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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一维河流水质系统动力学模型用于水质模拟，建立了系统动力学（ＳＤ）和ＧＩＳ关联的概念框架，并

基于组件式ＧＩＳ和ＳＤ模型开发了水污染事故水质模拟实验系统。以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发生的松花江水污染事

故为例，对特征污染物硝基苯浓度的时空变化进行了动态仿真模拟。结果显示，通过建立ＳＤ和ＧＩＳ的关联，

能够实现水污染事故中污染物的时空分布模拟，以及基于模型参数的模型调控与情景分析，为突发水污染事

故应急方案的优选提供科学、可行的依据。

关键词：系统动力学；地理信息系统；水污染事故；时空模拟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动态复杂系统由于空间元素间的相互作用以

及系统结构和功能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往往难

以理解和模拟［１］。传统的建模方法通常是分别考

虑空间和时间的变化，而不是同时兼顾二者。为

了更好地对动态复杂系统进行模拟，需要考虑到

系统行为随时间的变化是由其空间状态的变化导

致的，因此，对动态复杂系统的模拟需要同时兼顾

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在水污染事故应急过程中，

管理部门迫切需要了解污染带的迁移状况以及污

染物浓度在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上的变化，以便采

取有效的应急措施。因此，针对水污染事故的水

质模拟问题建立具有时空模拟能力的水质模型，

模拟污染物随时间、空间的浓度变化，帮助决策者

在二维空间上有效地掌控事故的发展变化趋势，

则显得非常重要［３］。

１　犛犇与犌犐犛的关联与集成

系统动力学（ｓｙｓｔｅｍ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ＳＤ）通过分析

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动态、复杂的相互关系

和交互作用，建立系统仿真模型，描述与解释系统

的外在行为，寻求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特别适合

于研究复杂系统的结构、功能与动态行为之间的

关系［３］。水污染事故水质模拟问题的动态性、复

杂性、非线性等特点正是ＳＤ的优势所在，能够将

其用于解决水污染事故中的水质模拟、预测以及

模型调控等问题［２］。

１．１　犛犇和犌犐犛的关联需求

ＳＤ模型在时间尺度上模拟系统的动态行为

是有效的，但却很难描述和模拟系统的空间要素

及其状态，模拟结果仅仅通过图表等简单的形式

表现，可视化程度低［６］；ＧＩＳ能够有效地管理、查

询、表达、分析和处理静态的与地理空间分布有关

的信息，但却难以描述和模拟具有时间概念的复

杂的动态行为及其过程，不能展示空间对象的动

态特征［５］。考虑到ＳＤ在描述时间过程方面的优

势及其具有的有限的空间模拟能力，以及ＧＩＳ具

有的空间建模的能力但对时态模拟的不足，将二

者关联起来，能够丰富和扩展两种分析技术的现

有功能，即ＧＩＳ能够增强ＳＤ模拟数据的空间可

视化能力，并揭示隐藏的空间关系；同时，ＳＤ模型

可以扩展ＧＩＳ的空间分析功能，实现系统行为的

动态模拟及趋势预测。在以空间分析为特色的

ＧＩＳ技术环境下融入时间动态模拟的ＳＤ模型，

能够进行复杂系统的动态模拟和预测分析，使

ＧＩＳ和ＳＤ的现有功能得到扩展和延伸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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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犛犇和犌犐犛关联的概念框架

