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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单颗粒受力的均匀推移质颗粒对流和扩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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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揭示均匀推移质颗粒对流和扩散特性的控制因素， 建立了间歇郎之万方程模型。 该模型可在单颗粒尺度

充分考虑颗粒的受力特性， 模拟颗粒随机、 间歇运动过程。 通过该模型引入不同的停时分布， 对模拟的大量单颗

粒运动过程进行统计， 从而研究均匀颗粒在大的时空尺度上的对流和扩散特征。 结果表明， 对于均匀颗粒， 受颗

粒速度分布的窄尾性限制， 即便单步步长是长尾分布， 也不一定产生超扩散， 扩散特性由停时分布的尾部特征决

定， 不同分布的停时可导致欠扩散、 超扩散和正常扩散。 进一步与已有的、 复杂程度不同的随机模型进行对比，
表明忽略单步时间将影响颗粒的扩散（二阶）特性， 但不影响颗粒的对流（一阶）特性， 类似地可以推广到更普遍规

律， 即所研究随机发生的统计矩阶数越高， 需要的模型越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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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移质颗粒的运动具有随机性和间歇性。 颗粒在水流方向的平均运动表现为对流， 然而由于颗粒运动的

随机性， 如颗粒运动与静止， 运动状态下的速度 ｕｐ、 单步步长 ｌｓ 和单步时间 ｔｓ 以及静止状态下的停时 ｔｗ 都

是随机的， 这种随机性导致了相同时间内不同颗粒的位移不同， 即表现为扩散［１］。 研究颗粒的对流和扩散

特征， 对于研究较大尺度的运动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如可以建立对流⁃扩散方程， 便于模拟颗粒在大的时空

尺度上的运动。
Ｓａｙｒｅ 和 Ｈｕｂｂｅｌｌ［２］首先系统性地展开了推移质扩散的研究， 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北卢普（Ｎｏｒｔｈ Ｌｏｕｐ）河

上， 追踪了大量（１８ ２ ｋｇ）带有放射性的细沙颗粒的运动， 统计各个颗粒的位移随时间的变化， 追踪时间超

过１０ ｄ， 并在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研究［３］的基础上， 假定颗粒的单步步长 ｌｓ 和停时 ｔｗ 均为指数分布， 提出了描述颗粒扩

散的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Ｓａｙｒｅ⁃Ｈｕｂｂｅｌｌ 模型［３］， 而 Ｓａｙｒｅ 和 Ｈｕｂｂｅｌｌ［２］ 的观测资料也被后续的很多研究者应用。 Ｙａｎｇ 和

Ｓａｙｒｅ［４］结合水槽实验， 认为伽玛分布能更好地描述颗粒单步步长 ｌｓ 的分布， 同时仍然假定颗粒停时 ｔｗ 为指

数分布， 进而提出了描述颗粒扩散的模型。 韩其为和何明民［１］ 系统地研究了忽略单步时间 ｔｓ 和考虑单步时

间 ｔｓ 条件下颗粒的扩散特征。
自 ２００２ 年 Ｎｉｋｏｒａ 等［５］提出推移质颗粒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上将体现出不同的扩散属性， 并可能出现反常

扩散之后， 反常扩散的研究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Ｍａｒｔｉｎ 等［６］ 和 Ｃａｍｐａｇｎｏｌ 等［７］ 通过实验研究了颗粒的

扩散特征； 而 Ｈａｓｓａｎ 等［８］、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等［９］ 和 Ｈａｓｃｈｅｎｂｕｒｇｅｒ［１０］ 通过天然河流的观测研究颗粒的扩散特征；
Ｚｈａｎｇ 等［１１⁃１２］通过系统地分析已有的资料建立模型， 研究颗粒的扩散特性。 特别是 Ｓｃｈｕｍｅｒ 等［１３］通过随机游

