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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研究波浪对多孔射流运动和稀释过程的影响， 采用粒子图像测速（ＰＩＶ）及激光诱导荧光（ＬＩＦ）量测系统

对波浪环境下多孔射流的速度场和浓度场进行了测量。 结果表明： 在波浪环境下多孔射流可分为 ３ 个区域， 即初始

区、 过渡区和混合区。 在初始区， 各孔射流保持各自的射流特征， 相互影响较小； 在过渡区， 各孔射流发生分叉，
并在孔与孔之间相互叠加， 形成若干个汇流点， 平均速度和平均浓度的峰值从射流轴线位置向汇流点处偏移； 在

混合区， 多孔射流相互融合， 其平均速度和平均浓度呈现单一的 “坦峰” 分布， 形式上表现为单孔射流的水动力

特征。 通过对比分析发现， 波高和周期的增大以及射流初始速度的减小可使汇流点的位置向下偏移， 多孔射流将

更快地进入过渡区和混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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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地区生活和工业污水往往通过固定在海底的排污管道经单孔或多孔扩散器以射流形式排放入海。 受

波浪作用的影响， 射流的扩散和稀释特性与其在静水或横流环境下的情形存在较大差异［１］。 以往关于波浪

对射流影响的研究多针对单孔射流来展开， 研究结果表明： 在波浪作用下， 射流与环境水体间的相互作用明

显增强， 射流的扩展宽度和紊动强度大大增加， 射流的稀释能力显著提高［２⁃４］； 随着波浪射流动量比的增大，
射流的瞬时状态逐渐由 “对称连续型” 向 “非对称连续型” 再向 “非对称非连续型” 转化［５⁃６］， 射流时均

轴线速度和浓度的衰减逐渐加快， 射流扩展宽度逐渐增加， 射流平均速度和平均浓度在横剖面上的分布呈现

出 “平顶” 到 “双峰” 的变化趋势［７⁃８］。
与单孔射流相比较， 多孔射流可以扩大污染水体与周边水体间的接触面积和掺混强度， 使污水得到更为

快速的稀释， 从而有效降低污水对环境水体的影响［９⁃１０］。 以往针对多孔射流的研究多采用恒定的横流环境作

为其背景环境， 研究结果表明： 在迎流面第一孔射流的遮挡和卷吸作用下， 后方各孔所产生的射流受横流的

影响逐渐减小， 偏转程度相应降低［１１⁃１２］； 随着各孔射流相互作用的加强， 相邻孔间的射流逐渐融合， 当多

孔射流充分混合后， 其浓度的稀释程度较单孔射流有明显增加［１３⁃１５］。
虽然目前对波浪环境下单孔射流和横流环境下多孔射流的运动和稀释特性有了一定了解， 但对于波浪环

境下多孔射流的相关特性仍知之甚少。 因此， 本文采用较先进的量测手段， 针对波浪作用下多孔射流的水动

力特性进行物理试验研究， 以揭示多孔射流在波浪环境下特有的运动及稀释规律， 并为后续的数值模拟研究

提供必要的试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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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试验装置与组次安排

１ １　 试验水槽

 试验在宽 ０ ５ ｍ、 高 １ ０ ｍ 和长 ４６ ０ ｍ 的波浪水槽（图 １）内进行， 其壁面为透明钢化玻璃。 水槽初始端

的造波机可以稳定地产生试验所需的规则波， 最大波高为 ０ ２ ｍ， 波周期为 ０ ６ ～ ２ ５ ｓ。 水槽的尾端布置了

由碎石块等组成的消波装置， 可以有效减小波浪反射的影响。 多孔射流布置于水槽的中部区域， 该区域受造

波和消波装置的影响相对较小。

图 １　 波浪水槽和多孔射流发生装置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ｗａｖｅ ｆ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ｊｅ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１ ２　 射流发生装置

射流发生装置包括射流源、 恒定水位水箱、 水泵、 流量计（最大量程为 １ ０００ Ｌ ／ ｈ）和多孔射流扩散器（图
１）， 其中扩散器喷口距水槽底部以上 １０ ｃｍ。 射流各孔的直径 Ｄ＝ １ ｃｍ， 射流孔 ４ 个， 孔中心间距 Ｓ＝ ５Ｄ。 坐

