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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揭示尾迹区添加横隔板对圆柱绕流流场特性影响， 把多步格式引入到特征线算子分裂有限元法中， 建立

了基于多步格式的特征线算子分裂有限元法： 在每个时间步内将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 方程分裂成对流项和扩散项， 对流项

时间离散采用多步格式， 在每一子时间步内沿特征线展开并显式求解。 方腔流数值模拟结果表明该算法既可降低

对整体时间步长的要求又可提高计算精度。 对比有无横隔板圆柱绕流流场和圆柱表面压力变化表明， 横隔板可以

有效地抑制绕流尾迹区涡旋脱落， 提高圆柱背流面压力， 减少圆柱上下表面的压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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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体绕流常见于水利工程、 土木工程等领域， 其中圆柱绕流应用较为广泛。 当流体绕过这些圆柱形结构

物时会在其表面发生边界分离， 在一定雷诺数下圆柱后方出现流动分离和涡脱［１］。 随着涡脱的产生， 旋涡

会对结构物产生顺着来流方向（阻力）和垂直来流方向（升力）周期变化的作用力， 这不仅会诱发结构物的疲

劳损伤， 甚至还会引起共振， 影响结构物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缩短结构物寿命。 因此， 如何通过合适的措施

减小结构物的阻力、 抑制其流动分离进而减小周期性的脉动升力已成为工程上亟待解决的问题。 圆柱尾迹区

旋涡形成和脱落的机理复杂， Ｇｅｒｒａｒｄ［２］ 指出上下剪切层间相互作用是旋涡形成和脱落的关键。 据此， 学者

们提出在圆柱后添加横隔板来限制旋涡脱落， 改变升阻力系数。 Ｋｗｏｎ 和 Ｃｈｏｉ［３］ 对 Ｒｅ 分别为 １００、 １６０ 的带

不同长度横隔板圆柱绕流展开研究， 给出了平均阻力系数和斯特劳哈数的变化趋势， 两种 Ｒｅ 下平均阻力系

数随着横隔板长度的增加而降低， 而斯特劳哈数则有着不同的变化趋势； 但没有对升力系数的变化展开研

究。 段志强［４］采用二维层流模型研究 Ｒｅ＝ ２００ 的带横隔板圆柱绕流， 虽定性地给出了升力系数随横隔板长度

变化的趋势， 但发现横隔板长度与圆柱直径相等时升力系数幅值会减小为 ０； 而 Ｋａｗａｉ［５］ 的研究表明， 当横

隔板长度与圆柱直径相等时升力系数幅值会减小但不会为 ０。
研究带横隔板圆柱绕流场特性的方法主要有实验方法和数值模拟方法。 数值模拟方法研究带横隔板圆柱

绕流问题的关键是求解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Ｎ⁃Ｓ）方程。 在求解具有复杂几何边界流动问题时， 有限元法更具优势。
但当雷诺数较大使得对流占优时， Ｎ⁃Ｓ 方程呈现高度的非线性特性， 采用标准 Ｇａｌｅｒｋｉｎ 有限元法求解将引起

数值解的振荡。 针对对流项占优时导致数值解振荡的问题， 已有多种有别于标准 Ｇａｌｅｒｋｉｎ 有限元法的新算法

问世， 如 Ｐｅｔｒｏｖ⁃Ｇａｌｅｒｋｉｎ 法［６］、 Ｔａｙｌｏｒ⁃Ｇａｌｅｒｋｉｎ 法［７］、 Ｇａｌｅｒｋｉｎ 最小二乘法［８］、 特征线 Ｇａｌｅｒｋｉｎ 法［９］ 等。 其

中， 特征线 Ｇａｌｅｒｋｉｎ 法的核心是将 Ｎ⁃Ｓ 方程的动量方程沿特征线进行时间离散， 以理性形式引入稳定项， 具

有较明确的物理意义。 １９９５ 年， Ｚｉｅｎｋｉｅｗｉｃｚ 和 Ｃｏｄｉｎａ［１０］ 将 Ｔａｙｌｏｒ 展开法引入到特征线 Ｇａｌｅｒｋｉｎ 法中并将其

与分离算法相结合， 提出了基于特征线的分离算法（ＣＢＳ 法）， 该法可直接由 Ｎ⁃Ｓ 方程推导出合理的平衡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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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项， 可获得稳定的数值解。 Ｗａｎｇ 等［１１］结合 ＣＢＳ 法和算子分裂法［１２］ 的优点， 提出特征线算子分裂有限元

