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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选择适用于复杂连续弯道的二次流修正方法， 选取了线性方法中两种典型的计算模式， 通过在正交曲

线坐标系二维浅水动量方程中增加扩散应力项开发了考虑二次流影响的平面二维水流模型。 基于不同复杂度的 ４ 个

连续弯道试验的水位和流速分布资料， 通过理论分析和数值试验对比定量评估了传统二维模型和两种二次流修正

方法在连续弯道水流模拟中的效果。 测试结果表明， Ｄｅｌｆｔ３Ｄ 模型的二次流修正方法自由度较高， 适用于不同复杂

度的连续弯道水流模拟， 而 Ｌｉｅｎ 模型二次流修正方法适用于微弯或中弯， 应用于中弯时需要慎重选用， 不适用于

急弯连续弯道模拟。 两种方法比较， 建议连续弯道水流模拟中优选 Ｄｅｌｆｔ３Ｄ 模型的二次流修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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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河道多以连续弯道为主， 尽管三维模型能够模拟弯道水流的三维环流特征， 但水深平均二维模型在

长时期大尺度特别是弯道演变研究和工程实践中仍然是重要的辅助工具。 传统的平面二维模型通过增加动量

在水平方向的交换系数［１］考虑弯道二次流影响的方法并不理想， 有可能导致水沙运动计算结果出现定性错

误。 自从 Ｆｌｏｋｓｔｒａ［２］得出平面二维模型需要考虑扩散应力项解决弯道水流模拟效果不佳的问题以来， 出现了

线性和非线性两大类方法。 然而现有的弯道水流修正模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假设且通过单一弯道单一涡推导

而来， 测试算例和所得结论仍以单一弯道为主， 其特点及适用范围也存在诸多争议。 因此， 如何准确、 高效

地实施二次流修正并能应用于现阶段工程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线性方法通过水深平均动量方程增加扩散应力项进行二次流修正。 主要有 ３ 种求解扩散应力项的方法：

① 直接假定水流纵向和横向的垂向流速分布公式［３⁃１０］， 通过积分平均流速与垂向流速分布差值计算， 纵向

流速垂向多是对数分布［３⁃４］或是指数分布［５⁃６］， 横向流速垂向多是线性分布， 不同研究者区别在于流速垂向分

布公式选择差异。 该类方法已应用于微弯、 急弯单弯道和微弯 “Ｓ” 型双弯道。 ② 求解二次流强度的输运方

程［１１⁃１３］， 通过二次流强度、 水深及平均流速等变量关系式计算， 该类方法已应用于 １８０°和 １９３°急弯单弯道

水流以及天然微弯河段水沙模拟。 ③ 求解流向涡量输运方程［１４⁃１７］， 通过横向流速不均匀分布产生的涡量、
水深及平均流速等变量关系式计算， 该类方法已应用于 “Ｓ”、 “Ｗ”、 “Ｕ” 型以及 Ｋｉｎｏｓｈｉｔａ 变曲率连续急弯

弯道。
非线性方法相对较少， Ｊｉｎ 和 Ｓｔｅｆｆｌｅｒ［１８］、 Ｙｅｈ 和 Ｋｅｎｎｅｄｙ［１９］通过联立求解水深平均连续方程、 动量方程

以及两个动量矩方程来考虑二次流的影响， 已应用于 １８０°和 ２７０°的中弯和急弯单弯道水流模拟中， 但计算

量较大， 应用困难。 Ｂｌａｎｃｋａｅｒｔ 和 Ｄｅｖｒｉｅｎｄ［２０］认为常用的线性封闭子模型忽略了纵向流速和二次流的相互影

响， 无法模拟出中弯或急弯水流的必要特征， 从柱坐标系下三维静压水流模型中理论推导出基于河道中心线

的非线性模型， 直接计算水流垂向分布， 并提出了弯道控制参数， 后扩展到整个河宽方向而不受曲率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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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２１］， 并在１９３°单弯道、 Ｋｉｎｏｓｈｉｔａ 连续弯道和中弯的天然弯道中进行了验证［２２］。 但该方法仍需要基于线性

模型的模拟结果， 通过弯道控制参数进行非线性修正求解。
线性方法在国内外应用研究较多， 争议也多， 如 Ｌｉｅｎ 方法［７⁃９］。 Ｂｌａｎｃｋａｅｒｔ［２３⁃２４］ 通过 １２０°和 １９３°弯道动

