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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面临暴雨内涝问题，如能提前发布内涝预警，可防患于未然。基于水力学的精细

化洪涝模型可对城区暴雨、洪水在河道、地表、管网的流动过程进行全程模拟，获得地表内涝积水过程、范围、

水深等信息，为实现内涝识别和预警提供数据支撑。在利用精细化洪涝模型构建暴雨‐内涝情景库的基础上，

提出了利用情景匹配模式针对预报降雨发布城市内涝预警的方法。城市地表复杂，排水设施数据质量参差不

齐，采用多模式概化方法尽可能详细地刻画决定内涝模拟效果的局部微地形，地表模型与管网模型采用多种

耦合方式，实现了城区内涝的精细化模拟，能够进行内涝风险的精准化快速识别。以中国北京市城区为例，通

过城区精细化洪涝模型对多种降雨条件下的暴雨情景进行模拟与分析，构建了北京城区的暴雨‐内涝情景库。

以道路和桥区为重点关注对象，在暴雨预报之际，结合暴雨与情景库特征参数快速识别有内涝风险的道路、桥

区及其他区域并依此进行内涝风险预警，可指导相关部门合理安排交通管制、有效部署排涝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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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建设改变了自然的下垫面条件，造成

不透水面积增加、降水的汇流时间缩短，影响城

市水文循环，提高了城区的径流系数和洪峰流

量，加大了城市暴雨洪涝发生的风险［1］。形成城

市内涝的原因除了下垫面变化外，还有排涝设施

老旧及排涝建设标准不高。为了最大程度降低

内涝造成的损失，除了要加强城市排水设施建设

外，还需对河道水位及下凹桥、低洼路段的积水

进行实时监测和预警，建立城市内涝预警系统，

力争提前预防。

国内部分城市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内涝预警

系统，多为基于暴雨预警和内涝积水监测数据发

布不同等级的内涝预警。根据暴雨预警直接发

布内涝预警，反应迅速，但是无法明确可能发生

内涝的具体位置、范围和程度，不利于重点防护，

无法有效配置防汛力量。因为决定内涝的因素

除了降雨量和降雨强度外，下垫面产流能力与排

涝能力是另一决定性因素。城市中空间立体交

通密布，建筑物鳞次栉比，城市内涝洪水的产生、

发展演变、消退过程与城市复杂多变的下垫面环

境和排水设施密切相关。根据内涝积水监测数

据推演和分析内涝趋势并发布内涝预警的方法

只适用于监测点周边，而监测点数量与监测到的

合理记录都非常有限，很难建立起大范围的降

雨‐积水关系用来预测未来积水分布，且预见期不

够，无法指导提前部署防汛力量。

本文提出了利用城市精细化洪涝模型结合

情景库模式对暴雨内涝风险进行快速识别并发

布内涝预警的方法。基于水力学的洪涝模型能

够全面考虑城市化进程中局部地形地貌变化及

各种防洪排涝工程措施对洪涝过程的影响，可对

江河泛滥、潮位与暴雨内涝等不同类型的洪水及

其组合在城市的发展和演变过程进行模拟，能进

行洪涝一体化模拟。

自全国洪水风险图编制项目开展以来，城市

洪涝模型在中国逐渐得以发展与应用，有部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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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防洪城市构建了洪涝模型，如北京、深圳、上

海、成都、济南、福州等，但多处于起步阶段或城

区局部建模，只有北京已构建完成了整个主城区

一千多 km2范围的精细化洪涝模型，可全程模拟

暴雨洪水在河道、地表、管网的流动过程，可对道

路与下凹桥区进行精细化模拟，获得地表积水过

程、范围、水深等确切的积水数据，为内涝预警提

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1 洪涝模型方法概述

1.1 洪涝模型基本原理

洪涝模拟涉及到降雨产流过程与汇流过程，

汇流过程又包括地表坡面汇流、地下管网汇流与

河道汇流。降雨产流是指降雨量中扣除各类损

失后形成净雨的过程，其中损失主要包括蒸发、

植物截流、地表填洼和土壤下渗等。城市区域常

用的产流计算方法包括径流系数法、φ指标法、美

国水土保持局曲线数值模型（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 curve number model，SCS‐CN）、蓄满产流