标原点设在第一个射流孔口的中心处， ｘ 轴为水平方向（顺波浪传播方向为正）， ｙ 轴为垂直方向（垂直向上

为正）。 试验中各孔射流均为动量射流， 不考虑浮力影响。
１ ３　 ＰＩＶ 和 ＬＩＦ 量测系统

采用粒子图像测速（ＰＩＶ）和激光诱导荧光（ＬＩＦ）量测系统分别进行二维速度场和浓度场的测量， 其中激

光器装置通过激光口发出的片光穿过水槽中央， 与多孔射流中心轴线处在同一平面。 由于激光从水面入射

图 ２　 ＰＩＶ 装置及导光板示意

Ｆｉｇ ２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ＰＩＶ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ｇｕｉｄｉｎｇ ｐｌａｔｅ

时， 受水面波动的影响， 容易产生入射光束的发散现象，
严重影响图像的识别处理， 故引入导光板装置（图 ２），
该装置可使激光器所产生的片光通过其底部透明的亚克

力板传至水体中， 从而避免由于水面波动所引起的光束

发散问题。
本次试验所采用的导光板长 ６０ ｃｍ、 宽 ２ ｃｍ、 高

１０ ｃｍ， 布置于多孔射流的正上方， 其底端位于静水面以

下 ５ ｃｍ 处， 顶端则位于静水面以上 ５ ｃｍ 处。 为了探讨导

光板对波浪和周围水流可能产生的影响， 采用声学多普

勒测速仪（ＡＤＶ）对导光板布置前后两种不同波流环境

（横流流速 ｕｃ ＝ ４ ｃｍ ／ ｓ、 波高 Ｈ ＝ ３ ０ ｃｍ、 波周期 Ｔ ＝ １ ０
ｓ； 横流流速 ｕｃ ＝ ４ ｃｍ ／ ｓ、 波高 Ｈ＝ ３ ０ ｃｍ、 波周期 Ｔ＝ １ ４ ｓ）下的水质点速度进行了测量。 图 ３（ａ）和图 ３（ｂ）
分别为两种工况条件下垂线平均流速的对比图， ｕ 为波流共同作用下的水流平均流速。 从图 ３ 可以看出， 导

光板的存在对波浪和水流的影响仅限于导光板下方 ３ ～ ５ ｃｍ 范围之内， 对本文主要关注的区域（距底部 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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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ｃｍ）影响有限。

图 ３　 导光板对波流环境下流场影响测试

Ｆｉｇ 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ｇｈｔ⁃ｇｕｉｄｉｎｇ ｐｌａｔｅ′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ｗａｖ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本次试验中的 ＰＩＶ 量测系统采用美国 ＴＳＩ 公司的 Ｖｌｉｔｅ⁃３８０ 双脉冲激光器作为光源， 激光器的最大工作频

率为 １５ Ｈｚ， 可见光波长 ５３２ ｎｍ， 每个脉冲能量 ３８０ ｍＪ， 脉冲宽度为 １０ ｎｓ ～ １ ０００ ｓ。 采用互 ／自相关 ＣＣＤ 作

为图像记录系统， 最大分辨率为 ２ ０４８×２ ０４８ 像素。 在 ＬＩＦ 量测系统测量浓度的过程中， 选用罗丹明 ６Ｇ 作为

示踪荧光物质， 采用 ＧＩ⁃ＬＰ５２０ 滤光片以滤掉波长小于 ５２０ ｎｍ 的光。
１ ４　 试验组次安排

本次试验采用了 ２ 组不同的初始射流（Ｕ０ ＝ ３４ １４ ｃｍ ／ ｓ 和 Ｕ０ ＝ ６８ ５５ ｃｍ ／ ｓ）和 ３ 组不同的波浪（Ｈ ＝ ３ ０
ｃｍ， Ｔ＝ １ ０ ｓ； Ｈ＝ ６ ０ ｃｍ， Ｔ＝ １ ０ ｓ 和 Ｈ＝ ３ ０ ｃｍ， Ｔ＝ １ ４ ｓ）进行组合， 同时安排了静水环境的射流组次以

