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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涡发生器三维流场的数值模拟
陈善群１，王泽２
（１．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工程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８；２．河海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８）

摘要：采用标准ｋ一８湍流模型，对纵向旋涡发生器（１０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ｖｏｒｔｅｘ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引起的流场扰

动进行了并行数值模拟．控制方程使用有限元法离散，采用改进的Ｕｚａｗａ法将速度与压强耦合，网
格划分使用了非结构化网格技术．计算得到空气绕过旋涡发生器后产生了一对下洗纵向涡，动量的
输运使得涡间壁面边界层变薄，而旋涡外侧边界层变厚．随着流动向下游发展，涡的强度不断变小，
但涡形在很远的地方依然存在．将计算所得旋涡发生器后两个横断面上的流向和纵向速度与试验
数据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在近壁处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良好，标准ｋ一８模型基本能够模拟旋
涡发生器引起的三维湍流流动．
关键词：旋涡发生器；纵向涡；标准ｋ一８模型；数值模拟；有限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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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涡发生器在实际工程中有许多应用，如在物

从而促进两者间动量的交换，使边界层减薄或被破

面上布置旋涡发生器产生纵向涡改变湍流边界层的

坏．因此研究纵向涡的发生发展机理，以及它们所引

流动结构，从而减阻或提高传热效率等；在机翼上安

起周围流场的变化成为一项基础而且实用的工作．

装涡发生器可以延缓边界层分离，防止飞机因气流

虽然研究直角三角翼产生纵向涡的物理模型比

分离造成的一些偏离现象．这些应用的本质都是通

较简单，但由于被干扰近壁边界层内湍流量的变化

过产生纵向旋涡加速主流区与壁面附近流体混合，

相当复杂，以及目前数值模拟方法的局限性，给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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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设计带来相当的困难，目前的研究仍是以试

ＳＴＡＢ）进行迭代计算．求解过程为两步迭代，即先解

验为主．作者拟采用非结构、非均匀网格和有限元方

雷诺平均方程，后解ｋ—ｓ方程，再回到第一步，这样

法，求解Ｎ—Ｓ方程，使用标准ｋ一占湍流模型‘１１对

反复迭代，直到求出解来．

ＬＶＧ引起的三维湍流流场进行数值模拟，并将计算
结果和试验结果作定量比较．

３

１数学模型

网格划分及边界条件施加
三维湍流场试验数据由Ｐａｕｌｅｙ和Ｅａｔｏｎ”ｏ提

供，试验风洞长、宽、高分别为２００，６１和１３ ｃｍ．纵
考虑非定常的不可压缩牛顿流体，控制其流动
的基本方程是雷诺平均方程即连续方程

向涡对由放置在底面上的一对半三角翼旋涡发生器
产生．半三角翼高２ ｃｍ，长５ ｃｍ，两翼间距４ ｃｍ，具

警：０

（１）

体布置如图ｌ所示．为了便于同试验数据作对比分
析，计算区域以及三角翼布置完全依照试验进行．

动量方程

警＋吩薏＝一上老＋ｔ，薏一茜－－ （。Ｕ巧１ ，Ｐ

——＋“；——＝一一一十ｔＩ——一。
ａｔ
Ｏｘ

－）

’．’．Ｊ

Ｊ

８ｘｔ

８ｘｉａｘｉ

ｔ

。Ｊｊ

ａｘ；

（２）
为了得到封闭的方程组，雷诺应力一ＰⅡ’；Ⅱ’，需
用湍流模式确定．这里应用Ｂｏｕｓｓｉｎｅｓｑ的涡粘性假
设，即

ｐ啊＝ｐｖｔ（薏＋差）寺蛾（３）
式中ｑ为紊动粘性系数；ｋ为湍流动能，定义为ｋ＝

图１旋涡发生器尺寸及在乎板上布置
Ｆｉｇ．Ｉ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ＬＶＧｓ

ｏｎ

ｆｌａｔ ｐ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ｉｚｅ ｏｆ ＬＶＧｓ

由于三角翼处于模型内部，为了对其施加无滑
移边界条件，将模型划分成２１个模块．各个模块均

÷“’ｉ“’『．口。由标准的ｋ一占模型确定，即

采用有限元的非结构、非均匀的六面体网格进行划
（４）

移。＝ｑ ｋ＿。２

分．为更好地分辨三角翼下游近壁附近的流动结构，
在壁面上２０ ｒａｉｎ范围内布置了非常细的网格，最终

其中占是湍流的粘性耗散．ｋ和ｓ用两个输运方程来
确定

模型由３３７ ３４５个单元组成．计算区域的三维网格
如图２所示，为了便于显示，图２ａ给出全部计算域

＿＋Ⅱ；——＝——ｌ—Ｌ二Ｉ＋，一占

面Ｏｋ＋地差＝毒（旦Ｏ＇ｌｔＯｘ Ｏｘ差ｃｇｘ）＋Ｐ一占（５）
批

‘）Ｊ

。

‘

，

ｉ、

ｆ

、

’

‘缸ｉ
訾＋“ｉ蠹＝立ＯｘｉＯｘ（尝簧Ｏｘ）＋ｃ－。旦Ｐｋ—ｃｚ。￡ｋ
批

”

