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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受地形、 地质等条件影响， 明渠收缩过渡段在输水工程中十分常见， 过渡段长度过短， 会导致水面波动， 水

体紊动加剧。 为研究明渠不同长度过渡段内纵向时均流速及紊动强度的分布规律， 通过室内模型试验， 利用二维

电磁流速仪 ＡＣＭ２⁃ＲＳ 测量了渠道内沿程中垂线不同深度处瞬时流速。 试验结果表明： 收缩段内， 纵向时均流速沿

程增加， 紊动强度沿程降低， 遵循涡旋的拉伸机制和线性扭曲理论； 受二次流影响， 最大流速位于水面以下， 且

最大流速的位置随二次流作用的增强而降低； 不同长度过渡段对下游纵向流速分布和紊动强度影响不同， 过渡段

越短， 下游水流紊动越强， 但非渠底附近紊动强度沿垂向先减后增的规律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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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渠过渡段是将上下游具有不同断面形态或过流面积的渠段连接起来的部分。 其中， 明渠收缩段指渠道

过流面积沿程减小的过渡段。 受地形、 地质条件限制， 明渠收缩在输水工程中非常常见， 如明渠⁃隧洞进口、
引水渠道进口、 流经拦河坝的水流等。 水流通过明渠收缩段时， 断面平均流速及弗劳德数增加； 受侧壁干

扰， 伴有局部能量损失产生。 Ｃｈｏｗ［１］提出， 合理收缩段的水面收缩角不宜超过 １２ ５°， 其中水面收缩角指水

面边线与渠道中线的夹角。 当水面收缩角过大时， 水流急剧收缩， 过渡段内形成二次流， 水流紊动加剧， 产

生水面波动， 能量损失增加， 过流能力降低［２］。 过渡段内水流平稳， 局部损失小是保障工程安全和输水效

益的必要条件。 因此， 研究明渠收缩段内水流运动规律对引水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对明渠过渡段非均匀流研究可分为底坡变化、 渠宽或断面形态变化和局部侧向收缩 ３ 类。 对

底坡变化形成的加速或减速流［３⁃５］， 局部侧向收缩造成的流动干扰及渠底冲刷［６⁃９］， 已有大量系统性研究， 而

对宽度或断面形态变化渠段内水流特性主要侧重于渐扩段边界层分离、 二次流及能量损失研究［１０⁃１３］， 水跃

规律研究［１４］和收缩段内急流冲击波研究［１５］， 对渐缩段内缓流研究成果较少。 Ｂｈａｌｌａｍｕｄｉ 和 Ｃｈａｕｄｈｒｙ［１６］ 通过

求解二维深度平均非恒定流方程， 计算了明渠收缩段内水面线沿程变化。 Ｒａｍｊｅｅ 等［１７］ 用毕托管测量了收缩

段下游时均流速和紊动强度的分布规律， 得到收缩段内纵向时均流速仍符合对数分布， 水流沿程加速， 紊动

强度沿程降低的结论。 Ｒａｈｍａｎ 和 Ｓｉｉｋｏｎｅｎ［１８］提出一种修正的代数应力模型， 模拟二维平面收缩渠道内水流

紊动特性， 分析了各紊动强度分量及紊动能在中垂线处沿程变化。 Ｅｌｉｍｏｖ 和 Ｒａｂｋｏｖａ［１９］通过试验观测， 以渠

道侧壁无涡体形成为依据， 给出了渐缩过渡段最佳长度与水面收缩角和底坡的关系图。 Ｍｏｈａｎｔａ 等［２０］用模型

试验结合大涡模拟， 分析了对称收缩的复式渠道内， 深度平均流速的侧向分布及壁面切应力分布规律。
本文以新疆某引水工程的过渡段优化为背景， 对含不同长度收缩段的明渠缓流水动力特性展开试验研