法、下渗曲线法等。汇流是产流后的净雨从地面

汇入管网或者河道的过程，计算方法可以分为水

文学方法和水动力学方法，后者主要是采用数值

方法求解一维或者二维浅水方程，具有明确的物

理意义，且可以得到流速和水深分布，比水文学

方法更为精确。

1）河网一维模型计算原理。水力要素随时

间变化且具有自由表面的管渠流动称为明渠非

恒定流，它满足质量守恒定律和动量守恒定律，

由此可以分别推导出明渠流的连续方程和动量

方程，即圣维南方程组。

（1）连续方程表达式为：

∂A
∂t +

∂Q
∂s = r （1）

式中，A为河道过水面积；Q为断面流量；t为时

间；s为沿水流方向水平坐标；r为侧向来流。

（2）动量方程表达式为：

∂Q
∂t +

∂
∂s (α Q 2

A )+ gA ( ∂z∂s )+ gASf- V ⋅ r= 0

（2）
式中，α为动量修正系数；g为重力加速度；z为河

道水位；Sf为摩阻坡降，可由曼宁公式求解；V为

侧向来流在河道方向的流速。

河网模型对基本控制方程在时间、空间上进

行离散，采用各种算法对圣维南方程组进行求解。

2）地表二维模型计算原理。采用二维圣维

南方程组的扩散波公式计算净雨的地表坡面运

动，其连续方程与动量方程为：

∂H
∂t +

∂M
∂x +

∂N
∂y = q （3）

∂M
∂t +

∂ ( )uM
∂x + ∂ ( )vM

∂y + gH
∂Z
∂x +

g
n2u u2 + v2

H 1 3 = 0 （4）

∂N
∂t +

∂ ( )uN
∂x + ∂ ( )vN

∂y + gH
∂Z
∂y +

g
n2v u2 + v2

H 1 3 = 0 （5）

式中，H为水深；t为时间；（x，y）为平面坐标；M与

N分别为 x和 y方向的垂向平均单宽流量；q为连

续方程中源汇项，表示有效降雨强度；Z为水位；u
和 v分别为垂向平均流速在 x与 y方向的分量；n
为曼宁糙率系数。

在模拟地表线性连续阻水构筑物的影响时

采用宽顶堰流公式计算流量：

Qb= εmσs 2g H
3
2
u （6）

式中，Qb 为网格边流量；ε为侧收缩系数；m为流

量系数；σs为构筑物过水宽度；Hu 为堰上水头。

3）地下排水管网模型计算原理。与河道一

维模型计算相同，通过求解一维圣维南方程组建

立管网水流计算模型。不同的是，水流在管网运

动中会交替出现明渠无压流和满管有压流两种

不同流态。为保证两种流态交替地平滑过渡，结

合 Preissmann虚拟窄缝法与圣维南方程组对管

网自由表面无压水流和有压水流进行统一计算

是当前普遍采用的方法。

1.2 城市洪涝模型研究

随着基础地理数据和水利业务数据质量和

精度的提升，城市洪涝模拟技术日趋成熟，逐步

在城市洪水风险管理、洪涝风险评估、防洪调度

决策支持等方面得到应用［2］。城市地表汇流分为

水文学法和水动力学法［3］。水文学方法计算简

单，但物理机制尚不明晰；水动力学方法计算较

为复杂，但其物理机制明确，一般来说计算结果

较水文学方法更为精确［4］。城市洪涝模型涉及到

多处细节模拟问题，不同方式的计算结果差异较

大［5］，而细节模拟需要高精度地形支撑，已有学者

结合当前对城市高精度地形的迫切需求，融合包

括激光雷达数据在内的多源数据，提出了城市高

精 度 数 字 高 程 模 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分层分级的制作方法［6］，对城市汇流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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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提供帮助。