ＳＤ和ＧＩＳ的关联包括数据关联和语义关联

两方面：① 数据关联。数据和信息在ＳＤ和ＧＩＳ

之间的双向流通和交换基于动态数据交换，通过

Ｅｘｃｅｌ实现（图１）。首先由ＧＩＳ通过Ｅｘｃｅｌ向ＳＤ

模型提供空间信息，ＳＤ模型通过动态模拟在时间

上确定空间特征的变化；然后通过Ｅｘｃｅｌ将其传

递给ＧＩＳ，建立ＳＤ和ＧＩＳ的数据关联，就能够在

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６］。

② 语义关联。将同一个数据、变量在ＳＤ和ＧＩＳ

中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行关联和对照，通过在ＧＩＳ

中进行计算域的空间离散以及在ＳＤ中用数组的

形式表示状态变量来实现。如果空间动态模拟对

象是线状地物（如单线河流），需要将研究对象分

段（将河流均匀划分为数段），ＳＤ中的状态变量以

一维数组的形式表示，一维数组的每个元素对应着

每个小段的状态变量值。如果模拟对象是面状地

物（如面状湖泊），需要将研究对象进行网格划分，

ＳＤ中的状态变量以二维数组的形式表示，二维数

组的元素分别对应每个网格的状态变量值。通过

建立ＳＤ和ＧＩＳ的关联，运行ＳＤ模型，计算每段

（或网格）上的ＳＤ状态变量值，然后经过动态数据

交换，将每段（或网格）的状态变量值在ＧＩＳ中进行

显示、分析和计算［２］。

图１　ＳＤ与ＧＩＳ的数据关联

Ｆｉｇ．１　Ｄａｔａ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ＤａｎｄＧＩＳ

１．３　组件式犌犐犛与犛犇模型的集成实现

组件式ＧＩＳ与ＳＤ模型的集成是ＳＤ与ＧＩＳ

关联的概念框架下的技术实现方法之一。组件式

ＧＩＳ与ＳＤ的嵌入式软件开发包不依赖于特定的

开发语言，能够在一个通用的开发环境（如Ｖｉｓｕａｌ

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０５）中实现ＧＩＳ功能，同时集成了ＳＤ模

型的组件对象以及其他辅助控件。在通用开发环

境下，ＧＩＳ与ＳＤ无需经过Ｅｘｃｅｌ进行数据传递，

直接通过程序语言将ＳＤ模型的计算结果动态更

新ＧＩＳ中地理对象的相关属性，并基于更新后的

属性值，在ＧＩＳ中进行实时显示和分析。

集成开发环境负责调用组件 ＧＩＳ提供的控

件以及ＳＤ模型计算的结果，并实现与数据库的

交互；ＧＩＳ控件负责空间数据的管理和模型运算

结果的空间可视化表达。利用ＳＤ软件提供的

ＳＤＫ开发包，通过模型ＤＬＬ调用ＳＤ模型，接受

系统提供的输入数据，进行模型计算，模拟结果以

表格、曲线或者通过ＧＩＳ控件以专题地图的形式

由集成开发环境调用显示［７］，如图２所示。

图２　组件ＧＩＳ与ＳＤ模型的集成框架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ＣｏｍＧＩＳ

ａｎｄＳＤＭｏｄｅｌ

２　水污染事故水质模拟的案例研究

２．１　研究背景及概况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３日，位于吉林省境内松花江

段的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造成了

硝基苯、苯、苯胺等污染物流入松花江，产生的污

染带长达８０ｋｍ，对水体造成了污染。污染带顺

松花江干流向下迁移，在同江附近汇入黑龙江。

由于事故发生在冬季，河流均已进入冰冻期，流量

较小。研究区域选择松花江干流哈尔滨苏家屯断

面至桦川断面之间的河段，其中选择５个监测数

据较为齐全的断面（分别为苏家屯、巴彦港、依兰

达连河、佳木斯和桦川断面，见图３）作为研究断

面。初始断面为苏家屯断面，断面之间的距离及

监测数据的时段见表１。

图３　研究断面的分布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ｕｄｙ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表１　研究断面的信息

Ｔａｂ．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ｅｃｔｉｏｎ

编号 断面名称
距初始断面的

距离／ｋｍ

监测数据的时段

／月日时刻

１ 苏家屯 ０ １１２３２１：００～１１２７８：００

２ 巴彦港 １２０ １１２７６：００～１２２８：００

３ 依兰达连河 ３３０ １２２２０：００～１２９２０：００

４ 佳木斯 ４４０ １２７２０：００～１２１２１８：００

５ 桦川 ４８０ １２９１２：００～１２１４６：００

２．２　水质时空模拟实验系统开发

本研究基于组件 ＧＩＳ技术、ＳＤ的嵌入式软

９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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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开发包和ＡＰＩ应用程序接口技术，开发了水污

染事故水质时空模拟的实验系统，实现了组件式

ＧＩＳ与ＳＤ模型的集成。实验系统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０５作为系统集成的开发环境，