究。 该工程在实际运行时发现， 由于明渠⁃隧洞过渡段长度过短， 水面波动强， 隧洞内净空不足， 过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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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限制。 笔者通过模型试验， 分析了渠道内水面线特性， 过渡段内及其下游纵向时均流速和紊动强度的沿

程变化规律， 计算了不同过渡段单位长度水头损失， 比较了不同长度过渡段对下游纵向流速及紊动强度分布

的影响。

１　 试验模型布置

图 １　 试验模型平面布置

Ｆｉｇ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ｔｕｐ

图 ２　 模型各特征断面尺寸示意

Ｆｉｇ ２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本试验在清华大学水力学所试验大厅进行。 模型采用有机玻璃材料制作。 上游为弧底梯形段和长 ０ ２ ｍ
的平底梯形段， 纵坡为 ０ ００１； 过渡段由扭曲面和矩形段组成； 下游为 ０ ４ ｍ 长的城门洞渐变段和 ４ ８ ｍ 长

的马蹄形隧洞段， 纵坡为 ０ ００２ ６。 根据过渡段长度不同， 布置有两套试验模型 Ａ 和 Ｂ。 其中， 模型 Ａ 扭曲

面长 ０ ３７２ ｍ， 纵坡为 ０ ０６５ ６， 矩形段长 ０ ２２８ ｍ， 纵坡为 ０ ０１５ ３， 构成最大收缩角 ３１ ４°（大于 Ｃｈｏｗ［１］推

荐的最大水面收缩角 １２ ５°）； 模型 Ｂ 扭曲面长 ２ ｍ， 纵坡为 ０ ０１， 矩形段长 ０ ８ ｍ， 纵坡同为 ０ ０１５ ３， 构成

最大收缩角 ６ ５°。 试验装置平面布置如图 １ 所示， 各断面尺寸示意如图 ２ 所示。 定义卡迪尔直角坐标系为：
坐标原点位于渠道进口断面中垂线底部， 沿水流方向为 ｘ 轴正方向， 垂直于渠底竖直向上为 ｙ 轴正方向， 与

底面平行为 ｚ 轴方向。 试验流量由进口阀控制， 其大小通过出口处三角堰测量。 水槽进口设有栅格， 用来平

整水流； 出口设有活页尾门， 控制下游水深。 试验中当出口附近水面陡落时， 调小尾门， 以使水面平稳。 为

分析时均流速和紊动特性的沿程分布规律以及过渡段对下游流动特性的影响， 纵向沿程共布设 ６ 个测量断

面， 测量各断面中垂线处水深和流速。 为方便表述， 各断面编号为 ＣＳ１—ＣＳ６， 如图 １ 所示。 Ｋｉｒｋｇｏｚ 和 Ａｒｄｉ⁃
ｃｈｏｇｌｕ［２１］预测明渠流中水流充分发展所需长度为 Ｌｄ ／ ｈ ＝ ７６－０ ０００ １ Ｒｅ ／ Ｆｒ。 各模型条件下， ＣＳ１ 断面距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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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均大于该发展长度 Ｌｄ， 可以认为测量结果不受进口干扰。 垂向上每隔 １ ｃｍ 布设一个流速测点， 靠近底

部处将测点间距加密至 ０ ５ ｃｍ。 水深由测针测量， 精度为 ０ １ ｃｍ； 流速通过日本 ＪＦＥ ａｄｖａｎｔｅｃｈ 有限公司产

的二维电磁流速仪 ＡＣＭ２⁃ＲＳ 测量（如图 ３ 所示）， 测量精度为 ０ ５ ｃｍ ／ ｓ， 采样频率为 ２０ Ｈｚ， 试验中各测点采

样时间为 ３～５ ｍｉｎ。 每次试验过程中， 每隔 ３ ｈ 量 １ 次水深， 以保证水流恒定的条件。 Ａ、 Ｂ 两套模型布置

下， 均进行 ４ 组不同流量试验， 试验工况设置如表 １ 所示。 其中， Ｑ 为上游入流流量， Ｆｒｕ、 Ｒｅｕ、 Ｕｕ分别为

上游弗劳德数、 雷诺数及断面平均流速， Ｂ 为上游梯形断面水面宽度， ｈ 为断面中垂线处水深。

图 ３　 流速测量示意

Ｆｉｇ 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ｅｔｅｒ ＡＣＭ２⁃ＲＳ

　 　

