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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明渠中开展不同水流条件下低强度均匀沙平衡输沙试验， 基于灰度相减方法分析整个床面推移质运动特

征， 以探寻紊流结构与推移质运动之间的作用机理。 结果表明： ① 受水槽横向方向水流强度分布特征影响， 推移

质运动概率从水槽中线到两侧壁逐渐变小， 且基本呈对称分布； ② 在紊流相干结构作用下， 推移质床面在紊流低

速条带区形成凸槽， 高速条带区形成凹槽， 推移质运动概率沿水槽横向方向存在高低相间的带状分区； ③ 随摩阻

雷诺数增大， 相邻两推移质运动高概率区域的间距值变化范围为 ０ １３ ～ ０ ２４ 倍水槽宽度， 其值随摩阻雷诺数增大

而增大； ④ 不同水流条件下， 推移质运动高概率区域间距值约为水深的 ２ 倍， 这与流向涡模型吻合， 表明流向涡

是诱导床面出现凹凸相间形态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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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移质运动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河流海洋中， 分析推移质输沙过程中床面形态、 颗粒运动特征及其与紊

流性质的相互关系， 对于理解推移质运动规律和紊流特性均具有重要意义［１］。 一些学者对此开展了研究，
并获得了许多一致的认识。 高低速条带结构是紊流重要的相干结构， Ｋｌｉｎｅ 等［２］首先使用氢气泡可视化方法，
发现近壁区水流以不稳定的低速区、 高速区相间排列流动， 并伴随以低速流体抬升和高速流体向下清扫为主

要特征的猝发运动。 Ｎｉｎｏ 和 Ｇａｒｃｉａ［３］指出水沙两相运动过程沙颗粒受水流相干结构的猝发事件影响， 能够形

成稳定的沙粒条带结构。 Ｋａｆｔｏｒｉ 等［４］观测了粒径为 １００～９００ μｍ 泥沙颗粒在紊流近壁区运动、 沉积及水流挟

带颗粒运动的过程， 指出颗粒运动将受到漏斗涡的影响形成条带结构， 但当水流强度过大推移质表面的条带

结构形态将逐渐消失。 Ｎｅｚｕ 和 Ｎａｋａｇａｗａ［５］则认为， 近壁区相邻流向涡的反向旋转运动造成固体颗粒横向交

换运移， 导致固体颗粒聚集在低速区域形成规则的带状结构。 由此可见， 当推移质颗粒在一定水流强度条件

下能够形成条纹状床面结构， 也意味着床面不同位置推移质运动概率存在差异性。 长期以来， 受测量仪器和

实验方法的制约， 主要针对推移质输沙率结果进行研究， 缺乏对输沙过程床面形态特征及输沙率在床面分布

规律进行研究。 随着测量技术的进步， 文献［６⁃７］通过俯视观测方式， 将高速摄像技术用于测量推移质运动

特征， 分析了紊流猝发与推移质运动条带现象的关系。 刘春嵘等［８］ 采用类似观测方法， 实现了推移质起动

概率的定量测量。 目前， 高速摄像技术作为一种测量工具为研究推移质运动规律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 但此

类方法在图像处理及运动区域选取原则上仍需不断改进， 特别对于如何建立推移质运动与紊流相干结构的联

系， 还存在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开展明渠均匀沙平衡输沙试验， 通过推移质输沙量验证了试验的可靠性。 运

用高速摄影技术， 采用图像处理中灰度相减的方法判断泥沙运动区域， 并分析推移质运动区域分布等值线

图， 以便定量分析推移质运动分布特征及其与水流条件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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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试验设计

