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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植被突扩明渠水流特性试验
王

泽，张静

（河海大学力学－－ｑ材料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８）

摘

要：通过水槽试验分别研究在沉水植物水蕨和挺水植物富贵竹两种植被作用下的突扩式明渠

水流特性，采用声学多普勒测速仪，测量突扩前后不同垂线、不同测点的瞬时流速，计算得出时均流
速分布，分析其变化特征，探讨突扩明渠中植物对水流内部结构的影响．试验发现：在种植植被前，
中垂线上突扩前后流速均呈半对数分布。而种植植被后，水流受两种不同植物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的
变化趋势，有沉水植物的情况流速分布可分为３层，即植被冠层内、植被层之上和过渡层，且过渡层
有随流逐渐增大的趋势，有挺水植物情况由于植物不同部位阻水效应的差异，使得流速呈现“３”型
分布．位于扩散段回流区内的左垂线流速分布更加复杂，不服从半对数关系．种植植被后，同一垂线
不同流量下水流的流速分布有很大变化，并且流速分布的变化率随流量的增大而增大．
关键词：明渠水流；突扩；植被；声学多普勒测速仪；流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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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中生长的植被是其水动力系统的一项基本

本试验中瞬时流场的测量分别在３种不同的水

要素．探讨植被与水流的相互影响，深入理解植被与

力条件下进行，即：无植物、有沉水植物和有挺水植

水流之间的作用机理及生长有植被的河流的水力环
境，在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河流及湖泊的牛态修复、

物，并在每种水力条件下设Ｑ一，１／２Ｑ一和４／５Ｑ～
３个工况．试验中沉水植物为淹没状态，挺水植物为

管理和河道整治等方面有重要的科学和实践意

非淹没状态，水深均为１５．３

ｃｍ．

义…．但由于影响因素比较多，例如河流入湖时过

试验在植被带上游、下游、植被带内部选取６个

流断面的突然增大、选择植被的种类、种植排列方

横断面作为测量断面，测量垂线布置在各断面的中

式、密度、淹没状态等，增加了研究有植被河道水流

垂线七，另在断面４靠近边壁处布置一条左垂线，以

问题的难度，对于这一类问题的研究仍有待于更加

对比研究扩散段回流区的水流特性．具体布置方式

深入地探讨．

如图１所示．

数值模拟旧。３１和模型试验是流体力学的主要研
究方法，而在植物对水流的作用及含植物水流的紊

１０ｃｍ

流机理研究中，水槽试验是国内外学者经常采用的

１

６

乳少线．

植被
．／ｏ

一

。；’Ｉ：

研究手段，Ｗｉｌｓｏｎ等¨１利用水槽试验研究明渠水流

２５ｃｍ

断面１

通过不同形式淹没状态下的柔性植被时的水流特

２５ｃｍ

断面２

性．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 Ｐｅｔｒｙｋ等”１选取了小麦和高粱两种植

图ｌ

被的模型进行了水流通过植被的模拟试验，指Ｈ｛植

Ｆｉｇ．１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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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鼋布置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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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的密度是影响流阻的一个重要因素．吴福生等№’
在室内矩形水槽试验中系统地对刚性植物与柔性植

２试验结果及分析

物的阻力特性、垂线流速分布及紊流特性进行全面
无植物条件下时均流速分布

研究．王海胜等川通过水槽试验分析了不同类型植

２．１

物对复式河槽流速分布的影响．然而迄今为止，对有
植被明渠水流的试验研究，无论是单式断面渠道还

在Ｑ一工况下，分别对断面２—５的中垂线进行
了测量．图２反映了各垂线时均流速‰与相对水深

是复式断面渠道，都很少考虑断面形状突变对水流

Ｙ的关系，发现突扩前与突扩后纵向流速的垂向分

的影响旧Ｊ，因此，笔者在前人基础上研究植被对突

布均呈现“Ｊ”型，符合半对数关系，即Ｖｏｎ

扩明渠水流的影响，为进一步认识天然河道中植被

Ｐｒａｎｄｔｌ关系式；突扩后断面５的流速有大幅度衰

对水流的影响提供依据．

减，接近水面的流速有轻微波动．可见，过流断面的

Ｋａｒｍａｎ—

突然扩大没有改变时均流速在断面中垂线上的分

１试验方案

布，而使突扩后的流速水平大大降低，水流表面由于
波动起伏流速变得不稳定．

１．１试验装置
该水槽采用自循环系统，水流由供水系统供出，
通过流最调节阀，进入消能池，水流稳定后进入水
槽，水槽试验段总长１．６４ ｍ，高０．２５ ｎｌ，突扩前段长
０．８０

