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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排水管网节点汇水面积
自动化计算的方法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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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华中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０３７号，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针对排水管网节点汇水面积的自动化计算问题，提出了将排水管网图转化为有向图，首先运用图论中

的广度优先搜索算法得到任意指定节点的上游节点，然后计算其上游节点各关联边，最后根据上游节点及其

关联边的汇水面积得到该节点总的汇水面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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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水管网节点汇水面积的计算是排水水力计

算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国内排水水力计算软件，

在管网水力计算中计算任意节点的汇水面积时，

由于不能自动识别该节点的上游路径，需要手动

重复、繁琐累加上游汇水面积或污水流量，效率

低［１］。然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需要建

设的排水工程管线数量越来越多，排水管网节点

数量庞大且接入管线繁多，排水管网系统越来越

复杂，如何有效地进行排水管网节点汇水面积的

计算，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对排

水水力自动化计算有着重要意义。

１　排水管网有向图模型

城市排水管网主要包括管段、管段与排水设

备或元件的属性及其链接、排水方向，以及它们在

空间的相对位置等。排水管网是由管段和管段链

接处各种元件构成的一种重力流的枝状有向网络

图。在实际管网中，可以把管段间的链接点、检查

井等抽象为节点，各种管段抽象为边，水流方向为

链接方向。建立排水有向网络模型等价于建立节

点、边、方向３个对象的组合
［２］。因此，整个排水

管网都可以由这３个对象描述表示。对于通常的

排水管网，除接入口和接出口外，每一个节点都是

多向流入、单向流出（见图１），但是也存在某些节

点多向流入、多向流出的情形（见图２）。

图１　多入单出排水管网有向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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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多入多出排水管网有向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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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排水管网数据分析

管段和节点是排水管网的基本单位，与管段

及节点对应的信息则是排水管网数据结构的基本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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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管段的属性

程序中设置的管段属性目前有管段ＩＤ、起始

节点、终端节点、管段长度、方向、管段名、管段直

径和汇水面积。

２．２　抽象节点的属性

程序中设置的节点属性有节点的ＩＤ、节点的

位置（犡，犢，犣）、节点的出度（以某顶点为弧头、起

始于该顶点的弧的数目）和汇水面积。

确定一个管段及节点的数据表示方法，再将

全部管段和节点按图论中的关联关系组织起来，

就构成了整个排水管网数据模型。确定了排水管

网的数据信息及模型后，还需设计数据的存储方

法。

对于 ＡｕｔｏＣＡＤ系统里已有的排水平面图，

自动识别管线并生成正确的排水管网有向图，需

要采取合适的数据结构表示管线、节点的逻辑关

系，将排水管网工程图所包含的数据关联到其对

应数据库上。根据拓扑关系建立管段之间的关联

关系，包括节点位置、管段等信息。以实现简单、

操作简便、处理的数据量大为原则，使用外部数据

库存储排水管网数据［３］。

２．３　排水管网数据和图的关联表示

由排水管网有向图模型和数据模型，利用当前

解决图论问题的有效工具Ｂｏｏｓｔ图库（ｂｏｏｓｔｇｒａｐ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ＢＧＬ）
［４］中的邻接表方式建立排水管网逻

辑有向图，其中包括图中节点的存储结构、边的存

储结构、节点和边的属性信息操作、图的属性等。

另外，由于实际的排水管网系统复杂，包含的节点

和管段数量庞大，利用标准模版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ｔｅｍ

ｐｌａｔ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ＴＬ）
［５］中容器存储数据量大的优点，

采用ｖｅｃｔｏｒ容器存储节点，ｌｉｓｔ容器存储边、ＢＧＬ中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相关操作建立节点、边、图属性，图的类型

