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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计算格网生成是流体力学数值模拟过程中的一项主要工作, 以往普遍采用手工剖分方

法, 其结果对数值模拟产生很大影响。将地理信息系统 ( G IS) 技术引入格网生成过程, 利用计算

机自动生成计算格网 , 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以 GIS 为主控过程的集成数值模拟环境及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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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计算格网 ( Computat ional Crid) 是对流体动力学问题进行数值模拟过程中所采用的对研究

域进行空间离散的方法, 是对流体动力学问题进行数值模拟的首要步骤。在地学研究过程中, 要

想刻画地表水、地下水、大气等流体的行为, 预测其发展, 经常是采用数值模拟方法, 对研究

区进行离散, 通过对每个离散点的计算从而得出整个研究区内的流体运动特性。因此, 设计与

生成计算格网是进行地学数值模拟的首要任务。

计算格网的生成通常采用手工方法。这种方法将研究者对区域的认识和理解充分应用到了

剖分中, 在拥有相当经验的条件下, 所获的格网通常是简单和易于理解的, 但格网单元坐标的

求取却相当费时。随着计算机技术应用领域的逐步扩大, 其图形图像能力的飞速发展, 使人们

逐渐开始利用自动化方法进行格网的生成。

作为处理、分析、管理空间数据的技术系统, GIS逐渐成为地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技术手段。

地理信息系统具有信息系统的典型特征, 即对数据具有采集、管理、分析和表达功能。但它与

普通信息系统区别的地方在于它所管理的数据不仅包括一般的属性信息 (通常为各种关系表结

构) , 还包含有大量空间信息 (通常指图形图像信息)。从这一意义上说, 它比我们通常所见的

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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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IS 支持下的计算格网自动生成与管理

2. 1　格网自动生成方法

数值模拟过程用的有限差分法通常采用正交矩形格网, 其自动生成方法如下: 首先分析研

究区的最大范围, 以其为边界并确定一定的矩形边长 (一般采用交互的方式, 由操作者确定 X、

Y 方向上的格网数) , 从而对研究域进行划分;其次根据研究域内的关键点进一步调整格网密度,

以适应研究域的要求。这一方法就好象是以研究域为背景, 叠合一张透明矩形格网薄膜, 这一

方法简单快捷, 但由于对边界点必须采用插值方法, 造成的误差较大。

为了克服这一缺点, 一方面可采用增加空间分辨率, 使边界点的插值更符合实际条件。但

在常规的手工剖分格网, 获取计算数据的情况下, 要想达到这种可任意调节空间分辨率, 使生

成的格网更符合模式计算要求, 格网边界与实际边界更好吻合的要求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

可采用正交曲线格网进行拟合。它以Laplace 或Poisson方程作为变换关系式, 通过确定格网密

度函数, 使其较好的拟合边界, 再将其变换至计算平面内, 参照正交矩形格网进行计算。这一

方法可以自动化的拟合边界, 但由于它采用方程做变换式, 计算量相对较大, 生成过程较慢。

除去有限差分格网, 最为常用的是有限单元格网。对于梯度变化不大的区域, 可根据研究

区域大小设定一个基础三角形边长从而确定格网结点, 形成三角形有限单元格网, 为了更好的

适应边界条件可对边界上的结点进行人机交互式调整 (图 1)。而对于研究区内存在岛状区或梯

度巨变区, 同样可以通过人机交互式方法确定巨变区边界, 再进一步给定三角形边长变化范围,

即可形成针对不同类型研究区的三角形有限单元格网 (图 2)。

图 1　对边界调整的三角形有限单元格网

F ig . 1. T r iangular finite element meshes after adjust-

ing o f boundar y

图 2　含有岛状区及不规则点线的有限单元格网

F ig . 2. Finite element meshes with island and ir-

regular po int and lines

2. 2　GIS支持下的格网生成与步骤

选择常州作为实验区, 针对开采量相对较大的第Ⅱ承压含水层进行模拟, 利用 GIS 技术, 自

动生成计算格网, 其具体方法与步骤如下:

( 1) 数据采集　采用手工数字化或屏幕跟踪数字化采集常州市基础地理信息: 地形、水系、

道路、行政边界、居民点等。同时采集实验区内相关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信息: 第Ⅱ承压水等

水头线、工程地质分区界限、构造界线、地下水抽水井及长观孔分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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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数据库建设　即将数字化后的空间信息进一步的编辑、修改并与属性信息相关连, 形

