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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水动力学的回顾和当代前沿问题

谭 维 炎

(水利部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24)

摘要: 自 50 年代起, 用计算机模拟近似满足浅水假设的水流, 在算法和理论方面受到气体动力学

的重要影响, 在本世纪末促成了理论与计算浅水动力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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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体力学中浅水流动是对实际流动的一种简化和概化数学模型。不可顾名思义, 认为只

要水浅就是浅水流动, 其实可能不是, 反而近海水流和高空正压大气都常可算作浅水流动。1871

年法国人圣维南 ( A . J. C. B. de Saint-Venant ) 建立了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一维非恒定水流

方程组, 其中包含了浅水流动的三个基本假设, 即: ( 1) 流速沿座标轴方向并在横断面内均匀

分布 (底摩阻的影响局限在边界层内) ; ( 2) 水压力沿水深服从静压分布; ( 3) 无垂直速度与加

速度, 它们或是由流动的非一维性所引起 (如断面形状及弯道产生的二次环流) , 或是由密度不

均匀产生的浮力所引起 (如水中含沙、盐、热、气等导致的垂向交换)。虽然严格意义的浅水流

动并不存在, 它接近于但不等同于某些实际流动。除深海外大部分地表水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近

似作为浅水体来处理。传统水力学的主要对象亦是用实验方法研究浅水流动。后人把圣维南方

程组 (可称为一维浅水方程) 推广为二维浅水方程组, 只要把上列第一条浅水假设改述为水平

流速沿垂线均匀分布即可。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 《力学卷》, 水动力学又称液体动力学, 研究水及其他液体的运动规律

及其与边界的相互作用, 它与气体动力学共同组成了流体动力学。浅水动力学是加上前述三项

限制的液体动力学的一个分支, 目的是使问题的处理得到很大简化。其研究方法包括现场观测、

实验模拟、理论分析和数值计算四类。由于前二类方法与传统水力学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无需

利用也难以体现浅水假设, 故本文只涉及理论与计算浅水动力学问题。

1　理论浅水动力学的进展

没有基础理论的支撑是不能形成一门学科 (或其分支) 的。浅水动力学的基础理论是什么?

这是理论工作者必须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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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很早就论证了一、二维浅水方程组属双曲型, 其解具有特征构造。50年代, 林秉南

院士首先提出计算一维浅水流的特征法 (由于某种历史原因, 国外文献中将此贡献归之于他人

名下)。后来又有了模拟二维浅水流的特征法。确实, 双曲型浅水方程组的解具有特征几何构造,

这一点是理论的核心, 但笔者认为, 这还不够系统, 有待深入、全面的展开。

在本世纪上半叶先后有若干流体力学专著以简短篇幅提到,还有几篇期刊论文专题讨论到,

浅水方程组在数学形式上和正压气流欧拉方程组一致。这是 “水气比拟”的基础。这就是说, 从

流体性质看浅水动力学属水动力学, 而从运动规律看却接近于气动力学。但只有宽矩形断面、平

底明渠流和正压气流之间才可直接比拟, 互相移植理论和实验结果。再加上实现困难, 故长期

以来水气比拟并未收到明显实效。

本世纪中叶以来, 纯粹与应用数学家对双曲型守恒律 (方程) 组及其解的性质与构造进行

了系统的理论研究。这工作受到当时研制喷气式飞机和核爆破等应用问题的强力推动, 以有关

理论为指导, 计算数学家设计了许多优良性能的数值格式来模拟气流, 每个年代都可举出当时

的代表性算法, 逐步形成了计算气动力学。於是, 利用水气比拟的可能性问题又重新提到日程

上来。只要回答了下列问题——气流的理论结果和数值算法在什么条件下可以移植到浅水流?哪

些结果不可移植? 由于情况的差别, 在移植时需要作出什么样的改变? ——一门新的理论和计

算浅水动力学便可以通过跨学科研究应运而生, 并发挥重要效用。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产物, 是

时代给予水动力学工作者的挑战和机遇。

关于理论浅水动力学的主要内容, 目前已可看出其轮廓, 涉及到下列方面:

( 1) 怎样选择因变量? 不同因变量的相应方程之间如何转换? 各种形式有何优缺点? 是否

相互等价? 适用于什么场合?

