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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应急平台的特点和需求，建立了一维洪水演进数学模型。利用简便易行的基于特征线法的库朗

格式求解方程，应用 Ｍａｔｌａｂ编制了洪水演进计算程序，并利用其强大的绘图功能实现了计算结果的可视化显

示和分析。通过对长江某河段实测资料的建模分析和应用研究，验证了模型的实用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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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维洪水演进的计算方法主要包括两大类，

一类是水文学方法［１］，另一类是水力学方法［２，３］。

随着现代计算机存储技术和运算速度的飞速发

展，目前多采用水力学方法，而其中又以具有无条

件稳定特性的Ｐｒｅｉｓｓｍａｎｎ隐式差分格式最为常

用［４，５］。国内外学者对一维洪水演进模型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水利领域，且更多地侧重于计算精度

方面的研究，而基于应急平台的集成研究尚不多

见。因此，本文结合应急平台中洪水演进计算的

快速、高效、实时、可视化查询和显示等特殊要求，

对一维洪水演进模型的建立方法及其关键技术进

行了研究。

１　一维洪水演进数学模型的建立

１．１　一维水流运动方程及其求解
［２］

沿河道的一维洪水演进计算的基本方程一般

以圣维南方程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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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犅为水面宽；狕为床面高程；犙为流量；狏为

水流速；犚为水力半径；犆为谢才系数；犵为重力

系数；狇为单位长度旁侧入流。

上述方程组为一双曲型偏微分方程组，可采

用特征线法求出其数值解。由于无法得到两个常

微分方程的解析解，因此，通常将两个常微分方程

各变为有限差分形式方程，再根据给定的初始条

件及边界条件求得任何时刻每一河道断面上的

狕、狏或犙 的数值解。

如图１所示，在需求解的狊狋平面上沿时间狋

坐标按时间步长Δ狋划分若干段，并以犼表示时间

分段序号；沿流程狊划分若干个断面，以犻表示各

个断面序号，Δ狊犻＝狊犻＋１－狊犻 为流程距离步长。矩

形网格的交点称为结点，其坐标可写为（狊犻，狋犼），简

写为（犻，犼），相应的因变量为狕（狊犻，狋犼）、犙（狊犻，狋犼），简

写为狕犼犻、犙犼犻。

图１　计算原理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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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犼时刻及其以下时刻都是经过计算得到

的已知时刻，犼＋１为待求的未知时刻。设由某一

待求点犘向已知时刻犼作顺、逆特征线ω＋和ω－，

两特征线与犼时刻的交点为犔 和犚，分别落在与

犘点相邻的左、右两距离步长之间。

将式（１）和式（２）分别沿顺、逆特征线积分，并

引入积分中值定理∫
犫
犪犳（狓）ｄ狓＝犳（ε）（犫－犪）（犪＜ε

＜犫）进行差分离散（其中ε取图１中的 犕 点的

值），得到如下的特征方程组：

狊犘－狊犔 ＝ （ω＋）犕Δ狋 （３）

（犅ω－）犕（狕犘－狕犔）－犙犘＋犙犔 ＝ （ψ－）犕Δ狋　（４）

狊犘－狊犚 ＝ （ω－）犕Δ狋 （５）

（犅ω＋）犕（狕犘－狕犚）－犙犘＋犙犚 ＝ （ψ＋）犕Δ狋 （６）

式中，ω± ＝狏± 犵犃／槡 犅，ψ± ＝（ω±）狇－犖。当无

旁侧入流时，狇＝０，则ψ±＝犖。

犔点和犚 点的位置采用线性内插方法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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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３）～式（６）可解得未知时刻犼＋１各断面结

点上的水位狕犘和流量犙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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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犖＝犅
犙（ ）犃

２

犻－
犵狀

２犙２

犃犚４
／３
。

边界点的计算如图２所示，左边界相当于内

点的右半，右边界相当于内点的左半。就左边界

而言，未知数为狊犚、狕犘、犙犘，可由逆特征线差分方

程和逆特征差分方程以及上游边界条件定解得

到。右边界的计算则利用顺特征线差分方程和顺

特征差分方程以及下边界条件定解求得。

图２　边界点计算

Ｆｉｇ．２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Ｐｏｉ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库朗格式为显式格式，求解时无需迭代，易于

通过计算机编程实现。本文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编程实

现一维洪水演进的计算［６］，其框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计算框图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ＦｒａｍｅＰｌａｎｅ

１．２　计算结果的可视化方法

本文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的绘图功能方便地实现了

一维水流计算结果的可视化，即绘制各个断面的

水位过程线、流量过程线等来反映洪水随时间的

发展演进过程。

２　模型试验

２．１　计算河段概况

计算河段为安徽省马鞍山市过江通道工程跨

越处附近的长江河道，河段总长约３２ｋｍ，河段大

致成南北走向。为了进行过江通道工程可行性研

究，在全河段内共布置了１１条水文断面，观测断

面水位、流速，并在断面附近设立水尺进行连续的

水位观测。外业观测于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８日至７月

５日间完成。

２．２　数据准备

为了简化计算，将分叉的主、副河道合为一条

河道来处理，即将实测的１１条断面中的１０条

（ＤＭ６除外）合并成６条断面犕１、犕２、…、犕６。各

断面的初始（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９日８：００时）水位和

流量见表１，系由各断面测流成果、地形断面及邻

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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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水尺观测资料综合推算而得。各时点的水面宽