表 １　 试验工况设置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ｅｓ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

组次 Ｑ ／ （Ｌ·ｓ－１） Ｆｒｕ Ｒｅｕ Ｕｕ ／ （ｍ·ｓ－１） Ｂ ／ ｈ

Ａ１ １５ ３６５ ０ ３２ ８６ ９２３ ０ ２９６ ３ １

Ａ２ １４ １８０ ０ ３４ ８５ ２５３ ０ ３０８ ３ １

Ａ３ １３ ０３０ ０ ３６ ８３ ００１ ０ ３１８ ３ ０

Ａ４ １１ ９２４ ０ ３７ ８０ ６００ ０ ３２９ ３ ０

Ｂ１ １５ ６７１ ０ ２７ ８６ １４７ ０ ２８５ ３ １

Ｂ２ １４ ７２０ ０ ２８ ８４ ７９５ ０ ２９４ ３ １

Ｂ３ １３ ４１４ ０ ３０ ８１ ６４３ ０ ２９９ ３ ０

Ｂ４ １１ ９７１ ０ ３１ ７８ ３２０ ０ ３０８ ３ ０

２　 试验结果与讨论

２ １　 水面沿程变化

图 ４ 所示为不同工况下 ＣＳ１—ＣＳ６ 断面水面沿程变化。 Ａ、 Ｂ 各组内不同流量试验条件下水面沿程变化

规律基本相同。 Ａ 组试验中， 过渡段过短， 水面收缩角偏大， 水流在短距离内急剧收缩， 水面先降低， 在洞

口前壅高， 进入隧洞内后沿程降低。 图 ４ 中 Ａ２ 工况 ＣＳ６ 断面水位异常， 可能是受尾门壅水影响， 或测量有

误。 由于 Ａ１、 Ａ２ 工况中隧洞内水面波动强， 水深是不同时刻多次测量的平均结果。 Ｙｅｎ［２２］ 认为尾门影响范

围一般不超过 ５０Ｒ（Ｒ 为水力半径）。 Ａ２ 工况中马蹄形断面内 ５０Ｒ＝ ２ ５５ ｍ， 因此， ＣＳ５ 断面及其上游不受尾

门影响。 Ｂ 组实验中， 过渡段长度增加， 水面收缩角合理， 水流平顺， 过渡段内水面降低， 洞口前无水面壅

高现象。
图 ４ 所示水面线由中垂线处水深测量结果计算得到。 Ａ 组试验中， 水流在短过渡段内急剧收缩， 出收缩

段后由于惯性作用继续保持收缩特性， 在矩形段前部分靠近两侧壁处水面比中心处低， 经过约 ０ １５ ｍ 长度

后， 在隧洞进口前约 ０ ０９ ｍ 处， 水面横向分布恢复均匀； 其余渠段处无横向水面坡度。 Ｂ 组试验中， 水面

变化平缓， 整个渠道内均无横向水面坡度。

图 ４　 不同工况下水面沿程变化

Ｆｉｇ ４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ｓ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模型水头损失主要产生在过渡段， 过渡段水头损失大， 将降低输水工程效益。 分别取 ＣＳ１ 和 ＣＳ５ 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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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计算断面 １⁃１ 和 ２⁃２， 由恒定总流能量方程计算过渡段（扭曲面与矩形段）单位长度水头损失：

Ｊ ＝ Δｈ
ｌ

＝
Δｈ１⁃２ － ｈ１⁃ｉｎ － ｈｏｕｔ⁃２

ｌ
＝
ｚ１ ＋ ｈ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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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ｇ
Ｑ
Ａ１