( 2) 双曲方程组的解在几何上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构造 (一维水流有两族特征曲线, 二维则

有两族特征曲面, 统称为特征) ? 有何物理意义? 在求解过程中如何利用它?

( 3) 双曲方程组具有哪些代数特征关系 (特征值、特征向量、变换雅可比、特征场、黎曼

不变量等) ? 能否以及如何使方程组对角化和对称化, 以利於求解?

( 4) 双曲方程组的解如何根据其连续性加以分类? 它们和特征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为何经

历一定时间后连续光滑的初值会发展出间断? 为什么数学上间断解通常不唯一? 如何从中选 出

唯一物理上真实的间断解? 在微分方程不成立的间断点解应当满足什么条件?

( 5) 浅水方程组及其解具有哪些基本性质 (例如: 方程描述了某些物理量具有守恒性, 解

的特征构造描述了信息的输运传播性, 守恒物理量的空间分布随时间推移具单调保持性等) ?

( 6) 浅水方程组和某些数学物理方程组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一类是比较简单因而研究较详

细的模型方程, 如线性波动方程、单一非线性守恒律、Burgers 方程等, 另一类是流体动力学的

不可压和可压流方程组、NS 方程、水动力学雷诺方程等) ? 浅水方程组所描述的流动在物理上

是怎样的? 它不能描述哪些流动?

( 7) 浅水方程组的涡方程形式如何? 它能够描述以及不能描述什么样的涡运动? 浅水涡与

研究最多的理想不可压流涡运动有何区别? 如何考虑固体边界上分布式与集中式生涡?

( 8) 如何考虑方程组中非齐次项的作用 (以上理论分析常针对齐次方程组, 因它是完全方

程组的主部, 决定了微分方程及其解的基本性质) ?

( 9) 浅水方程组初边值问题的正确 (适定) 提法是怎样的? 如何规定边界条件的数目与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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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内容虽然不够全面, 也有待继续深入研究、提炼和概括, 但所有算法的优劣取决于各

自对于方程和解的基本性质的符合程度。这些基本问题的澄清将为浅水流数值模拟指引正确方

向, 避免盲目性, 减少低层次重复研究 (以往提出的数值格式太多而真正具生命力者少, 部分

地反映了这一情况)。正是理论的普遍性和深刻性, 保证了为构筑理论框架所付出的劳动不会

白费。

2　一维渐变浅水流的数值模拟

自 50年代首次应用计算机和差分法 ( FDM ) 模拟河道水流, 至70年代中出版 Yev jevich等

主编、由当时一批著名专家分工执笔的 《明渠非恒定流》三卷本名著, 标志了一维渐变浅水明

渠流数值模拟的初步成熟。该书从极其大量文献中 (书目构成该书第 3卷) 选出几种差分格式

加以推荐。今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中 Lax-Wendrof f显格式已为计算气动力学 1969年提

出的 Mac Co rmack 格式所代替 (二者均属二阶中心格式, 为计算方便而修改前者成为后一格

式) , 蛙跳及扩散格式等极少使用, Preissmann四点隐格式一直保持其强劲生命力, 特征格式亦

不断有所完善。近年来, 美、法、荷、丹、日等国家的著名国际工程顾问公司所使用的、及投

放国际应用软件市场的一维水流模拟软件, 大多使用二阶中心 FDM (包括箱格式)。其原因是:

