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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极端暴雨事件频率和强度不断加剧的趋势下，防洪安全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研究河道洪水演进、

漫溢及淹没过程，有效评估洪水灾害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为精确模拟河道洪水演进过程，本文采用基于非结构
网格有限体积法建立的2维水动力模型，构建了一种基于虚拟单元法的入流边界改进方法。该方法采用基于地形
网格数据的纵断面提取法以近似确定深泓线的位置，从而计算出河道平均纵比降；在入流边界各网格上以均匀
流的方式入流，计算出不同流量下的对应水位；依据各网格上的水深和入流边长计算权重以合理地分配流量，再
结合单宽流量边界条件确定边界外侧虚拟单元上的水力要素，最后耦合至模型通量部分进行计算，实现入流模
块的优化。将该方法应用于Toce河物理模型试验的模拟，在入流边界附近计算出的水位、流速和流态都更为合理；
河道中各测点水位与试验数据吻合度较高，洪水到达测点时间及各点间洪水运动传播时间与测量值较为接近，
纳什效率系数在0.82～0.95，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模型的准确性；并且在单机上用时86 s完成计算，效率较高，
表明模型能高效准确的模拟洪水演进过程。通过对入流模块的改进优化，模型可以更好地应用于洪水演进过程
的模拟预警及灾情评估，为洪水灾害管理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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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of extreme rainstorms, the flood management situation has become extremely seve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study the process of river flood propagation, overflow and inundation and evaluate the risk of flood disaster effectively.
To simulate the river flood propagation accurately, a two-dimensional hydrodynamic model using the finite volume method based on unstructured grids was applied, an improved inflow boundary processing method was proposed based on Ghost-Cell Method. The method of profile extraction based on terrain grid data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position of thalweg approximately, and thus to calculate the average gradient of the
river. The corresponding water level under different discharge was calculated by defining that the flow on the grid of inflow boundary is the uniform flow. The discharge per unit width was distributed reasonably by calculating the weight according to the water depth and inflow boundary
length of each grid, and coupled to flux part of the model for calculation by determining the hydraulic elements on the ghost cell outside the
boundary . The method was applied to the simulation of the physical model test of the Toce river, and the flow state near the inflow boundary was
more reasonable. The water level at gauging points in the river i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measured data. The arrival time and travel time of
flood at gauging points is close to the measured values. The NSE (Nash-Sutcliffe efficiency coefficient) is between 0.82 and 0.95, which verifi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method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model. And it takes 86 s to complete the calculation on the personal computer, which sh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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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model can simulate flood propagation process efficiently and accurately.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inflow module, this model can be better applied to the simulation, early warning and disaster assessment of flood propagation process, and provides more
powerful technical support for flood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Key words: hydrodynamic model; inflow boundary; flood propagation; Toce river

在全球气候复杂多变和极端恶劣天气频发的大
背景下，洪水灾害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威
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3]。为做好防洪减灾
和预警预报工作，2维水动力学模型作为洪水演进过
程模拟的一种重要技术手段 [4–5]，可及时准确地为应
急决策部门提供水灾害信息，便于高效开展抢险救
援工作。
在2维浅水流动模拟中，边界条件处理是极其重
要的部分，若边界条件处理的不恰当，就会影响计算
结果，有时甚至会阻碍计算的正常进行 [6–7]。所以对
边界条件进行合理有效的处理是数值模拟过程中必
须面对的问题。除了因极端暴雨形成的流域及城市
洪水 [8]和堤坝瞬间溃决形成的江河洪水 [9–10]外，对于
大部分洪水演进模拟而言，若在上游入口处没有输
入确定的水位流量关系，通常就只是给定一个入流
流量过程，通过水动力模型计算来获得水流沿河道
向下游传播时的运动状态，但是断面流量在入流边
界处如何合理地分配水力要素就成了研究重点。目
前，入流边界处理方法已有很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用断面流量除以入口宽度去计算单宽流量，但这样
处理在入流边界附近会出现高处过水、水位间断等
非物理现象，而且对入流边界的宽度有一定要求。为
此，于普兵 [11]提出按过水断面面积分配各网格上的
流量；宋利祥 [12]根据曼宁和谢才公式，以边界上的水
深和网格边长计算权重来分配流量。这些方法都与
入流边界上的水深有很大关系，有学者认为边界上
的水深就等于相邻网格上的平均水深值 [13]，但这样
处理对于初始为干地形的河道洪水模拟而言无法实
现流量分配；还有的学者设置初始条件时在入流边
界网格上赋予一定的水深，以弥补这一缺陷。但这样
给定的水深是否合理还尚未可知，而且对于不同入
口宽度也会带来一定的问题。
针对上述入流边界处出现的问题，本文采用基
于非结构网格有限体积法建立的2维水动力模型 [14]，
对入流模块做了部分改进，依据给定断面流量计算
出的水位来分配入流边界各网格上的水力要素，使
得入口附近水流流态更为合理，模型能更好地适用
于洪水演进过程的模拟计算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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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2）中：h为水深；qx和qy分别为x、y方向的单
宽流量；g为重力加速度；u、v分别为x、y方向的流速；
f和g分别为x、y方向的通量矢量；S为源项矢量；z b 为
河床底高程；Cf为床面摩擦系数，Cf = gn2 / h1/3，其中n
为曼宁系数。
1.2 数值计算方法
该水动力模型使用三角形非结构网格剖分计算
域，采用基于Godunov格式的有限体积法对2维浅水
方程进行数值求解。在网格单元i内，其积分形式可
写为：