１ １　 试验水槽

试验在高精度明渠循环变坡水槽中开展， 水槽系统如图 １ 所示。 水槽长 １１ ｍ， 宽 ２５ ｃｍ， 高 ０ ４ ｍ， 变

坡范围为 ０～１％。 边壁和底板均为超白玻璃， 槽身整体安装误差小于±０ ２ ｍｍ。 循环水由进口水箱以溢流形

式进入水槽， 入口设 ４ 层孔径渐变的蜂窝状整流器， 起整流和消除大尺度涡结构的作用， 出口设活页尾门控

制水深以保证恒定均匀流。 流量用变频器调节水泵转速来控制， 通过电磁流量计测量， 误差在 ０ ４％以内。
水深由沿水槽中心线安装的 ６ 个超声水位计测量。 测量段距水槽入口 ７ ｍ， 以保证紊流充分发展， 距出口４ ｍ
可消除尾门对水流的扰动。 定义 ｘ 轴沿水流方向， ｙ 轴为水深方向， ｚ 轴沿水槽横向方向。

图 １　 试验水槽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ｆｌｕｍｅ

采用分辨率为 ２ ５６０×１ ９２０ 像素的高速 ＣＭＯＳ 相机， 相机竖直向下安装在水槽中线正上方， 镜头光轴与

床面垂直。 ＬＥＤ 光源尽量与床面垂直， 确保均匀照明下拍摄床面推移质运动情况。 本文试验中， 为全面观

测推移质（ ｚ 方向）的运动规律， 相机拍摄过程覆盖整个水槽宽度的 ２５ ｃｍ， 流向（ｘ 方向）为 １８ ７５ ｃｍ， 进行

满画幅拍摄， 成像分辨率为 １０ ２ 像素 ／ ｍｍ。 每组试验连续拍摄 ２ ０００ 帧图片。
高速摄像机在拍摄推移质运动时， 为了更真实地捕捉推移质运动情况， 理论上两帧图像之间采样间隔

Δｔ 应足够小， 但采样间隔过小时图像识别误差又将凸现， 而产生误差。 文献［９］提出， 当 Δｔ＜Ｔｍ时， 相机能

够准确获得推移质颗粒的每次运动， 其中 Ｔｍ ＝ １５Ｄ ／ ｕ∗为中间时间尺度［１０］， 指泥沙颗粒连续两次处于静止状

态的时间间隔， 即高速相机最小帧频应当满足： ｆ＞１ ／ Ｔｍ。 依照上述原则， 本文采样频率选为 ２００ Ｈｚ， 可以满

足以上条件， 实现对推移质运动的准确捕捉。
１ ２　 试验方案

选用密度 ρ＝ ２ ６５０ ｋｇ ／ ｍ３， 中值粒径 Ｄ＝ ２ ７５ ｍｍ 的天然均匀沙， 试验中在床面铺设 ３ ｃｍ 等厚沙颗粒。
水槽前端入口 １ ｍ 处布设可变频加沙机， 通过改变加沙机电机频率和出沙口宽度调节加沙速率， 以确保试验

过程中持续加入与输沙率等量的泥沙颗粒。 同时在距进口 １ ５ ｍ 处沿断面横向放置一薄钢尺， 沙粒在水流冲

刷作用下从钢尺上缘均匀向下游运动， 以保持输沙恒定。 以上加沙装置距离试验拍摄段约 ５ ５ ｍ， 对下游试

验数据的获取无影响。 本文共开展 １０ 种雷诺数的恒定均匀流平衡输沙推移质试验， 各试验组次的水流条件

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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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推移质试验水流条件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ｌｏｗ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组次
水深
ｈ ／ ｃｍ