FDM 使用台劳级数以差商逼近导数, 中心格式形式精度较高, 且能符合缓流中某点的解同时受

到来自上、下游的影响这一事实 (但不准确, 因物理上这两种影响不对称)。因此, 中心格式

(如显式 Lax-Wendro ff 和 Mac Cormack格式及隐式 Preissmann 格式) 尽管不是从解的特征构

造出发, 对渐变缓流的模拟既简单又常较有效。

当沿流程几何特征 (河道断面、水底高程等) 及流动要素 (水位、流量) 变化较大较快时

(如突发洪水、溃坝洪水及间断流等) , 用相邻计算点的数值解来估计控制方程中的时空导数项,

必然带来可观误差, 甚至造成水量不平衡。此时 FDM 只适用于计算点附近的小邻域和短时间步

长, 不适用于两端断面差异较大的一维子河段等情况。已提出的改进措施可归纳如下:

( 1) 如何计算断面形状复杂的明渠流? 首先一维渠床底坡难以定义和定量。在常用形式的

动量方程中, 压力项与底坡项常合并写成 A
z
x
的形式( A 过水面积, z 水位, x 沿程距离)。水面比

降
z
x
虽小,但A 可能沿程变化很大,在FDM 中该项化成差分后A 难以取值, 且该项为非线性项,

易造成很大模拟误差(尤其是如果该项与压力项的差分格式不一致) ,甚至使计算失稳。困难的实

质是:由于几何不规则使流动偏离第二个浅水假设, 具非一维性质, 通过平均化处理简化为一维

流动必带来可观误差。也可解释为: 连续方程中的因变量 A 在一个计算子河段△X 范围内变化

很大, 使浅水流在数学上类似于急变可压流。当前各种流行的一维差分算法均未能满意地解决

这个问题。

顺便指出, 多年来的一个热门研究课题, 由槽滩组成的复式断面明渠流的算法, 属于对特

殊几何形状的专门处理技巧。

( 2) 把三维水流方程通过逐次积分简化为一维水流方程, 还会产生其他问题, 由于前述的

浅水假设不能准确成立, 会给一维模拟带来误差。研究表明, 可在对流项、压力项等的前面乘

以相应的校正系数, 但系数需由流动偏离第一和第二个浅水假设的程度确定, 目前只有大约的

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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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浅水方程组最重要的非齐次项是水力摩阻项。目前几乎都用均匀流曼宁公式来表达, 并

根据经验初选糙率, 再由观测资料来率定。但有时发现曼宁糙率值的变化难以解释, 或其变幅

很大, 超出常识范围。这一方面是由于其他因素处理不当, 因而把误差都集中反映在糙率值上。

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糙率值确非常数, 水深很小时常会明显加大, 且随涨落率 (即水流加速

度) 而有相当的变化, 如涨潮落潮及大小洪水糙率不同。这些方面都已有一定的研究。此外, 一

维水流还有各种能量损失, 来自断面扩缩、弯道、绕流等, 这是曼宁沿程摩阻所无法模拟的, 只

能通过在方程组中引入局部水头损失项来解决, 但属经验性处理, 不易准确定量。

值得注意的趋势是: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 今日计算机速度与容量已不构成对模拟

的限制。允许统一采用圣维南方程组作为控制方程, 不必舍弃某些项 (如简化为运动波、扩散

波等)。也允许采用很小的时空步长, 这对提高精度来说往往比采用复杂的高阶算法更为有利,

同时也有利于扩大显格式的使用 (以往则主张对大江大河渐变水流宜用隐格式)。但对复杂河网

水流, 采用以中心格式为基础的分级隐式算法, 在当前看仍是最有效的。

3　一维急变和间断浅水流的数值模拟

长期以来一维浅水流算法不能用于模拟急变和间断流。为了评估水库溃坝后果, 或利用简

化的水坝瞬溃问题的解析解 (如著名的 Rit ter 解) , 但失之模型过于简化; 或在算法中采取一些

处理技巧 (如仿照气流激波的模拟, 在格式中引入人工粘性项) , 但不是数值解出现虚假振荡以

至失稳, 便是使间断过分坦化, 人工粘性也存在很大任意性。美国负责检查大坝安全的国家天

气局, 70年代以来一直使用自己研制的程序包 DAMBRK 等, 虽其国际评价名列前茅, 但因为

坚持使用中心隐格式, 只是采取了过水断面自动内插以减小步长的处理, 模拟工作常遭失败。80

年代, 溃坝洪水计算仍被列为我国水利科研重点课题。此外, 小如涌潮这样的间断也很难模拟。

随着超音速飞行的发展, 自 70年代中起, 计算气动力学对激波模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