法（ＣＢＯＳ 有限元法）求解 Ｎ⁃Ｓ 方程。 该方法在处理扩对流项时采用显式格式， 显式格式具有单个时间步的计

算量小、 程序易于实现等优点， 但其不足为在时域离散化计算中是条件稳定的［１３］， 即必须采用较小的时间

步长才能使计算稳定。 因此， 对流项的显式求解使得 ＣＢＯＳ 有限元法受时间步长的限制， 影响计算效率。
本文把多步格式引入到 ＣＢＯＳ 有限元法中， 提出基于多步格式的特征线算子分裂有限元法。 通过方腔流

验证其优越性后， 将该方法用于带与圆柱直径等长的横隔板圆柱绕流， 以揭示尾迹区放置横隔板对圆柱绕流

流场参数的影响， 并结合流场和圆柱表面压力的变化阐明添加横隔板对圆柱绕流流动参数的影响机理。

１　 数值模型

１ １　 控制方程

二维非定常不可压缩流体基本控制方程的量纲一形式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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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Ω × ［０，Ｔ］ （１）

式中： Ω 和 ０， Ｔ[ ] 分别为空间域和时间域； ｉ， ｊ＝ １， ２； （ｕｉ， ｕ ｊ） ＝ （ｕ， ｖ）， ｕ 和 ｖ 分别为水平方向速度和

垂直方向速度； ｐ 为压力； ｔ 为时间； Ｒｅ＝ ρＵＬ
μ

为雷诺数（其中 μ 为动力黏度， ρ 为流体密度， Ｕ 为特征速度，

Ｌ 为特征长度）； ｆｉ 为外力； （ｘ１， ｘ２） ＝ （ｘ， ｙ）。
１ ２　 ＣＢＯＳ 有限元法

在每一个时间步内， 采用算子分裂法将 Ｎ⁃Ｓ 方程分为扩散项和对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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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ｕｎ＋θ
ｉ 为扩散项（式（２））在 ｎ＋１ 时刻的解， 同时为对流项（式（３））在 ｎ＋１ 时刻的初值； ｕｎ＋１

ｉ 为对流项在 ｎ
＋１ 时刻的解， 同时也是 Ｎ⁃Ｓ 方程式（１）在 ｎ＋１ 时刻的解。

式（２）和式（３）应用 ＣＢＯＳ 有限元法［１１］， 可得如下时间离散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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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５）为对流项式（３）沿特征线显式时间离散所得。
１ ３　 基于多步格式的 ＣＢＯＳ 有限元法

采用多步格式处理对流项式（３）， 即在每一个整体时间步 Δｔ 内将对流项分为 ｈ 步进行求解， 则求解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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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时间步长为 δｔ＝ Δｔ
ｈ
。 根据式（５）， 对流项在第 ｌ 子时间步内的求解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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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ｌ 依次取 １， ２， …， ｈ。 若 ｌ＝ １， 则 ｕｎ＋ｌ
－１
ｈ

ｉ ＝ｕｎ＋θ
ｉ ； 若 ｌ＝ｈ， 则 ｕｎ＋ ｌ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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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
对式（４）和式（６）采用标准 Ｇａｌｅｒｋｉｎ 加权余量有限元法进行空间离散。 基于多步格式的 ＣＢＯＳ 有限元法的

求解过程为：
（１） 以 ｎ 时刻的速度场 ｕｎ

ｉ 和压力场 ｐｎ 作为初值， 求解式（２）， 得到 ｎ＋１ 时刻速度场的过渡值 ｕｎ＋θ
ｉ 和压

力场 ｐｎ＋１；
（２） 以 ｕｎ＋θ

ｉ 为初值， 由式（３）求解速度场 ｕｎ＋１
ｉ 。 在求解式（３）时， 采用多步格式， 在每一子时间步内沿

特征线展开得式（６）并显式求解；
（３） 转到下一时刻， 重复步骤（１）和步骤（２）。

２　 模型验证

在式（６）中， 若取 ｈ＝ １， 即对流项不采用多步格式， 此时为 ＣＢＯＳ 有限元法。 为比较本文方法与 ＣＢＯＳ
有限元法（ｈ＝ １ 时）的不同数值表现， 分别采用这两种算法对方腔流进行数值模拟。 方腔流几何模型及边界