国外对城市洪涝模拟的研究起步较早，20世
纪 80年代以后，洪涝数值模拟研究进入快速发展

阶段。国内对城市洪涝模拟的研究起步相对较

晚［7］，如文献［8］较早提出了城市雨水管道计算模

型，文献［9］研制了城市雨水径流模型。目前，被

广泛运用的城市雨洪径流模型多达数十种［10］。

1.3 内涝预警思路

利用水力学模型进行城市洪涝模拟的过程

中涉及到大量的数值计算，尤其是二维地表模

型，求解方程的算法与网格数量都会严重影响计

算效率。目前，城市精细化洪涝模型巨大的计算

量导致它很难实现实时模拟计算，不能满足根据

实时模拟计算结果发布内涝预警的需求。

本文提出了基于精细化洪涝模型构建暴

雨‐内涝情景库，利用情景匹配模式针对预报降雨

发布城市内涝预警的方法。具体思路是：用精细

化洪涝模型对城市各种降雨组合工况的情景进

行模拟计算，利用部分实时积水监测数据对模拟

结果进行校核后，以计算方案与模拟结果为基础

构建城市暴雨‐内涝情景库。在此基础上，根据预

报降雨总的降雨量、最大降雨强度、降雨历时等

特征参数与情景库对应情景参数进行匹配，快速

提取与合成洪涝模拟结果，依据预警指标识别城

区重点关注对象和区域的内涝风险并发布内涝

预警。

这种基于降雨预报通过洪涝模拟模型的内

涝分析结果，能提前获知可能发生内涝积水风险

的具体位置和风险程度，依据预警指标进行预

警，可有针对性地重点指导相关部门和群众提前

采取预防措施。

2 北京城市洪涝模拟模型

2.1 北京城市洪涝特征

北京市主城区面临的洪涝威胁主要有永定

河洪水、西山洪水及城区暴雨内涝 3个来源。截

至目前，随着水利工程的大力修建与整治，北京

市主城区对于永定河洪水和西山洪水的防范能

力已经逐渐加强，而暴雨内涝有增无减，城市中

心区对暴雨内涝的反应越来越敏感。

北京市主城区从北往南依次有清河、坝河、

通惠河、凉水河 4大排水河道，构成了自然分区的

排水系统，依此，城区可分为清河流域、坝河流

域、通惠河流域以及凉水河流域（见图 1）。清河

是北京市主城区北部的主要排洪河道；坝河主要

承担着中心城区东北部和北部的防洪排水任务，

并承担北护城河的分洪任务；通惠河为北京中心

城区及通州新城地区重要的防洪排水、输水灌溉

及景观河道；凉水河是北京城区南部主要排洪

河道。

为确保城市防洪安全，对城区上游来洪予以

控制，避免其进入中心城区增加河道排水压力。

北京的城市防洪采取“西蓄、东排、南北分洪”的

原则。“西蓄”是指充分利用玉渊潭以上的河道、

西郊砂石坑以及玉渊潭湖，调蓄玉渊潭以上的雨

洪，减少进入市中心区的洪水。“东排”是指市区

雨水经城区河道由通惠河排出。“南北分洪”是指

当城市西部发生较大洪水时，在城区北部经安河

闸向清河分洪，在城东北角向坝河分洪，在城西

南角向凉水河分洪，减少洪水对北京城市中心区

的威胁。

2.2 模型概况

北京主城区范围大致是东五环、南四环、西

五环与北五环所包含的区域，考虑到产汇流分析

计算的完整性，将北部清河和南部凉水河的主要

流域范围均纳入北京城市洪涝模型计算范围，建

模范围面积 1 400余 km2。

北京市城市洪涝模型构建中采用了中国水

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自主知识产权的模型程序与

建模平台。在分别构建全城区一维河道模型、分

区地表二维模型、分区地下管网模型的基础上，

通过模型耦合技术将这些模型联合起来进行模

拟计算。

降雨产流后，净雨开始参与地表汇流演算

（基于地表二维模型），途中可直接汇入河道，也

可通过雨篦子汇入地下管网参与管网汇流（基于

排水管网模型），最终流入河道参与河道汇流（基

图 1 北京城区洪涝模型范围

Fig.1 Range of Beijing Urban Flood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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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维河道模型）。各模型间的水力参数通过耦