流量
Ｑ ／ （Ｌ·ｓ－１）

宽深比
Ｂ ／ ｈ

平均流速
Ｕｍ ／ （ ｍ·ｓ－１）

摩阻流速
ｕ∗ ／ （ｃｍ·ｓ－１）

摩阻 Ｒｅ∗ Θ
ｇｂ ／

（ｇ·（ｓ·ｍ） －１）

Ｃ７１２ １ ７４ １ ６０ １４ ３７ ０ ３７４ ４ １７ ７１２ ０ ０３９ ０ ８３

Ｃ７２４ １ ７９ １ ６７ １３ ９７ ０ ３７３ ４ ２３ ７２４ ０ ０４０ ０ ９１

Ｃ７８０ １ ８５ １ ７３ １３ ５１ ０ ３７４ ４ ３０ ７８０ ０ ０４１ １ １６

Ｃ８１２ １ ９０ １ ８２ １３ １６ ０ ３８３ ４ ３６ ８１２ ０ ０４３ １ ６０

Ｃ８７７ ２ ００ １ ９８ １２． ５０ ０ ３９６ ４ ４７ ８７７ ０ ０４５ ２ ７５

Ｃ９６４ ２ １３ ２ １３ １１ ７４ ０ ３９９ ４ ６１ ９６４ ０ ０４８ ３ １８

Ｃ１０４０ ２ ２４ ２ ３０ １１ １６ ０ ４１１ ４ ７３ １ ０４０ ０ ０５０ ３ ５９

Ｃ１０８２ ２ ３０ ２ ５２ １０ ８７ ０ ４３８ ４ ７９ １ ０８２ ０ ０５２ ４ ８２

Ｃ１１９７ ２ ４６ ３ ５８ １０ １６ ０ ５８３ ４ ９６ １ １９７ ０ ０５５ ７ ７３

Ｃ１３１３ ２ ６６ ４ ４２ ９ ４０ ０ ６６４ ５ １６ １ ３１３ ０ ０６０ １５ ９１

注： 水流摩阻雷诺数 Ｒｅ∗ ＝ｕ∗ｈ ／ ν； 水流强度参数 Θ＝
ρｕ２

∗

（γｓ－γ）Ｄ
； ｇｂ为推移质单宽输沙率。

　 　 以往文献中报道， 推移质输沙过程泥沙临界起动 Ｓｈｉｅｌｄｓ 数 Θｃ的范围为 ０ ０３ ～ ０ ０６， 其中 Ｅｎｇｅｌｕｎｄ 和

Ｆｒｅｄｓøｅ［１１］认为 Θｃ ＝ ０ ０４６。 而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１２］和 Ｐａｒｋｅｒ［１３］研究表明， 当水流强度 Θｃ＜０ ０４６ 时， 推移质运动依然

存在。 本文借鉴 Ｐａｒｋｅｒ［１３］的研究成果认为 Θｃ ＝ ０ ０３， 在本文试验工况下均可实现推移质输沙运动。

２　 推移质运动测量

２ １　 试验可靠性验证

推移质输沙过程中， 通过接沙篮在水槽末端收集沙样， 电子天平以 １Ｈｚ 频率实时记录推移质水下重量。
以 Ｃ８１２ 组次试验为例， 调节尾门及水流达到平衡输沙条件后开始记录推移质输沙量。 将天平读数换算成推

移质质量 ｍ 并与时间 ｔ 进行绘图， 如图 ２ 所示。 随试验进行， 接沙篮内沙样的质量与时间呈线性增大关系，
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其斜率即单位时间输沙率， 为 ４ ｇ ／ ｓ。

通过Θ ＝
ρｕ２

∗

（γｓ － γ）Ｄ
、Φ ＝

ｇｂ

ρｓｇ
ρ

（ρｓ － ρ）ｇＤ３ ， 分别计算 １０ 组试验的输沙强度Φ 和水流参数Ψ（ ＝ １ ／Θ），

与以往输沙率曲线［１４⁃１６］共同绘于图 ３ 中。 图 ３ 中显示本文试验数据点与经典曲线能够很好的吻合， 表明本试

验水流条件、 输沙及接沙过程的可靠性。

图 ２　 推移质累积质量随时间变化

Ｆｉｇ 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图 ３　 试验结果与经典输沙率曲线对比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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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高速摄像技术

以往通过图像测量计算推移质运动区域的方法， 主要有两种： ① 根据连续两张图像相关像素峰值点是

否位移判定颗粒的运动［８］； ② 通过连续图像相减， 根据图像灰度变化判定推移质是否运动［７，１７］。 前者方法

在判定较小粒径的推移质运动时， 颗粒在运动过程中的暴露面积变化较大， 且较多颗粒运动时峰值点的相关

计算误差将偏大， 该方法较适合粒径较大且运动概率较小的推移质运动情况。 而后者的灰度相减法适用性较

广， 不受粒径大小和颗粒运动数量限制， 故本文采用后者方法。
图 ４（ａ）为相机拍摄的推移质原始图像， 图片选取 ５００×５００ 像素面积， 每颗沙粒直径约占 ２８ 个像素， 可