æ

è
ç

ö

ø
÷

２

－ ｚ２ － ｈ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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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ｇ
Ｑ
Ａ２

æ

è
ç

ö

ø
÷

２

－ ｈ１⁃ｉｎ － ｈｏｕｔ⁃２

ｌ
（１）

式中： Δｈ 为过渡总水头损失； ｌ 为过渡段长度； Δｈ１⁃２为所取计算断面间水头损失； Ｑ 为流量； ｇ 为重力加速

度； ｚ１、 ｚ２分别为 ＣＳ１、 ＣＳ５ 断面底部高程； ｈ１、 ｈ２分别为 ＣＳ１、 ＣＳ５ 断面处水深， 所取断面处无横向水面坡

度； Ａ１、 Ａ２分别为 ＣＳ１、 ＣＳ５ 断面过流面积； α１、 α２ 分别为 ＣＳ１、 ＣＳ５ 断面水流动能校正系数， 可近似取

１ ０。 ｈ１－ｉｎ、 ｈｏｕｔ－２分别为 ＣＳ１ 断面至过渡段始端断面水头损失和过渡段末端断面至 ＣＳ２ 断面水头损失， 顺直

渠段内可忽略局部水头损失， 因此， 可认为两断面间水头损失等于沿程水头损失， 沿程水头损失由达西⁃魏
斯巴赫公式计算：

ｈｆ ＝
λ
２ｇ

ｌ
４Ｒ

Ｑ
Ａ

æ

è
ç

ö

ø
÷

２

（２）

式中： λ 为沿程损失系数， ＣＳ１ 断面至过渡段始端断面为 λ１ ＝ ０ ０３１， 过渡段末端断面至 ＣＳ２ 断面为 λ２

＝ ０ ０２［２］。

图 ５　 不同过渡段单位长度水头损失比较

Ｆｉｇ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ｄ ｌｏｓｓ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各工况条件下， 过渡段单位长度水头损失如图 ５ 所

示。 由图 ５ 可知过渡段延长后， 单位长度水头损失减小，
且同一过渡段长度条件下， 流量越大时， 单位长度水头损

失越大。 值得指出的是， 本试验均在水深不太浅的条件下

进行（ｈ＞０ ０５ ｍ）， 由于渠道底部高程沿程存在变化， 当水

深很浅时， 渠底高程变化作用产生的水头损失占总水头损

失比例增加， 可能得到相反的试验结论。 将各组不同工况

计算结果平均， 可得 Ａ、 Ｂ 两组不同过渡段单位长度水头

损失分别为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３。 因此， 将过渡段延长至合理长

度后， 可减小过渡段单位长度水头损失， 提高工程效益。

表 ２　 各工况断面中最大流速位置

Ｔａｂｌｅ ２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ｓ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组别断面 ＡＣＳ２ ＡＣＳ３ ＡＣＳ４ ＡＣＳ５ ＢＣＳ３ ＢＣＳ４ ＢＣＳ５
ｙｍ ／ ｈ ０ ５０ ０ ４２ ０ ４０ ０ ６８ ０ ４７ ０ ４３ ０ ５４

２ ２　 纵向流速分布沿程变化
图 ６ 给出了 Ａ１、Ａ４、Ｂ１、Ｂ４ 四组工况中，中垂线处纵向时均流速分布的沿程变化，其中 ｈ 为中垂线处水深，ｙ 为距

测线底部的距离。 从图 ６ 中看出，过渡段上游流速分布接近均匀；过渡段内由于断面收缩，时均流速沿程增加。
各断面中垂线上最大纵向流速位置并不出现在水面，而是在水面以下，如表 ２ 所示，其中 ｙｍ 表示最大流速