走模型， 从理论上系统地揭示了步长和停时的窄尾 ／长尾性与正常 ／反常扩散的关系。 所谓长尾分布， 是指概

率密度分布函数的尾部较长， 即衰减较慢， 从而各阶矩不一定存在， 其中幂律分布为一种常用的长尾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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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目前的理论模型（如随机游走模型［１３］）缺乏对颗粒受力运动状态的描述， 对于一定的水槽实验或

野外观测得到的扩散特性结果， 仍不能准确揭示背后的产生原因［６，８］。 本文基于已有的郎之万方程模型［１４］，
增加颗粒的停时， 模拟大量颗粒的间歇运动过程， 进而进行统计， 得到颗粒群体的对流扩散特征。 由于郎之

万方程模型［１４］较充分地考虑了颗粒的受力， 既包括受力的确定性部分， 也包括随机性部分， 且经过实验资

料的率定。 因此， 该模型在尽可能充分考虑推移质颗粒受力运动特性的前提下， 揭示均匀颗粒正常 ／反常扩

散的产生原因， 和未考虑动力学特性的随机游走模型相比具有明显优势［１３］。 在实验资料较缺乏、 实验观测

难度较大的情况下， 是研究颗粒对流扩散， 揭示从单颗粒特性到群体特征、 从微观运动到宏观统计属性的一

种较好的手段。

１　 模型描述

１ １　 间歇郎之万方程

间歇郎之万方程［１４］的计算过程如下：
（１） 将郎之万方程通过龙格⁃库塔算法进行离散， 模拟颗粒速度的时间序列， 即

ｕｐ（ ｔ ＋ Δｔ） ＝ ｕｐ（ ｔ） ＋ １
２
（Ｆ１ ＋ Ｆ２）Δｔ ＋ ｗ０ ２ＤｘΔｔ

Ｆ１ ＝ － Ｆ ｆｘｓｉｇｎ［ｕｐ（ ｔ） ＋ ｗ１ ２ＤｘΔｔ ］ ＋ Ｆｘ

Ｆ２ ＝ － Ｆ ｆｘｓｉｇｎ［ｕｐ（ ｔ） ＋ ΔｔＦ１ ＋ ｗ２ ２ＤｘΔｔ ］ ＋ Ｆ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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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式中： ｕｐ 为颗粒速度； Ｆ ｆｘ为库伦摩擦力的大小； Ｆｘ 为沿水流方向向下的确定性力； Ｄｘ 为随机力的强度； Δｔ
为单步时间步长； ｗ０、 ｗ１ 和 ｗ２ 为相互独立的标准高斯分布随机数， 满足均值为 ０， 标准差为 １； Ｆ１ 和 Ｆ２ 均

为龙格⁃库塔算法的系数。
（２） 当 ｕｐ 变为 ０ 时， 颗粒停止， 并在后续的时间 ｔｗ 内， ｕｐ 一直保持为 ０。
（３） 经过时间 ｔｗ， 颗粒重新起动， 利用式（１）继续对颗粒运动进行模拟， 直到 ｕｐ 变为 ０， 然后按（２）中

的方式处理， 循环进行。
这样， 间歇郎之万方程模型便建立起来， 可以模拟颗粒的间歇性运动过程， 该方程考虑了颗粒受力， 并

将受力分解为确定性部分和随机部分， 具有较强的物理意义， 又相对简便， 计算量远小于基于流体力学基本

方程的数值模拟。 模拟得到的运动颗粒速度 ｕｐ 满足双边指数分布， 并与实验资料符合较好［１５］。
１ ２　 停时的选取

由 １ １ 节可见， 模型确定了颗粒单步运动中的属性， 然而对颗粒的停时， 仍需要进一步确定。 颗粒停时

的实验观测难度较大， 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概率密度分布， 如指数分布［３］、 伽玛分布［４］ 和幂律分布［７］。
因指数分布和伽玛分布都是窄尾的， 而幂律分布是长尾的， 因此， 本文中考虑指数分布和幂律分布来研究颗