为有向图的方式表示排水管网逻辑有向图。

３　排水管网节点汇水面积的自动化

计算方法

　　对于任意排水管网图，无论是多入单出还是

多入多出的结构，识别排水管线后运用ＢＧＬ的邻

接表方式创建其逻辑有向图，并自动生成正确的

排水管网有向图。首先将该有向图转置，接着运

用广度优先搜索算法从给定的节点出发搜索得到

所有可达的节点。然后，利用ＢＧＬ有向图关联边

计算方法得到所有可达节点的出边，这些出边即

是给定节点的上游域。最后，将所有可达节点的

汇水面积和所有可达节点的所有出边的汇水面积

累加即得到给定节点的汇水面积。

本文设计的排水管网节点汇水面积的自动化

计算方法，借助当前研究图论问题的强有力的工具

ＢＧＬ来编程实现。算法具体流程为：将任意正确

的排水管网有向图记作犌，利用转置方法将犌转置

得到转置图，记作犌＿犜，再按①②③顺序执行，需计

算多少个点的汇水面积则按①②③顺序循环执行

多少次。其中：① 将给定的任意一个节点记作狏，

从狏出发在犌＿犜中进行广度优先搜索得到若干可

达的节点，称为上游节点，可达节点构成的集合记

作狏＿Ｓｅｔ；② 对狏＿Ｓｅｔ中每一个节点狌，求其出边集

ｏｕｔ＿ｅｄｇｅｓ（）；③ 将上游节点及其上游边的汇水面

积累加即得到给定节点的汇水面积。

本文算法的基础及分析如下所示。

１）采用泛型思想设计程序。ＢＧＬ是Ｂｏｏｓｔ

图类库，也是ＳＴＬ的延续和扩充，提供了图的容

器和相关算法，代码风格和ＳＴＬ一致，都是基于

泛型思想进行编写。采用ＢＧＬ中的邻接表方式

建立排水管网抽象化图，所有函数和参数类型都

采用泛型方式定义。

２）采用ＢＧＬ中的广度优先算法得到上游节

点集。广度优先搜索的基本思想是：在任意图中，

首先从某一节点出发开始访问，被访问的节点作

相应的标记，并输出访问节点号；其次，从被访问

的节点出发，依次搜索与该节点有边的关联的所

有未被访问的邻接点，并作相应的标记；最后，再

依次访问前一次所有被访问的邻接点的所有未被

访问的邻接点，直到所有节点都被访问为止。然

而，排水管网中，一个节点的上游点即为顺着水流

方向可到达该节点的所有节点。为了方便求出可

到达同一个节点的节点集，将实际正确的排水管

网进行转置并应用广度优先搜索算法即可。

３）关联边计算。在有向图中，从一个节点引

出的边即为该节点的出边。利用ＢＧＬ中的ｏｕｔ＿

ｅｄｇｅｓ（）即可容易地得到一个节点的出边集。

４）汇水面积计算。由排水管网数据分析可

知，节点和管段都有汇水面积属性，通过ＢＧＬ中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方法可获得各节点和边的汇水面积，最后

将所有上游节点及其出边的汇水面积累加即可。

５）算法分析。设原图有｜犞｜个节点和｜犈｜条

边。① 时间复杂度分析。由排水管网节点汇水

面积计算的算法流程可知，时间复杂度取决于广

度优先搜索算法复杂度和出边计算复杂度，其中，

广度优先搜索时间复杂度为犗（｜犞｜＋｜犈｜），出边

计算复杂度为犗（｜犞｜×｜犈｜），因此，该算法的时

间复杂度为犗（｜犞｜×｜犈｜）。② 空间复杂度分

６５３



　第３６卷第３期 吴小平等：市政排水管网节点汇水面积自动化计算的方法和应用

析。读取存储于数据库的图的点、边信息，并转化

为正确的排水管网图所耗的空间为犗（｜犞｜＋｜犈

｜），广度优先搜索所耗的空间为犗（｜犞｜＋｜犈｜），

节点出边计算所耗的空间为犗（｜犈｜），因此，该算

法的空间复杂度为犗（｜犞｜＋｜犈｜）。

结合湖北省武汉市某开发区出口加工区三期

排水工程，利用本文方法计算节点汇水面积，以雨

水排水系统为例，结合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把雨水平面

管网图覆盖到真实鸟瞰地图上（见图３）。

图３　湖北省武汉市某开发区某块雨水排水系统

和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的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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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排水管网正确有向图自动生成程序给管

网编号（见图４）。

图４　正确的排水管网有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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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排水计算中只有管段有汇水面积，故节

点汇水面积不计，各管段汇水面积见表１。

表１　各管段汇水面积

Ｔａｂ．１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Ｐｉｐｅ

管段
汇水面

积／ｈｍ２
管段

汇水面

积／ｈｍ２
管段

汇水面

积／ｈｍ２
管段

汇水面

积／ｈｍ２

２３ １．２１ ９７ １．４３ ８９ ２．４０ １６１４ ２．００

１２ １．７０ ２１６ ２．２１ １０９ １．２１ １８２０ １．８０

７２ ２．０８ ５６ １．９６ ２０２１ ２．２８ １９２０ １．６６

６１ １．９８ １１４ ２．０４ １２１１ １．４５ １５１３ １．２３

４１ ２．２０ １４４ ２．４０ １３１４ １．７０ ２２１８ １．５３

１７１８ ２．２０

　　利用本文算法计算得到的各节点的汇水面积

见表２。

表２　各节点汇水面积

Ｔａｂ．２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ＡｒｅａｏｆＥａｃｈＮｏｄｅ

节点
汇水面

积／ｈｍ２
节点

汇水面

积／ｈｍ２
节点

汇水面

积／ｈｍ２
节点

汇水面

积／ｈｍ２

１ ４．１８ ２ ３．７８ ３ １．２１ ４ ４．４４

５ ０ ６ ４．１７ ７ １．４３ ８ ０

９ ３．６１ １０ ０ １１ １．４５ １２ ０

１３ １．２３ １４ ３．７０ １５ ０ １６ ０

１７ ０ １８ ３．７３ １９ ０ ２０ ３．４６

２１ ２．２８ ２２ ０

４　结　语

本文将排水管网抽象为有向图，建立排水管

网图模型和数据模型，并利用图论中的广度优先、

关联边计算、属性操作等设计排水管网节点汇水

面积的自动计算方法。此方法在实际项目中得到

了成功应用。运行时，用户只需指定被求节点，程

序根据用户指定的节点计算该节点的上游汇水面

积。整个过程中，用户输入数据少，出错概率小，

自动化程度高。本文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

杂度增长速度都与图的节点数呈线性关系，综合

效率较高。排水管网节点汇水面积的自动计算为

排水力自动计算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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