位置。 这是由于渠道断面 Ｂ ／ ｈ＜５ 时，存在由紊动各向异性导致的第二类二次流，将表层高流速水流输运至下

方，将边壁附近低速水流输运至中部，使中垂线处最大流速位置下潜。 在过渡段内，越靠近出口处，最大流速位

置越低，表层流体流速受抑制程度更大。 这是因为在过渡段内，存在时均流速的纵向梯度及横向流速，断面内

二次流作用更为强烈，断面内环流加剧。 过渡段下游，ＣＳ５ 断面仍受二次流影响，最大流速位置较均匀流偏低，
且流量越大，弗劳德数越大时，影响越大。 ＣＳ６ 断面处水流逐渐调整至恢复均匀流，最大流速位置相对 ＣＳ５ 断

面有所上升。 Ａｓｎａａｓｈａｒｉ 等［１０］在渐扩渠道内也测得最大流速位于水面以下某处的现象，但由于垂向测点少，未
能体现出最大流速位置在过渡段内沿程变化的情况。 ＣＳ５ 和 ＣＳ６ 断面底部流速分布趋于一致，表明渠底附近

流速分布主要受底部壁面条件和坡度影响，而二次流主要影响水面附近流速分布。 Ｎｅｚｕ 和 Ｎａｋａｇａｗａ［２３］ 指出，
在矩形断面均匀流中，改变流速分布的二次流表面涡存在于水体相对水深 ｙ ／ ｈ ＝ ０ ６ ～ １ 范围；Ｙａｎｇ 等［３］ 指出，
渐加速流中，水面附近有更大的向下的垂向流速，最大流速位于水面下的现象更明显，最大流速位置比均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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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低。 根据本文试验结果，渐缩段内二次流强度及尺寸可能均有所增加，因此，在垂向上对流速分布影响范

围较均匀流更大。
过渡段内，尤其是剧烈收缩的过渡段内，存在强烈二次流作用，纵向流速分布沿横向可能不同。 Ｗａｎｇ

等［２４］对边壁呈正弦连续变化的明渠试验发现，渠道收缩至颈处时，纵向流速的垂向分布沿渠道横向趋于一致，
认为可能是由于收缩段水流弗劳德数大，纵向流速受边壁影响较小所致。 本文限于量测精度，未沿渠道横向布

测线，因此，仅从试验无法分析收缩段对流速横向分布影响，该缺陷可通过数值模拟补充完善。

图 ６　 中垂线处纵向时均流速分布沿程变化
Ｆｉｇ ６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ｔｉｍｅ ｍｅａｎ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ａｔ ｍｉｄ⁃ｌｉｎｅ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ａｍｗｉｓ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图 ７　 Ａ 组试验不同流量条件下各断面纵向时均流速分布
Ｆｉｇ ７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ｔｉｍｅ ｍｅａｎ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ｅｔｕｐ Ａ

图 ７、 图 ８ 分别给出了 Ａ、 Ｂ 组试验中， 不同流量条件下过渡段及下游马蹄形隧洞内纵向时均流速分布。
其中 Ｕｍ为中垂线处最大纵向时均流速。 Ｂ 组试验中， 过渡段长度较长， 水面平缓， 断面中垂线处纵向时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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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Ｂ 组试验不同流量条件下各断面纵向时均流速分布
Ｆｉｇ ８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ｔｉｍｅ ｍｅａｎ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ｅｔｕｐ Ｂ

流速分布规律不受流量条件影响。 Ａ 组试验中， 过渡段过短， 水流急剧收缩， 水体紊动剧烈， 隧洞内存在水

面波动， 且流量越大， 水深越大时， 水面波动越大， 沿程衰减越慢； 但过渡段上游水流仍保持平稳。 因此，
流速分布在上游梯形断面对不同流量条件表现出一致性， 但在过渡段内及过渡段下游， 不同流量条件下， 流

