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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犇犈犕的“环形”洪水淹没算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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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为基础，结合水流扩散的基本原理，设计出一种新的“环形”淹没算法。本算

法充分利用栅格ＤＥＭ数据的特点和ＧＩＳ的优势，将二维分析技术和三维演示平台进行结合，针对小区域范

围的洪水演进过程，更精细地模拟出洪水淹没的过程，为科学地确定洪水淹没范围和水深分布、洪水风险图制

作、防洪指挥调度和洪涝灾害的损失评估提供准确的评判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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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利用ＧＩＳ和仿真技术进行洪水淹没的

仿真预测是一项研究热点，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

过大量的工作。如丁志雄等人提出的基于 ＧＩＳ

格网模型的洪水淹没分析方法［１］，刘仁义等人提

出的基于ＧＩＳ复杂地形洪水淹没区计算方法
［２］，

葛小平等人尝试的ＧＩＳ支持下的洪水淹没范围

模拟［３］等。针对不同的地形特点，运用不同的方

法来模拟预测了洪水演进的过程和结果，并取得

了一定的效果。其中的模型算法主要包括：以流

体力学为基础的物理模型；也有针对淹没仿真算

法的仿真模型，如基于种子联通方式的投石问路

算法［２］、膨胀算子法［４］、三角网搜索等。

对于洪水淹没状况，主要分为“无源淹没”和

“有源淹没”［２］两种。在 “有源淹没”的条件下，洪

水的来水通常有一个起始点，而且水的流动主要

是根据地形变化而来。特别是在地势平坦的地

区，地形起伏并不明显，由于水头的高度，洪水的

扩散往往呈“环形”扩散状况。由此，在模拟洪水

扩散的过程中，主要考虑水流的方向、阻隔物、相

关的地形条件等各方面的影响。

１　算法设计

根据对洪水发生现象的分析，在现有的研究

基础上，依照洪水淹没过程的基本理论，借鉴形态

学中的膨胀算法来考虑，针对“有缘淹没”状况，以

洪水堤坝溃口为研究实例，设计出一种新的洪水

淹没算法———“环形”淹没算法。并且使用分布式

水文模型的思想，进行模型的设计与实现。

１．１　算法思想

本算法是根据洪水灾害发生时（如溃口、管涌

等），来水点往往是一个或几个固定发生点，水体

从事故发生点涌出，若暂时抛开地形和初始能量

的影响，洪水淹没过程是以发生点为中心，向四周

各个方向均匀扩散的。若将时间分割为离散点，

那么在每个时间点，洪水是一圈一圈向外扩散的，

而且扩散的水流方向根据下垫面的地形高低而

定。这种水体运动方式也就是我们所提出的“环

形”扩散方式（如图１，其中“发生点”表示洪水发

生的位置，犃、犅、犆为阻水地物。）。

图１　淹没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

根据以上的思想，环形淹没算法的设计以洪

水发生点作为起始点，以矩形环的方式达到扩散

的效果。如图２，搜索以起始点为中心，第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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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１）应该是中心点的八邻域点，第二环（犖＝

２）则是在第一环的基础上的相邻的所有外围点。

这种环扩散依次下去，每个点的遍历以顺时针方

向为主，这样的搜索方式既可以保证不遗漏每个

栅格点，又保证近似于圆形的环搜索下去。

图２　“环形”搜索方式

Ｆｉｇ．２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ｗａｙｏｆ“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在实际淹没过程中，由于水流的联通性，判断