ｍ、宽０．１２ ｍ，突扩段长Ｑ．８４ ｍ、宽０．２１ Ｉｎ，展

宽比１．６４．水槽两侧边肇及底面均为有机玻璃板，
槽尾设有挡水闸门，调节闸门开启度来控制水槽水
位并测量流量．本试验采用美国ＳｏｎＴｅｋ公司的三维
超声波多普勒测速仪对水流速度进行测量．
１．２试验材料及方案

图２无植物条件下各断面中垂线流速分布
Ｆｉｇ．２

测量前先将底泥平铺入突扩水槽底部，再将植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ｎＤ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ｄｉｄ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ｌａｎｔ

物交叉排列固定于底泥中，分别采用沉水植物水蕨

在４／５Ｑ，。Ｉ况下对比断面４中垂线与左垂线

和挺水植物富贵竹两种水生植被进行试验．植被带

的流速分布（见图３），可以看出左垂线流速从渠底

布置在水槽中部，长为１

向上有单调递增趋势．已不服从半对数关系，并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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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垂线流速有大幅削减．这主要是由于左垂线位于扩

随着水流进入植被区，时均流速不再符合半对数分

散段的同流区内，该区域内不断有漩涡产生，消耗大

布，并且这种变化一直延伸到植被带下游．

量动能，造成流速减小且波动大．

在图５中可以观察到沉水植物作用下水流流速
分布的三层结构，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９。１

０｜．

（１）在植被冠层内呈“Ｓ”型分布，植被冠层内的
流速随流减小，由于植物随水流倾覆后，其高度相对
于水深偏小，加上植物不同的排列与位置对植物冠
层内水流的影响，使得“Ｓ”型分布不是十分明显，并
且各断面流速曲线形态各异，但仍可发现在突扩前
断面２，３在植被冠层内相对水深Ｙ＝０．１处有一个
次级流速最大值出现，突扩后断面５则出现在Ｙ＝
图３无植物条件下断面４左垂线与中垂线流速分布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ｅｆｔ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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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不同工况下突扩后断面４中垂线的流速分
布（见图４）可以看出，无植物条件下，不同的工况下
流量的改变只影响流速的大小，对流速分布的改变
很小．

０．２处，这是由于突扩后流速的衰减使植被的倾斜
度减小，其相对高度就比突扩前高一些，因此流速分
布中，次级流速最大值出现在较高的水深位置上．
（２）在植被层之上的水体均表现出“Ｊ”型流速
分布，也即冠层之上的水流结构符合湍流边界层理
论，但其分布区域的大小各断面都有所不同．
（３）过渡层从植被冠层顶部开始到流速基本恢
复稳定结束，植被冠层顶部的扰动吸收了大量的水
流运动能量，欲使流速降低，而当上部水体随惯性向
前运动时，对过渡层水流产生了拖拽力，使流速保持
单调递增的趋势，可以近似为线性变化．可以看到断
面２的过渡层最小，说明刚进入植被带植被对水流
的扰动小，随着水流向下游发展过渡层增大，也就是
植被对水流的扰动作用在增强．

图４无植物条件下不同流虽断面４中垂线流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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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显示了种植沉水植物前后断面４左垂线在
４／５Ｑ～工况下的流速分布情况，可以看出种植沉水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ｌａｎｔ

植物前后左垂线在植被层之上的流速水平相当，在

２．２有沉水植物条件下时均流速分布

植物冠层顶部及冠层以内流速比无植被时小，这是

栽种沉水植物水蕨后，在相同的水力条件下，不

后排植被阻挡作用引起的．

同断面时均流速分布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见图５．

图６有无沉水植物断面４左垂线流速分布对比
图５
Ｆｉｇ．５

有沉水植物条件下各断面中垂线流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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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扩后断面４在不同工况下的流速分布如图７