作对比， 具体的组次安排见表 １， 其中字母 Ｓ 代表静水环境射流组次， 字母 Ｗ 代表波浪环境射流组次。 所有

组次的静止水深为 ０ ５ ｍ。

表 １　 试验组次安排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ｕｎｓ

试验组次 射流初始流速 Ｕ０ ／ （ｃｍ·ｓ－１） 波高 Ｈ ／ ｃｍ 波周期 Ｔ ／ ｓ 波长 Ｌ ／ ｃｍ

Ｓ０１ ３４ １４ — — —

Ｗ０１ ３４ １４ ３ ０ １ ０ １５１ ２

Ｗ０２ ３４ １４ ６ ０ １ ０ １５１ ２

Ｗ０３ ３４ １４ ３ ０ １ ４ ２５６ ９

Ｓ０２ ６８ ５５ — — —

Ｗ０４ ６８ ５５ ３ ０ １ ０ １５１ ２

Ｗ０５ ６８ ５５ ６ ０ １ ０ １５１ ２

Ｗ０６ ６８ ５５ ３ ０ １ ４ ２５６ ９

　 　 参照 《污水海洋处置工程污染控制标准》 ［１６］ 的规定， 设定原型水深为 １０ ｍ， 在满足重力相似准则的条

件下， 试验的长度比尺、 时间比尺、 速度比尺和流量比尺分别为 λ ＝ ２０、 λ ｔ ＝ ４ ４７、 λｖ ＝ ４ ４７ 和 λＱ ＝
１ ７８９ ７， 由此可以估算得到喷口离水面的距离以及试验中波浪和射流参数所对应的原型值（表 ２）。 从表 ２ 可

以看出， 原型波高、 周期及射流出口流速和流量均在合理范围之内， 这说明本次试验所选取的波浪和射流参

数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根据量测系统的性能特点，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 ＰＩＶ 的采样频率设为 ７ ２５ Ｈｚ， 两帧图像之间的延迟为 １～

３ ｍｓ， 采集的 ＰＩＶ 图像分辨率为 １ ８８８×１ ６９６ 像素， 视窗大小约为 ３７ ｃｍ×３３ ｃｍ； 每一组试验工况采集 ３００ 对

ＰＩＶ 图像用于计算整个流场的平均速度场， 时长约 ４０ ｓ。 ＬＩＦ 的采样频率设为 １４ ５ Ｈｚ， 采集的 ＬＩＦ 图像分辨

率为 １ ９２０×１ ７９２ 像素， 视窗大小约为 ３７ ｃｍ×３５ ｃｍ； 每一组试验工况采集 ６００ 张 ＬＩＦ 图像用于计算平均浓度

场， 时长约 ４０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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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波浪、 射流参数在试验和原型中的对照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ｗａｖｅ ａｎｄ ｊｅ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水深 ／ ｍ 喷口距水面距离 ／ ｍ
波高 ／ ｍ 波周期 ／ ｓ 出口流速 ／ （ｍ·ｓ－１） 出口流量 ／ （ｍ３·ｓ－１）

组 １ 组 ２ 组 １ 组 ２ 组 １ 组 ２ 组 １ 组 ２

试验 ０ ５ ０ ４ ０ ０３ ０ ０６ １ ０ １ ４ ０ ３４１ ４ ０ ６８５ ５ １ ０７２×１０－４ ２ １５２×１０－４

原型 １０ ０ ８ ０ ０ ６０ １ ２０ ４ ４７ ６ ２６ １ ５２６ １ ３ ０６４ １ ０ １９１ ８ ０ ３８５ ２

２　 试验结果讨论

２ １　 波浪环境下射流的瞬时运动形态

为了研究波浪环境下多孔射流的瞬时运动形态， 本文以工况 Ｗ０５（Ｕ０ ＝ ６８ ５５ ｃｍ ／ ｓ， Ｈ ＝ ６ ０ ｃｍ， Ｔ ＝
１ ０ ｓ）为例， 选取了 ｔ＝ ０Ｔ、 ０ ２７６Ｔ、 ０ ５５２Ｔ、 ０ ８２８Ｔ ４个代表时刻的瞬时速度矢量场及其对应的 ＬＩＦ 图像，
分别绘制于图 ４（ａ）—图 ４（ｈ）中。 在 ｔ＝ ０Ｔ 时刻（图 ４（ａ）和 ４（ｂ））， 射流口上方波浪处在上跨零点附近， 波

