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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揭示散粒粗糙床面的当量糙率尺度特征，采用 ４种散粒粗糙床面开展了 ８组粒子图像测速法（ＰＩＶ）水槽明

渠紊流试验，探讨了理论床面位置、当量糙率尺度和阻力系数的沿程分布规律，分析了当量糙率尺度与阻力系数

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① 散粒粗糙床面明渠水流特性沿程可分为颗粒区和粒间区，各区的理论床面位置参数 ξ、

相对当量糙率尺度 ｋｓ０和阻力系数 ｆ具有显著差异，颗粒区 ０６５≤ξ≤０８５，ｋｓ０波动明显，ｆ较大；粒间区 ξ＝１，ｋｓ０
变化相对平缓，ｆ较小。② ｋｓ０沿程平均值与颗粒直径 ｄ成正比，与排列间距 Ｌｘ及水流雷诺数 Ｒｅ成反比，在 ｄ、Ｌｘ及

Ｒｅ相同时，梅花形排列的 ｋｓ０大于矩形排列。③ ｆ随 ｋｓ０呈递增变化，变化特性与相对光滑度 ｈ／ｄ密切相关。研究成

果可为散粒粗糙床面沿程阻力系数确定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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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床面在自然界中普遍存在，当量糙率尺度（或称 “当量粗糙度”）是量化床面粗糙特征的关键参数，

并对水流流速分布和阻力特性等基础理论问题研究至关重要。按颗粒排列方式不同，粗糙床面可分为密排粗

糙和散粒粗糙 ２类，密排粗糙指床面粗糙单元彼此紧密接触的排列，散粒粗糙指床面粗糙单元彼此相隔一定
距离的排列。散粒粗糙床面是山区河流中的常见河床结构，粗糙颗粒间的区域常为鱼类洄游和船舶航行通道

所在，开展散粒粗糙床面的当量糙率尺度特征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也可为相关工程实践提供科技

支撑。

散粒粗糙床面包括粗糙单元孤立分布（孤立粗糙）和阵列分布（阵列粗糙）２种情况，现有相关研究主要
针对颗粒周围的水流结构。孤立粗糙方面，Ｔｒｉｔｉｃｏ和 Ｈｏｔｃｈｋｉｓｓ［１］、Ｌａｃｅｙ和 Ｒｏｙ［２］、Ｌａｃｅｙ和 Ｒｅｎｎｉｅ［３］、Ｐａ
ｐａｎｉｃｏｌａｏｕ等［４］

、Ｃｈｅｎｇ和 Ｅｍａｄｚａｄｅｈ［５］、Ｕｃｈｉｄａ等［６］
探讨了孤立粗糙干扰流的流速分布及紊动特征，分析

了水流结构参数与孤立粗糙形态的响应关系。阵列粗糙方面，Ｂａｋｉ等［７９］
、Ｓａｒｋａｒ等［１０］

、Ｓｉｎｇｈ等［１１］
研究了

粗糙单元阵列床面的水流结构，探讨了水位、时均流速及紊动参数的变化规律；Ｔｈｏｍｐｓｏｎ和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１２］、
Ｆｅｒｒｏ［１３１４］、Ｐａｇｌｉａｒａ等［１５］

、Ｃｈｒｉｓｔｏｄｏｕｌｏｕ［１６］、Ｃａｓｓａｎ等［１７］
分析了粗糙单元阵列床面的阻力特性，获得了粗糙

单元形状、大小及密度对水流阻力的影响关系。目前，当量糙率尺度问题研究主要针对密排粗糙床面，根据

现有成果
［１８１９］

，密排粗糙床面的当量糙率尺度 ｋｓ一般可用 ｍｄｉ（ｍ为系数，ｄｉ为颗粒代表粒径）表示，虽然各
家研究结论并不统一，但采用某一代表粒径来表达 ｋｓ的做法还是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可。相比而言，散粒粗

糙床面的当量糙率尺度问题研究还较滞后，卞华等
［２０］
较早的试验研究显示，床面当量糙率尺度随颗粒间距

增大呈 “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趋势，最大值出现在纵向间距 Ｌｘ＝８Δ（Δ为颗粒高度）附近，散粒粗糙床面
的当量糙率尺度与密排粗糙床面存在明显差异，且有别于光滑床面；然而，现有研究主要针对阵列颗粒所在