床试验数据分析认为该方法不适用于急弯河道， 在中弯和急弯河道中要慎重选用。 Ｈｓｉｅｈ 和 Ｙａｎｇ［２５⁃２６］研究了

该方法的适用性， 指出该模型主要适用于中等弯道和单一的二次涡， 基于水深与宽度比和宽度与曲率半径比

均小于 ０ １ 河道假设， 并通过试验数据的检验提出模型应用者以纵向流速分布、 相应的二次流强度和河道长

度之间的经验关系作为模拟弯道水流采用传统模型还是弯道水流模型的指针。 Ｓｏｎｇ 等［２７］ 相比于 Ｌｉｅｎ 的方

法， 采用了更加完整的 ｄｅ Ｖｒｉｅｎｄ 模型， 将 Ｂｌａｎｃｋａｅｒｔ 方法中弯道控制参数涉及的因素以及纵向流速和二次流

的相互影响隐含在扩散应力项中， 通过 Ｒｏｚｏｖｓｋｉｉ 的 １８０°急弯和汇合水槽案例验证了模型的效果。
本文在传统的正交曲线坐标系平面二维浅水方程基础上， 选取最常用且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个扩散应力项

求解方法（Ｌｉｅｎ 方法和 Ｄｅｌｆｔ３Ｄ 方法）， 自主开发了考虑弯道二次流影响的平面二维水流模型 ＷＥＳＣ２Ｄ⁃ＨＹＤ，
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采用 ４ 个不同复杂度的连续弯道水槽试验案例进行水流模拟效果比较， 为二次流修正线性

模型的应用提供指导， 并为水环境数学模型的比较评价提供借鉴。

１　 数学模型

ＷＥＳＣ２Ｄ 模型由 Ｉｎｔｅｌ Ｖｉｓｕａｌ Ｆｏｒｔｒａｎ １１ ０ ０６１ 专业版编译器双精度 Ｆｏｒｔｒａｎ 语言编写， 目前包括水流模块

ＨＹＤ、 泥沙模块 ＳＥＤ 和富营养化模块 ＥＵＴＲＯ 三部分， 其中， 水流模块 ＨＹＤ 的控制方程如下， 动量方程中

扩散应力项的求解除了原有的 Ｌｉｅｎ 方法［２８］， 又增加了 Ｄｅｌｆｔ３Ｄ 模型中的方法［１２］， 分别记为方法 “Ｌ” 和方

法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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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ξ、 η 为正交曲线坐标； ｈ１、 ｈ２ 为拉梅系数； Ｊ ＝ ｈ１ｈ２ 为雅可比行列式； Ｕ、 Ｖ 分别为 ξ、 η 曲线坐标方

向的水深平均流速分量， ｍ ／ ｓ； Ｈ 为总水深， ｍ； ｑ⇀ 为单宽流量， ｑ⇀ ＝ （ｑ， ｐ） ＝ （ＵＨ， ＶＨ） ， ｍ２ ／ ｓ； Ｚ 为相对

于参考基准面的水位， ｍ； ｇ 为重力加速度， ｍ ／ ｓ２； Ｃ 为 Ｃｈｅｚｙ 系数， ｍ２ ／ ｓ； νｅ 为水深平均的有效涡黏度；
Ｔξ 、 Ｔη 为 ξ、 η 方向二次流引起的扩散应力项。

模型采用交错网格布置变量， 基本原理、 辅助方程及方法 “Ｌ” 扩散应力项的离散方法详见文献［２８⁃
２９］。 方法 “Ｄ” 中 Ｔξ 、 Ｔη 作为动量方程的源项进行显格式离散， 主要参变量包括河道阻力、 紊动黏性系

数、 卡门常数、 曲率半径、 二次流强度扩散系数和二次流修正因子。 其中， 河道阻力采用粗糙高度 κＳ 作为

率定参数。 紊动黏性系数采用涡黏性系数 Ｃｅ 作为率定参数。 卡门常数 κ 在 ０ ４０～０ ５２ 之间取值。 曲率半径

的取值对弯道二次流修正非常关键， 本文方法沿水流方向逆时针为正， 顺时针为负， 主要有两种计算方法：
① 采用流线曲率的方法近似求得曲率半径［１３］； ② 如果方程采用贴体曲线网格， ξ 沿着河道方向， η 垂直于

ξ 方向， 可以求解等 η 的曲率半径来近似流线曲率半径或弯道曲率半径， 该方法仅适用于计算网格沿着河道

边界布置的曲线网格模型。 二次流强度扩散系数采用 Ｆａｌｃｏｎｅｒ 方法［３０］， 采用沿水深平均的扩散系数在纵向

和横向上的分量 κ１、 κｔ 作为率定参数。 二次流修正因子取值在 ０～１ 之间， 取值为 ０ 时即为不考虑二次流影

响。 最后两项只在方法 “Ｄ” 中需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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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模拟比较