对可压流欧拉方程组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先后提出了几类深刻的思路和巧妙的技术。其中

绝大多数的目标都是试图建立守恒逆风格式 (因为以特征分析为基础故称为特征基逆风) , 因为

只有守恒型格式才能计算间断 (当然, 此时不守恒误差不存在) , 同时只有逆风格式才含足够的

数值粘性以消除虚假振荡 (中心格式粘性太小)。一类是从代数特征分析出发的通量向量分裂

( FVS) 格式。二类是使用黎曼解的格式, 包括通量差分裂 ( FDS) 格式, 及按特征分解的 Osher

格式等。三类是在无论使用中心或逆风格式时, 对其中所含的反扩散项或粘性项加以限制, 以

达到既无虚假振荡又保持较高精度的目的, 其中包括 70年代初提出的通量校正输运 ( FCT ) 格

式, 及 80年代初提出的全变差消减 ( T VD) 格式和 80年代末的基本无振荡 ( ENO) 格式等。此

外, 还有许多格式小类, 包括以Moret t i为首的意大利学派的 格式 (传统特征法的发展) , 和

法国学派的中心格式加上隐式校正等。这些高性能格式 (不可能在此具体介绍) 的出现高潮在

80年代末以前, 以致有的外国知名专家认为一维格式改进的潜力已经不大。

受计算气动力学进展的带动, 这些高性能格式中的大多数迄今已被移植到计算浅水动力学

中。在时间上晚了 10～15年, 且国外率先从事此项工作的主要是应用数学和计算流体力学工作

者, 因而所发表的文献研究对象分散, 未成系统, 且模型过于简化 (如矩形断面光滑明渠、平

底或单一底坡等)。一些知名的国际计算水力学专家对此反应迟钝, 迄今几大国际性工程顾问公

司使用的仍是原来的传统算法, 只是改用了WINDOWS操作系统和改进了输入输出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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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于简单溃坝等问题, 高性能格式的应用效果不错, 能与已知解析解吻合, 并能考虑