纵剖面或颗粒间的某个特定位置，没有考虑颗粒间当量糙率尺度的沿程变化及分布规律。因此，散粒粗糙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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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当量糙率尺度的沿程分布规律与水力特征分区以及其与阻力系数的内在关系等问题还有待研究。

本文基于 ４种散粒粗糙床面的粒子图像测速法（ＰＩＶ）水槽明渠紊流试验资料，以位于两排颗粒中间的纵
剖面为例，开展散粒粗糙床面当量糙率尺度的分布特征研究，将当量糙率尺度从单点数值拓展为沿程分布，

建立当量糙率尺度与阻力系数的内在关系，以期深化散粒粗糙床面当量糙率尺度分布规律的认识，并为河流

数值模拟和河工模型试验中的阻力确定提供理论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试验资料
试验在重庆交通大学国家内河航道整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进行，高精度整体变坡水槽长 １２ｍ、宽

０２５ｍ、高 ０２５ｍ，水槽侧面和底面均由 ３６ｍ长有机玻璃板组成，玻璃安装误差小于 ０２ｍｍ，水槽结构
变形小于 ０３ｍｍ。水槽入口放置整流格栅，出口设置合页式尾门。试验中采用了 ４种散粒粗糙床面，床面
颗粒为圆形玻璃珠，颗粒大小、间距及排列方式参考了河工模型试验实际情况；床面 Ｂ１、Ｂ２、Ｂ３的颗粒采
用梅花形排列，颗粒直径分别为 ６ｍｍ、６ｍｍ、９ｍｍ，纵向（水流方向）间距 Ｌｘ分别为 ２４ｍｍ、４８ｍｍ、
４８ｍｍ；床面 Ｂ４的颗粒采用矩形排列，颗粒直径６ｍｍ，纵向间距为２４ｍｍ；各床面颗粒横向（与水流正交方
向）间距 Ｌｙ均为 ２４ｍｍ。

试验流量采用电磁流量计测量，采样频率 １０Ｈｚ，测量精度 ０４％；水深采用精度 ０１ｍｍ的水位测针测
量；底坡采用水槽进、出口断面的调坡测针控制；尾门开度通过试验段水面比降控制，并保持水面比降与底

坡一致。根据试验布置，水槽上段 ２４ｍ为光滑段，中段 ８６ｍ为粗糙段，下段 １ｍ为尾门段；流场采集窗
口中部距水槽入口 ８ｍ，满足董曾南等［２１］

建议的紊流充分发展所需进口段长度要求；距水槽出口 ４ｍ，可消
除尾门对水流的扰动。应用二维高频 ＰＩＶ系统沿位于两排颗粒中间的水槽纵向中轴面进行流场采集（图 １），
该系统主要由高频 ＣＭＯＳ相机、８Ｗ 半导体连续激光和 ＰＩＶ流场计算软件组成；ＣＭＯＳ相机最高像素为
２５６０×１９２０，满幅最高帧频为８００Ｈｚ；激光束经棱镜转变为４５°角的片光，厚度约为１ｍｍ；片光源从水槽玻
璃底板进光。示踪粒子采用直径为 ８～１２μｍ、密度为 １０３ｇ／ｍｍ３的空心玻璃球。ＰＩＶ流场计算采用 ＷＩＤＩＭ
多重网格迭代图像变形算法，最小诊断窗口为 １６×１６像素，ｘ与 ｙ方向网格重叠系数为 ５０％，得到计算流场
最终分辨率为 ８×８像素（网格边长约 ０４ｍｍ×０４ｍｍ）。以低频独立采样方式采集流场，两次瞬时流场平均
时间间隔为 １ｓ（同一瞬时流场对应 ２帧图像的时间间隔为 １２５ｍｓ），各工况样本容量均为５０００次（１００００帧
流场图像），样本容量满足研究要求

［２２］
。

图 １　试验布置及流场采集

Ｆｉｇ１ Ｔｅｓｔ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研究中共进行了 ８组试验，试验工况参数见表 １。根据床面颗粒直径计算的粗糙雷诺数 Ｒｅ均大于 ７０，

属水力粗糙床面；宽深比 Ｂ／ｈ＝５５７～１００２＞５，满足二维水流条件；根据 Ｂｒａｙ和 Ｄａｖａｒ［２３］的研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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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光滑度ｈ／ｄ代表了不同类型的粗糙床面，当 ｈ／ｄ≥２０时为小尺度粗糙，当３＜ｈ／ｄ＜２０时为中尺度粗糙，
当 ｈ／ｄ≤３时为大尺度粗糙，本文试验的 ｈ／ｄ＝３３３～７４９，床面属于中尺度粗糙。