速分布略有差异。 Ｎｅｚｕ 和 Ｎａｋａｇａｗａ［２３］将均匀流沿水深方向分为近壁区、 中间区和水面区， 并指出在近壁区

和水面区流动分别主要受内部变量（如黏性系数、 摩阻流速）和外部变量（如水深、 最大流速）影响。 与均匀

流分区规律类似， Ａ 组 ＣＳ３—ＣＳ５ 断面中， ｙ ／ ｈ＜０ ４ 范围内流速分布差异主要由纵向水面坡度不同导致； ＣＳ４
断面中 ０ ４＜ｙ ／ ｈ＜１ 范围流速分布差异是由于收缩段内水流横向流速分量增加所致， 当流量越小时， 收缩段

内二次流越弱， 主流速相对越大； ＣＳ５ 断面 ０ ８＜ｙ ／ ｈ＜１ 范围流速分布差异主要由水面波动导致。
２ ３　 过渡段纵向紊动强度变化

图 ９　 过渡段内纵向紊动强度变化

Ｆｉｇ ９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图 ９ 列出了 Ａ１、 Ａ４、 Ｂ１、 Ｂ４ 四组工况中， 过渡段中垂线处纵向紊动强度的沿程变化。 由图 ９ 可看出， 收缩

段纵向紊动强度沿程降低， 与 Ｒａｍｊｅｅ 等［１７］试验结果相符。 水面收缩角越大时， 纵向紊动强度沿程衰减更显著， 可

通过线性扭曲理论分析计算， 将在后文详细讨论。 在收缩段内， 各测线纵向紊动强度仍保持在非近壁区随垂向位

置增加而减小的规律， 且该规律可通过指数型半经验公式描述 ｕ ／ ｕ∗ ＝Ｄｕｅｘｐ（－ｙ ／ ｈ）， 其中， Ｄｕ为待定参数； ｕ′为
纵向紊动强度； 摩阻流速 ｕ∗通过对实测纵向时均流速的垂向分布在 ｙ ／ ｈ＜０ ４ 范围由对数律拟合得到。 在近壁区

（ｙ＋≤５０）紊动的产生和耗散处于不平衡状态， 紊动强度的计算需考虑紊动猝发而非常复杂， 一般只通过线性经验

公式估算［２３］， ｕ′／ ｕ∗ ＝Ｃｙ＋， 其中 Ｃ 为经验参数， 通过实验得到， ｙ＋为到壁面的量纲一距离， ｙ＋ ＝ｙｕ∗ ／ ν， 其中 ν 为

黏性系数。 近壁区流动参数限于本试验测量手段， 无法获得， 因此， 在本文分析中不作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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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不同工况下纵向紊动强度表达式中参数 Ｄｕ取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Ｄｕ ｉｎ ｔｈｅ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ｓ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组次 断面 Ｄｕ ＲＭＳＥ 值

Ａ１ ＣＳ２ １ １７ ０ ００９

ＣＳ３ ０ ５５ ０ ０１５

Ａ４ ＣＳ２ １ １９ ０ ０２４

ＣＳ３ ０ ５５ ０ ０２４

Ｂ１ ＣＳ３ １ １１ ０ ０２７

ＣＳ４ ０ ８８ ０ ０２４

Ｂ４ ＣＳ３ １ １０ ０ ００８

ＣＳ４ ０ ９０ ０ ０２０

在过渡段内， 沿程不同断面中垂线处Ｄｕ不同， 如表 ３
所示， 其中 ＲＭＳＥ（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Ｅｒｒｏｒ）表示拟合的误