w ∂q
w (∂ f ∂g)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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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Ω
Ω

式中，Ω为控制体i的面积。
应用高斯定理，将式（3）中通量项的面积分转化
为边界上的线积分：
w ∂q
z
w
dΩ + F(q) · ndΓ = SdΩ
∂t
Ω
Γ
Ω

（4）

式中，Г为控制体i的边界，n为边界Г所对应外法线方
向的单位向量。相应界面通量F(q)·n可以表示为：




qx nx + qy 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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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q) · n =  uqx + gh( /2 n x + vq)x ny 
（5）


2
uqy nx + vqy + gh /2 ny
式中，n x 和n y 为边界外法向单位向量n在x和y方向的
分量。
在三角形非结构网格i中，各通量如图1所示，j1、
j2、j3分别为i的相邻网格单元，则单元i内通量项线积
分可写为：

1 2维水动力模型

z

1.1 控制方程

Γ

模型以2维浅水方程为控制方程，其矢量形式可

（3）

F(q) · ndΓ =

3
∑

Fk (q) · nk lk

（6）

k=1

式中，k为网格边的编号，lk为第i个网格单元上第k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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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的长度。通量项采用HLLC近似黎曼解算器求解，

左侧内部网格， u⊥ = unx + vny 和u∥ = −uny + vnx 分别表

底坡源项和摩阻源项的具体计算方法见文献[15–16]，

示边界上的法向流速和切向流速。
2.2 自由出流边界条件
该边界上的扰动不会对计算域内的水流流态产
生影响，故而边界右侧网格的水力要素值均采用左
侧网格的值：

本文不再赘述。此外，引入GPU加速技术以大幅提高
模型计算效率[17]。

hR = hL ,
j2
F2(q)·n2

l3
j3

·n
(q)

1

l1

F3

图1
Fig. 1

F

i

( q)

·n
1
j1

u⊥R + 2cR = u⊥L + 2cL
√
式中，波速c = gh 。

三角形网格上各边通量

水动力模型中常用的边界条件有：入流边界、自
由出流边界、固壁边界、水位边界等 [18–21]。本文采用
虚拟单元边界处理方法 [22]，如图2所示，对模型中的
边界条件均采用HLLC近似黎曼求解器求解界面通
量

，边界左侧即内部网格上信息为已知，需构造边

速等。模型中设置所有边界左右两侧网格上地形高
程相等，不同边界右侧网格上的水力要素则根据边
界性质分别构造。

采 用 牛 顿 – 拉 夫 逊 方 法 迭 代 求 解 cR ， 最 终 解 得
hR = c2R /g ，然后由已知的单宽流量计算得出法向流速：
u⊥R = q⊥R /hR

右侧虚拟网格
h R1
u R1
v R1

h L2
u L2
v L2

h R2
u R2
v R2

3 入流边界–断面流量边界条件

q⊥i = Q⊥ /B
⊥

h L3
u L3
v L3

图2
Fig. 2

h R3
u R3
v R3

边界处理方法示意图

Diagram of boundary processing method

2.1 固壁边界条件
在固壁边界上，采用无滑移边界条件，法向和切
向流速都为0，认为左右两侧水深相等，则右侧网格
上信息构造为：
hR = hL ,

u⊥R = −u⊥L ,

u∥R = −u∥L

（11）

对于一般的河道洪水模拟来说，通常都是在上
游入口处给一个断面流量过程，但是如何合理的分
配流量就成了一个问题。模型采用三角形非结构网
格剖分计算域，其优势在于能够灵活处理复杂地形
边界，所以模型中设置为垂直于入流边界入流。最简
单的处理办法就是用流量除以入口宽度来计算单宽
流量：