首先对本文所用的方法 “Ｌ” 和方法 “Ｄ” 的基本原理、 假设条件及应用案例等进行比较， 而后分别选

取 ４ 个不同复杂度的连续弯道水槽试验案例， 进行两种方法与传统二维模型（记为方法 “Ｏ”）的水流模拟效

果的定量比较。 从表 １ 可以看出， 尽管两个方法都存在不适用于急弯的假设， 但已有成果表明在单一急弯案

例中也有较好的模拟效果。

表 １　 方法“Ｌ”和方法“Ｄ”的特征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Ｌ”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Ｄ”

方法“Ｌ” 方法“Ｄ”

修正
原理

通过平均流速与真实垂向流速偏差计算二次流引起的扩散应力项，
作为动量方程的附加项。

通过平均流速与二次流垂向分布公式计算二次流引起的扩散
应力项，作为动量方程的附加项。

扩散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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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 ｖ）分别为主流和横向流速垂向分布

Ｔξ ＝ １
ｈ１

∂ ＨＤ１１( )

∂ξ
＋ １

ｈ２

∂ ＨＤ１２( )

∂η
＋

２ＨＤ１２

Ｊ
∂ｈ１

∂η
＋

２ＨＤ１１

Ｊ
∂ｈ２

∂ξ

Ｔη ＝ １
ｈ１

∂ ＨＤ２１( )

∂ξ
＋ １

ｈ２

∂ ＨＤ２２( )

∂η
＋

２ＨＤ２２

Ｊ
∂ｈ１

∂η
＋

２ＨＤ２１

Ｊ
∂ｈ２

∂ξ
Ｄ１１ ＝－２βＵＶ， Ｄ２２ ＝ ２βＵＶ， Ｄ１２ ＝Ｄ２１ ＝β Ｕ２－Ｖ２( )

β 为弯道曲率半径相关的系数， β＝β∗Ｈ ／ Ｒ∗
ｓ

β∗ ＝βｃ ５α－１５ ６α２＋３７ ５α３( ) ， βｃ∈ ０，１[ ] ， βｃ 为修正因子，

α ＝ ｇ ／ κＣ ＜
１
２

假设
条件

假定流速垂向分布公式（ｕ， ｖ）采用 ｄｅ Ｖｒｉｅｎｄ 流速分布公式；
主流流速垂向分布为对数分布；
二次流的垂向分布为非线性分布；
横向流速垂向分布是对数分布与非线性分布的组合。

水深、 流速和二次流强度求解有效二维流线曲率半径 Ｒ∗
ｓ ；

二次流强度通过输运方程计算；
主流流速垂向分布是对数分布；
二次流垂向分布是垂向坐标的通用函数；
实际垂向流速分布是二次流强度与垂向坐标函数的乘积。

应用
假设

ｄｅ Ｖｒｉｅｎｄ［３１］ ：
① 水深相对宽度较小（宽浅河道）； Ｈ ／ Ｂ≪１
② 宽度相对曲率半径较小（非急弯河道）； Ｈ ／ Ｒ≪１
③ 单一的二次流（不考虑次生流）；
④ 充分发展的水流。

Ｋａｌｋｗｉｊｋ 和 Ｂｏｏｉｊ［３２］ ：
① 中等弯度的宽河流， 如 Ｈ ／ Ｂ＜０ １， Ｂ ／ Ｒ＜０ ２；
② 不适用于急弯或狭窄的河道；
③ 充分发展的水流。

