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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柱与分隔板间距对绕流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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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揭示方柱与后置分隔板的流场特性及尾迹脱涡机理，对低雷诺数（Re=150）下流道内方柱与后置分
隔板进行数值研究，讨论方柱及分隔板的受力、尾迹特征、流道壁面和流动特性的阶段性。结果表明，在阻
塞比为 1/6 的流道内，分隔板长度为 D 时，随着方柱与分隔板间距 G 的变化（0～7D），临界间距为 2.60D，
流动特性呈现两种不同的阶段：当 0<G/D<2.60 时，分隔板抑制尾流区剪切层之间的相互作用，方柱和分隔板
平均阻力减小，涡街的脱落发生在分隔板的下游；而当 G/D≥2.60，涡街的脱落发生在方柱与分隔板之间，方
柱平均阻力和均方根升力减小。流道壁面的边界层从上下壁面脱落形成与尾迹涡街方向相反的涡街，减弱尾
迹后涡街的强度，使临界间距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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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gap between square cylinder and splitter plate on
flow characteristics
LI Jinsheng, ZHANG Li, DING Lin, YANG Zhongqing
(Key Laboratory of Low-grade Energy Utilization Technologies and Systems,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To reveal the flow and wake vortex-shedding characteristics over a square cylinder with a
detached splitter plate, a numerical study of square cylinder with splitter plate was conducted at low
Reynolds number (Re=150) in flow channel. The force acted on the square cylinder and plate, the wake
characteristics, flow channel wall and regimes of the flow were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 the
flow channel with blockage ratio of 1/6, when the gap G which is the distance between cylinder and plate
is varied from 0-7D with a constant plate length of D, the behavior of the flow can be grouped into two
regimes, and the critical gap distance is observed to occur at G=2.60D. When 0<G/D<2.60, the detached
splitter plate inhibits wak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shear layers, and decreases the mean drag of the cylinder
and plate. Vortex formation occurs downstream of the gap. For G/D≥2.60, the formation occurs in the gap,
the mean drag and the root mean square lift of the cylinder is reduced. Laminar boundary layers developed
along the channel wall are shed from top and bottom wall to form a small scale of vortex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with vortex induced by cylinder, which weakens wake vortex intensity and increases the critical gap.
Key words: flow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hydrodynamic engineering; square cylinder; splitter plate;
blockage ratio; flow characteristics; vortex she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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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钝体绕流在自然界中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涉及流动分离、旋涡脱落及其相互作用等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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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迹流场极为复杂，旋涡对结构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会产生重大影响，研究如何防止结构发生强烈的涡
振来提高结构安全性能具有较大的实际意义。另外，近年来钝体绕流涡致振动能的收集在新能源领域也
受到广泛关注。
安装于钝体底部顺主流方向上的分隔板可以改变旋涡脱落和尾迹特性，不仅可以阻断尾流区剪切层
相互作用，抑制旋涡脱落或将其推迟至下游，减少钝体上的脉动力[1~3]，而且可以减小噪声和增加换热[4~5]，
是一种有效的被动控制技术。KWON 等[6]对低雷诺数（80<Re<160）下不同长度的分隔板进行了研究；
KWON 等[6]和 LIN 等[7]用模拟手段研究发现分隔板若能占据旋涡形成区，旋涡脱落将受到抑制；ALI 等[8]对
低雷诺数（Re=150）下的方柱-后置分隔板结构进行二维数值研究，通过分隔板长度的变化将流动特性
分为 2 个阶段。工程上钝体绕流常发生在流道内，以柱体为对象的流动研究较多[9~16]。目前对流道内柱
体-分隔板绕流的研究仍比较少。
这里以开源 CFD 软件 OpenFOAM 为平台，在低雷诺数下，阻塞比为 1/6 的有限流道内，采用抛物
线流速分布进口和平滑递增式速度稳定初始场对二维方柱-分隔板结构进行数值研究，着重分析流动特性
和尾迹涡脱机理，并讨论不同长度的分隔板和方柱的受力，为进一步开发有限流道内微风振子发电技术
提供理论基础与依据。

1

物理模型
这里研究的二维方柱绕流计算模型如图 1 所示。边长为 D 的

正方柱放置在阻塞比 D/H=1/6 的有限流道内，
雷诺数 Re=U∞ D/ ν =150，
其中，U∞为无限远均匀来流速度， ν 为运动黏度。在距离方柱背
风面为 G 的尾迹中心线上放置刚性分隔板（后置分隔板），分隔板
的长度范围为 0≤G/D≤7，分隔板的长度 L=D，板厚度 H=0.02D.