试验采用的 ＰＩＶ流场采集系统基于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具有非接触式、对水流无扰动、高分辨率全场
测量等优点；试验前对电磁流量计、测针和 ＰＩＶ系统等进行了参数标定，试验时加强了流量、水位、激光强
度、示踪粒子浓度等的监控，确保了试验水流条件恒定和流场采集方法正确。统计分析显示，试验获得的时

均流速、紊动强度和雷诺应力分布特性与现有经典结果
［２４，８］

吻合较好，水槽试验系统稳定，流场测量数据

可靠。

表 １　试验工况参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ｄａｔａ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ｕｎｓ

工况 床面
Ｑ／

（Ｌ·ｓ－１）
ｈ／ｃｍ ｉ υ／（１０－６·

ｍ２·ｓ－１）
Ｕｍ／

（ｃｍ·ｓ－１）
ｕ ／

（ｃｍ·ｓ－１）
Ｂ／ｈ ｈ／ｄ Ｆｒ Ｒｅ Ｒｅ 床面类型

１ Ｂ１ １０ ２９１ ０００１ １１０９ １４１５ １５２１ ８５９ ４８５ ０２６ ３０１２ ８２３ 粗糙

２ Ｂ１ ２５ ４４９ ０００１ １１０９ ２２２６ １８００ ５５７ ７４９ ０３４ ６６３１ ９７３ 粗糙

３ Ｂ２ １０ ２５０ ０００１ １１０９ １６５１ １４２８ １００２ ４１６ ０３３ ３０９６ ７７２ 粗糙

４ Ｂ２ ２５ ４３７ ０００１ １１０９ ２２９０ １７８１ ５７２ ７２８ ０３５ ６６８０ ９６３ 粗糙

５ Ｂ３ １０ ２９９ ０００１ １１３５ １３７６ １５３９ ８３５ ３３３ ０２５ ２９２７ １２２０ 粗糙

６ Ｂ３ ２５ ４４８ ０００１ １１３５ ２２３２ １７９８ ５５８ ４９８ ０３４ ６４８４ １４２５ 粗糙

７ Ｂ４ １０ ２６６ ０００１ １０８２ １５４８ １４６７ ９３９ ４４４ ０３０ ３１４０ ８１３ 粗糙

８ Ｂ４ ２５ ４３７ ０００１ １０８２ ２３１７ １７８１ ５７２ ７２８ ０３５ ６９３３ ９８８ 粗糙

注：Ｑ为流量；ｈ为从光滑床面起算的试验段水深；ｉ为底坡；υ为水的运动黏度；Ｕｍ为断面平均流速；ｕ为试验段平均摩阻流速；Ｂ为
水槽宽度；ｄ为颗粒直径；Ｆｒ为弗劳德数；Ｒｅ为水流雷诺数；Ｒｅ为粗糙雷诺数（Ｒｅ ＝ｕｄ／υ）。

１２　计算方法
床面当量糙率尺度直接影响水流阻力，而水流阻力问题的本质是流速分布问题，因此，本文基于实测流

速分布资料探讨床面当量糙率尺度特征。根据动量交换原理和紊流相似假说，结合普朗特混掺长度理论，可

导得二维水流纵向时均流速垂线分布的对数公式为

ｕ
ｕ
＝１
κ
ｌｎｙ＋Ｂ （１）

研究表明，积分常数 Ｂ由壁面条件确定，且 Ｂ＝Ａ－
１
κ
ｌｎｋｓ，代入式（１）并变换对数底数可得

ｕ
ｕ
＝２３
κ
ｌｇ
ｙ
ｋｓ( )＋Ａ （２）

式中：ｕ为垂线上某一点流速；ｕ为摩阻流速；κ为卡门常数；ｙ为距理论床面的距离，ｙ＝ｙＴ＋ｙ０，ｙＴ为距
粗糙颗粒顶部的距离，ｙ０为理论零点在粗糙颗粒顶部以下的距离；ｋｓ为粗糙高度；Ａ为积分常数。实际应用
中，卡门常数一般取 κ＝０４，积分常数 Ａ由实测流速资料确定。