应用
案例

ｄｅ Ｖｒｉｅｎｄ 和 Ｋｏｃｈ′ｓ ９０° 微弯单弯道［３］ ；
Ｒｏｚｏｖｓｋｉｉ １８０° “Ｕ” 型急弯单弯道［３］ 。

ＥＰＦ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１９３°急弯单弯道；
沙市微弯河段［１１］ 。

２ １　 案例选择

弯道水流复杂程度不仅要考虑弯道的平面几何形态， 也要考虑弯道水流的流态。 弱弯、 中弯和急弯的弯

道概念分类没有统一定义， 大部分根据水深与曲率半径之比（曲率比）Ｈ ／ Ｒ、 宽度与曲率半径之比 Ｂ ／ Ｒ 或是

紊动 Ｄｅａｎ 数定义［２０］， 如文献［３３］认为 Ｂ ／ Ｒ＜０ １５ 为微弯， ０ １５＜Ｂ ／ Ｒ＜０ ５ 为中弯， Ｂ ／ Ｒ＞０ ５ 为急弯。 本文

采用 Ｂｌａｎｃｋａｅｒｔ 的弯道控制参数 β 加以对比说明。 Ｂｌａｎｃｋａｅｒｔ 和 Ｄｅｖｒｉｅｎｄ［２０］ 提出了跟曲率比 Ｈ ／ Ｒ、 摩擦系数

Ｃ ｆ 和参数 αＳ 有关的弯道控制参数 β 作为弯道区分的判据， 公式如下：

β ＝ （Ｃ ｆ）
－０ ２７５（Ｈ ／ Ｒ） ０ ５（αＳ ＋ １） ０ ２５ ＝ （ ｇ ／ Ｃ） －０ ５５（Ｈ ／ Ｒ） ０ ５ Ｒ

ＵＳ

ＵＳ

ｎ
＋ １

æ

è
ç

ö

ø
÷

０ ２５

（５）

式中： ＵＳ 为沿着河道中心线曲线坐标方向的水深平均流速， ｍ ／ ｓ； ｎ 为垂直于河道中心线方向坐标； β＜０ ４
为弱弯， ０ ４＜β＜０ ８ 为中弯， β＞０ ８ 则为急弯。

本文选取了 Ｃｈａｎｇ［３４］、 王博［３５］、 何建波［３６］和 Ａｎｃａｌｌｅ［３７］４ 个连续弯道水槽案例， 水力要素及其复杂度如

表 ２ 所示， 其中， Ａｎｃａｌｌｅ 案例中 Ｈ ／ Ｒ 和 Ｂ ／ Ｒ 的曲率半径 Ｒ 取最小值 ０ ６７７ 计算。 可以看出， Ｃｈａｎｇ［３４］ 试验

属于中弯； 王博［３５］和何建波［３６］属于中弯或是急弯， 尽管这两个试验 Ｂ ／ Ｒ 相同， 但王博［３５］ 的试验复杂度要

高于何建波［３６］的试验； Ａｎｃａｌｌｅ［３７］则属于急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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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４ 个连续弯道案例的水力要素及复杂度

Ｔａｂｌｅ ２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ｕｒ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ｂｅｎｄ ｃａｓｅｓ

试验人 年份 弯段数 弯角 Ｂ ／ ｍ Ｈ ／ ｍ Ｒ ／ ｍ Ｆｒ Ｈ ／ Ｂ Ｈ ／ Ｒ Ｂ ／ Ｒ β 弯曲度

Ｃｈａｎｇ［３４］ １９７１ ２ ９０° ２ ３４ ０ １１５ ８ ５３０ ０ ３２５ ０ ０５ ０ ０１ ０ ２７ ０ ６ 中

王博［３５］ ２００８ ７ １８０° ０ ４０ ０ ０５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４７ ０ １３ ０ ０５ ０ ４０ ０ ９ 中 ／ 急

何建波［３６］ ２００９ ３ １８０° ０ ４０ ０ １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３２７ ０ ２５ ０ １０ ０ ４０ １ ６ 中 ／ 急

Ａｎｃａｌｌｅ［３７］ ２００７ ７ 变化 ０ ６０ ０ １５０ ０ ６７７～３ １３７ ９ ０ ２２９ ０ ２５ ０ ２２ ０ ８９ １ ８ 急

　 　 模型主要参数如表 ３ 所示， 经过参数敏感性分析， 传统二维模型主要敏感参数为 ｋｓ、 Ｃｅ， 其中 ｋｓ 与水

表 ３　 不同模拟方法率定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方法
动量方
程修正

闭边界
处理方法

可调参数

Ｏ 不考虑二次流 有滑移 ｋｓ，Ｃｅ

Ｌ 考虑二次流 有滑移 ｋｓ，Ｃｅ，κ，Ｒ

Ｄ 考虑二次流 有滑移 ｋｓ，Ｃｅ，κ，Ｒｓ，βｃ

位成正相关， Ｃｅ 与流速分布均匀程度成正相关。 方法 “Ｌ”
模型相较于传统二维模型多了卡门常数 κ 和河道曲率半径

Ｒ， 其中 Ｒ 取值影响较大， 经测试表明该值采用流线方法

计算河道曲率半径结果并不理想， 下述算例均以取得模拟

效果最佳为原则选用 Ｒ 的计算方法。 方法 “Ｄ” 多了卡门

常数 κ、 流线曲率半径 Ｒｓ和二次流修正因子 βｃ， 其中 βｃ 取

值影响较大。 但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卡门常数 κ 和曲率半

径对模拟结果有影响， 但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主要的率定参

数。 为了保证模拟效果可对比性， 采用先率定传统方法

“Ｏ” 模拟参数后， 保持相同参数不变情况下， 经过多组不同的参数取值， 分别率定方法 “Ｌ” 和方法 “Ｄ”
参数。 水深纵向平均流速模拟效果定量测试标准采用各断面实测值与预测值的平均偏差与实测平均值的比例