浪水质点的垂向速度较大， 射流与垂直向上的波浪水质点速度叠加， 垂直向上的运动趋势明显； 而波浪水质

点的水平速度几乎为 ０， 对射流横向摆动作用不显著， 由此导致射流喷出的物质聚集在孔口上方 ｙ ／ Ｄ＝ ０～１５
范围内， 形成 ４ 个连续的高浓度区域。 在 ｔ＝ ０ ２７６Ｔ 时刻（图 ４（ｃ）和图 ４（ｄ））， 射流口上方波浪处在波峰附

近， 波浪水质点的水平速度较大， 各孔射流主体向右偏转， 使得多孔射流轴线右侧浓度大于左侧浓度； 受第

１ 孔射流遮掩和卷吸作用的影响， 后面 ３ 孔射流偏转的程度有所降低。 在 ｔ ＝ ０ ５５２Ｔ 时刻（图 ４（ ｅ）和图 ４
（ｆ））， 射流口上方波浪处在下跨零点附近， 射流的初始段（ｙ ／ Ｄ＝ ０～８）已开始向左侧偏移， 而过渡段（ｙ ／ Ｄ ＝
８～１５）区域由于惯性效应仍保持向右上方运动， 使得射流体出现了不连续， 从而在 ｙ ／ Ｄ ＝ １０ ～ １５ 处形成了较

为明显的 “多水团” 现象， 这些 “水团” 具有较大的动量， 且浓度值相对较高。 在 ｔ＝ ０ ８２８Ｔ 时刻（图 ４（ｇ）
和图 ４（ｈ））， 射流口上方波浪处在波谷附近， 各孔射流的主体向左侧偏转， 类似于图 ４（ｃ）和图 ４（ｄ）所示的

波峰情形， 受右侧第 ４ 孔射流遮掩和卷吸作用的影响， 之前 ３ 孔射流偏转的程度均逐渐减小。
从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出， 由于波浪水质点的水平运动牵引着射流水体左右摆动， 从而加大了射流与两侧

环境水体的接触面积， 使得射流扩散稀释程度大大提高。 受两侧射流的遮掩和卷吸作用的影响， 第 ２ 孔和第

３ 孔的弯曲程度更不明显， 因此， 其扩散的范围较第 １ 孔和第 ４ 孔更小一些。 同时也注意到， 靠近孔口附近

射流偏折程度相对较小， 这是因为一方面该区域射流接近出口位置， 初始动量较大， 不易受波浪影响而左右

摆动； 另一方面， 从水面至水槽底部， 波浪水质点轨迹半长轴与半短轴显著减小， 而水质点运动的水平半径

是影响垂向射流特性的重要因素［４］， 故该区域射流与上方射流（ｙ ／ Ｄ≥１０ 以上）的瞬时形态有着较大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 射流在离开喷口进入环境水体后， 在交界面上与周边流体存在较大的速度梯度， 由此产

生涡旋， 并卷吸大量环境水体进入射流体。 涡量是描述该卷吸现象相对强弱的一个重要物理参量。 图 ５ 为

Ｗ０５ 工况 ｔ＝ ０ ２７６Ｔ 时刻瞬时流线与涡量场， 从图 ５ 可以看出， 涡量 Ｗ 的高值分布于射流流线两侧， 且在波

浪作用下发生一定程度的右偏， 这表明射流与环境水体在交界面附近存在明显的卷吸现象。 其他工况下的多

孔射流瞬时运动形态与 Ｗ０５ 工况类似， 只是 “多水团” 的大小和出现位置随波高和周期有所变化。
２ ２　 平均速度场

图 ６ 分别给出了静水环境（Ｓ０２， 图 ６（ａ））与波浪环境（Ｗ０５， 图 ６（ｂ））下多孔射流的平均速度矢量场。
在静水环境下， 距射流口上方 ｙ ／ Ｄ＝ １０ ～ ２０ 附近开始出现相邻孔间射流的混合现象， 但互相掺混并不明显，
直到 ｙ ／ Ｄ＝ ３０， 仍基本保持各自竖直向上的运动趋势， 各孔射流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不显著。 在波浪环境下，
射流体在波浪水质点的牵引作用下不断卷吸周围环境水体进入射流区， 使各孔射流的范围明显增大， 同时各