以清晰地分辨出沙粒的形状和位置。 由于试验过程中背景光线的不均衡及少量气泡和杂质的存在， 在图中出

现不均匀的背景色。 利用顶帽变换（开运算和减运算）对图像进行处理以消除背景色， 在此基础上使用对比

度线性拉伸， 即可获得背景均匀且亮度较高的推移质颗粒图像， 见图 ４（ｂ） ［９］。 处理后的连续图像进行灰度

相减后可获得图像（图 ４（ｃ））， 其中白色点代表床面运动颗粒的位置。 为剔除图 ４（ｃ）中明渠水面波纹反光所

产生的模糊条纹， 通过半径为 ２ 个像素的圆形模块对图像进行滤波去噪处理， 得到推移质运动颗粒的图像

（图 ４（ｄ））。 滤波模块大小的选择需根据推移质粒径及噪声大小进行统一确定， 一定范围内均可实现运动沙

颗粒的提取。 图 ４（ｄ）中白色的联通区域分别代表 １ 到 ｎ 个运动的泥沙颗粒。

图 ４　 图像处理过程

Ｆｉｇ ４ 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床面形态及紊流概念模型

由于紊流相干结构的存在， 将对推移质运动规律产生影响， 并形成特定的床面结构［１８］。 本文试验中观

测到推移质床面逐渐由平整床面发展为沿流向方向长形条带结构床面， 如图 ５ 所示床面形成深浅相间交错的

条带形床面形态， 并沿水流方向延续。 这与少量沙在床面运动形成的条带结构很相似， 也验证了 Ｇｙｒ 和

Ｓｃｈｍｉｄ［１８］所观测到的现象。

图 ５　 推移质运动床面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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紊流猝发现象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喷射， 即床面附近低速流体向上扬起； 二是清扫， 即上部的高速

流体向床面冲击。 按照象限分析法， 喷射的脉动流速为ｕ＜０、 ｖ＞０， 位于 ｕｖ 坐标系中的第 ２ 象限， 又称 Ｑ２
事件； 清扫的脉动流速为 ｕ＞０、 ｖ＜０， 位于 ｕｖ 坐标系中的第 ４ 象限， 又称 Ｑ４ 事件。 床面形态形成的主要原

因是， 紊流的猝发事件将沿水槽横向方向形成相间排列的高低速水流条带结构， 其中高速条带区域水流强度

高， 向下俯冲过程中携带泥沙颗粒沿水流方向输移的几率更大， 而沙粒则多集中堆积在低速条带区域内。 以

上结果导致位于高速条带区的推移质运动概率将高于低速条带区的运动概率， 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还显示了推

移质条带结构形态沿流向方向几乎覆盖整个床面， Ａｄｒｉａｎ 等［１９］、 Ｍａｒｕｓｉｃ 和 Ｈｅｕｅｒ［２０］均提出紊流中交替出现

的高低速流带是一种大尺度甚至是超大尺度的结构， 推移质床面形态也能够反映出紊流中存在着这种大尺度

的条带结构现象。
从紊流整体水流结构来看， Ｉｍａｍｏｔｏ 和 Ｉｓｈｉｇａｋｉ［２１］在 １９８６ 年提出了紊流准流向涡概念模型， 此后 Ａｄｒｉａｎ

等［１９］也验证了这种大尺度的相干结构。 图 ６ 为推移质床面条带结构与流向涡作用模型， 其中流向涡直径大

约为水深高度。 一对反向旋转的准流向涡结构和高低速条带结构的存在， 很好地解释了 Ｑ２ 和 Ｑ４ 事件的维

持机理以及推移质床面凹凸形态相间排列的大尺度现象。

图 ６　 推移质床面条带结构形态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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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紊流条带结构来源于紊流瞬时脉动， 进行时间平均后其结构特征将消失。 但从床面形态可以看

