３ 个高度处纵向和垂向均方根流速 ｕ 和 ｖ 的变化， 见图 ６。

图 ６　 均方根流速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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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中存在 ３ 个 ＰＩＶ 横向窗口的衔接， 衔接处均方根流速值不连续。 但总体变化趋势表明： 在纵向上，
紊动强度在格栅孔附近较大， 至两片格栅正中间趋于平稳； 在垂向上， 不同高度处的紊动强度较为一致。 在

任意高度处， 格栅中间位置的纵向均方根流速 ｕ 约为 ３， 垂向均方根流速 ｖ 约为 ２， 二者比值在 １ ５ ～ ２ ０ 之

间。 为分析格栅参数， 包括振幅 Ｓ、 频率 ｆ 对纵向和垂向均方根流速比值的影响， 本文进行了不同频率和振

幅组合下的试验， 结果见图 ７。

图 ７　 不同频率和振幅对均方根流速的影响

Ｆｉｇ ７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ｎｇ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可见， 随着振幅和频率的变化， 均方根流速大小虽产生差异， 但是纵向和垂向均方根流速的比值基本稳定在

１ ５～２ ０ 之间。 本文格栅做横向振动， 故纵向均方根流速 ｕ 较大， 与天然明渠紊流的实际情况较为符合， 天然河流

中纵向紊动强度一般是垂向紊动强度的 １ ５～２ ０ 倍［１５］， 对研究紊流中泥沙和污染物的运动而言更具代表意义。
３ ３　 雷诺应力

严格的各向同性紊流场中不存在雷诺应力， 格栅紊流中可视为近似各向同性紊流区域的雷诺应力一般在

０ 左右波动［１４］。 本文计算了不同高度处雷诺应力（－ｕｖ）沿纵向的变化， 见图 ８。

图 ８　 雷诺应力的空间分布（黑线为平均值， 灰线为变幅）
Ｆｉｇ ８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ｓｔ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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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距离格栅越近， 雷诺应力波动越大， 随着距格栅距离的增加， 波动逐渐减小， 至两片格栅中间处

雷诺应力基本为 ０。 因此， 越靠近两片格栅的正中间位置， 越接近各向同性。 此外， 距水箱底板距离越远，
雷诺应力的变化幅度越小， 原因可能是底板边壁影响逐渐减弱。
３ ４　 时间和长度积分尺度

各向同性紊流中， 流速的时间积分尺度随着距格栅距离的增加而线性增加［１７］。 本文计算了时间积分尺

度 Ｔ 随着距格栅距离的变化， 见图 ９。 可见， 时间积分尺度随着距格栅距离的增加而线性增加， 两片格栅正

中间即距格栅最远处的时间积分尺度最大。
刘春嵘和呼和敖德［５］、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和 Ｔｕｒｎｅｒ［１８］提出各向同性紊流流场内的长度积分尺度与距格栅距离呈

线性关系。 本文计算了纵向（Ｌｕ）和垂向（Ｌｖ）两个方向的长度尺度， 见图 １０。

图 ９　 时间积分尺度分布

Ｆｉｇ 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ｔｉｍｅ ｓｃａｌｅ
图 １０　 长度积分尺度分布

Ｆｉｇ １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ｓｃａｌｅ

可见， 纵向和垂向的长度积分尺度均在两片格栅中间处达到最大值， 随着距两侧格栅距离的减小而线性

图 １１　 流速能谱

Ｆｉｇ １１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降低。 此外， 格栅的横向振动导致纵向长度积分尺度大

于垂向长度积分尺度， 且纵向长度积分尺度最大值约为

两片格栅的间距。
３ ５　 流速能谱

在不同高度处选择 ３ 个点进行流速能谱的计算， 结

果见图 １１。 可见， 在高度 Ｚ＝ ８０ ｃｍ 处的能量稍大， 而受

水面和底板的限制， Ｚ＝ １１０ ｃｍ 和 ４０ ｃｍ 处的能量略有减

小。 总体来看， 不同高度处的流速能谱在惯性区均符合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 理论的－５ ／ ３ 次方规律。

４　 结　 　 论

（１） 均方根流速在格栅附近处变化较大， 而在两片格栅中间处较为稳定。 纵向均方根流速与垂向均方

根流速的比值在 １ ５～２ ０ 之间， 接近于天然明渠紊流。
（２） 雷诺应力在格栅附近处波动较大， 而距格栅较远处波动较小， 在两片格栅中间处雷诺应力趋于 ０。
（３） 时间和长度积分尺度在格栅附近处最小， 随着距格栅距离的增加而线性增加， 至两片格栅中间处

达到最大值。
（４） 不同位置处的流速能谱在惯性区均符合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 理论的－５ ／ ３ 次方规律。
本文建立的大尺度横向振动格栅紊流试验系统， 其紊动特性包括雷诺应力、 时间尺度、 长度尺度和能谱

等， 与传统的垂向振动格栅紊流比较一致， 但其最大的特点在于纵向和垂向的紊动强度之比与天然明渠更为

接近， 且格栅做横向振动消除了在重力方向的惯性影响。 此外， 采用大尺度格栅提供了范围更大的紊流场空



　 第 １ 期 李文杰， 等： 横向振动格栅紊流紊动特性试验 ５５　　　

间， 为后续泥沙和污染物等输移规律的试验研究提供了便利和支撑。 本文只是初步分析了横向振动格栅紊流

的紊动特性， 不同格栅开孔尺寸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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