部分实际因素 (如糙率、底坡、坝下游有水等) , 但格式移植工作也遇到了困难。一是气流欧拉

方程组与浅水方程组不同, 浅水流用静压假设代替气体热力状态方程。对连续流, 浅水流用于

描述机械能守恒的方程成为冗余, 而气流欧拉方程则不可或缺。对间断流, 浅水流的能量损失

及间断点跳跃条件由连续及运动方程便可确定,而气流则除这两个方程以外还要用到能量方程。

因此, 气流的间断条件不能移用于浅水流, 某些利用此条件的公式和算法自然也不可移植, 但

另外一些基于气流连续的算法则可以移植。这就要求通过理论研究加以甑别。二是气流中不存

在类似于水流内部地形影响的因素 (气流的固体边壁通常作为外部边界来处理, 而变断面管中

拟一维气流的固定断面沿程变化作为方程组非齐次项来处理)。因此, 在模拟几何不规则断面内

或地形上的水流时, 不可直接搬用气流算法, 笔者的体会是, 需要对压力项、底坡项等采取适

当的处理。当前这个问题在国外文献中未见有讨论, 而笔者提出的 FVM 格式已能用于复杂和不

规则的地形。

当前这类新移植的高性能浅水算法属一阶算法 (少数例外如 TVD- Mac Cormack 格式)。

如何提高精度及比较选择算法值得进一步研究, 其中包括如何更准确地处理非齐次项。

这一段发展史还表明, 用来模拟一维急变与间断流的高性能算法具有通用性, 也可用来模

拟渐变流, 而且既适于急流又适于缓流, 并自动处理两者的过渡。这就有可能采用同一种优良

算法研制出通用的高性能浅水流模拟软件。即便在用于某些特殊流动时其效率不高亦无大碍。重

要考虑因素在于算法要健全, 避免采取各种人为处理和人工参数。当然, 物理参数如糙率是必

要的, 但也要便于率定调整。

4　二维浅水流的数值模拟

1967年美国 Leender tse首次应用交替方向隐 ( ADI) 差分格式模拟二维潮汐水流, 并很快

得到推广。后来国际上又应用苏联 Yanenko 等人的分裂法, 从按空间座标分裂到按物理机制

(即方程中物理意义不同的项) 分裂控制方程组。我国在 80年代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这

些算法的共同点都是基于矩形座标网格上的 FDM。明显的缺点是, 受网格密度的限制, 对平面

水体的周边形状逼近较差, 且对边界条件的实现困难或不准确 (尤其是边界线的转折点)。因此,

近年来尝试引入计算气动力学于 70年代提出的贴体 (或称边界拟合) 曲线座标系, 但仍存在控

制方程变复杂、计算量加大、且计算域形状受限制等缺点, 故未得到普遍推广。

70年代起计算流体力学界开始将有限元法 ( FEM ) 应用于平面流动模拟。FEM 的最大优点

是所用的不规则的无结构网格, 易于较准确地逼近浅水体周边地形和水下地形, 后者正是决定

水体在重力下如何流动的主要因素。但 FEM 虽然在计算固体静力学中很成功, 此时则遇到了两

大问题。一是为了使计算量不致太大, FEM 主要用于模拟恒定流 (类似于模似固体的静应力状

态) , 否则每一计算时段都要求解一个庞大的方程组。但直接求解恒定流方程组存在数学上的困

难, 通常还是在恒定流边界条件下求解非恒定流方程组 (称伪非恒定法) , FEM 计算量大的困难

便避免不了。二是基于加权残差极小化原理的FEM , 主要适于求解椭园方程边值问题, 故主要

用于不可压流。对可压流及浅水流这样的双曲初边值问题, 标准的Galerkin FEM 相当于中心格

式, 需要改造成特殊的 FEM 才能相当于逆风格式, 甚至可处理间断解。正是由于此深刻的内蕴

而非外在技术因素, 使 FEM 在浅水流模拟中并未得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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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计算气动力学在模拟二维及三维流动时发展了有限体积法 ( FVM ) , 它是以往的一