孔射流之间的相互影响也较为明显。 在距射流口 ｙ ／ Ｄ＝ ７～８ 处， 各孔射流间互相的掺混逐渐显现， 当射流发

展至 ｙ ／ Ｄ＝ １８ 以上区域时， 各孔射流互相融合， 形式上逐渐表现为一个单一垂直射流。
图 ７（ａ）为 Ｓ０２、 Ｗ０４、 Ｗ０５ 和 Ｗ０６ 工况条件下第 １ 孔射流的垂向平均速度 Ｖ ／ Ｖ０ 沿其轴线方向的衰减变



　 第 ４ 期 陈永平， 等： 波浪环境下多孔射流水动力特性试验 ５７３　　

图 ４　 射流中心平面瞬时速度矢量场及对应的 ＬＩＦ 图像

Ｆｉｇ ４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ｖｅｃｔｏｒ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ＬＩＦ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ｊｅ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ｐｌａｎｅ

化， 其中 Ｖ 为射流轴线垂向平均速度； Ｖ０ 为射流出口处的垂向平均速度。 从图 ７ 可以看出， 在波浪环境下，
射流轴线速度衰减程度普遍大于静水环境下的射流， 且随着波高和波周期的增加， 衰减程度明显增大。 注意

到在波浪作用下， 距射流口 ｙ ／ Ｄ＝ １０～２０ 之间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平台凸起部分， 即速度剖面出现了一个上升

段， 其主要原因是： 在波浪作用下， 右侧第 ２ 孔射流在离开出口一段距离后， 向左振荡至第 １ 孔射流上方，
补充了其原来受波浪影响而缺失的射流水体， 形成了整体速度的提升。 对比 Ｗ０４ 和 Ｗ０５ 工况下的测量结果

发现， 增大波高会使平台的起始位置前移而更接近射流口， 这是由于试验中波浪处在有限水深区域， 水质点

运动轨迹近似为封闭的椭圆， 其水平半长轴及垂直半短轴受波高的影响较大。 当波高增加时， 水平半长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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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射流中心平面瞬时流线与涡量场（ ｔ＝ ０ ２７６Ｔ）
Ｆｉｇ ５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ｊｅ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ｐｌａｎｅ（ｔ＝０ ２７６Ｔ）

图 ６　 多孔射流平均速度矢量

Ｆｉｇ ６ Ｍｅａｎ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ｊｅｔｓ

垂直半短轴增大， 第 ２ 孔射流向左振荡的起始点也就相应下移而接近射流口， 使得第 １ 孔射流速度提升段更

接近于射流口。 图 ７（ｂ）为多孔射流在工况 Ｗ０５ 条件下不同孔口的轴线速度衰减对比图。 由图 ７ 可知， ４ 个

孔口的轴线平均速度衰减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但中间第 ２ 孔、 第 ３ 孔射流在平台后段速度衰减相对变缓， 而

两侧第 １ 孔、 第 ４ 孔射流速度稍大一些。

图 ７　 多孔射流轴线垂向平均速度衰减

Ｆｉｇ ７ Ｍｅａｎ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ｊｅｔ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ｊｅｔ ｃｅｎｔｅｒｌｉｎｅｓ

为进一步解释图 ７ 中射流轴线平均速度的变化规律， 绘制了工况 Ｗ０５ 条件下多孔射流量纲一平均速度

ｕｒ ／ ｖ０的云图（图 ８）， 其中， ｕｒ为射流的平均速度， ｖ０为射流初始流速。 由图 ８ 可以看出， 受波浪作用的影响，
射流在距出口 ｙ ／ Ｄ＝ ７～８ 处开始发生分叉现象， 分别斜向左右两侧振荡， 射流口上方出现速度明显下降的区