合模型交换与传递。

因此，北京城市洪涝模型包括全区河道一维

模型、多个地表二维模型（含降雨产流模型）、多

个地下管网模型以及全区耦合模型，入流边界分

别由北运河流域水文模型计算结果及水库下泄

过程提供。该模型可模拟计算北京市主城区内

所有水库、闸门、泵站等防洪排涝工程调度运用

下的降雨产流、地面汇流、河道汇流、管网汇流等

水流过程。

2.3 模型构成

2.3.1 降雨产流

降雨产流采用前损后损法原理，属于超渗产

流。模型中将净雨产生过程简化为前期损耗和

下渗两个过程，即降雨量扣除前损（含填洼、植被

截留及蒸发）和下渗，剩余的降水即为净雨，净雨

产 生 后 开 始 参 与 地 表 汇 流 、管 网 汇 流 与 河 道

汇流。

对于建设程度高的城区来说，不透水面积占

比高，有些概化模型处理中会忽略降雨入渗。但

是，本文模型考虑到北京城区近年来绿化面积明

显增加，透水面积导致的降雨入渗量不容忽略，

针对量级不大的降雨事件，入渗占比也较大。因

此，本文以北京城区 2018年最新遥感影像解译后

的下垫面分布类型作为基础进行产流参数的

设置。

本文模型中将降雨直接加载于地表二维模

型网格，以地表网格为产流计算基本单元。前损

量根据地类不同赋予经验常数，下渗过程采用霍

顿下渗公式计算：

f ( t) = fc+ ( f0 - fc) e-βt （7）
式中，f ( t )为当前时刻下渗速率 ( mm/h )；f0 为初

始下渗速率（mm/h）；fc为稳定下渗速率（mm/h）；

β为霍顿衰减系数，反映土壤下渗率递减特性；t
为时间。

针对北京城区地类分布特征，各类选取 20个
样本点进行了下渗实验，利用实验结果拟合了下

渗曲线，得到适用于北京城区的一套基础产流参

数（见表 1）。表 1中，Im为降雨前损量。

2.3.2 一维河道模型

对北京城区 4大防洪排涝河道及其重要支流

建立河网一维水动力学模型，充分考虑河网上重

点闸坝工程的调度作用，模拟河道的部分区段在

超标准洪水时可能出现堤漫溢，模型根据堤顶高

程和河道水位，采用自由出流的堰流公式，实时

计算河道向外漫溢的水量，进入平面区域后参与

二维演进计算。

北京城区一维模型最大的特点在于充分考

虑了河湖精细化调度，依据北京城区洪水调度方

案及闸坝调度预案对闸坝分别设置了详细的调

度规则，以实现城市河湖水系及防洪工程调度模

拟计算。北京具有防洪调度作用的重点闸坝枢

纽调度主要是北运河北关枢纽、安河闸、南护分

洪道闸、玉渊潭闸、团城湖南北闸等。北京水资

源匮乏，河湖调度除了防洪外还要重点考虑维护

城区河道景观水位。因此，还有一些闸坝也参与

城市河湖调度，降雨时根据闸前水位及预期来雨

量调整闸坝开度，合理下泄，既能安全度汛又能

保证一定的槽蓄量。多数闸坝启用规则是根据

上游水位决定开度，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水

资源调度。北京城区多遭遇小量级暴雨，为保证

模拟结果的精确性，本文模型对所有在河湖管理

中具备调度作用的闸坝均设置了与降雨量级匹

配的调度规则。另外，为保证短历时暴雨模拟结

果也能与实际水位接近，对所有河段设置了初始

化水位。合理的初始化水位加上精细的工程调

度规则，能实现对各种量级和历时暴雨的精确

模拟。

2.3.3 二维地表模型

二维建模中涉及到的网格剖分、高程赋值与

修正问题比较关键［11］。如果网格太粗，无法反映

城区局部复杂地形，不能正确模拟水的汇流关

系，但如果网格太细，网格量过大，会影响计算效

率 ，所 以 应 该 在 计 算 能 力 内 选 择 合 适 的 网 格

尺度。

北京模型中使用的是非结构网格，采用了粗

细两套剖分网格，网格大小分别为 50~100 m及

10~20 m，构建了两套地表模型，粗网格的为概

化模型，细网格的为精细化模型，网格采用城区

表 1 北京城区地表基础产流参数设置

Tab.1 Parameters for Surface Runoff in Beijing City

下垫

面类型

建筑物

植被

道路

裸地

平房

半硬化路

硬化路面

Im/

mm

3
5
3
5
3
4
3

fc/
（mm·h－1）

3
15
0
15
3
8
5

f0/

（mm·h－1）

3
20
0
20
3
10
5

β/
（1·h－1）

0.2
0.2
0.2
0.2
0.2
0.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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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000比例尺 DEM 进行了初始化高程赋值。