维守恒型格式的多维推广。FVM 早在 70年代初开始用于平面不可压流数值模拟, 形成了矩形

网格上的SIM PLE 类隐式算法。此时, 计算气动力学却采用 FEM 网格, 沿每个控制体的各个界

面的法向, 用高性能守恒逆风格式计算跨越界面的质量和动量通量, 然后对每个控制体分别建

立质量、动量及能量平衡, 得到 FVM 方程组, 用于求解计算时段末控制体平均的数值解。当控

制体与格子重合时 (称 CC 方式) , 控制体平均值赋予格子形心。当控制体以格子顶点为中心构

成时 (称 CV 方式) , 控制体平均值赋予格子顶点。这一思路实质上是推导控制微分方程时对有

限控制体的处理, 而省略了后半步对时空步长取无穷小极限的过程。当地形有显著不规则变化

时, FDM 必须加密计算点否则无法应用, 而 FVM 则可直接应用, 只需每个控制体内地形近似

线性变化。笔者认识到, 浅水在重力驱动下和地形制约下流动, 故正确估计水体与床壁之间作

用力的水平分量常是数值模拟成功与否的关键, 也是水气流动模拟之间的重大差别。在FVM 的

框架下, 如在每一时间步内对逐个控制体进行动量平衡时, 除静水压力外还同时正确考虑这一

作用力 (在二维情形要考虑毗邻陆地边界格子形心处流向不与边界平行所产生的正或负动水压

力) , 问题便迎刃而解, 既简单又准确。这为推广FVM、发挥其优点开拓了道路。推而广之, 只

要依据基本力学原理, 可考虑计算域内各种局部障碍和阻力 (如边界转折、断面迅速扩缩等) 所

产生的能量损耗。此外, FVM 既适用于连续解, 也适用于间断解, 可以严格遵循物理守恒律。

对二维问题可使用FEM 网格和斜底格子以准确拟合地形; 采用一维守恒逆风差分格式 (尤其是

高性能特征逆风格式) 来计算跨越控制体界面的通量, 并通过有限控制体的水量动量平衡来建

立离散的FVM 方程组供求数值解使用。FVM 的误差主要来自对界面通量的估算, 它严格遵循

守恒律, 不存在任何的水量动量不平衡的守恒误差, 这不同于 FDM 的误差主要来自用差商逼近

偏导数而带来的截断误差, 后者使 FDM 不适用于时空变率大的情况。因此, FVM 吸取了 FDM

与 FEM 的优点, 并同时具有自己的独特优点, 尤其对二维及三维问题 FVM 可发挥巨大作用。

随着FVM 在计算气动力学中应用的不断发展和普及, 它在平面浅水流中的应用已是自然

而然的事。而且后者似乎更为得心应手。其原因之一是计算气动力学问题主要是模拟恒定气流,

且常用隐格式, 此时在无结构网格上求解大型稀疏线性方程组在算法及计算量方面会遇到较多

困难; 而浅水流问题更多是模拟非恒定流, 如果使用显格式就不会遇到无结构网格带来的上述

困难。原因之二是计算气动力学模拟常要求精度高, 故网格很密 (可达十万以至百万个格子) ,

使无结构网格上的数据处理成为负担, 而浅水模拟常要求精度不高, 网格较稀不会给上述处理

造成困难。因此, 用FVM 模拟二维浅水流在 90年代已呈明显优势, 势将继续到下个世纪。实

现它的关键在于如何自动生成或适用的网格, 如何选择 FVM 的形式, 如何估计通量, 以及如何

提高精度等, 这些都有待今后继续研究与完善。

当前二维浅水流数值模拟尚存在一个关键技术问题。回顾在当初使用 ADI 法时, 虽然计算

稳定性允许的时间步长较大, 但轮流沿两个座标轴方向隐式求解, 不能恰当考虑该两个方向流

动之间的相互作用。数值解存在流速向量向某座标轴方向偏斜的 “一维化”趋势。当流向与座

标轴夹角为 45°时误差最大。时间步长越大误差也越大, 发挥不出隐格式的优点。无结构网格上

的 FVM 在这点上有所改善, 因格子各边方向杂乱, 流向偏转误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

如使用显格式, 因时间步长小, 此误差更不明显。但从理论上看, 在沿控制体各边法向求解黎

曼问题时, 未考虑因变量的切向梯度的影响。特别是当解的间断线不和边的法向平行或垂直时,

间断会由于格式粘性而被或多或少抹平。最近几年内, 一些研究者正在把计算气动力学中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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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真正二维”数值格式移植到浅水模拟中来, 成为值得注意的进展。

浅水方程组用曼宁水力摩阻损耗项代替紊动粘性项,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垂线上流速不均匀