条件如图 １（ａ）所示。 取 Ｌ＝ １ ｍ， Ｕ＝ １ ｍ ／ ｓ， ρ＝ １ ０ ｋｇ ／ ｍ３， 调整动力黏度得到不同的雷诺数。 左下角为坐标

原点， 在该点相对压力为 ０。 整个计算域划分为 ３０×３０ 个九节点四边形单元， 共有 ３ ７２１ 个节点， 具体网格

剖分如图 １（ｂ）。

图 １　 方腔流

Ｆｉｇ １ Ｄｒｉｖｅｎ ｃａｖｉｔｙ ｆｌｏｗ

取动力黏度 μ＝ ０ ００１ Ｐａ·ｓ， 即 Ｒｅ＝ １ ０００， 分别取 Δｔ＝ ０ １、 ０ ０５、 ０ ０１ 和 ｈ＝ １、 ５、 １０。 当 ｈ＝ １ 时即采

用 ＣＢＯＳ 有限元法进行数值模拟， Δｔ 分别取 ０ １ 和 ０ ０５ 时计算值发散， 需要取 Δｔ ＝ ０ ０１ 时才能收敛； 当 ｈ
分别取 ５ 和 １０ 时， 分别采用 Δｔ 为 ０ １、 ０ ０５ 和 ０ ０１ 均可收敛。

图 ２ 给出了 Δｔ＝ ０ ０１ 时不同对流子时间步下速度沿中线的分布。 从图 ２ 可以看出， Δｔ＝ ０ ０１ 时无论 ｈ 如

何取值计算均收敛， 但 ｈ＝ １ 时计算精度较低， 而 ｈ 增大后精度得到提高； 当 ｈ ＝ １０ 时， 本文计算结果与

Ｇｈｉａ 等［１４］结果吻合较好。 由以上分析可知 ＣＢＯＳ 有限元法由于对流项的显式求解使得该算法受到时间步长

的束缚， 而当对流项采用多步格式既可降低对整体时间步长的要求又可提高计算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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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Δｔ＝ ０ ０１ 时不同对流子时间步下速度沿中线的分布

Ｆｉｇ ２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ｌｏｎｇ ｌｉｎ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 ｗｈｅｎ Δｔ＝ ０ ０１

３　 带横隔板圆柱绕流特性分析

３ １　 计算区域和边界条件

图 ３ 给出了带横隔板圆柱结构尺度示意图及其计算网格剖分图， ＬＳ为横隔板长度， Ｒ 为圆柱半径。 计算

中取 ＬＳ ＝ ２Ｒ（带与圆柱直径等长的横隔板）， 横隔板厚度为
Ｒ
２５

。 取 Ｌ＝ １ ｍ， Ｕ＝ １ ｍ ／ ｓ， ρ ＝ １ ０ ｋｇ ／ ｍ３， 调整动

力黏度得到不同的雷诺数。 入口处指定沿水平方向的均匀来流 ｕ ＝ １， 垂向速度 ｖ ＝ ０； 侧壁、 圆柱表面和横

隔板表面为固壁边界条件； 出口为自由出流边界， 在该位置相对压力为 ０。 对流子时间步取 ｈ ＝ １０。

图 ３　 带横隔板圆柱绕流结构及其计算网格剖分示意

Ｆｉｇ ３ Ｓｉｚ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ａｎｄ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ｉｄ ｆｏｒ ａ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ｗｉｔｈ ｓｐｌｉｔｔｅｒ ｐｌａｔｅ