除网格尺寸外，剖分前还通过提前添加控制边线

的方式保证了特殊地物所处网格地类的单纯性，

也能充分体现线状突出地物的阻水影响，比如对

城区内的高速公路、环路、铁路、干道、桥区、挡墙

等都进行了边线控制。两套模型的区别除了网

格尺寸不同外，精细化模型中对复杂地形区域的

微地形进行了精细化处理与控制，在初始化高程

的基础上结合激光雷达扫描、实地测量及街景判

读等多种方式对初始化地形进行了修正，对线状

阻水物进行了对应网格边的高程设置，详细刻画

了这些区域的地表形状，以便更精确地分析和展

示这些区域的积水情况。例如，根据车载激光雷

达局部扫描结果进行了修正的桥区地形（图 2（b））
比原始地形（图 2（a））更能精细地刻画局部微

地形。

北京市主城区范围很大，如果对地表整区建

模，网格数量巨大，严重影响模型运行效率，也不

利于模型数据管理与更新。因此，建模时基于城

区河道状况将二维平面范围划分为多个区域，分

区建模，整区内进行粗细模型耦合，能提高模拟

效率且便于数据维护更新。根据清河、坝河、通

惠河、凉水河及其主要支流，选择以河为界，将地

表划分为 15个区域。

北京城区的众多下凹式立交桥和下凹式路

段易成为暴雨积水的重灾区，对比概化模型与精

细化模型的模拟效果发现，要想精确模拟桥区尺

度的积水情况，百米级格网的概化模型不足以满

足需求。精细化模型模拟尺度大、精度高，但运

行慢、效率低。在实际应用中，应视关注对象和

时间紧迫性等具体需求，将精细化模型与概化模

型分区域组合使用。

对每个网格内不同地类的基础产流参数与

糙率进行面积加权平均，得到整个网格的产流参

数与糙率。

2.3.4 地下排水管网模型

排水管网模型包含地下管网（线）、连接点

（点）两类空间实体对象，具体要素有管段、泵站、

检查井、雨篦子及排水口。排水管网系统中各对

象间的拓扑关系由排水管网数据模型中地下管

网（线）、连接点（点）两类空间实体对象的拓扑关

系模型来描述。排水管网模型主要接收地表汇

流，经过管网汇流后由排水口进入河道。本文模

型的管网系统中，检查井和雨水篦子都是收水节

点，但收水方式有区别，取决于管网与地表的耦

合方式。

2.3.5 耦合模型

耦合模型中包含 3类耦合关系：（1）一维河道

与二维地表耦合；（2）一维河道与管网耦合；（3）二

维地表与管网耦合。

河网一维模型与地表二维模型可通过河道

断面与普通网格边的连接关系进行侧向耦合，模

拟河道与陆地水量交换；河道断面也可与水体类

网格通过河道节点进行纵向耦合，模拟河道与水

域的水量交换。河道与陆地之间的水量交换由

水位决定，河道断面水位超过堤顶高程或溃口底

高程，则由堤顶或溃口处向地表漫溢；而地表水

位超过堤顶高程时，也会流入河道。耦合计算

时，统一由耦合调度模型控制推进，并根据河道

和地表的实时水位计算河道与地表之间的水量

交换。

河网一维模型与管网模型通过断面与排水

口连接关系进行耦合。管网与河道在排水口处

发生水量交换，如果河道水位低于出水口，则管

网正常向河内排泄雨水；而当河道水位高于管道

内压力水头时，则河水向管网内倒灌。

地表二维模型与管网模型通过管网节点（检

查井和雨篦子）与地表网格连接关系进行耦合。

北京城区范围大，各区域管网数据情况参差不

齐，模型耦合采用了不同的方法：（1）管网资料完

备区域，雨水收集和汇集系统完善，地面与管网

之间直接采用物理连接方式，地面上的雨水通过

附近的雨水篦子直接汇入地下管网。北京城区

主要道路的管网数据比较完备，都采用了这种纯

物理耦合方式。对于地面泵站排入管网的情况，

设置泵站抽排网格与排入检查井之间的关联关

系。（2）管网资料不完善区域，雨水收集系统不完

善，需要划分雨水汇水区，汇水区排水能力以内

降雨汇入检查井，能力以外的降雨参与二维演进

图 2 桥区局部地形修正前后

Fig.2 Original and Amended Elevation of Bridg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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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关于汇水区划分方法，对于自然条件汇水

区划分，常采用基于 DEM的 D8单流向法、Frho8
法、FD8法［12］等较为成熟的多流向算法，但这些

算法难以在城市中得到应用。一些学者尝试研

究适合城市特点的汇水区划分方法，如文献［13］
提出的模型在考虑道路、沟渠、涵洞对地表汇流

影响的基础上采用 D8法划分汇水区。（3）在管网

数据完全缺失或无管网区域，如主城区外围远离

中心城区的非建设区域，产流通过排水分区直接

排入河道，超出部分参与地表演进。

本文模型根据不同区域排水管网设施数据

的不同完善程度，采用了多种地表与管网的耦合

方式，多途径地解决地表排水问题。

2.4 模型验证分析

选择北京市城区近年来较为典型的暴雨—

2012年“7·21”暴雨、2016年“7·20”暴雨、2017年
“6·21”暴雨、2017年“7·6”降雨以及 2017年“8·2”
降雨，用于北京洪涝模型的验证分析。