左侧内部网格
h L1
u L1
v L1

（9）

2.4 单宽流量边界条件
当右侧网格上单宽流量 q⊥R已知，由 q⊥R = hR u⊥R和式
（9）联立可得方程：
(
)
2c3R − c2R u⊥L + 2cL + gq⊥R = 0
（10）

界右侧即虚拟网格上的信息包括地形高程、水位、流

边界

（8）

由式（9）计算得： u⊥R = u⊥L + 2cL − 2cR 。认为两侧网
格上切向流速相等，即u∥R = uLL 。

Flux of each side on triangular grids

2 边界条件

[23]

u∥R = u∥L

2.3 水位边界条件
通常在水位边界上给定一个水位变化过程z=z(t)，
可算出边界右侧每个网格上的水深h R ；而边界左侧
网格上水深和流速为已知，根据1维特征线理论：

l2

3

u⊥R = u⊥L ,

（7）

式中，下标R表示的是右侧虚拟网格，下标L表示的是

（12）

式中， Q 为入口处断面流量，B为入口宽度。
由于在入流边界附近，该处理方式对水流流态
有一定影响，故而本文对入流模块做了部分改进，采
用一种基于地形网格数据的纵断面提取方法，确定
河道纵比降，在入流边界网格上以均匀流的方式入
流，确定边界上的水位，进而分配边界各网格上的水
力要素，最后耦合至模型通量部分进行计算。
3.1 河道纵断面及纵比降确定
对于河流中的某一段来说，河底高程沿纵断面
变化趋势大概一致；再考虑到实际地形获取以及网
格剖分时产生的误差，导致局部河道纵比降存在较
大的不确定性，故选用河道平均纵比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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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深泓线的剖面称为河道纵断面，能反映河床
的沿程变化。在实际工作中，通常以河槽底部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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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方法更为合理，由式（13）计算出Toce河该段平均
比降约为1.32%。
8.00

图。本文引入一种基于地形网格数据的河道纵断面

7.75

提取方法，从入流边界开始，首先，确定入流边界处

7.50

高程最低的网格，以此为起点和搜索中心，自动搜索

zb/m

高程为纵坐标，以河长为横坐标，绘制出河道纵断面

地形高程
J1
J2

7.25
7.00

所在网格附近的相邻网格，找出起点网格下游处高

6.75

程最低的网格编号；然后，以该网格为搜索中心，继

6.50

续重复上述搜索步骤，并依次向下游搜索，直到出流

0

10

20

30
L/m

边界为止，搜索完成，所有搜索到的最低高程网格中
心点依次连线近似为深泓线的位置。以Toce河地形
为例，如图3所示，在这一段河道中，深泓线一共经过
534个网格，全长59.85 m；Toce河物理模型试验的

图5
Fig. 5

40

50

60

Toce河道纵断面及平均纵比降示意图

Vertical profile and average gradient of Toce river

3.2 均匀流入流

真实地形如图4所示。通过对比图3的深泓线与图4

在入流边界各网格上以均匀流的方式入流，通

试验地形上深泓线可以看出，该深泓线的位置较为

过给定断面流量计算出所对应的水位。认为每个网

准确。

格上水力半径R i =h i ，J统一取平均比降，则每个网格
测点位置
深泓线

入流边界
P1

地形高程/m
8.145
6.679
P21

P5

上的流量为：
P26自由出
流边界

√
1
Q⊥i = AiC Ri J = li h5/3
J 1/2
n i

（14）

P13

式中，Ai为入流边各网格上过水面积，C为谢才系数。
图3
Fig. 3

Toce河测点分布及深泓线示意图

假设入流边上的水位为z时，则：

View of the gauging point and thalweg of Toce river

hi = z − zbi

（15）

总断面流量可表示为：
Q⊥ =

m
∑
k=1

图4
Fig. 4

Toce河物理模型试验地形 [24]

Physical model topography of Toce river[24]