成符合 GIS 软件要求的数据集, 为下一步处理做好准备。

图 3　在 ARC/ INFO 支持下生成的三角形格网

F ig . 3. T r iangular m esh gener ated by ARC/

INFO

( 3) 自动格网生成　由于实验区范围有限, 无法

直接利用第Ⅱ承压含水层天然边界。从整个长江三角

洲地区第四纪剖面图上可了解到常州区域并不存在地

下水的天然分水岭, 仅在常州市西部存在含水层缺失

区可作为边界。由于长江切割深度接近或达到第Ⅱ承

压含水层顶板, 成为地下水补给源, 可作为边界。因

此仅以图幅边界、含水层缺失区边界及长江作为示意

边界。利用地下水平开采井及长观孔作为三角形单元

节点在适当地区加密后形成三角形单元节点层。在标

准 GIS 软件 ARC/ INFO的 TIN 模块支持下生成初始

三角形格网, 然后叠加常州市第Ⅱ承压含水层分区图,

不同的分区确定了各区的计算参数, 针对水下地形即

隔水底板的影响, 叠加第Ⅱ承压含水层水底板等值线

图, 确定区域地下水分水岭。在拥有这些背景数据的

基础上利用 ARCEDIT 模块对网格节点进行移动、加

密或稀疏化, 使格网划分更加接近于实际。同时将不

同的分区条件转化为各单元的计算参数, 形成初步符

合要求的计算格网 (图 3)。

( 4) 数据交换　利用ARC/ INFO 的数据转换功能可将其转化为ASCⅡ、DXF 等文件格式,

图 4为线要素格网 ASCⅡ码格式。一般情况下现有有限元计算工具可以读取 ASCⅡ文件, 对于

某些软件, 可能要进行必要的数据转换, 使其能达到有限元计算工具的要求。

图 4　线要素格网 ASCⅡ码格式

F ig . 4. Arc ASCⅡ fo rm at of g rid

当数据转入后即可进行试算, 完成后将结果以 ASCⅡ格式回传至 ARC/ INFO 环境。

( 5) 后期处理　在ARC/ INFO 下, 利用 ARCEDIT、T IN模块或在ARCVIEW 下直接利用

其 Spat ial Analysis模块计算结果生成地下水等值线图、地下水埋深模拟及地表沉降图等。

2. 3　GIS支持下格网生成的优点

GIS 将空间数据以层的方式进行存储,不同的层对应于不同的空间特征。这样的一种数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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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方式能够真实地再现各种空间实体并能针对不同的特征进行操作, 应用于格网生成过程中即

将整个格网作为一层存储, 相应的格网点坐标及计算参数以关系数据库存储, 可以实现图形与

属性数据的关联。而其它地形、地貌、水系、边界等信息, 按其不同特征分别以不同层存储, 这

样不仅可以显示各实体间的相对位置关系, 还可以直观的表示不同特征的相关特性。

除了存储方式的优越性外, 现有的 GIS 软件拥有较好的图形用户界面, 用户可以交互式的

调整格网结点位置, 并可自动存储格网结点坐标。对于梯度巨变区, 可以进一步交互式划分子

区, 确定带宽, 形成疏密有致的三角形有限单元格网, 表 1对比了 GIS 支持下计算格网自动生

成与手工生成的优缺点。
表 1　GIS 支持下计算格网自动生成与手工生成优缺点比较

Table 3. Contrast of automatic computational grid generation

supported by GIS and manual grid generation

GIS支持下自动格网生成 手工格网生成

优

点

1. 空间属性信息统一管理 1. 将专家经验引入剖分过程, 具有智能化特征

2. 利用层存储网格数据, 可直观显示不同特征间的关系

3. 网格结点操纵方便

4. 大批量自动化输入、输出数据

缺

点

1. 无法充分引入专家经验, 需要经过多次试算 1. 空间属性信息分别管理

2. 网格结点操纵复杂

3. 输入输出数据烦琐

　　GIS 支持下计算格网生成与数值模拟过程是以 GIS 为主体的集成数值计算环境, 这里的

GIS 软件可根据要求采用不同软件, 而且可对地下水、地表水、石油等流体进行数值模拟。除了

生成计算格网, GIS还可将整个模拟区的数据管理起来, 它以主控过程的身份承担了数据的输

入、编辑、修改、管理、转换、显示、输出等多项工作, 如果将模拟过程与 GIS 相集成, 可形

成一种半紧密式集成计算环境, 以比较低廉的代价达到基本符合要求的计算可视化与过程可视

化, 不失为流体数值模拟的一种好方法。

3　结　　语

GIS 作为集地理学、测绘科学、环境科学、城市科学、空间科学、信息科学和管理科学为一

体的新兴边缘学科, 正在向前飞速发展, 其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扩大, 涵盖了空间信息与属性信

息的综合应用。

在 GIS 支持下的计算格网自动生成具有多种功能: 对任何研究域可自动生成格网; 交互式

编辑格网、控制带宽、单元大小及增长比率; 在数据与格网结点、单元及块之间自动生成动态

链, 并可将格网作为数据库进行查询。进一步而言, 将GIS应用于数值模拟过程是GIS分析、模

拟功能新的扩展, 还处于探索阶段。除了自动生成格网, 它还可以构建整体数值模拟环境, 从

而达到以下功能: 建立概念模型; 对研究区进行图形化定义; 自动生成有限单元格网并可接受

不同来源数据; 对格网数据进行算术操作、演绎处理; 利用 GIS 组织数据, 对复杂数据集进行

查询和浏览; 以一定数据格式输出至数值模型; 显示模型的输入及结果。

相信随着GIS的不断发展, 应用 GIS 技术构建的数值模拟环境将会成为现代数值模拟的有

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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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computat ional g rid generat ion is the prime procedure of hydrome-

chanical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results of gener at ion af fect the numer ical simu-

lat ion obviously . The manual grid generat ion methods w er e used for a long t im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intend to apply the new ly developing technolog y o f Geogr a-

phy Info rmat ion Sy stem ( GIS) to the grid generat ion, use the computer to generate

the numberical gr id automat ically , and discuss the integrated GIS-based numerical

simulat ion environment and its funct ion.

Key words: g eographic info rmat ion system; automatic g enerat ion; computat ional

g rid.

41　第 1 期 马千程等: GIS 支持下计算格网自动生成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