即归一化均方根误差 ＥＮＲＭＳＥ
［３８］。 该值越接近 ０， 表明模拟结果越好， 其表达式为

ＥＮＲＭＳＥ ＝ １
Ｏ

１
ｎ∑

ｎ

ｉ ＝ １
（Ｏｉ － Ｐ ｉ） ２ （６）

式中： Ｏｉ 为所有测点的流速测量值， ｍ ／ ｓ； Ｐ ｉ 为对应测点的流速模拟值， ｍ ／ ｓ； Ｏ 为所有流速测量值的平均

值； ｎ 为测点总数。
２ ２　 效果比较

２ ２ １　 Ｃｈａｎｇ［３４］连续弯道水槽案例

水槽由两个弧度为 ９０°的弯道组成， 弯道半径为８ ５３ ｍ， 两弯道的连接过渡段为 ４ ２７ ｍ 的直水槽， 弯道

的进出口由长为 ２ １３ ｍ 的直段过渡， 弯道的横断面为矩形断面， 断面宽为 ２ ３４ ｍ。 共布置了 １—１３ 个断面，
依次对应编号为 Ｓ０、 Ｓ１、 Ｓ２、 Ｓ３、 Ｃ１１０、 π ／ １６、 π ／ ８、 ３π ／ １６、 π ／ ４、 ５π ／ １６、 ３π ／ ８、 ７π ／ １６ 和 π ／ ２。 试验水

槽平面布置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Ｃｈａｎｇ［３４］弯道试验平面

Ｆｉｇ １　 Ｐｌａｎ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ｓ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ｂｅｎｄ ｆｌｕｍｅ

流量为 ０ ０９８ ５ ｍ３ ／ ｓ， 平均水深为 ０ １１５ ｍ， 进口平均流速为 ０ ３６６ ｍ ／ ｓ， 水面比降为 ０ ０００ ３５， 粗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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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０ ０１２， 谢才值为 ６０ ５ ｍ１ ／ ２ ／ ｓ。 计算网格为 １７０×２４， 时间半步长为 ０ ２ ｓ。 模拟参数如表 ４ 所示， 方法

“Ｌ” 采用网格法计算河道曲率， 方法 “Ｄ” 采用流线法计算流线曲率。

表 ４　 Ｃｈａｎｇ［３４］弯道模拟率定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ｓ ｂｅｎｄ ｃａｓｅ

方法 闭边界 Δｔ ／ ｓ ｋｓ ／ ｍｍ Ｃｅ κ ｋ１ ｋｔ βｃ Ｒ ／ ｍ ｎ 值范围 流速 ＥＮＲＭＳＥ

Ｏ 有滑移 ０ ４ ０ ６ ０ １ ０ ０１１ ４～０ ０１１ ７ ０ １３３ ３

Ｌ 有滑移 ０ ４ ０ ６ ０ １ ０ ５ 网格曲率 ０ ０１１ ４～０ ０１１ ７ ０ １３２ １

Ｄ 有滑移 ０ ４ ０ ６ ０ １ ０ ５ １３ ０ １ ０ ０ １ 流线曲率 ０ ０１１ ４～０ ０１１ ７ ０ １２５ ３

　 　 水位和流速分布模拟结果分别如图 ２ 和图 ３ 所示， 其中 “Ｍ” 代表变量的实测值。 可以看出， 两种方法

水位基本一致， 略微高于传统二维模型。 ３ 种方法流速分布结果均表明在第二弯道段模拟效果最好， 方法

“Ｄ” 流速分布相比其他两种方法模拟效果更好， 特别是在两弯道直线过度段和出口直线段。 可见， 两种二

次流修正方法均适用于该弯道模拟。

图 ２　 Ｃｈａｎｇ［３４］弯道计算沿程水位线和流速分布 ＥＮＲＭＳＥ值

Ｆｉｇ 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ａｌｏｎｇ Ｃｈａｎｇ′ｓ ｂｅｎｄ ａｎｄ ＥＮＲＭＳ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图 ３　 Ｃｈａｎｇ［３４］弯道断面流速分布模拟结果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ｓ ｂｅ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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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２　 王博［３５］连续弯道水槽案例

水槽由厚度 ０ ６ ｃｍ 的透明有机玻璃制成， 总长 １５ ｍ。 两个 ９０°弯道反向连接形成一个 １８０°弯段， 由 ６ 个

等尺度 １８０°弯段组成， 弯段间没有直线过渡段。 弯段内半径为 ０ ８ ｍ， 外半径为 １ ２ ｍ， 宽度为 ０ ４ ｍ， 高度

为 ０ ２ ｍ。 入口段前和出口段尾添加两个直线段， 上游入口直线段长 ２ ０ ｍ， 其中前 １ ０ ｍ 用于放置消波设

施， 下游出口直线段长 １ ０ ｍ， 弯道底坡为 ０ ０００ ３。 试验水槽平面布置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王博［３５］弯道试验平面