粒群体的对流扩散特征。
需要强调的是， 间歇郎之万方程对颗粒单步运动和停时的模拟相对独立， 可采用不同的停时， 也可采用

不同的郎之万方程模拟单步运动过程。
１ ３　 对流与扩散特征的数学描述

模拟颗粒的个数为 １０ ０００， 每个颗粒的初始位置 ｘ 均为 ０， 郎之万方程的参数仍然采用文献［１５］得到的

值， 即 Ｆ ｆｘ ＝ ３ ６６ ｍ ／ ｓ２、 Ｆｘ ＝ ３ １７ ｍ ／ ｓ２ 和 Ｄｘ ＝ ０ ０２３ ３ ｍ２ ／ ｓ３。 每个颗粒的初始速度均为 ０， 时间步长 Δｔ＝ １ ０

×１０－３ ｓ。 取 ｔｗ 为指数分布， 均值为 ０ ０２５ ｓ， ｔｓ ＝ ０ ０２５ ｓ 反映了颗粒单步时间的尺度。 这里重点研究停时 ｔｗ
的不同对颗粒对流扩散的影响， 为简化起见， 取相同的 Ｆ ｆｘ 、 Ｆｘ 和 Ｄｘ 值进行模拟。 在对颗粒运动进行统计之

前， 先对模型进行 “预热”， 使运动颗粒的速度 ｕｐ 达到稳定的双边指数分布［１５］。
对流特征利用颗粒位移 ｘ 的均值 ｘ 随时间 ｔ 的增长进行描述，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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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 ∝ ｔα （２）
式中： α 为对流幂指数， 描述了颗粒的对流性质。 当 α＝ １ 时， 为正常对流； 当 α≠１ 时， 为奇异对流； α＞１
为超对流； α＜１ 为欠对流［１６］。