出， 当存在推移质运动的条件下， 紊流结构和推移质床面将相互作用、 耦合， 在低速条带区形成凸型沙

结构， 在高度条带区形成凹型沙结构， 最终能够形成更为稳定的准流向涡结构和凹凸间隔起伏的稳定床

面形态。

图 ７　 推移质运动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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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推移质运动区域分布

先为研究推移质运动特征， 采用高速摄像技术和图

像处理方法来检测推移质运动区域。 如图 ４（ｄ）所示为推

移质运动区域二值化图像， 白色区域值为 １ 代表颗粒运

动区域， 黑色区域值为 ０ 代表颗粒静止区域， 其中白色

区域表示在采样间隔 Δｔ 内推移质发生运动的区域。 为深

入分析推移质运动区域的分布特征， 将 Ｃ８１２ 组次条件下

２ ０００ 张推移质运动区域二值化值进行累加， 其物理含义

为 ２ ０００ 个 Δｔ 时刻内推移质运动次数的累计值， 以研究

床面不同位置处推移质输沙率平均分布规律。 其中横断

面取整个水槽宽度 ２５ ｃｍ， 因数据量过大水流方向仅选取

３ ｃｍ， 绘制等值线图 ７。
推移质运动区域等值线图， 表征在一定时间内推移

质床面上泥沙颗粒运动次数的累积值。 图 ７ 中也可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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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看出， 推移质发生运动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水流强度较大的水槽中部， 在水槽两边的运动概率接近于 ０， 并