Ｆｉｇ ４ Ｐｌａｎ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Ｗａｎｇｂｏ′ｓ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ｂｅｎｄ ｆｌｕｍｅ

清水定床试验第 ４ 组次， 流量为 ０ ００４ １７ ｍ３ ／ ｓ， 上游水深为 ０ ０９８ １ ｍ， 下游水深为 ０ １０５ ９ ｍ， 沿程平

均流速为 ０ １０２ ０ ｍ ／ ｓ。 计算网格 ５８１×１７ 个， 时间半步长为 ０ ０１ ｓ， 模拟参数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王博［３５］弯道模拟率定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Ｗａｎｇｂｏ′ｓ ｂｅｎｄ ｃａｓｅ

方法 Δｔ ／ ｓ ｋｓ ／ ｍｍ Ｃｅ κ ｋ１ ｋｔ βｃ Ｒ ／ ｍ ｎ 值范围 流速 ＥＮＲＭＳＥ

Ｏ ０ ０２ ０ １ ０ １ ０ ００９ １～０ ００９ ４ ０ １０３ １

Ｌ ０ ０２ ０ １ ０ １ ０ ５ 网格曲率 ０ ００９ １～０ ００９ ４ ０ ０９７ ６

Ｄ ０ ０２ ０ １ ０ １ ０ ５ １３ ０ １ ０ ０ １ 流线曲率 ０ ００９ １～０ ００９ ４ ０ １０２ ０

　 　 水位和流速分布模拟结果分别如图 ５—图 ７ 所示， 从水位模拟结果可以看出， 两种二次流修正方法水

位明显高于传统二维模型， 这与已有研究成果结论一致， Ｗｕ 和 Ｗａｎｇ［６］ 认为扩散应力项造成了额外的能

量损失致使水位偏高， 但方法 “Ｌ” 水位模拟结果与其他两种方法存在明显偏差。 流速分布结果表明， 水

流在弯道凸岸流速大， 凹岸流速小， 主流线从上一个凸岸过渡到下一个凸岸， 高流速区始终出现在弯顶

前凸岸一侧， 过了弯顶至弯道过渡段主流线明显偏向下一个凸岸， 传统二维模型主流线偏转不明显。 方

法 “Ｌ” 除了在第一弯道模拟结果较差， 其他弯道比另外两种方法模拟结果略优， 方法 “Ｄ” 的局部流速

分布优于方法 “Ｏ”， 但模拟结果非常接近。 从流速分布结果来看， 两种二次流方法均适用于该弯道

模拟。

图 ５　 王博［３５］弯道沿程水位线

Ｆｉｇ 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ａｌｏｎｇ Ｗａｎｇｂｏ′ｓ ｂｅ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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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王博［３５］弯道断面流速分布 ＥＮＲＭＳＥ值

Ｆｉｇ ６ ＥＮＲＭＳ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ｎｇｂｏ′ｓ ｂｅｎｄ

图 ７ 王博［３５］弯道流速模拟结果对比

Ｆｉｇ 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Ｗａｎｇｂｏ′ｓ ｂｅｎｄ

２ ２ ３　 何建波［３６］连续弯道水槽案例

水槽由厚 ０ ６ ｃｍ 的透明有机玻璃制成， 总长 ７ ｍ。 上游入口直线段长 ２ ０ ｍ， 其中前 １ ０ ｍ 用于放置消

波设施， 下游出口直线段长 １ ０ ｍ。 两个 ９０°急弯段反向连接形成一个 １８０°弯段， 由 ２ 个等尺度 １８０°弯段组

成。 弯段内半径 ０ ８ ｍ， 外半径 １ ２ ｍ， 矩形断面， 宽度为 ０ ４ ｍ， 高度 ０ ２ ｍ。 弯道底坡为 ０ ０００ ３。 该水槽

平面布置如图 ８ 所示， 弯道上每隔 １５°设置 １ 个测量断面， 编号断面 ０１—断面 ２５， 除了入口处断面 ０１ 和断

面 １２ 由于场地位置限制不便于安放测量仪器外， 每个断面均进行了流速的全断面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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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何建波［３６］弯道试验平面

Ｆｉｇ ８ Ｐｌａｎ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Ｈｅｊｉａｎｂｏ′ｓ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ｂｅｎｄ ｆｌｕｍｅ

流量为 ０ ０１２ ６６ ｍ３ ／ ｓ， 上游弯道入口断面水深为 ０ ０９７ ９ ｍ， 下游直段出口水深为 ０ ０９７ ６ ｍ， 入口断面

平均流速为 ０ ３２３ ２ ｍ ／ ｓ， 出口断面平均流速为 ０ ３２４ ２ ｍ ／ ｓ， 粗糙系数为 ０ ００８ ７， 谢才值为 ７２ ９ ｍ１ ／ ２ ／ ｓ。 计