扩散特征利用颗粒位移 ｘ 的方差 σ２ 随时间 ｔ 的增长进行描述， 即

σ２ ∝ ｔβ （３）
式中： β 为扩散幂指数， 描述了颗粒的扩散性质。 当 β＝ １ 时为正常扩散； 当 β≠１ 时为奇异扩散； β＞１ 时为

超扩散； β＜１ 时为欠扩散［１７］。

２　 指数分布的对流扩散

假定单颗粒停时 ｔｗ 满足指数分布

ｆ（ ｔｗ） ＝ １

ｔｗ
ｅｘｐ －

ｔｗ
ｔｗ

æ

è
çç

ö

ø
÷÷ （４）

式中： ｔｗ为停时的均值。

取平均停时与平均等效单步时间的比值 ｔｗ ／ ｔｓ 为不同的值， 即 ５、 ２５ 和 １２５， 不同的比值ｔｗ ／ ｔｓ反映了输沙

强度的不同， 比值越大， 说明颗粒保持静止的时间相对越长， 输沙强度越低。
２ １　 对流特征

图 １（ａ）给出了ｔｗ ／ ｔｓ分别为 ５、 ２５ 和 １２５ 时颗粒的对流特征（分别为蓝线、 红线和绿线）， 停时 ｔｗ ＝ ０ 的对

流也绘制在图 １ 中（灰线）进行对比。
可见， 在所研究的时间尺度内， ４ 组颗粒的对流特征均反映出 α ＝ １， 即均为正常对流。

２ ２　 扩散特征

图 １（ｂ）给出了ｔｗ ／ ｔｓ分别为 ５、 ２５ 和 １２５ 时颗粒的扩散特征（分别为蓝线、 红线和绿线）， 停时 ｔｗ ＝ ０ 颗粒

的扩散也绘制在图 １ 中（灰线）进行对比。 可见， 与颗粒对流只显示单一尺度的特征不同， 颗粒的扩散均反

映出两个尺度上的特征： ① 在较小的时间尺度上（０ ０１～０ ０５ ｓ）， β＝ ２， 即表现为弹道运动； ② 随着时间尺

度的增加（２ ｓ 以后）， β＝ １， 即为正常扩散。 两个尺度的分界时间约为 ｔｌｉ ＝ ０ ４ ｓ， 如黑色粗虚线。 弹道运动

反映了颗粒的惯性， 即颗粒的速度不能立即发生变化， 随着时间增加， 颗粒速度的自相关性逐渐消失， 由于

随机性的存在， 颗粒转变为正常扩散。

图 １　 指数分布停时的对流和扩散特征

Ｆｉｇ １ 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ｒｅｓ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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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幂律分布的对流扩散

讨论颗粒停时 ｔｗ 为幂律分布（即长尾分布）条件下颗粒群体的对流扩散特征， 即停时 ｔｗ 概率分布函数

满足：
ｆ（ ｔｗ） ＝ （ν － １）ａν－１ ｔ －νｗ 　 　 　 ｔｗ ≥ ａ， ａ ＞ ０， ν ＞ １ （５）

式中： ν 为幂指数， ν 越小， 分布越宽； ａ 为随机变量 ｔｗ 可取的最小值。
取不同的 ν 值， 得到 ν ＝ １ ５ 为产生超扩散和欠扩散的分界（ａ 的取值不影响对流幂指数 α 和扩散幂指数

β ）。 对一定的 ν 值， 调整 ａ 的值， 使方差随时间增长的曲线与停时 ｔｗ 为指数分布且ｔｗ ／ ｔｓ ＝ ２５ 的颗粒尽可能

接近， 从而得到 ν＝ １ ６ 时， ａ＝ １ ／ ５０； ν＝ １ ４ 时， ａ＝ １ ／ ５ ０００。
３ １　 对流特征

ν 取值分别为 １ ６ 和 １ ４ 时的对流特征如图 ２（ａ）所示， 指数分布情况下的对流特征也绘在图 ２ 中进行对

比。 可见在大时间尺度上， 幂律分布停时均出现欠对流， α 值分别为 ０ ６ 和 ０ ４。 α 值小于 １， 反映出颗粒的

平均实际速度随时间减小。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 和 Ｗａｔｈｅｎ［１８］对天然河流中卵石的运动进行了长达 ３ 年的追踪观测， 得

到平均实际速度随时间减小。
３ ２　 扩散特征

ν 取值分别为 １ ６ 和 １ ４ 时的扩散特征如图 ２（ｂ）所示， 指数分布情况下的对流特征也绘在图 ２ 中进行对

比。 可见在小时间尺度上， 由于颗粒惯性， 均表现为弹道运动， β ＝ ２； 而大时间尺度上， ν ＝ １ ４ 时表现为欠

扩散， β ＝ ０ ８； ν ＝ １ ６ 时表现为超扩散， β ＝ １ ２。 图 ２ 中虚线表示斜率， 即对流和扩散的幂指数。

图 ２　 幂律分布停时的对流和扩散特征

Ｆｉｇ ２ 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ｌａ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ｒｅｓ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ｓ

４　 讨　 　 论

Ｓｃｈｕｍｅｒ 等［１３］和 Ｗｅｅｋｓ 等［１６］均给出了随机游走模型， 考虑了步长和停时不同分布组合的情况下（ ｆ ｌｓ( ) ～

ｌ－μｓ 和 ｆ ｔｗ( ) ～ ｔ－νｗ ， 指数分布相当于幂指数 μ 或 ν 取无穷大）颗粒的对流扩散特征。 但前者忽略了单步时间， 如

图 ３（ａ）所示， 后者考虑了单步时间并认为单步运动中速度为常数， 如图 ３（ｂ）所示。 本文模型不仅考虑了单

步运动时间， 而且考虑了单步运动中速度的随机性， 如图 ３（ｃ）所示。
本文模型中， 单步运动过程是模型自动给出的， 且受到速度窄尾性的限制， 步长 ｌｓ 相当于窄尾的， 因