当前点是否淹没，主要是要看这个目标点周围是

否有联通的淹没点以及目标点的地面高程是否在

联通淹没点的水位之下。只有这两个基本条件达

到后，这个点才有可能被淹没。如图２所示，假如

目标点犃要进行淹没判定，必须首先获取其周围

的４个相关联通点的淹没信息，搜索判断这４个

点中是否有点被淹没，如果有，则继续判断目标点

的地面高程是否小于４个相关淹没点的最高水位

（也就是设定淹没水位高）。如果以上两个条件都

满足，就可以判断该目标点应该被淹没，且水深

犎水 等于设定水位值减去当前目标点犃 的地面

高程犇犃，犎水＝犣设定水位－犇犃。

１．２　初始值获取

１．２．１　水头位置确定

由于本文考虑的是“有源淹没”状况，即水头

从发生点开始，向四周扩散，需要计算的第一个参

数，即某时间段内水头到达的最远位置。得到最

远的位置之后，则以该位置到发生点的距离为半

径所绘制的圆形，为本次计算的最大范围。

流动基本方程是以经典的二维非恒定流方程

（浅水波）和曼宁（ＲｏｂｅｒｔＭａｎｎｉｎｇ）公式为基础，

计算在ＤＥＭ数据基础上流水的扩散状况，以栅

格为单元进行分布式的流速计算。如果每个栅格

的速度增量为Δ犞，那么对于每个栅格的输入，输

出水流速度为犞出＝犞λ＋Δ犞＝犞ｍａｘｓｉｎθ＋Δ犞，其

中犞ｍａｘ为联通区域点最大速度方向的速度，θ为

流入相邻点的方向与原有最大速度方向的夹角。

针对栅格数据实际计算的特点，将每个ＤＥＭ

数据网格作为一个计算单元，计算方便。以此公

式为基础，以起始点为中心，以初始速度方向为主

方向，进行八邻域的流速计算。根据八个方向的

地形坡度变化，以及不同方向速度的分量，得到最

大的淹没范围，再以此范围作为“环形”计算的区

域参数：

犞犜＋Δ狋 ＝犞犜ｓｉｎθ＋犺
２／３
犼

狘犣２－犣１狘

Δ（ ）犔

１／２
１

狀
（１）

式中，Δ犔为空间步长，指相邻网格形心距在通道

法线方向的投影；犺犼为犼通道上的平均水深；狀为

相邻网格的糙率，取决于网格内的地面覆盖（主要

区分农业用地、城市用地、砂石滩地和山区林地）；

犣为搜索点水位。基于ＤＥＭ 数据的坡度计算和

ＤＯＭ数据的分类，可以得到坡度数据和地面覆

盖类型，即获得坡度和不同区域的糙率值狀。这

样就能计算出某时段内水头流过每个栅格时的速

度，根据不同方向的速度变化，也能得出该时段内

水头的最远位置。

其中，糙率值又称粗糙系数，是综合反映粗糙

面对水流影响的一个系数，通常以狀表示。其值

一般由实验数据测得，使用时可查表选用。在已

有资料的情况下，也可以由曼宁公式反求狀值，与

查表所得的值相互验证而加以选定。本算法中的

糙率值狀是表示不同类别地面覆盖对水流造成的

影响，因此，先使用遥感图像对地面覆盖进行分

类，然后再对不同类别地面覆盖进行实地采样实

验来求得其糙率值，再将其与地面覆盖分类图进

行对照，可获得算法所需的参数。

１．２．２　水深确定

水深的确定，主要使用“体积法”。其基本思

想是，根据洪水由高向低流动的重力特性和地形

起伏情况，暂时不考虑土壤吸收和其他排水条件

下（若需考虑，则要添加排水参数和排水模型），用

洪水来水总量与洪水淹没范围内总水量体积相等

的原理来模拟洪水淹没水深和范围［５］，即在洪水

扩散的过程中，总的体积和流入该区域的体积相

等：

犞总 ＝＝犙来犜＝
犃

［犈狑（狓，狔）－犈犵（狓，狔）］ｄσ

（２）

式中，犞总 是犜时段内总体水量；犙来 为来水量；犃

为洪水淹没区，即洪水淹没的区域；ｄσ为洪水淹

没区面积微元；（狓，狔）∈犃；犈狑（狓，狔）为洪水水面

高程；犈犵（狓，狔）为地面高程。理论上，洪水水面是

一个复杂的曲面，尤其对较大洪水波而言。为了

便于分析，一般要将水面简化为水平平面。在本

９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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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究中，由于是基于栅格ＤＥＭ 数据进行计算