根据尼库拉兹管道试验及巴津明渠水流试验的结果，粗糙区 κ＝０４，Ａ＝８５，式（２）可改写为
ｕ
ｕ
＝５７５ｌｇ

ｙ
ｋｓ( )＋８５ （３）

同理，基于本文实测流速资料，并用床面颗粒直径 ｄ量化粗糙高度（ｋｓ＝ｄ），可将式（２）表达为
ｕ
ｕ
＝５７５ｌｇ

ｙ
ｄ( )＋Ａ （４）

当量糙率尺度（当量粗糙度）这一概念是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尼库拉兹研究圆管沿程水头损失问题时提出来
的，由于工程圆管的当量糙率尺度难以准确测量，一般把具有同一沿程阻力系数 ｆ值的砂粒粗糙度作为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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糙率尺度。本文借鉴阻力系数等效的上述思路
［２０］
，研究散粒粗糙床面两排颗粒之间区域的当量糙率尺度。

考虑到阻力系数 ｆ取决于水流流速分布，因此，令式（３）和式（４）相等，可得相对当量糙率尺度的计算公
式为

ｋｓ０＝ｋｓ／ｄ＝１０
（８５－Ａ）／５７５

（５）
式中：粗糙高度 ｋｓ也称为绝对当量糙率尺度；ｋｓ０为相对当量糙率尺度；由式（５）可知，只要根据本文散粒粗
糙床面的实测流速资料获得积分常数 Ａ，即可推求相应的 ｋｓ０。

由于式（３）、式（４）分别针对密排粗糙床面和散粒粗糙床面情况，将式（３）应用于本文散粒粗糙床面时，
粗糙高度 ｋｓ应根据式（５）推算。式（５）将两式联系起来，其物理意义可理解为基于相同大小颗粒采用散粒排
列和密排排列的阻力效应之比；换而言之，根据阻力系数等效的原则，采用直径为 ｄ的颗粒铺制形成散粒粗
糙床面（二维粗糙），其当量粗糙尺度等价于采用直径为ｋｓ０ｄ的颗粒铺制形成密排粗糙床面（三维粗糙）；ｋｓ０＞
１表示散粒粗糙床面的当量糙率尺度更大；ｋｓ０＝１表示两者相同；ｋｓ０＜１表示散粒粗糙床面的当量糙率尺度
更小。

１３　参数确定
应用式（２）探讨床面当量糙率尺度问题时，需事先确定摩阻流速 ｕ和理论床面位置 ｙ０等参数，下面阐

述有关方法。

１３１　摩阻流速

摩阻流速 ｕ采用雷诺应力法
［２１］
推求。在充分发展的二维恒定明渠紊流中，当远离床面时，雷诺应力可

表示为 －ｕ′ｖ′＝ｕ２（１－η），其中 ｕ′和 ｖ′分别为纵向脉动流速和垂向脉动流速，水深比 η＝ｙ／ｈ。定义沿纵向
的颗粒粒径范围为颗粒区，沿纵向两颗粒之间范围为粒间区（见图 ２），同时为便于区分，本文相关图中对不

同纵向列的颗粒以不同颜色给出。研究发现，颗粒区 －ｕ′ｖ′～η点据在颗粒顶部（η＝０１３～０３）以上区域服

从线性分布，而粒间区 －ｕ′ｖ′～η点据在 η≥０２区域服从线性分布，绘制各条垂线的 －ｕ′ｖ′～η点据，对
满足线性分布的数据进行线性拟合，则直线与横向坐标轴交点即为 ｕ２ （此时 η＝０）。
１３２　理论床面

理论床面是纵向时均流速为 ０所在的位置，由于粗糙床面高低不平，颗粒间有水流流动，颗粒顶部不能
作为理论床面位置。定义理论床面位置参数ξ＝ｙ０／ｄ，显然０≤ξ≤１，其中 ξ＝０表示颗粒顶部所在平面，ξ＝

１表示颗粒底部所在的光滑床面。理论床面位置根据相关系数最大法［２１］
推求，在式（４）计算坐标位置 ｙ时，

假定多个不同的 ｙ０，对实测纵向流速的垂线分布采用式（４）进行线性拟合，当拟合相关系数 Ｒ取值最大时对
应的 ｙ０即为所求，进而计算 ξ，采用该方法可获得 ＰＩＶ采样窗口沿程各条垂线的 ξ。限于篇幅，图 ３仅以工
况 １为例，给出了 ξ的沿程变化。研究显示：粒间区 ξ＝１，颗粒区 ０６５≤ξ≤ ０８５，说明粒间区的理论床
面位置在颗粒底部所在的光滑床面，而颗粒区的理论床面位置在颗粒顶部以下（０６５ｄ～０８５ｄ）范围内变化。