河道收集了清河沈家坟闸、通惠河乐家花

园、凉水河大红门闸以及支流中几个重要断面的

实测水位或流量资料，与模型结果进行对比分

析。地表选取了 30处下凹式桥区和路段，收集了

部分积水监测数据和统计上报数据进行验证。

管网选取了 2处作为模型验证监测点。

一维河道模拟验证效果良好，图 3为 2016年
“7·20”暴雨模拟结果与实测对比，主要代表站洪

峰误差 10%以内，洪量误差 8%。地表积水验证

方面，由于参考数据本身不理想，无法准确衡量

验证效果，但将模拟结果与熟悉情况的部门和人

员进行了逐一核对，模拟出的涝情基本符合实

情。管网水流监测受现有条件和设施的影响，监

测点少，但模拟效果与实测数据较吻合。

3 城区内涝风险快速识别

3.1 北京城区降雨情景设计

针对北京市遭遇长历时设计降雨类型、短历

时设计降雨类型及北京城区历史典型暴雨，分别

制定了分流域多种降雨量级方案，再组合不同来

流边界条件（代表城区周边降雨来流情况）、不同

闸坝调度工况条件，形成了上千场降雨情景。

情景条件包括降雨总量、雨型、最大雨强、降

雨历时、上游来流、闸坝调度规则。

1）降雨总量方案。以标准设计暴雨降雨总

量为基础方案，中间进行插值生成多个中间雨量

方案。首先，通过《北京市水文手册（第一分册：

暴雨图集）》查图得到城区清河流域、通惠河流

域、凉水河流 5个分区的百年一遇、五十年一遇、

二十年一遇及十年一遇 1 h、6 h、24 h点设计暴雨

值，再查皮尔逊Ⅲ型频率曲线（PⅢ曲线）以及特

征值图得到各分区各标准历时暴雨参数及设计

频率点暴雨量计算表，并推求一年一遇、三年一

遇、五年一遇及二百年一遇暴雨值，最后利用折

减系数法推求面设计暴雨。

2）降雨过程方案。用暴雨公式法计算 24 h
设计雨型的时程分配。根据暴雨公式可以求出

1~24 h任一历时相同频率雨量，再利用《北京市

水文手册（第一分册：暴雨图集）》中的“北京市城

近郊平原区 24 h雨型分配表”可得到不同频率设

计暴雨过程。

对 3个流域分区分别设计的降雨方案包括：

一年一遇到二百年一遇共 15个降雨量级下 1 h、
3 h、6 h、12 h、24 h共 5种历时的设计降雨过程，生

成设计方案 75个。另外，还对北京城区近 10 年

来的约 20个典型暴雨场次编制了实况方案。

本文模型中涉及到的上游来流边界主要考

虑温榆河的来流过程，包括沙河闸、蔺沟、小中

河，均采用不同频率设计洪水过程，与降雨量级

进行同频组合。插值的降雨量级与高一频率设

图 3 北京 2016年“7·20”暴雨模拟河道结果

Fig.3 Simulation Results of River for Beijing Rainstorm
“7·20”of the Yea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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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洪水进行组合形成插值方案。西郊砂石坑及