、盯。

“

的粗网格，仅为计算网格的十分之一，图２ｂ给出了
三角翼附近网格．由于计算量很大，单机内存无法满
足计算需要，故本次计算在８台并行机群上运行．

￡，

（６）

其中ｐ……能生成项，定义为Ｐ

２

ｑ

Ｏｄ”ｕｉＩ

Ｏａ石ｕ＿＿Ａ，＋考）

式（４）一（６）中的经验系数取巳＝０．０９，矿。＝

１．０，矿。＝１．３，Ｃｌ。＝１．４４，气＝１．９２．

２计算方法
对式（４）～（６）使用迦辽金加权余量法进行离
散‘２１，采用改进的Ｕｚａｗａ法‘３１将速度与压强耦合．
为了减少求解过程中数值震荡，采用迎风有限元格
式‘引．计算过程采用共轭梯度平方法（ＢＩ—ｃ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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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计算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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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处的边界条件由三个已知的速度分布组

戈为９７，１８８ ｃｍ两个横截面和。为０，２ ｃｍ两个纵向

成，Ｍ＝１６ ｍ／ｓ，口＝甜＝０；出口边界条件取为自由边

位置上流动速度分布的计算值和试验值，因展向（ｚ

界条件；四周壁面采用无滑移边壁条件；标准座一占

向）速度值接近零故未作对比．比较可见，流向速度

模型近壁处用常规壁函数法处理№］．

Ｍ在壁面附近（ｙ＜１ ｃｍ）计算数据偏大，其他位置计

算值均与试验值吻合良好．由此也证实了标准ｋ—ｓ
模型基本能够模拟旋涡发生器引起的三维湍流

４计算结果及讨论

流动．

图３是计算所得ｘ为６６，９７，１４２和１８８

ｃｍ四

个横截面内二次流速度矢量图，图４是４个横截面
上流向速度等值线图，它们与文献［７］中由试验做
出的图像大体相符，定性地反映了下洗双涡的一些
重要特征．空气经旋涡发生器后产生了一对下洗纵
向涡，纵向涡促使主流区空气和壁面区空气交换，这
样的动量输运使得两涡间壁面边界层变薄，而涡外
侧边界层变厚．由图３，４可见，随着流动向下游发展

图３二次流矢量图

涡心与壁面的距离以及涡心间距离逐渐增大，涡强
度不断减小．戈＝６６ ｃｍ横截面上涡间距为８
１８８

Ｆｉｇ．３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ｆｌｏｗ

ｖｅｃｔｏｒｓ

ｃｍ，茗＝

ｅｍ时两涡问距增大为１２ ｃｎ·．涡偶间距不断变
１８８

大使得两涡问相互作用不是很强烈，到后部几乎可
以忽略．涡核半径增长迅速，但旋涡形状并未遭到破

２

坏，在图中戈＝１８８ ｃｍ截面上旋涡仍然清晰可见．

喜

文献［５］详细提供了戈为９７ ｃｍ和１８８ ｅｍ两个
横截面上流体的平均速度（¨，ｔ，），并做了无量纲处
理，Ｍ。足来流速度１６ ｍ／ｓ．为了便于比较，本文的计

图４流向速度等值线图

算结果也做了同样的无量纲处理．图５，图６绘出了

Ｆｉｇ．４

ｙ｜ｃｍ
（ａ）ｘ＝９７ ｃｍ．ｚ＝０ ｃｍ处流向速度

ｙ／ｅｒａ
（ｂ）ｘ＝９７ ｃｍ，ｚ＝２ ｃｍ处流向速度
Ｏ·００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０

０

一Ｏ·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

、！一０．０１０

≤一０．０１５

ｏ

）

）

一０．０１５

０

０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５

一Ｏ．０２５

—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５

ｙｆｃｍ
（ｃ）ｘ＝９７ ｃｍ。ｚ＝０ ＣｌＴＩ处纵向速度

图５在ｚ＝９７
Ｆｉｇ．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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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０

ａｌ

ｃｍ和。＝２ ｅｍ处流动速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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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０·
－－。．０．
≈

Ｏ·
Ｏ．

ｙ｝啦
（ｂ）ｘ＝１８８锄，ｚ＝２∞处流向速度

ｙ／ｅｍ

（ａ）ｘ＝１８８

ｃｍ，ｚ＝Ｏ∞处流向速度

ｙ／ｃｍ

ｙ／ｃｍ

（ｄ）ｘ＝１８８ｃｍ．ｚ＝２锄处纵向速度

（ｃ）ｘ＝１８８ｍ，ｚ＝Ｏ锄处纵向速度
图６在茗＝１８８
Ｆｉｇ．６

ｃｍ，：＝０

ｃｍ和ｚ＝２ ｅｍ处流动速度分布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ｔ善＝１８８ ｃｍ．：＝０ ｃｍ ａｎｄ：＝２ ｃｍ

［３］ＬＩＵ Ｗｅｉ－ｒｕｉｎｇ，ＸＵ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ｆｉｎｉｔｅ

５结论

ｎｅｗ

Ｓｈｉ·ｌａｎｇ．Ａ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Ｕｚａｗａ
Ｓｔｏｋｅ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Ｊ］．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０１，２７（４）：３０５—

研究了用标准ｋ一占模型模拟了装有一对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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