３ ２　 结果分析

３ ２ １　 流场参数特性分析

表 １列出了本文计算的圆柱绕流（ＬＳ ＝ ０） 和带横隔板圆柱绕流平均阻力系数ＣＤ、 升力系数ＣＬ 和斯特劳哈

数 Ｓｔ。 从表１可知， 在圆柱背流侧增加横隔板， 当Ｒｅ ＝ １００时， 平均阻力系数ＣＤ 由１ ３９４减小到１ ２２３， 减少

了约 １２ ３％； 升力系数由 ０ ３３２ 减少为 ０ ０７６， 减小了约 ７７ １％； Ｓｔ 由 ０ １６７ 减小为 ０ １３８， 减少了约

１７ ３７％； 在 Ｈｗａｎｇ 等［１９］ 的研究中分别减少了约 １２ ７％、 ７６ ８％ 和 １７ ９６％。 当 Ｒｅ＝ ２００ 时， 平均阻力ＣＤ由

１ ３３９ 减小到 １ ０６２４， 减少了约 ２０ ６％； 圆柱所受升力幅值由 ０ ６１４ 减少为 ０ １６３， 减小了约 ７３ ５％； Ｓｔ由

０ １９４ 减小为 ０ １５５， 减少了约 ２０ １％。 计算结果表明二维层流状态下在圆柱尾迹区内放置与圆柱直径等长

的横隔板使得平均阻力系数、 升力系数幅值和斯特劳哈数都会减小， 但都不会减为 ０。 而段志强［４］采用二维

层流模型研究 Ｒｅ＝ ２００ 的带横隔板圆柱绕流， 发现横隔板长度与圆柱直径相等时升力系数幅值会减小为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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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Ｒｅ＝１００ 和 Ｒｅ＝２００ 时本文计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ｌｏｗ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ａｔ Ｒｅ＝１００ ａｎｄ Ｒｅ＝２００

参数

不带横隔板（ＬＳ ＝ ０） 带横隔板

Ｒｅ＝ １００ Ｒｅ＝ ２００ Ｒｅ＝ １００ Ｒｅ＝ ２００

本文结果 Ｈａｎ 等［１５］ Ｘｕ 和 Ｗａｎｇ［１６］ 本文结果 Ｄｉｎｇ 等［１７］ Ｈａｒｉｃｈａｎｄａｎ 和 Ｒｏｙ［１８］ 本文结果 本文结果

ＣＤ １ ３９４ １ ３７９ １ ４２３ １ ３３９ １ ３４８ １ ３３０ １ ２３２ １ ０６２
ＣＬ ±０ ３３２ ±０ ３３４ ±０ ３４０ ±０ ６１４ ±０ ６５９ ±０ ６００ ±０ ０７６ ±０ １６３
Ｓｔ ０ １６７ ０ １６８ ０ １７１ ０ １９４ ０ １９６ ０ １９２ ０ １３８ ０ １５５

３ ２ ２　 绕流场结果特性分析

图 ４ 和图 ５ 分别给出了 Ｒｅ＝ ２００ 时圆柱绕流和带横隔板圆柱绕流半个周期内的涡量图。 图 ４ 和图 ５ 对比

可见： 由于横隔板的存在， 圆柱壁面附近的自由剪切层不能相互作用， 剪切层只能沿着流动方向向下游输

送， 直至到达横隔板末端后， 上下剪切层才开始相互作用。 圆柱尾迹区的旋涡变长， 相应涡脱周期变长， Ｓｔ

变小， 说明在圆柱尾部添加横隔板能有效地抑制圆柱背流面旋涡脱落。

图 ４　 Ｒｅ＝ ２００ 时圆柱绕流半个周期内涡量

Ｆｉｇ ４ Ｖｏｒｔｉｃ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ａｔ Ｒｅ＝ ２００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ａｌｆ ｃｙｃｌｅ

图 ５　 Ｒｅ＝ ２００ 时带横隔板圆柱绕流半个周期内涡量

Ｆｉｇ ５ Ｖｏｒｔｉｃ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ｗｉｔｈ ｓｐｌｉｔｔｅｒ ｐｌａｔｅ ａｔ Ｒｅ＝ ２００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ａｌｆ ｃｙｃｌｅ