差均方根。 从表 ３ 中推断， 收缩段内 Ｄｕ沿程减小； 水面

收缩角越大， 在收缩段相同相对位置处， Ｄｕ越小。 各测

线 Ｄｕ取值差异表明， 紊动强度分布受渠道断面非均匀性

及宽深比影响。 一方面， 收缩段内流速增加， 加速流紊动

强度 Ｄｕ小于均匀流相应值［５］； 另一方面， 渠道在收缩段

沿程宽深比减小， 深窄型明渠流紊动强度表达式中 Ｄｕ比

宽浅型明渠流 Ｄｕ小
［２５］， 因此， 收缩段内 Ｄｕ沿程减小。

收缩段内纵向紊动强度沿程减小的现象可用涡的拉

伸机制解释［２６］。 普朗特假设紊流中， 涡量是主要变量，
且纵向脉动速度主要由垂直于纵向的涡丝决定。 忽略壁面

影响时， 不可压缩流动的速度变化仅由涡量引起。 因此，
收缩对紊动的影响可以通过收缩对涡量的影响考虑。 忽略黏性影响， 侧壁收缩的影响体现在涡旋的横向尺度减

小， 纵向尺度增加， 从而纵向紊动强度减小。 当紊流扭曲充分快时， 可用 Ｂａｔｃｈｅｌｏｒ 和 Ｐｒｏｕｄｍａｎ［２７］提出的线性

扭曲理论分析。 该假设适用的前提条件为［１６］

Ｌ
０ ５Ｂ

≪ ( １
０ ５Ｂ )

１ ／ ２ Ｕ

ｕ′
æ

è
çç

ö

ø
÷÷ （３）

式中： Ｌ 为过渡段长度； Ｂ 为水面宽度； Ｕ 和ｕ′分别为深度平均纵向时均流速和纵向紊动强度。 以 Ａ 组各工

况为例分析， 该判别条件充分满足。 线性扭曲理论认为扭曲充分快时， 黏性和惯性力可忽略， 当 ａ＜４ 时，
计算公式为

μ ＝
ｕ′ｏｕｔ
ｕ′ｉｎ

＝ ３
４
ａ －２ １ ＋ α２

２α３ ｌｎ １ ＋ α
１ － α

－ α －２æ

è
ç

ö

ø
÷ （４）

式中： ａ 为断面过流面积收缩比； α２ ＝ １－ａ－３； ｕ′ｉｎ和ｕ′ｏｕｔ分别为收缩段前后断面（ＣＳ２、 ＣＳ４）中垂线处深度平均

纵向紊动强度。 ４ 组工况 μ 理论计算值分别为 ０ ７３９、 ０ ７４４、 ０ ７６５ 和 ０ ７９１； 试验值分别为 ０ ７４８、 ０ ７２０、
０ ７６２ 和 ０ ８１４， 相对误差均在 ３％以内， 预测结果良好， 表明线性扭曲理论可用于分析侧壁收缩对纵向紊动

强度变化的影响。
２ ４　 不同过渡段下游流速分布比较

图 １０ 以 Ａ１、 Ｂ１、 Ａ３、 Ｂ３ 四组工况为例， 比较了过渡段长度对下游马蹄形 ＣＳ５ 断面流速分布的影响。
Ａ、 Ｂ 各组工况中， ＣＳ５ 断面水面均无横向水面坡度。 底部 ｙ ／ ｈ＜０ ４ 处流速分布存在差异， 可能因为 Ｂ 组中