的，因此，式（２）可以离散化为：

犞总 ＝犙来 ×犜＝∑
犃

（犛犻×（犎水 －犎地））　

（３）

式中，犛犻是每个ＤＥＭ 像元的面积，由于ＤＥＭ 是

栅格数据，每个像元面积相等，所以面积为该

ＤＥＭ数据分辨率的平方；犎水 为当前点中淹没的

水位；犎地为当前点的地面高程。将所有淹没点

的水的体积和加起来，则为来水总量。

结合“环形”算法的计算原理和特性，在每圈

扩散之前，以体积法计算出该圈的平均水深，作为

下一轮扩散的依据。即在前一圈淹没时，统计出

淹没像素点的总数狀，同时取出每个已淹没点的

地面高程犎地，然后计算出平均淹没点地面高程

珨犎地作为参照。由于栅格像元面积相同，因此，可

以算出犎水：

犎水 ＝犞总／（狀×犛犻）＋珨犎地 （４）

　　由此算法，可以较准确地反映出在犜时段内

水位的变化和演进过程，而且计算方便简洁，对于

小范围的淹没，有较好的仿真模拟效果。

１．３　淹没算法实现

１．３．１　实现步骤

１）ＤＥＭ 栅格数据数组和输入点位置的输

入，以及初始值的设置。

２）以输入点为中心，开始循环扩散，犖 从１

到最大淹没范围值。

３）在第犖 圈的基础上，开始遍历该圈上的

每个像素，并且获取前一圈淹没的水位高程数组，

作为联通淹没的判断依据。

４）淹没点的确定。将当前循环点与其相邻

点进行比较，判断当前点是否被淹没。

５）如上循环，同时判断是否第犖 圈所有点

都已经搜索完毕，以此来判断是否跳出该循环。

６）判断循环圈数犖 是不是在最大范围内，

以此来判断是不是应该进行下一轮循环。若要进

入下次循环，则按体积法计算本轮淹没的水位，作

为下一轮判断的参照水位。

７）当圈数到达最大范围或者一整圈搜索都

没有淹没点增加时，结束循环，完成搜索。

１．３．２　修正算法

由于“环形”算法本身的特点和搜索模式，仅

凭一次的环形算法，通常会出现一些误差区域，即

本应该淹没却没有在计算结果里出现。针对这个

问题，在进行第一步淹没计算后，还要进行修正计

算。

１）在最大淹没范围内，对已经淹没的区域进

行边界搜索，提取边界点。所谓边界点，就是该点

本身未被淹没，但八邻域范围内存在淹没点的点。

２）找到边界点后，对其八邻域的点进行判

断，若该点地面高程小于周围淹没点的水位高，我

们则将其作为问题点，并以此问题点为中心点，开

始新的“环形”搜索。

３）在修正计算过程中，将最大淹没范围作为

修正的边界。

４）根据步骤１～步骤３），对整个区域的边界

点进行递归计算，直到没有误差点。

经过修正处理的淹没结果，能合理地显示水

体绕过各种阻水物体进行有效合理的联通区域淹

没，达到淹没仿真的目的。

１．４　特点与优势

经过性能测试，在同等数据条件下的５０次反

复实验中，使用“投石问路”算法的运算次数平均

比“环形”算法要多１８．３％。另外，“投石问路”算

法是以先进后出的原则进行点搜索，并不符合流

水扩散的基本原理；而“环形”算法正好在此方面

有明显的改变，它是以层层扩散原则进行搜索淹

没的，因此能够在模型计算的范围基础之上，细化

淹没过程，使仿真结果更加细腻。

２　算法实现

根据以上的算法思想与实际的需要，进行了

洪水淹没的算法测试和实现，设计开发了基于“环

形”淹没算法的洪水淹没仿真系统。该系统基于

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组件在 ＭＳ．Ｎｅｔ２００５平台上开发实

现，以高精度的ＤＥＭ 和ＤＯＭ 数据作为基础，在

三维平台下进行洪水淹没仿真模拟计算，并结合

ＧＩＳ功能在洪水演进过程中添加多种数据管理、

查询、空间分析等空间数据管理分析功能。本系

统实验数据区域是广东省佛山市佛山大堤奇石

段，地形属于平坦河滩区域，ＤＥＭ 数据分辨率为

２ｍ，ＤＯＭ数据分辨率为１ｍ。数据提供方为佛

山市城市地理信息中心。

图３～图６是使用本算法进行洪水淹没计算

的４个不同阶段的结果，可以明显看出淹没的过

程。具体计算数据在表１中。此４个阶段是在预

设流量为５ｍ３／ｓ的情况下，时间段分别是５ｓ、１０

ｓ、１５ｓ以及９００ｓ的状况下对洪水演进过程进行

的淹没仿真，可以明显地看出水体运动的过程和

细节。

本算法在理论上是合理有效的，而且有很多

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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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变化方式，根据不同的场景、条件，进行有效的改

进和改变，能衍生出适用于不同情况的、有针对性

的淹没结果计算方式。但是在实用中，也存在很多

问题需要去解决和完善，特别是运用到特定的环境

和条件下的模拟，需要更多的改进和辅助算法的

设计，这个也是以后继续研究的方向和重点。

图３　仿真结果（５ｓ）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图４　仿真结果（１０ｓ）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图５　仿真结果（１５ｓ）

Ｆｉｇ．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图６　仿真结果（９００ｓ）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表１　实验数据计算结果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ｅｓｕｌｔ

初始值：管涌流量５ｍ３／ｓ，管涌设计口径２．４６ｍ２

图号 时间段／ｓ
总水量／

ｍ３

范围半径

／ｍ

水头流速

／（ｍ·ｓ－１）

图３ ５ ２５ １４．７ ２．４８

图４ １０ ５０ ２７．５ ３．１２

图５ １５ ７５ ３７．４ ２．３２

图６ ９００ ４５００ １３５８．４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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