图 ２　颗粒区与粒间区划分示意

Ｆｉｇ２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ｈｅｒ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ｓｐｈｅｒｅｒｅｇｉｏｎ

　　
图 ３　ξ的沿程变化

Ｆｉｇ３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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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当量糙率尺度
研究表明，本文实测流速资料与式（３）和式（４）符合良好，拟合相关系数 Ｒ２均大于 ０９，因此，式（５）可

用于推求 ｋｓ０。在前文 ｕ和 ξ讨论的基础上，根据流场采集窗口各垂线的实测流速资料确定积分常数 Ａ（每条
垂线对应一个 ｕ和 Ａ值），进而应用式（５）获得各垂线的 ｋｓ０及其沿程分布。各试验工况的 ｋｓ０沿程变化见
图 ４，结果显示：① ｋｓ０的沿程变化也可分为颗粒区和粒间区，２个区域的 ｋｓ０具有不同的分布特征。② 颗粒
间距较小时（工况 １—工况 ２），２个区域的 ｋｓ０波动均较明显，沿程呈阶梯状分布，颗粒区的 ｋｓ０小于粒间区；
颗粒间距加大后，ｋｓ０波动主要出现在颗粒区，粒间区 ｋｓ０的变化较为平缓，同时 ２个区域的 ｋｓ０在数值上也愈
趋一致，ｋｓ０沿程分布相对均匀；因此，散粒粗糙床面当量糙率尺度的分布特征与颗粒间距密切相关。③ 各
工况 ｋｓ０的变化范围分别为 ３１～５８、２２～３７、１２～２８、０９～１７、１１～４４、１１～３１、１４～３０、１２～
２４，ｋｓ０最大值在 １７～５８之间，平均值分别为 ４３、２９、１６、１２、１８、１６、２１、１７，ｋｓ０取值与

Ｒｏｕｓｅ［２５］、卞华等［２０］
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ｋｓ０平均值均大于 １，说明颗粒大小一定时，本文二维散粒粗糙床

面的当量糙率尺度较三维密排粗糙床面更大。④ 床面相同时，Ｒｅ越大，ｋｓ０平均值越小；Ｒｅ相同时，床面颗
粒直径越大或排列间距越小，ｋｓ０平均值越大；在颗粒大小、间距及 Ｒｅ相同时，梅花形排列的 ｋｓ０平均值要大
于矩形排列。⑤ 定义颗粒纵向间距系数 ｅ＝Ｌｘ／ｄ（本文 ｅ＝４～８），基于相同大小颗粒形成散粒粗糙，若要获

得较密排列粗糙更好的阻力效应，对颗粒排列间距也有一定要求，综合本文及卞华等
［２０］
的研究，ｋｓ０≥１一

般出现在颗粒间距较小（如 ２≤ｅ≤ ６４）时，而颗粒间距较大（如 ｅ＞６４），也可能出现 ｋｓ０＜１情况。
２２　阻力系数

水流阻力系数采用达西魏斯巴赫阻力系数 ｆ，计算公式为
ｆ＝８（ｕ／Ｕ）

２
（６）

式中：ｕ和 Ｕ分别采用各垂线的摩阻流速和平均流速。
图 ４同时给出了基于式（６）计算的阻力系数 ｆ沿程变化。可以看出：① ｆ的沿程变化也可分为颗粒区和粒

间区，２个区域 ｆ呈现不同的分布规律；床面颗粒间距较小时，ｆ起伏变化较频繁，沿程呈波浪状分布；颗粒
间距加大后，颗粒区的 ｆ沿程变化较大，而粒间区的 ｆ沿程基本不变。② 颗粒粒径越大，排列间距越小，阻
力系数 ｆ总体越大；在颗粒大小、间距及水流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梅花形排列的水流阻力大于矩形排列。
③ ｆ与 ｋｓ０的沿程变化并非完全同步，２个区域的 ｋｓ０与 ｆ具有不同的变化关系。

为进一步探讨不同分区阻力系数的变化规律，这里将阻力系数进行均值化处理，获得 ２个区域阻力系数
平均值的沿程分布。对有多个颗粒区和粒间区的排列，颗粒区阻力系数以颗粒自身为参照，取各颗粒区同一