ＳＤ软件采用ＳＴＥＬＬＡ９．０及其提供的ＳＤＫ开发

包ｉｓｅｅ．ＮＥＴ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ＧＩＳ组件采用国产Ｓｕ

ｐｅｒＭａｐＯｂｊｅｃｔ５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系统环境下开发。

图４为实验系统的主界面。该界面主要由地

图显示主窗口、水质模拟界面、工作空间管理器、

图例管理器以及菜单和工具栏等组成。地图显示

主窗口作为地图显示区，显示研究区域及断面的

空间分布；水质模拟界面主要用于模型参数调整、

ＳＤ模型的运行以及模拟结果的图表显示，它主要

由水质模型的参数选择区、模拟计算次数显示区、

模型计算结果的表格显示区、按钮区组成。在水

质模型的参数选择区，四个参数狌、犽、犈、ｄ狓都可

以通过下拉列表框方便地进行参数选择；模拟计

算次数显示区主要显示模型计算运行的次数和每

次模拟计算时间的步长数；模型计算结果的表格

显示区通过一个Ｇｒｉｄ控件显示不同断面（犆［１］、

犆［２］、犆［３］等）的模型计算结果，即硝基苯浓度值

随时间的变化；按钮区由两个按钮组成，可以选择

单步运行和直接运行两种方式。

图４　实验系统的主界面

Ｆｉｇ．４　Ｍａｉｎ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２．３　模型应用

１）污染物的时空分布预测

通过ＳＤ模型模拟预测污染物浓度随时间的

变化，同时在ＧＩＳ中显示浓度变化的空间分布情

况，能够实现污染物的时空分布预测。如决策者

希望知道污染带迁移２０ｈ后所处的位置及其浓

度分布，在水质模拟界面中选择“单步运行”开始

模拟，在模型运行到第２０步（模拟的时间步长为

１ｈ）时，暂停模型，即得到污染带迁移２０ｈ后的

空间分布专题图。

２）特定断面污染物浓度随时间变化的预测

水污染事故应急过程中，需要预测某些重要

断面的污染物浓度随时间的变化。如大来断面距

离初始断面约３８５ｋｍ，由于线状河流被离散化为

数段，通过选择ＳＤ模型状态变量中表示该段河

流的元素（如果离散化后的每段河流长度为０．５

ｋｍ，则犆［７７１］表示该断面的污染物浓度），能够

实现该断面污染物的浓度预测（图５）。

３）污染物浓度变化趋势分析

水污染事故中，除了需要对某些断面的浓度

进行预测外，定量化地确定污染物迁移转化的趋

势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某些实时监测数据缺乏

的情况下，此时的ＳＤ模型可能无法对污染物浓

度进行准确的定量模拟，但模型依然可以模拟污

染物迁移转化的整体行为和变化趋势。图６显示

了流速狌减小５０％时，某断面污染物浓度随时间

的变化曲线（曲线１和２分别为狌调整前后的模

拟曲线）。从图６可以看出，随着流速的减小，污

染物高峰通过该断面的时间滞后大约２００ｈ，并

且峰值浓度下降大约５０％。

图５　大来断面的污染

物浓度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５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

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ａｔＤａｌａｉＳｅｃｔｉｏｎ

　

图６　参数狌调整前后

的污染物浓度趋势变化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狌

４）模型调控与情景分析

ＳＤ的特点决定使用者可以通过对模型的调

控考察河流系统对各因素或参数的灵敏度和系统

的稳定性，并且能够根据各种需要和可能作出多

方案的模拟和比较，以获得不同参数或策略因素

输入时系统动态变化的行为和趋势。本文基于两

种不同的情景对模拟结果进行比较［２］。

情景１　将依兰达连河至桦川断面之间的狌

提高１０％，即由１．２５ｋｍ／ｈ提高到１．３７５ｋｍ／ｈ，

同时将犽 减少 ５０％，即由 ０．００３ｈ－１减少到

０．００１５ｈ－１。由图７（ａ）可见，桦川断面硝基苯峰

值出现的时间由第４２７ｈ减少到第４２１ｈ，即污染

物的峰值提前６ｈ到达桦川断面，峰值浓度增加了

大约１２％。在实际情况下，狌的增大可以考虑通过

增加水库放水量来实现；如果气温降低，所引发的

硝基苯挥发、化学反应等减弱，将会导致犽的降低。

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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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２　将依兰达连河至桦川断面之间的狌

减少１０％，即由１．２５ｋｍ／ｈ减少到１．１２５ｋｍ／ｈ，

同时将犽 提高 ５０％，即由 ０．００３ｈ－１提高到

０．００４５ｈ－１。由图７（ｂ）可见，桦川断面硝基苯峰

值出现的时间由第４２７ｈ增加到第４３３ｈ，即污染

物的峰值拖后６ｈ到达桦川断面，峰值浓度降低

了大约１５％。在实际情况下，狌的降低可以考虑

通过水库蓄水减少水量来实现；而如果气温提高，

所引发的硝基苯挥发、化学反应等的加强将会导

致犽的提高。

图７　不同情景模拟的结果

Ｆｉｇ．７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３　结　语

将ＳＤ应用于水污染事故的水质模拟，构建

一维水质模拟的ＳＤ模型，以松花江水污染事故

的实际案例证明了ＳＤ用于构建水质模型的可行

性；并通过建立ＧＩＳ与ＳＤ的数据关联和语义关

联，能够展现水污染事故中污染物在时间及空间

上的动态变化趋势；通过组件式ＧＩＳ与ＳＤ的嵌

入式软件开发包实现ＳＤ和ＧＩＳ的集成，能够模

拟复杂系统的基于时间和空间的动态变化过程，

为水污染事故应急方案的优选提供科学、可行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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