算网格节点为 ３２１×１７， 时间半步长为 ０ ００５ ｓ， 模拟参数如表 ６ 所示。

表 ６　 何建波［３６］弯道模拟率定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Ｈｅｊｉａｎｂｏ′ｓ ｂｅｎｄ ｃａｓｅ

方法 Δｔ ／ ｓ ｋｓ ／ ｍｍ Ｃｅ κ ｋ１ ｋｔ βｃ Ｒ ／ ｍ ｎ 值范围 流速 ＥＮＲＭＳＥ

Ｏ ０ ０１ ０ ０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８ ９～０ ００９ ０ ０ ２３４ ３

Ｌ ０ ０１ ０ ０６ ０ ００１ ０ ５ 中心曲率 ０ ００８ ９～０ ００９ ０ ０ ２７７ ３

Ｄ ０ ０１ ０ ０６ ０ ００１ ０ ５ １３ ０ １ ０ ０ ０５ 流线曲率 ０ ００８ ９～０ ００９ ０ ０ ２３６ ６

　 　 水位和流速分布模拟结果分别如图 ９—图 １１ 所示， 值得一提的是， 方法 “Ｌ” 中曲率半径如果仍取网格

各点曲率计算， 模拟结果与实测值偏差更大， 因此这里采用网格中心线曲率半径。 可以看出， 方法 “Ｌ” 和

方法 “Ｄ” 水位模拟结果均高于传统二维模型， 且方法 “Ｌ” 水位偏差较大。 流速分布规律与上一弯道案例

类似， 高流速区出现在弯顶前凸岸一侧， 过了弯顶至弯道过渡段主流线逐渐偏向下一个凸岸， 两种二次流方

法特别是方法 “Ｌ” 相比于传统二维模型在过渡段流速偏向现象明显与实测流速结果相差较大。 从流速

ＥＮＲＭＳＥ来看， 方法 “Ｌ” 在第一弯段各断面流速模拟效果较好， 其余弯段模拟效果不及另外两个方法， 方法

“Ｄ” 相比于方法 “Ｏ” 没有改进。 结果表明， 两种二次流方法在该案例应用中并不具有优势。

图 ９　 何建波［３６］弯道水深模拟结果比较

Ｆｉｇ 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ｅｐｔｈ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Ｈｅｊｉａｎｂｏ′ｓ ｂｅｎｄ

２ ２ ４　 Ａｎｃａｌｌｅ［３７］连续弯道水槽案例

水槽由玻璃纤维制成， 全长 ３２ ｍ， 由 ３ 个连续 １０ ｍ 长的 Ｋｉｎｏｓｈｉｔａ 曲线斜弯和上、 下游各有一段 １ ｍ 直

线段组成。 矩形断面， 宽度为 ０ ６ ｍ， 高度为 ０ ４ ｍ， 平坡。 该水槽平面布置如图 １２ 所示， 弯道上每隔 １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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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何建波［３６］弯道断面流速分布 ＥＮＲＭＳＥ值

Ｆｉｇ １０ ＥＮＲＭＳ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ｊｉａｎｂｏ′ｓ ｂｅｎｄ

图 １１　 何建波［３６］弯道流速模拟结果比较

Ｆｉｇ １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Ｈｅｊｉａｎｂｏ′ｓ ｂｅｎｄ

设置 １ 个测量断面， 编号断面 ００—断面 ３０， 其中主要在断面 １０—断面 ２０ 之间的中间弯道进行水位和流速的

测量。
Ｑ２５Ｈ１５Ｕ 试验中， 流量为 ０ ０２５ ｍ３ ／ ｓ， 平均水深为 ０ １５ ｍ， 平均流速为 ０ ２７７ ８ ｍ ／ ｓ， 粗糙系数为

０ ０１５ ４， 谢才值为 ４４ １ ｍ１ ／ ２ ／ ｓ。 计算网格节点为 １ ２８１×２５， 时间半步长为 ０ ００１ ｓ。 该弯道试验数据采用软

件 ｏｒｉｇｉｎ８ 从文献中提取， 数据精度不高， 仅作趋势分析。 模拟参数如表 ７ 所示。 方法 “Ｌ” 曲率半径仍取河

道中心线曲率。

表 ７　 Ａｎｃａｌｌｅ［３７］弯道模拟率定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７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Ａｎｃａｌｌｅ′ｓ ｂｅｎｄ ｃａｓｅ