位置阻力系数的平均值；粒间区阻力系数以相邻两颗粒为参照，取各粒间区同一相对位置阻力系数的平均

值。颗粒区沿程距离 ｘ／ｄ＝０取在颗粒中轴线，因此，－０５≤ ｘ／ｄ≤０５；粒间区沿程距离 ｘ／ｄ＝０取在颗粒
区靠下游的边界，即颗粒区 ｘ／ｄ＝０５处，沿程距离 ｘ／ｄ的数值大小取决于颗粒间距。基于上述方法，图 ５
给出了不同分区阻力系数 ｆ的变化规律，分析认为：① 颗粒区 ｆ随颗粒相对位置变化明显，而粒间区 ｆ变化
平缓。② 阻力系数的最大值均出现在颗粒中轴线及其略偏下游位置，可作为相关工程（如航道工程、鱼道工
程）阻力设计的控制点。③ 无论颗粒区还是粒间区，ｆ的变化规律均可用式（７）所示的２次多项式拟合曲线表
达，相关系数 Ｒ２＝０６１～０９７，且大多数的 Ｒ２大于０９，相关性较为显著。④ 实际应用中，粒间区 ｆ可结合
颗粒区上、下端的阻力系数值按式（７）推求，因此，利用式（７）可对沿程阻力进行预测，为河流数值模拟或
河工模型试验中的阻力确定提供了科学参考。

ｆ＝ａ１（ｘ／ｄ）
２＋ａ２（ｘ／ｄ）＋ａ３ （７）

对各工况阻力系数变化规律的进一步分析显示，式（７）中参数ａ１、ａ２、ａ３的取值与相对光滑度ｈ／ｄ有关，
其相关关系满足表 ２所示的对数拟合公式。



８７０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９卷　

图 ４　ｋｓ０及 ｆ的沿程变化

Ｆｉｇ４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ｋｓ０ａｎ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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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不同分区的阻力系数变化规律

Ｆｉｇ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ｓ

表 ２　公式参数拟合结果

Ｔａｂｌｅ２ Ｆｏｒｍｕｌａ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参数
颗粒区 粒间区

拟合公式 Ｒ２ 拟合公式 Ｒ２

ａ１ ａ１＝０１７８ｌｎ（ｈ／ｄ）－０３６１ ０８４８ ａ１＝－０００５ｌｎ（ｈ／ｄ）＋００１１ ０４７２

ａ２ ａ２＝－００２７ｌｎ（ｈ／ｄ）＋００５０ ０５２０ ａ２＝００１０ｌｎ（ｈ／ｄ）－００２１ ０７５８

ａ３ ａ３＝－００９３ｌｎ（ｈ／ｄ）＋０２３６ ０８００ ａ３＝－００４１ｌｎ（ｈ／ｄ）＋０１２７ ０７２７

ｂ１ ｂ１＝０１８１（ｈ／ｄ）
－０７３６ ０７１４ ｂ１＝００８７（ｈ／ｄ）

－０４６３ ０４６４

ｂ２ ｂ２＝２１３２（ｈ／ｄ）
－０８０７ ０７８２ ｂ２＝１３２４（ｈ／ｄ）

－０５６９ ０８４２

２３　ｋｓ０与 ｆ的关系讨论
根据前文分析，图６给出了各区相对当量糙率尺度 ｋｓ０与阻力系数 ｆ的点据关系，结果表明，颗粒区和粒

间区的 ｋｓ０与 ｆ关系均可用式（８）所示的幂函数表达，各工况数据拟合良好，相关系数 Ｒ
２
均大于 ０９５，相关

性显著。同时，ｋｓ０与 ｆ呈幂函数关系也符合现有糙度理论，且量纲上是和谐的。通过进一步分析各工况的
ｋｓ０与 ｆ关系发现，式（８）中参数 ｂ１、ｂ２的取值也与相对光滑度 ｈ／ｄ有关（见图 ７），其相关关系满足表 ２所示
的幂函数公式。从图 ６和图 ７可见，在 ｋｓ０相同的情况下，颗粒区的 ｆ均大于粒间区，颗粒区的阻力效应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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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不同相对光滑度 ｈ／ｄ也会产生不同的阻力效应。
ｆ＝ｂ１（ｋｓ０）