域。 分叉的射流水体在相邻射流口中间上方位置汇聚， 在 ｙ ／ Ｄ＝ １０～１２ 附近形成 ３ 个较为明显的速度较大区

域， 在此将其定义为波浪作用下多孔射流的 “汇流点”。 经汇流点后， 分叉的射流水体继续斜向上运动， 与



　 第 ４ 期 陈永平， 等： 波浪环境下多孔射流水动力特性试验 ５７５　　

图 ８　 波浪工况四孔射流量纲一平均速度云图

Ｆｉｇ ８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ｏｆ ｎｏｎ⁃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ｎ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ｊｅｔｓ ｉｎ ａ ｗａｖ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相邻射流间形成动量相互补充， 其中第 ２ 孔、 第 ３ 孔射

流上方分别由第 １ 孔、 第 ３ 孔和第 ２ 孔、 第 ４ 孔的分叉

射流水体进行补充， 因此， 其速度回升较快； 而外侧第

１ 孔、 第 ４ 孔射流仅由相邻孔的单个分叉射流水体进行

补充， 故其速度回升较慢， 反映在垂向速度沿轴线有短

暂上升后迅速下降， 且第 １ 孔、 第 ４ 孔的升幅要低于第 ２
孔、 第 ３ 孔。

受射流出口流速与波浪相对强弱的影响， 上述汇流

点位置将会有所变化。 将图 ９（ａ）的 Ｗ０２ 工况与图 ８ 的

Ｗ０５ 工况相比， 射流出口速度减小约 １ ／ ２， 射流汇流点

由原来的 ｙ ／ Ｄ＝ １０～１２ 位置降为 ｙ ／ Ｄ＝ ５～６ 位置， 约下降

了 １ ／ ２， 这说明随着射流初始动量的减弱， 波浪作用更

加明显。 受波浪的影响， 射流在离开孔口不远距离便开

始左右摆动且与相邻射流掺混稀释， 距射流口 ｙ ／ Ｄ ＝ １５
之后逐渐呈现为单孔射流的运动形态。 进一步对比图 ９（ａ）Ｗ０２ 工况和图 ９（ｂ）Ｗ０１ 工况， 波高的减小使得射

流初始动量作用相对占优， 因此， 相邻射流汇流点上升至 ｙ ／ Ｄ＝ ８～９ 处， 之后各孔射流相互延伸、 混合， 直

至接近 ｙ ／ Ｄ＝ ２５ 处才逐渐呈现为单孔射流的运动形态。 由此可以看出， 在波浪占主导时， 相邻射流汇合加

快， 汇流点位置接近射流口； 在射流占主导时， 相邻射流汇合延缓， 汇流点位置远离射流口。

图 ９　 波浪工况多孔射流量纲一平均速度云图

Ｆｉｇ ９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ｏｆ ｎｏｎ⁃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ｎ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ｊｅｔｓ ｉｎ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ｖ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２ ３　 平均浓度场

图 １０（ａ）和图 １０（ｂ）分别为工况 Ｗ０５ 波浪环境中多孔射流在测量时间内平均过后的 ＬＩＦ 图像及其对应的

平均浓度等值线图。 根据图中平均浓度场的变化趋势， 结合之前讨论平均速度场的分布特征， 可将射流分为

初始区、 过渡区和混合区 ３ 部分。 射流初始区为从射流出口至 ｙ ／ Ｄ＝ ８～９ 处， 在这一区域， 射流出口流速较

大而波浪作用相对较小， 射流初始动量占据主导， 其轴线平均浓度快速降低， 射流得到有效稀释， 射流间相

互影响较小； 初始区向上至 ｙ ／ Ｄ ＝ １８ ～ ２０ 为过渡区， 该区域内射流在波浪的牵引拖曳下发生剧烈的左右摆

动， 相邻射流互相掺混， 使得横断面浓度最大值出现在射流轴线两侧； 在混合区（ｙ ／ Ｄ＞２０）， 多孔射流融合

为单股射流， 等值线也相应连续， 形成一个单一的 “坦峰”， 射流扩展半宽远大于波浪水质点轨迹半径， 受

波浪影响不再显著， 更多表现为单孔射流在环境水体中的扩散状态。
图 １１ 为 ４ 种不同工况（Ｗ０１、 Ｗ０２、 Ｗ０３ 和 Ｗ０５）下第 ３ 孔射流轴线平均浓度衰减示意图， 其中 Ｃ 为射