方法 Δｔ ／ ｓ ｋｓ ／ ｍｍ Ｃｅ κ ｋ１ ｋｔ βｃ Ｒ ／ ｍ ｎ 值范围 流速 ＥＮＲＭＳＥ

Ｏ ０ ００２ ５ ０ ０ ０１ ０ ０１６ ０９～０ ０１６ １０ ０ ０９６ ９
Ｌ ０ ００２ ５ ０ ０ ０１ ０ ５ 中心曲率 ０ ０１６ ０９～０ ０１６ １０ ０ １４７ ５
Ｄ ０ ００２ ５ ０ ０ ０１ ０ ５ １３ ０ １ ０ ０ ０２ 流线曲率 ０ ０１６ ０９～０ ０１６ １０ ０ ０８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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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Ａｎｃａｌｌｅ［３７］弯道试验平面

Ｆｉｇ １２ Ｐｌａｎ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Ａｎｃａｌｌｅ′ｓ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ｂｅｎｄ ｆｌｕｍｅ

　 　 与试验量测的各断面左边界、 中轴线、 右边界的实际水位对比如图 １３ 所示， 红色圆点来源于文献

［３７］， 黑色圆点来源于文献［３９］。 从水位对比结果可以看出， 方法 “Ｄ” 和方法 “Ｏ” 趋势基本一致， 方法

“Ｌ” 仍然与其他两种方法差别较大。

图 １３　 Ａｎｃａｌｌｅ［３７］弯道水位模拟结果对比

Ｆｉｇ １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ｎｃａｌｌｅ′ｓ ｂｅｎｄ

与试验量测的水深平均流速分布对比的模拟效果如图 １４ 和图 １５ 所示， 实测值来源于文献［３７］， 其中图

［１５］中 Ｕ 为水深平均流速； Ｕｍｅａｎ 为断面平均流速； ｎ 为弯道中轴线法线方向（原点在中轴线）； Ｂ 为弯道宽

度。 可以看出， 方法 “Ｏ”、 方法 “Ｄ” 和 ＳＴＲＥＭＲ 模型都较好地体现了主流线的变化， 弯顶凸岸流速大，
并迅速过渡到下一弯顶凸岸。 方法 “Ｌ” 流速分布与实测值偏差较大， 高流速区出现在距离凸岸一定距离的

弯顶前端， 并不适用于该案例， 这与 Ｂｌａｎｃｋａｅｒｔ［２３⁃２４］ 的观点一致， 即方法 “Ｌ” 不适用于急弯连续河道。 方

法 “Ｄ” 在弯道过渡段模拟结果相比于传统二维模型略占优势。

图 １４　 Ａｎｃａｌｌｅ［３７］弯道断面流速分布 ＥＮＲＭＳＥ值

Ｆｉｇ １４ ＥＮＲＭＳ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ｃａｌｌｅ′ｓ ｂｅ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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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　 Ａｎｃａｌｌｅ［３７］弯道流速模拟结果对比

Ｆｉｇ １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ｎｃａｌｌｅ′ｓ ｂｅｎｄ

３　 结　 　 论

二次流修正的非线性方法研究较少， 或是计算量偏大， 或是基于线性模型进行修正， 还不能应用于工程

实践， 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 线性方法的国内外研究与应用较多， 计算量相对较小， 但各方法适用范围仍存

在较大争议。 因此， 本文通过在动量守恒方程中增加扩散应力源项， 开发了两种考虑弯道二次流影响方法的

正交曲线坐标平面二维水流模型， 即直接假定水流纵向和横向的垂向流速分布公式和通过二次流强度输运方

程求解扩散应力项的二次流修正方法。 以选取的 ４ 个不同复杂度的连续弯道水槽试验的水位和流速分布资料

为基础， 综合比较了有滑移闭边界条件下传统二维水流模型与这两个二次流修正方法的模拟效果。 模拟结果

表明：
（１） 二次流修正方法因为增加了扩散应力项使得动量方程额外增加了能量（摩擦）损失， 因此水位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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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明显高于传统二维模型。
（２） Ｌｉｅｎ 二次流修正方法适用于微弯和中弯的连续弯道， 但应用于中弯的连续弯道时需要慎重选用，

不适用于急弯连续弯道， 且河道曲率半径取值方法对模拟结果影响较大。 不建议使用流线方法计算河道曲率

半径， 个别算例需要使用河道中心线曲率半径代替河道曲率半径。
（３） Ｄｅｌｆｔ３Ｄ 二次流修正方法尽管假设条件不适用于急弯， 因可调参数增加， 自由度较高（修正因子 βｃ ＝

０ 即为传统二维模型）， 从实际应用效果来看， 可以起到较好地改进传统二维模型的作用， 适用性较强， 仍

然可以用于急弯的模拟， 但需要求解二次流强度输运方程， 计算量相对于传统二维模型较大。
（４） 综合以上考虑， 在连续弯道水流模型中， 微弯可以选用这两种方法， 但在中弯和急弯时建议优选

Ｄｅｌｆｔ３Ｄ 二次流修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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