按照河道平均比降计算方法，确定河道纵比降，
考虑到从上游入流，上游附近区域的局部地形对入
口处流态有一定影响，故选取上游断面代替原方法
的下游断面河底高程为基点做一斜线，使得斜线以
下的面积与原河底线以下面积相等，该斜线坡度即
为河道的平均纵比降，计算式为：
2zb0 L − ((zb0 + zb1 ) l1 + (zb1 + zb2 ) l2 + · · · + (zbm−1 + zbm ) lm )
J=
L2
（13）

式中，zb0、zb1、 · · · 、zbm 分别为自上游到下游沿程各网
格中心点高程，l1、l2、 · · · 、lm 分别为相邻网格中心点
间的距离，L为河段全长。
图5为河底高程沿程变化及平均纵比降示意图，
其中，J1为原方法计算出的比降，J2为本文调整后计
算出的比降。从图5可以看出：对于Toce河中的某一
段来说，河底高程变化趋势确实基本一致，但在下游
河道出口附近变化较为剧大。与整段河道变化趋势
相比，以上游断面河底高程为基点的平均纵比降计

1 1/2 ∑
J
lk (z − zbk )5/3
n
k=1
m

Q⊥k =

（16）

用二分法逼近求解式（16）的近似解，可计算出
入流边上的水位，从而得到入流边界上的水深。误差
估计为 |Q⊥ − Q⊥* | < 1 × 10−6。此时，并不直接按式（14）
计算每个网格上的流量，而是通过流量分配方法以
确保流量守恒。
3.3 入口流量分配
根据谢才公式和曼宁公式，流速近似与水深的
2/3次方成正比，则在入流边界第1至m个网格上 [11] ：
u⊥1
2/3
1

h

=

u⊥2
2/3
2

h

=

u⊥3
2/3
3

h

= ··· =

u⊥m
h2/3
m

（17）

当给定上游入流断面流量 Q⊥时，
Q⊥ =

m
∑
(hk u⊥k lk )

（18）

k=1

式中，lk为第k条入流边的长度，可得：
( ⊥ )∑
m
m
∑
ui
( ⊥ )
⊥
Q =
hk uk lk = 2/3
(h5/3
k lk )
h
i
k=1
k=1
则第i条边的流量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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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 = hi ui⊥ li =

Q⊥ (h5/3
i li )
m
∑
(h5/3
k lk )

0.4

（20）

0.3

k=1

Q⊥ h5/3
Q⊥i
i
= hi u⊥i = m
∑
li
(h5/3
k lk )

Q/(m3·s−1)

则第i条边的单宽流量为：
q⊥i =

43

（21）

0.2

0.1

k=1

然后，结合单宽流量边界条件迭代求解边界右

0

侧网格上的水深和流速，进而代入HLLC近似黎曼求

0

30

60

解器计算界面通量。
图7

4 入流边界不同处理方法讨论

Fig. 7

150

Flow discharges of Toce river
M1
M2
地形高程

应的入口流态，确定一种合理的入流边界处理方法。

M3
M4
入口高度

8.5
B=3.407 m（M1、M3、M4）
B=1.703 m（M2）

入 口 处 局 部 网 格 划 分 如 图 6所 示 ， 流 量 过 程 如 图 7
z/m

所示。

8.0

入流边界不同处理方法

Different processing method of inflow boundary
入口宽度/m

流量分配方法

右侧网格信息构造

M1

3.407

式（12）

式（10）+（11）

M2

1.703

式（12）

式（10）+（11）

M3

3.407

式（16）+（21）

式（10）+（11）

M4

3.407

式（16）+（21）

式（15）+（11）

7.5

7.0
0

1

图8
Fig. 8

2
起点距 w/m

3

4

入流边界上水位分布

Water level distribution on inflow boundary
10.50

3

v/(m·s−1)