同等流量条件下， 过渡段下游纵向水面坡度大（图 ４）， 摩阻流速大。 水面附近 ０ ６＜ｙ ／ ｈ＜１ 处 Ａ 组试验条件

下水流流速略大于 Ｂ 组， 可能由于水面收缩角小， 收缩剧烈时， 水面波动更强。
２ ５　 不同过渡段下游紊动强度分布比较

图 １１、 图 １２ 以 Ａ１、 Ｂ１、 Ａ３、 Ｂ３ 四组工况为例， 分别比较了不同长度过渡段对下游马蹄形断面 ＣＳ５ 和

ＣＳ６ 纵向紊动强度的影响。 过渡段长度不改变下游紊动强度垂向分布基本规律， 只改变紊动强度大小， 且其

影响涉及整个水深范围［１２］。 Ｎｅｚｕ 和 Ｎａｋａｇａｗａ［２３］ 指出， 水面波动会增加水体紊动强度， 尤其是纵向紊动强

度； 且弗劳德数 Ｆｒ 越大， 水面波动影响越显著。 ＥＩ⁃Ｓｈｅｗｅｙ 和 Ｊｏｓｈｉ［６］ 试验发现侧向局部对称突缩渠道下游

存在水面波动， 受水面波动影响， 紊动强度在水面附近增加， 且渠道侧向收缩越剧烈， 紊动强度越大。 本试

验中， Ａ 组过渡段较短， 水面收缩剧烈， 下游水面波动大， 水面附近紊动强度更大； 流量越大时， 紊动强度

增加越显著。 过渡段延长后， 纵向紊动强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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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不同过渡段对下游 ＣＳ５ 断面纵向时均流速分布影响

Ｆｉｇ 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ｔｉｍｅ ｍｅａｎ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ＣＳ５

从图 １１ 还可看出， ＣＳ５ 断面纵向紊动强度在 ｙ ／ ｈ＝ ０ ６ 附近， 即马蹄形顶拱附近开始随垂向位置增加而

增加， 这是因为内凹型曲形断面侧壁促使更多紊动能产生， 使紊动强度增加。 Ｃｌａｒｋ 和 Ｋｅｈｌｅｒ［２８］ 对圆形断面

明渠均匀流用 ＡＤＶ 测量得到类似结论。 图 １２ 可看出 ＣＳ６ 断面同样存在纵向紊动强度在水面附近增加的现

象， 只是由于 ＣＳ６ 断面水深浅， 充满度小， 纵向紊动强度开始随垂向位置增加而增加的相对位置 ｙ ／ ｈ 更高。

图 １１　 不同过渡段对下游 ＣＳ５ 断面纵向紊动强度分布影响

Ｆｉｇ １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ＣＳ５

图 １２　 不同过渡段对下游 ＣＳ６ 断面纵向紊动强度分布影响

Ｆｉｇ １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ＣＳ６

３　 结　 　 论

（１） 过渡段过短， 水面收缩角偏大时， 过渡段内二次流作用强， 水流紊动加剧， 水面波动大； 过渡段

长度合理时， 水面平顺， 在渠道内水深不太浅情况下， 过渡段单位长度水头损失小。
（２） 收缩过渡段内， 纵向时均流速沿程增加； 在过渡段内二次流作用下， 最大流速的垂向位置位于水

面以下， 且越靠近收缩段出口， 最大流速位置越低， 水面附近流速受抑制越明显。 在过渡段下游， 随着水流

调整恢复， 最大流速位置逐渐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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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过渡段内纵向紊动强度垂向分布在非近渠底区仍可由指数式表达， 但沿程不同断面处指数函数中

经验参数 Ｄｕ取值不同。 收缩段内 Ｄｕ沿程减小； 收缩段同一相对位置处， 收缩段长度越短， 水面收缩角越大

时， Ｄｕ越小。 收缩过渡段内紊动强度沿程降低， 这可由涡的拉伸机制和线性扭曲理论定性定量解释。
（４） 过渡段长度对下游水流特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流速分布和紊动强度方面。 过渡段越短， 水面波动

越显著， 靠水面附近流速越大； 靠近渠底附近流速差异主要由纵向水面坡度导致。 同时， 过渡段较短时， 水

体紊动强烈， 纵向紊动强度大。 过渡段长度不改变过渡段下游纵向紊动强度沿垂向分布规律， 即在非近渠底

区， 纵向紊动强度随垂向位置增加先减小后增加。
本文结论适用于深窄型明渠收缩时的缓流分析。 当收缩段内水流弗劳德数较大， 趋近于 １ 时， 明渠内可

能产生冲击波， 水面变化规律及紊动特性与缓流都将有明显不同。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 本文限于量测手段，
仅分析了过渡段中垂线处纵向流速和紊动强度沿程变化规律。 受渠道断面形态及流速仪精度影响， 过渡段及

下游马蹄形隧洞内纵向流速的横向分布及二次流形态无法通过试验准确获取， 以后研究可结合数值模拟对试

验难以观测的变量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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