图1

计算区域尺寸为 h×l（6D×33D），方柱中心位于距离进口 3D 的计

Fig. 1

物理模型
Physical model

算域中心。

2

数值模型
针对方柱-分隔板绕流流动，建立二维不可压缩牛顿流体基本控制方程：

∇⋅u = 0 ，
∂u
∇p
+ ∇ ⋅ ( uu ) = −
+ ν∇ 2 u ，
∂t
ρ
其中，u 为流体速度；ρ 为流体密度；p 为流体的压力；ν 为流体分子运动黏度。雷诺数定义为 Re=U∞D /ν . 微
分算子 ∇ 计算公式如下：
∇=

∂
∂
.
+
∂x ∂y

以基于有限容积法的开源 CFD 软件 OpenFOAM 为平台，采用压力的隐式算子分割（pressure implicit
with splitting of operators，PISO）算法对动量方程和连续性方程进行求解。为使时间和空间上的数值离
散具有二阶精度，压力项和黏性项均采用二阶高斯积分格式。其中黏性项作如下变换：
2
∫ V (ν∇ u ) dV = ∑f S f (ν∇u ) f = ∑f ν f S f ( ∇u ) f

，

其中，V 为控制体积；f 为控制容积的相邻壁面；Sf 为壁面 f 的法向向量。对于黏性值使用线性差值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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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对于表面法向梯度，使用如下格式：

S f ( ∇u ) f = S f

u N − uP
，
d

其中，下标 P 代表当前控制体；N 代表相邻控制体；d 为两节点之间的长度。
非稳态项采用二阶背风格式：

∫V

3 n +1
1
φ − 2φ n + φ n −1
∂φ
2
V，
dV = 2
∂t
Δt

其中， φ 为速度分量，其上标 n－1，n 和 n+1 表示相邻时间步长。
对流项采用二次迎风插值，即 QUICK 格式[17]，是一种改进离散方程截差的方法，通过提高界面上
插值函数的阶数来提高格式截断误差。在一维均匀网格中采用 QUICK 格式进行插值时，变量 φ 在边界 e
处的值可表达如下：

1
⎧
⎪⎪φe = 8 (3φi +1 + 6φi − φi −1 ), ue > 0，
⎨
⎪φ = 1 (3φ + 6φ − φ ), u < 0，
i +1
i+2
e
⎪⎩ e 8 i
其中，ue 的正负表示速度方向，ue=0 时可采用中心差分格式。对阻塞比为 1/6 的流道内速度进口边界条
件和初始条件进行编程，进口流速呈抛物线分布[18]，即
u ( 0, y ) = 6U ∞

y (h − y)
h2

，

出口为压力出口。方柱-分隔板与流道的边界条件设为无滑移固体壁面。在非稳态问题中，采用平滑递增
式速度稳定初始场[18]，表达式如下：
⎧
1 − cos ( πt 2 )
, t < 2，
⎪u ( 0, y )
u ( t , 0, y ) = ⎨
2
⎪u ( 0, y ) , t ≥ 2.
⎩

表1
Tab. 1

网格细化研究结果总结

Summarized study results of grid refinement

方案

Nx×Ny

CD

St

A

400×100

1.462

0.151

B

600×100

1.451

0.153

C

650×150

1.478

0.152

。为了解网格细化程度对数值解的影响，对

D

700×200

1.480

0.152

Re=150 时的方柱绕流进行了数值验证，对细化程度

E

750×250

1.481

0.153

计算区域采用二维方柱的结构化细化网格技
术

[19]

不同的七种网格进行计算，结果如表 1 所示。
这里将阻力系数 CD、无量纲涡脱频率 St 与早期

F

800×250

1.484

0.152

G

750×300

1.482

0.153

注：Nx×Ny 为整体区域横向网格×纵向网格

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如表 2 所示。计算结果与文
献结果吻合较好，数值模型具有一定可信度。方案
D，E，F 和 G 得出的结果相近，为减少计算的花费，

表2
Tab. 2

方柱绕流参数与早期研究结果对比

Comparison of flow parameters of squre cylinder
and the results in references

最终计算采用方案 D 网格（700×200）。为保证数值

方案

方法

CD

St

解的稳定性，使 CFL 数低于 0.5，设置无量纲时间

本研究 D

模拟

1.48

0.152

步长 Δt=U∞/D=0.002. 钝体周围网格分布如图 2 所
示，根据以上结果，最终具体细化方案如表 3 所示，
其中钝体表面节点数为 320 个方柱+160 个分隔板。