M1
M2
地形高程
2

9.75

1

9.00

0

Fig. 6

入口附近局部网格划分示意图

M3
M4
入口高度

8.25

B=3.407 m（M1、M3、M4）
B=1.703 m（M2）

−1

4.00
0

1

View of local mesh generation near the inlet

按照流量除以入口宽度计算单宽流量，方法M1：

zb/m

方法

图6

180

Toce河入流流量过程

采用了4种不同的处理方法，见表1。比较各方法所对

Tab. 1

120

9.0

以Toce河物理模型试验模拟为例，对入流边界

表1

90
t/s

图9

2
起点距 w/m

3

4

入流边界上流速分布

入口宽度B=3.407 m，在入口处水位不平顺，出现了

Fig. 9

高处过水的现象，经分析是由于入口宽度太宽的原

对于不同的入流流量来说，其过水断面的水面

因导致的；方法M2：缩短入流边界宽度B=1.703 m，发

宽度也是不同的，这就需要根据不同流量合理地确

现只在入流边界处入流，水位在两侧非入流边界处

定水面宽度，所以本文采用了一种新的水面宽度自

存在间断，结果如图8和9中入流边界内部网格上的

适应确定方法。方法M3：在每个网格上以均匀流的

水位和流速分布所示。而对于河流横断面来说，水位

方式入流，用二分法逼近求解对应流量下的限定水

是连续的，这种高处过水和水位存在间断的现象极

位，用该水位计算出的水深去分配入流边界上每个

不合理。

网格上的流量（高出限定水位的网格上不分流量），

Velocity distribution on inflow 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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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流量守恒。再结合单宽流量边界条件迭代求
解边界右侧网格上的水力要素，进而计算界面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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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2和13分别为入流时间t=30、45、60 s时，
河道中洪水演进过程的水深、流速及流态分布。

方法M4：从方法M3已求得的入流边界右侧网格上的
水位和单宽流量，不用迭代，就可直接通过式（11）计
算流速，进而计算通量。

(a) t=30 s

在入流峰值时刻t= 20 s时，采用不同处理方法所
对应入流边界内部网格上的水位和流速分布如图8、
9所示，入流边界附近局部区域的水深分布如图10

(b) t=45 s

所示。
(c) t=60 s
h/m
0 0.05 0.10 0.15 0.20 0.25 0.30

图 11
(a) M1

(b) M2

Fig. 11

Toce河洪水演进过程水深分布

Water depth distribution of Toce river

(a) t=30 s
(c) M3
0

图 10
Fig. 10

(d) M4
h/m
0.05 0.10 0.15 0.20 0.25 0.30

(b) t=45 s

入流边界附近局部区域水深分布

Water depth distribution in local area near the inlet

从图8～10可以看出，当在模型中设置一个固定
宽度的入流边界时，对于不同的入流流量来说，若简
单的按照所有入流边界网格上用断面输入流量除以
入口宽度去计算单宽流量的方法处理，在入流边界
内部网格及附近局部区域会出现像高处过水、水位

(c) t=60 s
v/(m·s−1)
0 0.2 0.4 0.6 0.5 1.0 1.2 1.4 1.6 1.8 2.0

图 12
Fig. 12

Toce河洪水演进过程流速分布
Velocity distribution of Toce river

间断等不合理的非物理现象。经过本文改进过的流
量分配方法模拟结果则较为合理，而且方法M4与方
(a) t=30 s

法M3处理效果相似，对整体结果影响不大，避免了
迭代求解过程，节省了计算时间。

5 模型应用

(b) t=45 s

该物理模型真实体现了Toce河上游约5 km的复
杂河道地形，由ENEL在意大利米兰市按照1∶100的
比尺建立，作为欧盟支持的CADAM项目的一个标准
模型，常被用来检验水动力模型的精度和稳定性[24–29]。
该物理模型尺寸约为50 m×11 m，地形如图4所示。采
用三角形网格剖分计算域，共生成了具有42 014个节点、
82 895个单元的非结构网格，平均单元面积0.004 27 m2。

(c) t=60 s
Fr
0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图 13
Fig. 13

Toce河洪水演进过程流态分布
Flow state distribution of Toce river

图11～13是采用优化方法处理后水深、流速和

曼宁系数n=0.016 2 s/m1/3，模型初始为干地形，水深

流态的计算结果，从图11～13中可以看出：在Toce河

为0，左侧为入流边界，右侧为自由出流边界，其余均

物理模型溃坝试验洪水演进过程模拟中，急缓流交

为固壁边界。在河道内布置了一系列的测点，本文选

替，流态复杂，极其考验着模型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择其中部分测点来检验模型精度，其测点位置如图3

图14为河道中不同位置测点的水位随时间变化过程。

所示。模拟中库朗数CFL=0.8。

通过与观测数据的比较可以看出，水位的计算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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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测量值总体上吻合较好，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从

模型可以成功的应用于流域洪水演进过程的高效准

测点P1到P26的洪水传播时间为42 s，与试验观测值

确模拟，为洪水灾害管理决策提供一个更直接有效

40 s极为接近，采用纳什效率系数（NSE）来评价模型

的工具，更好地指导防洪减灾及预警预报工作。

质量，经计算，河道中5个测点的纳什效率系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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