观察图５发现，水流未进入植被区之前断面１

所示．随着平均流速增大．冠层内流速的变化并不

时均流速沿垂线分布与无植被时的趋势基本一致。

大。而在植物层之上各工况流速大小差异明显，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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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过渡层内流速梯度随流量的增大而增大．

部水流流速继续衰减，而枝叶部水流流速在摆脱植
被后有所回升．
图９为种挺水植物前后工况４／５Ｑ。，下断面４
左垂线的流速分布比较．可以看到挺水植物的阻挡
使左垂线的流速分布相当复杂，由于渠底阻力相对
较小，流速的最大值出现在此处，在后排植物的阻挡
下垂线的中部形成了很强的回流，虽然在靠近水面
流速有所提升，但始终比无植物时的流速小很多．

图７有沉水植物条件下不同流虽断面４中垂线流速分布
Ｆｉｇ．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ｗｉｔｈ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ｐｌａｎｔ

２．３有挺水植物条件下时均流速分布
在有挺水植物富贵竹的突扩式水槽中，对沿程
各个断面的中垂线进行了测量，图８反映的是工况
Ｑ一下的测量结果．
图９有无挺水植物断面４左垂线流速分布对比
Ｆｉｇ．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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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反映的是植被带内不同工况下相同垂线
的流速分布比较．可以看到靠近水面流速分布相对
集中，此位置处植物叶片稠密，对水流的阻挡作用很
大，虽然平均流速有很大变化，此处的流速差距却很
小．然而流速分布曲线的下半部分，也就是植物的茎
图８有挺水植物条件下各断面中垂线流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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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

断面ｌ处水流未进入植被带，流速分布仍呈
“Ｊ”型，符合半对数变化规律．随着水流进入植被

秆作为主要的阻力因素，不同工况的流速差距很大，
流速分布在整个水深七的变化率随平均流速的减小
而减小，也即当平均流速较小时流速的垂线分布更
均匀．

带，各断面流速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试验中富贵
竹处于非淹没状态，也即水流始终穿梭在植物的间
隙中，植被要素（茎、叶、干等）吸收了水流的运动能
量，然而植物不同的部位消耗的能量有多有少，在接
近渠底的部分为茎秆，向上发展植物的叶片越来越
稠密，阻水能力也越来越强，因此出现了下部流速
大、上部流速小的现象，呈现“３”型分布．由于实际
植物的生长结构不同，对水流的影响很大，因而各断
面的流速分布呈现出各异性．突扩前从断面１到断
面３植被枝叶部分水体流速相继减小，茎秆部相继

图ＩＯ有挺水植物条件下不同流量断面４中垂线流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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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突扩后断面４由于距离植被稍远，并处于植被
间隙的后方，流速比断面３有少许增大，断面５的流

３结论

速则比突扩前有很大程度的衰减，这是突扩后流速
水平整体下降的结果，植被带后的断面６仍然没有
摆脱植被对它的影响，延续了断面５的流速分布趋
势，随着断面平均流速持续在扩散段递减，植被茎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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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３种不同水力条件下。突然扩大明渠水
流的时均流速分布做出比较分析发现：
（１）在无植物条件下比较各断面中垂线的流速

分布，发现突扩前与突扩后纵向流速的垂向分布相

［３］

陈善群，乇

泽．旋涡发生器三维流场的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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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栽种植物后，在相同的水力条件下，不同断
面中垂线流速分布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总体上，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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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基本一致，而植被带内及下游水流受到很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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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时均流速分布不再符合半对数分布．试验发现沉

２００３，１２９（１１）：８４７—８５３。

水植物水蕨作用下的水流流速分布可分为３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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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发展过渡层在逐渐增大，说明植被对水流的扰动作
用在沿流增强．在挺水植物富贵竹作用下，植被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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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种植植物后断面４左垂线的流速分布发生
变化．有沉水植物条件下，受后排植被阻挡植物冠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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