文献[20]

模拟

1.47

0.160

文献[21]～[22]

实验

1.40

0.148～1.550

文献[23]

模拟

1.44

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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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2
Fig. 2

钝体周围网格分布

Grid distribution around the bluff body
a—无分隔板；b—有分隔板

a-Without splitler plate; b-With splitler plate
表3
Tab. 3

二维最细化网格参数

Two-dimensional finest grid parameters

G/D

Nx×Ny

Ge

G/D

Nx×Ny

Ge

0.25

710×200

20

2.60

810×200

210

0.50

720×200

40

2.70

820×200

220

0.75

730×200

60

3.00

850×200

240

1.00

740×200

80

3.50

870×200

280

1.25

750×200

100

4.00

890×200

320

1.50

760×200

120

4.50

910×200

360

1.75

770×200

140

5.00

930×200

400

2.00

780×200

160

5.50

950×200

440

2.25

790×200

180

6.00

970×200

480

2.50

800×200

200

7.00

990×200

560

注：Ge 为方柱与分隔板间距处网格数

3

结果与讨论

3.1

流动阶段性
对于方柱-后置分隔板结构，方柱前壁面和左右壁面的涡量分布特征受间距 G 的影响较小。对于方

柱，层流边界层从滞止点（如图 3 中 Z 点）逐渐发展，前锐边附近流动压力急剧变化，导致边界层离开
固体表面逐渐向内分离，形成自由剪切层进入主流区，自由剪切层在尾迹处卷起形成较大的卡门涡街，
如图 3 中 G/D=0 所示。根据卡门涡街形成的位置可将流动特性分为两阶段：第一，当 0<G/D<2.60 时，
层流自由边界层随分隔板长度的增加而增大，边界层在板的尾端脱落，形成相互交替的涡街；第二，当
G/D≥2.60 时，自由剪切层在方柱和分隔板之间卷起脱落，形成交替的涡街。
3.1.1

第一阶段

图 3 为方柱受最大升力时，不同阶段典型尺寸的涡量分布，其中蓝线表示顺时针方向旋涡，红线表
示逆时针方向旋涡，绿色箭头表示速度矢量。图 4 为喷流速度分布。
在阻塞比 D/H=1/6 的有限流道内，当 G/D=0 时，旋涡在较远的下游时才能从反向的剪切层中夹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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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流体被上部形成的旋涡吸收）流体，受流道壁面的影响，其夹带能力小于 ALI 等[8]的研究结果。
当 0.25≤G/D≤0.75 时，方柱背风面处的流体可以直接相互作用，随着间距的增加，层流自由边界
层长度随分隔板的长度增大而增加。自由剪切层在分隔板端点卷起，并形成二次涡，增加了附近的横流
强度。由图 5a 中 G/D=0.50 时的瞬时流场特征可知，由于 a 与 b 的相互作用，在间距内的夹带过程中产
生喷流。相应的瞬时交叉流在间隙内的横向速度分布如图 4 所示，随间距的增大，方柱背风面的流场喷
流强度减弱。与 ALI 等[8]所得结果不同的是，受壁面影响，流线会出现 d，由流向 d 和 e 共同作用，在
分隔板的下部形成额外的旋涡，其强度随间距的增加逐渐增强。

图3
Fig. 3

G/D=0 时瞬时流场特征

图4

Instantaneous flow structure for G/D=0

a—G/D=0.50

图5
Fig. 5

Fig. 4

喷流速度分布

Cross-stream velocity profile

b—G/D=1.50

不同间距瞬时流场特征

Instantaneous flow structure for different gaps

当 1.00≤G/D≤2.25 时，方柱壁面上的剪切层开始在分隔板壁面上卷起，部分延伸到间距的下游，
与板相互作用，导致板的上游出现大量流体再循环，在间距里产生波浪式剪切层，如流线 d 在板的前后
缘也可观察到二次涡现象（如图 5b 所示）
，主要是因为流体被旋涡夹带至板的前后缘。
当 2.50≤G/D<2.60 时，方柱上壁面不稳定的剪切层在板壁面上卷起，并在板的上壁面形成滞止点，
滞止点使剪切层掠过板的后缘，其中一部分由于对流作用回到间距处。然而，剪切层与板的剧烈相互作
用引起剪切层在间隙内强烈振荡，并通过黏性扩散减少了不断增长的涡流能量（如图 6a 所示）。
3.1.2