流轴线平均浓度； Ｃ０ 为射流出口处的平均浓度。 不同工况初始区、 过渡区及混合区的范围如图 １１ 所示。 对

比图 １１（ｂ）与图 １１（ａ）可知， 当波高增大时， 过渡区与混合区起始点更接近射流口； 对比图 １１（ｃ）与图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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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波浪环境中多孔射流平均浓度图像

Ｆｉｇ １０ Ｉｍ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ｏｆ ｍｅａ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ｊｅｔｓ ｉｎ ａ ｗａｖ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可知， 当波周期增大时， 过渡区与混合区起始点有向射流口靠近的趋势， 但变化不如波高影响明显； 对

比图 １１（ｄ）与图 １１（ｂ）可知， 当射流初始流速相对较小时， 过渡段与混合区起始点更靠近射流口。 由此可以

看出， 波高的增加以及射流出口流速的减小可使射流更早地进入过渡区和混合区。
由于本文仅考虑了 ６ 组不同的试验工况， 试验资料不足以给出 ３ 个区域定量的划区准则。 后续将补充更

多组次的试验， 结合量纲分析和数值模拟的手段， 根据波浪和射流的特征参数给出合理的长度尺度， 据此确

定各个区域的划分依据， 并针对不同区域内的射流速度和浓度与波浪和射流参数之间关系， 进行半经验半理

论经验公式的构建。

图 １１　 第 ３ 孔轴线平均浓度衰减示意

Ｆｉｇ １１ Ｍｅａ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ｊｅｔ ａｌｏｎｇ ｉｔｓ ｃｅｎｔｅｒｌｉｎｅ

３　 结　 　 论

（１） 射流水体受波浪水质点水平运动的牵引而左右摆动， 由于波浪运动的非恒定性使得射流体在上升

过程中有可能发生不连续现象， 因此， 在一定高度上形成多个明显的 “水团”， 且各个 “水团” 保持有较大

的动量和较高的浓度。 这些 “水团” 的存在加大了与两侧环境水体的接触面积， 使得射流的扩散范围和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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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程度有明显提高。
（２） 波浪环境下多孔射流轴线衰减速度加快， 波高与波周期的增加都会加快速度衰减； 射流口上方出

现明显速度下降区域与速度提升平台区域， 平台起始位置受波高影响显著； 两侧第 １ 孔、 第 ４ 孔的射流速度

衰减快于中间的第 ２ 孔、 第 ３ 孔射流。
（３） 在波浪作用下多孔射流存在若干个 “汇流点”， 其产生的原因为多孔射流受波浪水质点牵引而发生

瞬时左右摆动， 多组平均之后相邻射流分叉主体在二者中间上方位置汇聚而成。 随着射流初始速度的减小和

波高的增加， 多孔射流汇流点逐渐向底部偏移。
（４） 根据波浪环境下平均浓度场的分布可将多孔射流分为初始区、 过渡区与混合区。 在初始区， 各孔

射流保持各自的射流特征， 相互影响较小； 在过渡区， 浓度峰值向相邻两孔的中间靠近； 在混合区， 多孔射

流之间互相融合， 多峰汇聚为一个宽平的 “坦峰”， 更多表现为单孔射流在环境水体中的扩散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 波浪环境下的多孔射流运动比较复杂， 影响区域划分的因素较多， 且在相同区域内各孔

射流的表现也有所差异。 目前有限的试验组次还不足够对其运动规律进行公式化的描述， 后续将在更多试验

组次的基础上， 结合量纲分析和数值模拟的手段， 进一步开展波浪环境下多孔射流扩散和稀释规律的定量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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