其他各闸坝调度工况除了根据降雨量级参照调

度预案进行设置外，还设计了若干备用的工况组

合方案，再与降雨特征进行组合，以防特殊时期

产生的特殊需求。

3.2 北京城区降雨‐内涝情景库建设

利用北京城区洪涝模型对以上设计的所有

降雨情景进行模拟计算。为得到完整的洪水过

程，实际模拟时长比降雨历时均多出 1~3倍。以

此为基础，构建了北京城区降雨‐内涝情景库，库

中除了包含情景各类参数、对应模拟结果之外，

还对重点关注位置如历史易涝区的模拟结果进

行了专题信息提取，以提高预警效率。情景库内

容包括：

1）情景方案数据：降雨总量、最大降雨强度、

降雨历时、雨型、边界来流过程、闸坝调度规则。

2）模型输出成果：一维河道所有断面的流量

与水位过程，二维地表所有网格水深过程，所有

管网节点、管段、泵站的流量与水位过程等。

3）专题提取成果：重点河道断面水位流量过

程、漫溢河段、地表最大积水深度分布、积水历

时、内涝路段、内涝桥区、内涝小区、检查井溢

流等。

3.3 降雨情景匹配

目前，由气象部门发布的降雨预报通常有 3
种形式：千米格网化降雨预报产品、降雨量空间

分布图、文字描述。

无论任何形式的降雨预报，首先需要将降雨

预报数值化、标准化，转换成降雨量等值面，并针

对每个面给出该区基本降雨特征参数；然后，将

标准化后的预报降雨数据与情景库进行匹配并

提取模拟结果。

1）用每个降雨等值面所属的基本降雨特征

参数与降雨‐内涝情景库中的特征参数进行匹配，

匹配参数顺序为总降雨量、最大小时雨强、降雨

历时、雨型、调度。降雨预报信息有限，只能进行

前 3项参数匹配，最终选取 3个参数方差和最小

的情景作为匹配结果。

2）将预报降雨数据中每个等值面逐个与匹

配情景对应的模拟结果进行空间叠加分析，提取

该等值面范围内匹配情景的模拟结果。

3）将所有等值面范围提取的模拟结果进行

空间拼接，得到整个北京城区范围的模拟结果。

3.4 内涝风险识别与等级划分

通过预报降雨数据与情景库的匹配过程，快

速获取了预报降雨可能导致的洪涝模拟结果，内

涝风险识别则需要依据内涝预警标准来对模拟

结果中的积水深度和历时进行等级划分后提取。

根据北京市内涝预警试点研究成果，积水深

度超过 15 cm且积水历时超过 30 min会对行人出

行造成影响，积水深度超过 40 cm且积水历时超

过 30 min会对交通造成严重影响。以此为参考，

以受内涝影响最为严重的道路和桥区为对象，提

出针对桥区和路段的内涝风险等级划分标准：水

深>40 cm且历时>30 min，内涝风险高；水深>
15 cm且历时>30 min，内涝风险一般。

3.5 内涝预警应用示例

降雨预报：北京市气象局预报，2019年 8月 9
日中午至 10日凌晨，城区有中到大雨，预计西南

部局部暴雨，降雨量 30~50 mm，局部雨强可达

70~80 mm/h。中心城区降雨量 15~25 mm，北

部、东部降雨较小。

1）对降雨预报数据进行标准化，设计城区降

雨等值面并赋值降雨特征参数：（1）总降雨量：清

河流域及凉水河流域东部 15 mm，通惠河流域 25
mm，凉水河流域西部 50 mm；（2）最大雨强：通惠

河流域 80 mm/h，其他区域 30 mm/h；（3）降雨历

时 16 h。（4）边界与调度：按照调度预案中五年一

遇降雨对应的措施进行设置，汇入边界取沙河

闸、蔺沟、小中河十年一遇 24 h设计洪水过程。

2）以降雨等值面为单位，将预报降雨参数与

暴雨‐内涝情景库进行降雨特征参数匹配，对等值

面与匹配度最高的方案结果进行空间叠加分析，

提取模拟结果，再拼接形成全区模拟结果，最后

根据水深与历时指标进行内涝风险等级划分。

3）内涝分析结果。在该降雨条件下，西郊砂

石坑、北分洪、分洪道闸、东直门闸及祁家豁子闸

将不启用。城区地面局部产生积水，积水深度超

过 15 cm的地面面积约 42 km2。城区内某桥区周

边道路积水及整个城区地表积水分布见图 4、图 5。
芍药居桥等 26处内涝风险较大，最大积水深度超

过 40 cm，北蜂窝铁路桥等有 30余处内涝风险一

般，最大积水深度超过 15 cm但不到 40 cm。以上

有内涝风险区绝大多数是下凹式立交桥或低洼

区域，容易发生局部积水。

根据分析结果制作内涝风险预警图如图 6所
示，主要展示内涝积水桥区和路段，并发布预警

信息。

4）雨后分析。通过 2019‐08‐09降雨观测数据

发现，模型模拟的积水分布与内涝风险点（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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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明显增多且高于实际情况，主要原因是预报