第二阶段

当 2.60≤G/D≤3.75 时，剪切层开始在间距里卷起，如图 6b 中 G/D=2.60 所示，较大的旋涡在间距
里形成。涡街与板的相互作用导致分隔板附近出现复杂的流动形态，方柱下部的流体一部分被间距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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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街夹带到板的上部（b），一部分通过板的下部被板二次涡夹带到板的上部（c）。

a— G/D=2.50

图6
Fig. 6

b— G/D=2.60

G/D=2.50 和 2.60 时瞬时流场特征

Instantaneous flow structure for G/D=2.50 and 2.60

当 4.00≤G/D≤5.50 时，剪切层在间距里卷起，间距处的涡街形成完整的 2S 形态，分隔板成为顺、
逆时针旋涡的交界面，受逆时针涡街 V 的影响大部分流体被夹带到板的上部，如图 7a 中 G/D=4.50 的 a，
b 所示。在板的上壁面完全形成顺时针涡，受流道下壁面的影响，来自板上部的流体与板下部的流体的
共同作用，在板的下部形成逆时针的涡。当 G/D≥6.00 时，分隔板限制了涡街的完整性，如图 7b 所示。

a— G/D=4.50

图7
Fig. 7

b— G/D=6.00

G/D=4.50 和 6.00 时瞬时流场特征

Instantaneous flow structure for G/D=4.50 and 6.00

3.2 方柱与后置分隔板受力分析

为详细研究后置分隔板和方柱的受力，取阻力系数的时均值 CD 和瞬时升力系数的均方根值 CL 进行结
果分析。随方柱与分隔板之间距离的增加，方柱和分隔板的 CD 和 CL 的变化趋势分别如图 8 和图 9 所示。
3.2.1

方柱阻力分析

在有限流道内，进口速度呈现抛物线分布，其中心处速度最大，此时在方柱周围进口条件的影响大
于流道壁面的影响，故本研究的 CD 高于 ALI 等[8]的结果。在流道内，当 G/D≤0.25 时，间距内的夹带过
程中产生的喷流使方柱后壁面的压力降低，导致方柱阻力增加；当 0.25<G/D<0.75 时，间距内的喷流作
用减弱，在 G/D>0.75 时，喷流现象消失。随着间距的增加，涡街的长度增加，使方柱前壁面压力减小，
导致方柱阻力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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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方柱的时均阻力系数随间距的变化关系
Variation of time-averaged drag coefficients on
the cylinder with gap

Fi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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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柱的升力系数随间距的变化关系

Variation of lift coefficients on the cylinder with gap

第一阶段 CD 的变化趋势基本与 ALI 等[8]的研究一致，而第二阶段则有明显的不同。当 G/D=2.60 时，
涡街的形态突然发生变化，由图 8 可知，第二阶段涡街的强度高于第一阶段，导致方柱前壁面压力突然
增大，阻力突变。随着间距的增加，分隔板尾迹壁面的剪切层开始脱落，使分隔板后壁面的压力降低，
使分隔板的阻力增大。当 2.60<G/D<5.00 的时，CD 逐渐减小；而在 G/D≥5.00，CD 基本不变。
3.2.2

方柱升力分析

在第一阶段，后置分隔板抑制了间距内剪切层的相互作用，而随着间距的增加，自由剪切层长度随
着间距增加而增大，尾流宽度增加，剪切层的卷起点沿顺流方向后移形成松弛的旋涡，分隔板附近的速
度波动增强，使无限大流道内的分隔板的升力系数连续增加，而方柱的压力波动减小，升力系数连续减
小，如图 9 所示。而在阻塞比 1/6 的流道内，当 G/D 到达临界点时，流道壁面的影响开始增强，分隔板
附近的流速波动会减弱，而方柱附近的流速波动会增强，导致方柱升力系数开始增大。
在第二阶段，分隔板处涡街的复杂作用消弱了方柱附近的受力变化，方柱的 CL 逐渐减小直至稳定。
间距的影响减弱，CL 变化率明显小于第一阶段，在 G/D≥6.00 时，CL 基本不受间距的影响。这主要因为
小间距时分隔板限制了涡街的完整性，随着间距的进一步增加，间距处的涡街形成完整的 2S 形态。
3.2.3

分隔板受力分析

如图 10 所示，有限流道内，后置分隔板的阻力
系数变化呈现较强的规律性。在第一阶段，板的阻力
为负值，－5.34≤CD≤－0.15；第二阶段，间距内发
生涡街的脱落，分隔板的前端受到影响，板的阻力为
正值，5.15≤CD≤7.93.
3.3