产生的垂直环流。需要时 (如浅海流计算 ) 可在方程组中加入水平涡粘项以考虑流速切变产生

的网格尺度以上的大涡。但其数值解未能考虑陆地边界层分布式生涡的机制, 更未能考虑由于

边界形状不规则而绕流分离 (注意浅水方程组的理论解不会产生分离与实际流动的存在差别)、

生涡脱涡所引起的能耗与流场摆动 (在这方面浅水理论要与分离流理论相结合)。近年笔者在三

峡近坝库区流场摆动的研究中对此作了有益的尝试。

一维浅水流模拟无法从理论上使流动的二维、三维性所带来的误差得到满意的解决。同样,

二维浅水流模拟无法描述三维环流的影响。两种情况下都只存在一些经验性解决办法, 有待长

期研究, 且很可能要通过个例研究。

5　几点注记

半个世纪以来浅水流模拟始终是研究热点课题, 迄今已积累了数千篇论文。但专著却为数

少得可怜, 反映出尚欠成熟的处境。在一篇简短的综述中, 不可能涉及已提出的数百种数值格

式, 而如果从中选择出几种来评价则又必定是挂一漏百, 故笔者决定不揣水平浅陋只粗线条地

表述由文献的汇集 (尽管其中大多数可能已很快被遗忘) 所描画出的、此科学分支的发展轨迹

和主脉。许多专题和具体细节只能舍弃, 但为了扩展视野, 还要再说几句。

浅水动力学的对象是近拟水平流动的一、二维水体, 能否扩展到三维? 三维水流是不可压

流 (或可考虑水的弹性)。不可压流方程组的连续方程中缺时间导数项, 该方程起运动方程的约

束条件的作用 (对流速场的约束) , 可视作可压流方程组的奇异极限, 信息在流体中以无限速度

传播。这些使可压流 (及浅水流) 与不可压流在方程性质、解的构造及数值解法方面有很大不

同。故浅水动力学的结果不能直接应用于三维水流, 除非是作一些特殊处理 (如把三维水流划

分成若干水平层, 每一层作为浅水流来分析计算, 再总合起来, 并考虑自由面的特殊边界条件,

这称为二维半处理)。垂直平面内的二维水流也和三维水流类似。

浅水动力学的结果却能较容易应用于水质输运方程, 后者在数学上等价于流速场给定的连

续方程, 因而数值格式完全可以移植。结果也可用于水质 (及泥沙) 输运扩散方程, 所增加的

扩散项使方程具抛物性, 该项在FDM 中常用中心差分来逼近, 而在FVM 中只要计算相应的扩

散通量。结果还可用于一、二维雷诺方程中除紊动项以外的方程主部。当然, 在上述方面各有

其特殊环节要处理, 但浅水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构成了它们公共的应用基础学科。浅水流数模

的应用领域十分宽广, 遍及水利水电、海洋水港、水环境等大量工程。

本世纪的史实表明, 理论浅水动力学是在模拟实际水流的实践需要的推动下, 从流体 (包

括液体和气体) 动力学理论的逻辑体系中演绎出来的。它既是一类理想浅水流动的理论概括, 也

是大量实际浅水流动的近似数学描述, 是一个虚拟现实世界。同时, 对模拟提出的越来越高的

精度要求, 促进了计算浅水动力学在上述理论的指引下, 随着计算技术飞速发展而不断完善

(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不同于单纯从数值解的角度为浅水方程组的各项寻找其差分逼近式)。

回顾最近 10年间笔者对此问题的认识深化过程, 或许是有益的。起初注意力放在引进某个

优良的计算气动力学格式 (如现在笔者应用最为得心应手的 Osher 格式)。引进的格式多了, 逐

步系统化, 并要考虑回答引进工作的普遍性理论问题。以后又领悟到核心环节 (上述格式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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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基础) 是用 FVM 来取代 FDM 和 FEM , 且作为后两者的自然发展。于是, 堪与计算气动力

学处于同等地位的计算浅水动力学的雏形终于出现。同时, 出于对指导理论的迫切需要, 又提

炼出理论浅水动力学, 与前者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下一世纪初, 理论将进一步完备化, 深层化、实用化和通俗化。众多的高性能数值格式将

通过筛选保留少数, 圆满解决实际模拟工作中的各种问题, 逐步取代现有传统算法和部分代替

物理 (水工) 模型试验, 研制出通用、健全、具有友好人机界面的浅水模拟软件包, 以及为复

杂江河水系或地区的防洪、兴利规划设计和预报运用服务的专用系统。

历史评价与展望素来不易。文中一些观点难免带有个人色彩, 姑妄言之, 实多片面偏颇之

处, 足证笔者力所不逮, 愿换来众多智者的深刻见解, 则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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