ｂ２ （８）

图 ６　ｋｓ０与 ｆ的关系拟合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ｋｓ０ａｎｄｆ

图 ７　参数 ｂ１、ｂ２随 ｈ／ｄ的变化趋势

Ｆｉｇ７ Ｃｈａｎｇ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ｂ１ａｎｄｂ２ｗｉｔｈｈ／ｄ

目前还较缺乏散粒粗糙床面当量糙率尺度方面的水槽试验资料，这里采用文献［１２］中的 ２６组天然河道

实测资料对式（８）进行验证（参数 ｂ１、ｂ２根据实测资料情况按颗粒区公式计算），资料参数范围：流量 Ｑ＝

２７０～４１１ｍ３／ｓ，水深 ｈ＝０２５～２６２ｍ，中值粒径 ｄ＝００３～０４７ｍ，相对当量糙率尺度 ｋｓ０＝１５～８２，阻力
系数 ｆ＝００８５～０９４。图 ８（ａ）和图 ８（ｂ）分别给出了各组试验的计算值与实测值分布及其对比，结果显示：
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的分布趋势基本一致，计算值略小于实测值，但偏差稍大情况主要集中在 ｈ／ｄ＞１０的
少数组次，其余组次的平均偏差小于 ３０％，尤其当 ｈ／ｄ≤ ３床面为大尺度粗糙时，平均偏差为 １６１％，总
体吻合较好。计算值较实测值略小的原因，可能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本文散粒粗糙床面是通过对光滑有

机玻璃加糙而形成的，颗粒间为平整床面，而天然河道散粒粗糙间为凹凸不平的床面，存在较大的肤面摩阻

甚至是形状阻力；二是本文散粒粗糙床面颗粒纵向间距 Ｌｘ较大且粒径均匀，同列颗粒 Ｌｘ＝（４～８）ｄ，而文献
［１２］中床面为非均匀颗粒、间距较小、分布密度较大，颗粒阻流和绕流作用愈加明显，流态更为紊乱，水
流阻力相对更大。



　第 ６期 钟亮，等：散粒粗糙床面的当量糙率尺度特征 ８７３　　

式（８）基于本文试验资料建立，试验采用的 ３３３≤ｈ／ｄ≤７４９，属于中尺度粗糙情况。根据式（８），图
９给出了 ｈ／ｄ在试验范围内取值时的 ｋｓ０与 ｆ变化关系，结果显示：① 不同粗糙床面对应的 ｋｓ０与 ｆ均呈递增
变化，当 ｈ／ｄ较小、床面接近大尺度粗糙时，ｆ随 ｋｓ０的递增变化明显，随着 ｈ／ｄ的增大，ｆ随 ｋｓ０的递增变化
逐渐趋缓。② 在 ｋｓ０相同的情况下，ｆ随 ｈ／ｄ的减小而增大，ｈ／ｄ越小，ｆ增幅愈明显。③ 在 ｈ／ｄ和 ｋｓ０相同的
情况下，颗粒区的 ｆ要大于粒间区。

图 ８　式（８）的验证

Ｆｉｇ８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ｒｍｕｌａ（８）

图 ９　ｆ随 ｋｓ０的变化规律

Ｆｉｇ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ｏｆｆｗｉｔｈｋｓ０

ｆ随 ｈ／ｄ和 ｋｓ０的上述变化规律可解释为：ｈ／ｄ较小，则水深较小或粒径较大，床面相对粗糙，颗粒凸起
作用明显，对水流的垂向影响范围较大甚至可达到水面，容易扰动水流并形成漩涡，加之颗粒纵向间距相对

较小，破坏了漩涡的整体性，涡体破碎易使主流区水流质点混掺加剧，动量交换和能量耗散增强，水流阻力

增大，ｋｓ０越大，该影响愈显著，因此，ｆ随 ｋｓ０的递增变化明显。ｈ／ｄ较大，则水深较大或粒径较小，床面相
对平整，颗粒远离水面，对水流的垂向影响范围较小，甚至只局限在近壁区，此时颗粒对水流的扰动相对较