尾迹涡脱特性分析

3.3.1

无量纲涡脱频率 St

对于有限流道内方柱绕流，St 的计算式为
St =

(1 − n ) Df
U∞

图 10

分隔板的阻力和升力系数随间距的变化关系

Fig. 10

，

Variation of drag and lift coefficients of the
splitter plate with gap

其中，n 为有限流道的阻塞比，这里 n=1/6，(1－n)为方柱两侧流通面积与流道横截面积之比；D 为方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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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f 为涡脱频率；U∞为无限远处来流速度。图 11 为 St 与 G/D 的关系。
如图 11 所示，当间距为零时，分隔板和流道壁面
共同抑制了涡街的发展，使 St 低于 ALI 等[8]的研究结
果。在流动的第一阶段，剪切层的脱落发生在分隔板
的尾端，流道壁面没有影响涡脱频率先增加后降低的
变化趋势，喷流使上下剪切层流体相互作用，减小了
涡街的形成长度和方柱尾迹宽度，加快了分隔板尾迹
后涡街的形成，使 St 不断增大。随着间距不断增加，
分隔板的尾端愈接近涡核，剪切层与分隔板之间的相
互作用增强，而上下剪切层的作用减弱，使涡街的形

图 11
Fig. 11

成减慢，导致 St 连续增大。

无量纲涡脱频率随间距的变化关系

Variation of nondimensional vortex-shedding
frequency with gap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阶段无限大流道中，分隔
板阻滞了涡街的充分发展，降低了上下剪切层的对流速度，随间距的增加，阻滞作用减弱，使涡街的
脱落周期缩短，涡脱频率逐渐增大趋于稳定（St=0.164），且整体变化幅度小于第一阶段。而有限流道
中的涡脱频率变化波动较大，这主要是与方柱后涡街同分隔板前端的接触点和流道壁面边界层的脱落
有关。
3.3.2

涡脱形态

在不同的流速范围内，方柱的涡致振动会形成不同的尾流旋涡模式。尾流模式与流动速度、钝体的
振幅和振动频率等因素有关。WILLIAMSON 等[24]在总结大量数据的基础上给出了尾迹模式的最初定义，
比较容易观察到的有 2S，2P 和 P+S 尾流模式。在 Re=150，无限大流道中，无论分隔板是否存在，方柱
后尾流旋涡均为 2S 模式；有限流道中，上下壁面的边界层逐渐分离形成逆向的 2S 模式涡街，使整体的
旋涡呈现强度弱于 ALI 等[8]的 2S 模式，如图 12 所示，其中红色虚线 l 和 w 分别为流道近壁面和方柱附
近涡量的检测线。第二阶段间距里发生 2S 模式的涡街，由于分隔板的抑制作用，板尾迹发生强度较弱
的 2S 模式的涡街。

a—G/D=2.50
图 12
Fig. 12

b—G/D=2.60
不同阶段完整流场特征

Total flow structure at different stages

如图 13 所示，l 涡量为正值且变化幅度较小，说明流道上壁面附近为稳定的逆时针旋涡。而 w 涡量
变化幅度较大，说明方柱上壁面附近的逆时针旋涡极不稳定。第一阶段涡街的脱落发生在分隔板之后，
第二阶段涡街的脱落发生在方柱与分隔板的间距里，在 4≤X/D≤7 范围内，导致第二阶段的 w 涡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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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较第一阶段大。

a—G/D=2.50

图 13
Fig. 13

4

b—G/D=2.60

不同阶段线 l 和 w 区域涡量检测

Vorticity detection in the line l and w regions at different stages

结论
1）在雷诺数 Re=150 下，阻塞比为 1/6 的流道内流动机理可以分为两阶段：0<G/D<2.60 时，旋涡的

脱落发生在分隔板的下游；G/D≥2.60，旋涡的脱落发生在方柱和分隔板之间。
2）在第一阶段，方柱和分隔板平均阻力减小，方柱的均方差升力先减小后增加，分隔板的均方差升
力先增加再减小后增加；在第二阶段，方柱平均阻力和均方根升力减小，分隔板的时均阻力逐渐减小，
均方差升力先减小后增加。
3）流道壁面旋涡的脱落导致无量纲涡脱频率 St 变化的不规律性。当 G/D=2.60 时，旋涡尺寸突然变
小，涡脱周期缩短，St 突然增大，出现了跳跃点。整体的尾流结构呈现 2S 模式。
4）流道壁面的边界层脱落减弱钝体尾迹后涡街的强度，使临界间距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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