降雨总量与强度在空间分布上普遍大于北京城

区实测降雨，尤其是通惠河流域，实际降雨只在

局部几 km2内发生了强降雨，大部分区域只发生

了小到中雨级别降雨。强降雨区域个别桥区的

积水监测分布与模拟结果接近（见图 4），说明模

型模拟精度首先取决于降雨输入精度。随着气

象数值预报技术的进步，充分利用精度高、更新

快、时效性强的降雨格网预报产品作为模型输

入，能大幅度提高模拟精度。

4 结 语

利用城市精细化洪涝模型、基于降雨‐内涝情

景库进行内涝风险预警的方法对于城市减灾应

急的需求来说快速而且实用，符合智能一体化减

灾需求，它主要包括 3个部分：（1）建设城区范围

精细化洪涝模拟模型，属于前期准备工作，最为

繁重；（2）基于城市暴雨特征设计各种暴雨方案，

利用模型进行模拟计算，提取专题结果入库，构

建暴雨‐内涝情景库；（3）应用阶段，将预报降雨数

据标准化后与情景库进行情景匹配和空间分析，

再根据内涝预警指标进行风险等级划分并发布

预警，实现了内涝预警的自动化、流程化。

在洪涝模型及情景库的支撑下，北京城区已

实现降雨预报自动驱动城区洪涝模拟分析，对积

水路段和桥区进行内涝风险预警，并随着降雨预

报的不断更新，内涝风险预警信息也准同步自动

更新，实现了业务化运行。

概括来说，北京城市精细化洪涝模型有别于

其他洪涝模型的特征有以下几点：（1）模型中对

城市河湖调度处理的精细化及二维模型数据处

理与概化的精细化，尤其是下垫面分布与局部微

地形，保证了模型对暴雨内涝模拟的精细化，充

分反映城市复杂地表特征对地表产汇流的影响。

（2）管网排水采用多种方式。目前常用的其他洪

涝模型中多通过检查井实现排水分区范围内地

表产流的排水，是一种概化方式。北京模型中对

于排水设施数据完善的道路区域，创新性地使用

了通过雨篦子排水的物理排水方式，更符合实际

情况。（3）地表演进方面，多数城市洪涝模型只对

管网溢流进行地表演进，实际上多数积水原因是

雨水来不及进管网导致的，不光是溢流导致的。

因此，全地表演进更能准确反映积水，代价是更

大的计算量，但对于内涝积水预警的应用需求而

言，模拟精度目标应优先于计算效率；（4）目前，

超大城市精细化的洪涝模拟还无法满足实时计

算需求，本文构建的丰富的情景库在一定程度上

可满足内涝风险快速识别要求。北京模型的这

些特殊处理方法有效提高了城区洪涝模拟的效

果，更有利于满足城区内涝模拟的特殊需求。

内涝风险识别与预警精度取决于洪涝模型

的模拟效果，而模拟效果又取决于多个方面，除

了水流算法之外，数据是另一决定性因素。水流

图 4 路段积水模拟结果

Fig.4 Simulation Results of Waterlogging on Road

图 6 北京城区预报降雨内涝风险预警图

Fig.6 Waterlogging Risk Alarming Map of Beijing City
for a Forecast Rainfall of Beijing

图 5 北京城区预报降雨模拟水深图

Fig.5 Water Depth Map for a Forecast Rainfall of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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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的完善是对模拟精度的提高，而数据的准确

与精确决定了模拟结果的对错。尤其是对于城

区来说，由于建筑和道路的影响，局部微地形是

水流的决定性因素，但现有基础地理测绘的地形

数据不能满足要求，建模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城

区建筑物对水流的影响以及区域不同内涝敏感

度，采用多种方式对道路、桥区、房屋等对象进行

局地微地形的精细化处理以求更接近真实地表

的数据刻画，充分考虑阻水物影响。当前水利行

业对洪涝模型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汇流过程

算法的优化完善和加速方面，而对地表精确刻

画、描述、合理概化等方面重视不够。限于目前

对城市地表精确地形数据的获取和自动化概化

手段还不理想，北京洪涝建模中，对高程数据的

修正和特殊线状地物的处理更多地采用了人工

处理的方式，耗费了较大精力。今后，随着空间

数据获取和处理能力的手段、方法不断进步，此

模型能在精细化洪涝建模中发挥更大作用。

城市精细化洪涝模型适用于内外洪涝一体

化模拟，除了支撑内涝预警之外，还能支撑城市

河道行洪能力分析、城市河湖精细化调度、管网

排水能力评估、排水设施部署完善、排水规划等

应用。比如，城区内涝积水多发于下凹桥和下凹

路段或小区，通过精细化洪涝模拟，针对易积水

区，逐个结合其排水设施负荷状态分析积水原

因，为桥区管道、雨篦子、泵站、地下蓄水池改造

等后期工程措施提供依据。

随着气象数值预报技术的进步，充分发挥高

精度降雨数值预报的优势，快速开展内涝分析，

明确可能积水区域与程度，有利于提前部署防汛

力量。精细化的洪涝模型加上高精度的格网降

雨预报，能大幅提高内涝积水分析结果的精度，

由此实现降雨‐内涝预警一体化、流程化和业务化

运行，实现防灾优先于减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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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Identification and Early Warning of Urban Waterlogging Risk

Using Flood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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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s: Duty of flood prevention is becoming more urgent in recent years because of more
frequent waterlogging caused by extreme weather and rapid urbanization. Advanced early warning of water‐
logging can help people taking preventive measures to guard against possible trouble. Identification of water‐
logging risk is the premise for early warning.Methods: The urban hydraulic flood model can simulate the
process of waterlogging based on rainstorm forecast and it is a kind of effective method for prevention of
loss caused by waterlogging. The method of waterlogging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warning using detailed hy‐
draulic flooding model of Beijing main city will be introduced. An advanced rainstorm‐waterlogging library
is formed based o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many rainfall scenario for quick identification of a forecast rain‐
fall. The early warning of possible waterlogging in main roads and bridges can be issued after the rainfall
forecast through the quick parameters matching of the forecast rainfall and the scenario library. Urban sur‐
face is complex and the data quality of drainage facilities is not perfect but they are important factors for
models simulation results. In this research, multi‐mode generalization of spatial data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local microtopography as detailed as possible for improving simulation effect. And the surface model and
pipe network model are coupled together via various mode according to the quality of drainage data.Results:
The discharge process calculated by the model is similar to the main peak trend of the measured process.
The simulation result of the 1D model was therefore considered to be reasonable. As for the verification of
the surface result,the verification effect cannot be measured accurately because the reference data is not ideal.
However,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all the important bridges were checked one by one according to the fa‐
miliar departments and personnel, and the simulated waterlogging situation was basically similar to actual
situation. The Beijings urban flooding model has been put into used during flood season from the year 2018
and served for the flood prevention task of the Beijing main city.Conclusions: The urban detailed flooding
model can simulate the whole process of rainfall‐runoff‐convergence and it is suitable for integrated simula‐
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lood and waterlogging.
Key words：urban rainstorm‐waterlogging；detailed flooding model；risk identification；early warning of
waterlogging；Beiji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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