弱，漩涡更不易形成，主流区水流动量交换和能量耗散作用较不显著，水流阻力较小，ｆ随 ｋｓ０的递增变化趋
于平缓。

此外，散粒粗糙床面阻力也可视为颗粒绕流阻力，根据边界层理论，该阻力包括摩擦阻力和漩涡阻力两

部分。摩擦阻力产生于绕流颗粒表面并与颗粒面积成正比；漩涡阻力也称压差阻力，因边界层分离后颗粒尾

部产生漩涡并使表面压强分布不对称而形成。漩涡阻力是绕流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物理本质上，ｆ主要
取决于单位床面上漩涡总体积与水流体积之比。当 ｈ／ｄ较小、床面相对粗糙时，漩涡体积与散粒粗糙凸起高

度密切相关，ｋｓ０越大，颗粒凸起作用越明显，漩涡越易产生，漩涡体积与水流体积的比值越大，ｆ随 ｋｓ０变化
显著；而 ｈ／ｄ较大时，该递增变化趋势则变得相对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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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６）和式（８），可建立散粒粗糙床面的当量糙率尺度计算公式为

ｋｓ０＝
８（ｕ／Ｕ）

２

ｂ１[ ]
１
ｂ２

（９）

式（９）各变量均对应于某条具体垂线，实际应用中，首先根据实测流速资料采用雷诺应力法［２１］
推求 ｕ，

为简化繁琐的迭代计算过程，推算 ｕ时，粒间区、颗粒区的理论床面位置可参照本文研究结果，分别按 ξ＝

１和 ξ＝０７５（平均意义）考虑；对雷诺应力服从线性分布的区段（颗粒区为颗粒顶部以上区域，粒间区为外
区）进行线性拟合，获得对应的 ｕ；然后根据相对光滑度 ｈ／ｄ按表２计算系数 ｂ１和指数 ｂ２，其中 ｈ和 ｄ分别
为各垂线水深和床面颗粒高度；在垂线平均流速Ｕ已知的前提下，采用式（９）可获得ｋｓ０。当然，如果已知垂
线各点的流速分布，也可直接根据式（５）推算 ｋｓ０。

需要指出，式（９）是基于本文水槽试验资料建立的，试验条件的确定兼顾了二维水流宽深比（Ｂ／ｈ＞５）、
床面粗糙尺度类型（３＜ｈ／ｄ＜２０）和 ＰＩＶ粒子图像采集处理等方面的要求，其中 Ｑ＝１～２５Ｌ／ｓ，ｈ＝２５０～
４４９ｃｍ，Ｒｅ＝２９２７～６９３３。尽管本文试验参数范围相对较窄，但前文验证结果显示，本文研究结论与文献
［１２］中的天然河道实测资料吻合较好，考虑到该资料参数范围远大于本文试验条件，因此，本文结论具有
较好的普适性，可基本适用于验证资料范围。

３　结　　论

（１）散粒粗糙床面明渠水流特性沿程可分为颗粒区和粒间区，两个区的理论床面位置参数 ξ、相对当量
糙率尺度 ｋｓ０和阻力系数 ｆ具有显著差异；颗粒区 ０６５≤ ξ≤０８５，ｋｓ０波动明显，ｆ较大；粒间区 ξ＝１，ｋｓ０
变化相对平缓，ｆ较小。

（２）散粒粗糙床面的 ｋｓ０分布特征与颗粒间距密切相关；数值上 ｋｓ０较密排粗糙床面更大，并受颗粒大
小、间距、排列方式及水流条件等因素影响；水流雷诺数 Ｒｅ相同时，颗粒直径越大或排列间距越小，ｋｓ０平
均值越大；床面相同时，Ｒｅ越大，ｋｓ０平均值越小；在颗粒大小、间距及 Ｒｅ相同时，梅花形排列的 ｋｓ０平均值
要大于矩形排列。

（３）颗粒区和粒间区的阻力系数 ｆ均随 ｋｓ０呈递增变化，并与相对光滑度 ｈ／ｄ关系密切；当 ｈ／ｄ较小、
床面接近大尺度粗糙时，边壁粗糙容易扰动水流并形成漩涡，涡体破碎加剧了主流区水流质点的混掺作用，

能量耗散增加，ｆ随 ｋｓ０变化显著；随着 ｈ／ｄ的增大，颗粒垂向影响范围相对减小，对水流的扰动作用相对减
弱，漩涡更不易形成，能量耗散减少，ｆ随 ｋｓ０的递增变化趋缓。

（４）本文探讨了不同颗粒大小、纵向间距、排列方式和水流条件下的散粒粗糙床面 ｋｓ０变化特征，在今
后的研究中，可进一步分析颗粒横向间距、底坡等因素对 ｋｓ０分布规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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