且具有明显的条带结构特点， 这与实际床面特征相符。 其中黄绿色代表推移质运动多发区域， 位于紊流的高

速条带区域（Ｑ４ 事件）形成凹槽； 蓝色位于紊流的低速条带区域（Ｑ２ 事件）， 推移质运动相对较低。 由此可

见， 在本文试验工况的水流条件和推移质粒径情况下， 推移质运动并非是一种平均化的运动， 这反映了紊流

相干结构对推移质运动的影响， 导致其运动概率呈现分区化的条带结构特征。
３ ３　 条带特征尺度分析

高低速条带结构是紊流重要的相干结构， Ｋｌｉｎｅ 等［２］在光滑床面条件下对紊流低速条带的横向平均间距

λ 进行了计算， 得到量纲一平均间距 λ＋ ＝ １００±２０。 当床面存在少量泥沙颗粒时， 由于紊流近壁区存在沿水

流方向运动、 旋转方向相反的准流向涡， 沙粒将堆积在流向涡中间的低速流带区域， 直观上可以清晰观测到

以沙粒形态存在的条带结构［２２］。 但目前由于观测手段的限制， 对于推移质运动床面形态与紊流相干结构之

间关系的研究还较为困难。 本文通过高速摄像技术捕捉运动的推移质位置， 实现提取整个床面推移质运动区

域。 在此基础上， 使用固定阈值对累加后的推移质运动累积次数等值线图 ７ 进行二值化， 得到运动概率较高

区域的条带形态， 如图 ８ 所示。
图 ８ 中白色区域代表推移质运动概率较大区域， 为紊流冲刷床面所形成的推移质凹槽， 黑色区域则代表

推移质运动概率相对较小的区域， 包含床面中部的推移质凸槽和床面两侧较低输沙率区域。 本文计算图 ８ 中

水槽各横向坐标处， 沿流向方向将推移质运动颗粒数进行累加， 并用最大值归一化后获得运动概率， 绘于图

９。 横坐标 Ｂ 代表水槽横向断面宽度， 同样可见推移质运动概率在水槽中部红色方框位置最大， 从中线到水

槽壁面逐渐变小， 基本呈左右对称分布， 主要由于紊流流向涡尺度将随中线位置至边壁水流强度的逐渐减小

而减小所造成。
图 ９ 中还反映了沿水槽横向方向， 推移质运动概率分布具有高低相间的波动规律， 即推移质运动的条带

结构。 为定量计算推移质运动条带结构特性， 根据条带结构分布特点， 采用统一计算方法对形态学处理后的

图像进行条带结构特征尺度的计算， 取相邻条带中线之间的距离为条带间距， 具体算法参见文献［２１］。 各

组次数据重复上述判读， 可获得推移质运动受紊流相干结构影响所产生的运动概率高低相间的条带结构平均

间距。

图 ８　 推移质运动概率存在的条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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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推移质运动概率沿水槽横断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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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各组次运动概率形成的条带平均间距 Ｄ 使用水槽宽度 Ｂ 进行量纲一化后， 与摩阻雷诺数共绘于图 １０。
可见随摩阻雷诺数的增大， 条带结构的间距值随之增大， 占水槽宽度比的变化范围为 ０ １３～０ ２４。 进行趋势

线拟合， 可得式（１）， 表明推移质运动的条带间距随摩阻雷诺数增大呈较好的线性增长趋势。
Ｄ ／ Ｂ ＝ ０ ０００ １ Ｒｅ∗ ＋ ０ ０４６　 　 　 　 Ｒ２ ＝ ０ ９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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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文计算结果可见， 在水槽宽度一定的条件下， 随着水流强度增大流向涡尺度增大， 相邻两流向涡的

宽度和间距也将增大， 最终所形成的凹槽尺度及其间距值均随摩阻雷诺数呈线性增大关系。
考虑到推移质运动条带结构在流向涡的作用下形成， 其结构是属于水深级别的大尺度结构。 故将条

带平均间距 Ｄ 使用水深 Ｈ 进行量纲一化后与摩阻雷诺数共绘于图 １１， 可见条带间距值均在 ２ 倍水深左

右。 以往研究表明准流向涡的宽度约为 Ｈ［１８］ ， 则其相邻的高低速条带间距为 ２Ｈ， 本文结果与之吻合。 可

见推移质运动过程， 泥沙颗粒主要受紊流准流向涡结构的影响， 形成了推移质运动概率条带状分区的

特点。

图 １０　 Ｄ ／ Ｂ 随摩阻雷诺数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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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Ｄ ／ Ｈ 随摩阻雷诺数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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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尝试较高水流强度和大粒径推移质试验， 结果显示当水流强度 Θ＞０ １ 时， 水流紊动性增强， Ｑ２
和 Ｑ４ 事件掺混剧烈， 流向涡不稳定， 推移质运动的条带形态将被破坏。 而当推移质粒径继续增大至 ４ ｍｍ
时， 相对来说紊流相干结构对推移质运动的影响作用力将减弱， 床面将无法形成清晰的条带结构特征。 由此

可见， 推移质运动条带结构应当在较低水流强度下使用较小粒径推移质， 才能够观测到此现象， 这与紊流相

干结构尺度有关。

４　 结　 　 论

（１） 推移质运动在水槽中部最大， 从中线到水槽壁面逐渐变小， 基本呈左右对称分布， 这与近壁区横

向方向的水流强度分布有关。
（２） 通过运动概率等值线图可以发现， 推移质运动沿水槽横向方向并非是一种平均化的推移运动， 因

受紊流相干结构影响其运动概率具有相互间隔的高低速条带状分区。 其中床面位于紊流 Ｑ４ 事件处推移质运

动概率较高， 形成凹槽； 位于 Ｑ２ 事件处推移质运动概率较低， 推移质累积形成凸槽。
（３） 本文提取推移质运动概率高的区域并计算条带间距， 间距值变化范围为 ０ １３ ～ ０ ２４ 水槽宽度， 其

值随摩阻雷诺数的增大而增大。 反映了随水流强度增大相干结构尺度增大， 高速流带冲刷产生的凹凸槽尺度

也增大。
（４） 使用水深对推移质运动概率条带间距进行量纲一化后， 结果显示条带间距维持在 ２Ｈ 左右， 这与宽

度为 Ｈ 的流向涡模型相吻合， 表明流向涡是影响推移质运动规律的主要诱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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