此， 在 μ 取无穷大的情况下比较 ３ 个模型的结果， 如表 １ 所示。
可见， 三者给出的对流特性都相同， 而扩散特性却不完全相同： 在 ν ＞ ３ 时， ３ 种模型均给出正常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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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颗粒间歇性运动示意

Ｆｉｇ 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ｓｋｅｔｃｈ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表 １　 ３ 种模型的对流扩散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ｄｖ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ａｔ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不同的模型 ν 的范围 对流幂指数 α 扩散幂指数 β

Ｓｃｈｕｍｅｒ 等［１３］模型
１＜ν＜２ ν－１ ν－１

ν＞２ １ １

Ｗｅｅｋｓ 等［１６］模型
１＜ν＜２ ν－１ ２ν－２

和本文模型 ２＜ν＜３ １ ４－ν

ν＞３ １ １

但在 １ ＜ ν ＜ ３ 时， Ｗｅｅｋｓ 等［１６］模型结果与本文模型

结果完全相同， 却与 Ｓｃｈｕｍｅｒ 等［１３］ 模型结果不同，
Ｓｃｈｕｍｅｒ 等［１３］模型不会得到超扩散， 而 Ｗｅｅｋｓ 等［１６］

模型和本文模型在 １ ５ ＜ ν ＜ ３ 时均得到了超扩散。
图 ３ 中 ３ 个模型与颗粒实际运动过程的接近程度

依次增大， 后两者给出的扩散结果相同， 可认为是正

确的。 模型的对比反映出： 所研究的统计矩的阶数越

高， 需要的模型越复杂， 如对流相当于一阶矩， 而扩

散相当于二阶矩。 对于更高阶矩， Ｗｅｅｋｓ 等［１６］模型结

果与本文模型的结果很可能不同。
另外， 前文的模拟中采用的郎之万方程是在低输沙强度、 颗粒以滚动和滑动形式运动条件下建立的［１５］，

此时， 运动颗粒的速度为双边指数分布。 Ａｎｃｅｙ 和 Ｈｅｙｍａｎ［１９］在输沙强度较高、 颗粒以跃移形式为主的条件

下建立了郎之万方程， 此时， 运动颗粒的速度为高斯分布。 然而， 将 Ａｎｃｅｙ 和 Ｈｅｙｍａｎ［１９］ 的郎之万方程嵌入

到本文提出的间歇郎之万方程中， 得到的对流扩散结果与采用文献［１５］的郎之万方程给出的结果完全一致，
这是由于两个郎之万方程给出的运动颗粒速度均为窄尾的。

本研究具有较强的应用推广价值， 如对于基于流体力学的数值模拟， 可在单颗粒尺度， 通过拉格朗日的

方法， 对颗粒运动过程进行描述， 比传统的用欧拉方法将一群推移质颗粒视为一个微团更加准确［２０］， 尤其

在研究河床演变和不平衡输沙过程中有望体现出优势［２１］。

５　 结　 　 论

（１） 因为颗粒单步运动是在有限时间内完成的， 颗粒速度的窄尾性使得长尾的单步步长表现为窄尾的。
单步步长的长尾 ／窄尾性对正常 ／反常对流扩散特征没有决定作用， 起决定作用的是速度的长尾 ／窄尾性。

（２） 在停时为长尾分布的情况下， 不仅可以产生欠扩散， 还可以产生超扩散。 对于颗粒单步运动时间，
研究对流特性时可以忽略， 但研究扩散特性时必须考虑。 所研究的矩的阶数越高， 需要的模型越复杂。

（３） 虽然模型模拟的是低输沙强度下接触质的运动， 但因为推移质颗粒， 不论是接触质还是跃移质，
其速度的概率密度分布都是窄尾的， 所以本文模型得到的对流和扩散特征可以扩展到更广泛的推移质运动

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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