图 ６ 给出了 Ｒｅ＝ ２００ 时的圆柱绕流在大致一个涡旋脱落周期内的压力和流线的演化过程。 图 ７ 给出了

Ｒｅ＝ ２００ 时带横隔板圆柱绕流一个周期内压力和流线演化。 图 ６ 和图 ７ 对比可知， 在两种情况下圆柱迎流面

压力基本不变， 而带横隔板圆柱背流面压力较不带横隔板圆柱背流面压力有着显著的增加， 导致带横隔板圆

柱所受平均阻力系数降低。

图 ６　 Ｒｅ＝ ２００ 时一个周期内压力和流线演化

Ｆｉｇ ６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ａ ｃｙｃｌｅ ａｔ Ｒｅ＝ ２００



　 第 ４ 期 水庆象， 等： 带横隔板圆柱绕流特性数值模拟 ５９１　　

图 ７　 Ｒｅ＝ ２００ 时带横隔板圆柱绕流一个周期内压力和流线演化

Ｆｉｇ 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ａ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ｗｉｔｈ ｓｐｌｉｔｔｅｒ ｐｌａｔ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ａ ｃｙｃｌｅ ａｔ Ｒｅ＝ ２００

由图 ４ 和图 ５ 对比可见， 带横隔板圆柱绕流流场尾迹区内涡量分布的对称性较不带横隔板圆柱绕流情况

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 流场对称性的改善可改变圆柱上的升力系数幅值。 为揭示升力幅值减小且不减为零的

原因， 图 ８ 给出了 Ｒｅ＝ ２００ 正向升力系数达到最大时圆柱表面压力系数 Ｃｐ分布。 由图 ８ 可以看出， 当正向升

力系数达到最大时， 带横隔板圆柱背流面上部（９０°＜θ＜１８０°）和下部（１８０°＜θ＜２７０°）的压力系数相对不带横隔

板时都有所增加， 不同的是带横隔板圆柱上部压力系数增加的幅度比下部大， 所以横隔板的加入使得圆柱上

下表面压力系数差大幅度减小但仍存在差距， 而圆柱所受升力系数幅值大小与上下表面压力系数差的大小一

致， 因此， 带横隔板圆柱所受升力系数幅值也大幅度降低但不会减少为 ０。

（实线： 不带横隔板圆柱绕流计算结果； 虚线： 带横隔板圆柱绕流计算结果）

图 ８　 Ｒｅ＝ ２００ 正向升力系数达到最大时圆柱表面压力系数分布

Ｆｉｇ 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ｌｉｆ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ａｔ Ｒｅ＝ ２００

４　 结　 　 论

（１） ＣＢＯＳ 有限元法中显式求解对流项在时域离散化计算中是条件稳定的， 把多步格式引入到特征线算

子分裂有限元法中， 建立了基于多步格式的特征线算子分裂有限元法， 该算法中对流项时间离散采用多步格

式， 在每一子时间步内沿特征线展开并显式求解。 方腔流数值模拟结果证实该算法既可降低对整体时间步长

的要求又可提高计算精度。

（２） 带与圆柱直径等长的横隔板圆柱绕流模拟结果表明： 当 Ｒｅ ＝ １００ 时， 平均阻力系数ＣＤ 减少了

１２ ３％； 升力系数幅值减小了 ７７ １％； Ｓｔ减少了 １７ ３７％； 当 Ｒｅ ＝ ２００ 时， ３ 个流场参数分别减少 ２０ ６％、
７３ ５％和 ２０ １％。

（３） 通过对比 Ｒｅ＝ ２００ 时有无横隔板绕流流场和圆柱表面压力变化表明： 圆柱尾迹区放置横隔板后， 剪

切层只能沿着流动方向向下游输送， 直至到达横隔板末端后， 上下剪切层才开始相互作用， 旋涡变长， 旋涡

脱落受到抑制， 涡脱周期变长， Ｓｔ 变小； 带横隔板圆柱背流面压力较不带横隔板圆柱背流面压力有着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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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而迎流面压力无明显变化， 导致带横隔板圆柱所受平均阻力系数降低； 横隔板的加入使得圆柱上下表面

压力系数差大幅度减小但仍存在差距， 所以带横隔板圆柱所受升力系数幅值也大幅度降低但不会减少至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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