度和过水面积均根据计算时段内每个断面最大、

最小水位时的数据采用线性内插法求得，由程序

自动完成。由于天然河道断面沿程变化大，河底

高程起伏明显，底坡犻０不易确定，因此，计算中采

用水面纵比降代替，由水位观测资料沿程推算得

到。

表１　各断面初始水位和初始流量

Ｔａｂ．１　Ｉｎｉｔｉａｌ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ＦｌｕｘｅｓｏｆＡｌ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断面号 犕１ 犕２ 犕３ 犕４ 犕５ 犕６

实测断面号 ＤＭ２
ＤＭ３１

ＤＭ３３

ＤＭＢ１

ＤＭＢ２

ＤＭＡ１

ＤＭＡ２

ＤＭ５１

ＤＭ５２

ＤＭ５３

ＤＭ７

初始水位／ｍ ６．９３ ６．７１ ６．６７ ６．６８ ６．２４ ６．１５

初始流量／

ｍ３·ｓ－１
４２１３０４１１５１ ４２１１４ ４７５４８ ３９９８４４０３９３

　　各断面的水面宽、过水面积和湿周等水力要

素根据洪水演进计算期间的最高、最低水位的水

力要素内插求得。河床糙率按经验资料取为

０．０２５，河床底坡近似地取水面纵向坡度值代替

（从上至下，各断面间的水面坡度依次近似为

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０１）。上、

下游边界条件为起始断面犕１ 和终端断面犕６ 的

水位过程线，即从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９日８：００时至７

月５日２０：００时的逐时连续水位，分别根据水尺

ＷＨ１１和 ＷＨ５１的实测水位推算而得。时间

步长根据库朗稳定性条件确定（断面平均间距按

６０００ｍ计算）。为计算方便，本文取Δ狋＝５ｍｉｎ。

２．３　计算结果与分析

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编程计算，即可快速地求出间隔

５ｍｉｎ的各时刻每个断面的实时水位和流量值，

并自动绘制各断面的水位过程线和流量过程线图

（见图４）。通过对计算结果的分析，可得如下结

论。

１）河床糙率对模拟效果的影响显著。本河

段狀取为０．０２５５效果最佳，因此，应利用可靠的

实测资料来推算河床糙率。在一维方程中，糙率

图４　犕１ 至犕６ 断面流量过程线

Ｆｉｇ．４　ＦｌｕｘＣｏｕｒｓｅＣｕｒｖｅｏｆ犕１ｔｏ犕６

包含了五个方面的阻力：沙粒阻力、沙波阻力、河

床形态阻力、紊动阻力以及一些其他因素。在实

际取值时，一般根据实测资料进行反求［２，７］。

２）模型对水位、流量初值的精度要求不是很

高。采用变化不太大的水位初值进行模拟，计算

出的水位和流量几乎不改变。

３）将分叉河道合并处理，简化了计算工作，

且模拟效果也比较理想，能满足应急平台的要求。

４）库朗格式原理较简单，编程方便，同时模

型计算结果也较好，可用于应急平台中。

３　模型验证

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的可靠性，将六个断面

测流得到的实测水位和流量与计算值进行比较，

结果见表２。同时，将犕２、犕３、犕４、犕５ 四个内断

面的逐时计算水位与通过附近水尺求得的观测水

位进行比较，并绘制水位过程比较线图（如图５所

示）。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

表２　计算水位及流量与实测值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Ｓｕｒｖｅｙ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断面 日期 时间 实测水位／ｍ 计算水位／ｍ 水位差值／ｍ
实测流量

／ｍ３·ｓ－１
计算流量

／ｍ３·ｓ－１
流量差值

／ｍ３·ｓ－１
相对误差／％

犕１ ６２９ ８：２５ ６．９３ ６．９３ ０ ４２１３０ ４２５１４ －３８４ －０．９１

犕２ ６３０ ８：３５ ６．６５ ６．６６ －０．０１ ４０９８０ ４１５４４ －５６４ －１．３８

犕３ ７０１ ９：００ ６．３９ ６．４４ －０．０５ ４１６１８ ４１４９１ １２７ ０．３１

犕４ ７０３ １１：１７ ６．２６ ６．１７ ０．０９ ３９６５７ ３９６０７ ５０ ０．１３

犕５ ７０３ １４：５０ ５．９２ ５．８１ ０．１１ ３８９９１ ３８３８５ ６０６ １．５５

犕６ ７０４ １３：２０ ５．７１ ５．６３ ０．０８ ３９２１９ ３９５３５ －３１６ －０．８０

４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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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犕２ 至犕５ 计算水位与实测水位比较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Ｓｕｒｖｅｙｅｄ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ｓｏｆ犕２ｔｏ犕６

　　１）犕２、犕３、犕４、犕５ 四个水文断面的计算水

位与实测水位的平均差值分别为０．０２８ｍ、０．０５０

ｍ、０．１１０ｍ、０．０１５ｍ，水位最大差值出现在 犕４

断面上，其值为０．１８ｍ。

２）断面流量最大差值仅为６０６ｍ３／ｓ，其相对

误差仅为１．５５％，达到了非常好的模拟效果。

３）离起、终断面（即边界断面）越近，模型效

果越好。另一方面，可能也说明 犕３、犕４ 两断面

的河汊分离太远，造成由一条河道替代两条河汊

的误差也增大。

以上分析充分说明本文建立的一维洪水演进

计算模型具有良好的模拟效果和可靠性，完全满

足应急平台对计算速度和精度的需要。下一步应

研究并实现基于ＧＩＳ平台的河道洪水演进的动

态可视化，并嵌入地形三维可视化背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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