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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的输水系统仿真通常采用面向微分方程组的仿真方法, 该法难以直观、形象地展示出仿真建模及仿真过

程, 仿真程序的通用性差。探索一种新的输水系统仿真方法, 将面向结构图的仿真应用于输水系统仿真中, 以

Simulink 软件作为系统仿真平台, 通过系统结构图来拼装系统的仿真模型, 实现仿真计算的可视化, 同时根据可视

化反馈信息实时有效地控制仿真的进程, 最后通过仿真实例验证了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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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输水系统动态过程的数字仿真, 通常是首先对输水系统中的各个环节建立微分方程或代数方程, 通

过对这些方程所组成的方程组进行数值计算而得到整个动态系统的发展过程, 这种仿真方法称为面向微分方程

组的数字仿真方法
[ 1]
。该方法在编制程序时比较简单, 但系统仿真模型中各个环节之间相互耦联, 参数相互制

约, 对于系统中每个环节的修改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仿真程序的修改, 使用时既不方便也不直观
[ 2, 3]
。同时,

要实现仿真计算过程的可视化, 须先建立数据库存储计算数据, 通过可视化模块对数据库中计算数据的调用来

实现仿真计算的可视化[ 4] , 其实时性难以得到。

针对上述问题, 本文力求探索一种新的输水系统仿真方法, 将面向结构图的仿真方法应用于输水系统仿真

中, 以 Matlab工具箱中的 Simulink工具为系统仿真平台, 通过表示输水系统中各个环节的仿真结构图来拼装系

统的仿真模型, 并把仿真计算可视化集成于结构图程序中或作为输水系统的一个独立环节建立仿真结构图, 实

现仿真模型的高度结构化、模块化, 同时使仿真建模变得可视化, 而仿真计算的实时可视化也变得简单直观。

1 面向结构图的可视化仿真方法

对于一个动态系统中的每个环节, 都可以结构图来表示, 针对某类系统中的各种可能出现的线性环节或非

线性环节, 由环节之间的协调参数来确定结构图的输入与输出, 并根据环节的数学模型为环节的结构图编写相

应的仿真计算程序, 再以这些仿真结构图为基础, 通过输入、输出相连构造各个系统的动态仿真模型, 通过人

机联系输入各环节的类型、参数等信息进行数字仿真, 这种仿真方法称为面向结构图的仿真方法[ 1]。该方法的

难点在于建立系统中各种可能动态环节的仿真结构图及系统仿真控制程序, 但程序的通用性强: 不同输水系统

中的动态环节, 当数学模型相同并与其他环节的协调参数一致时, 则环节的仿真结构图相同; 系统仿真控制程

序可实现仿真结构图与仿真程序的无缝链接, 将不同仿真结构图的仿真程序通过输入、输出联系起来构成统一

的仿真程序, 同时为不同的仿真模型选择不同的仿真算法, 以达到仿真效率与仿真精度的统一, 并可随时开

始、暂停或终止仿真程序的运行以及进行仿真参数的修改等。对于面向结构图的仿真, 仿真控制程序具有广泛

第 15 卷 第 2 期

2004年 3 月
水 科 学 进 展

ADVANCES IN WATER SCIENCE

Vol 15, No 2

Mar. , 2004



的通用性。面向结构图的仿真建模过程是将表征系统中各环节的结构图通过输入、输出连接起来, 与面向微分

方程组的仿真方法相比, 面向结构图的仿真方法优势十分明显。

输水系统仿真计算的可视化, 是将输水系统仿真计算过程中的水头、流量等数据通过图形实时显示出来,

形象地展现出仿真模型的内在规律。采用面向结构图的仿真方法, 在结构图的仿真程序中可集成环节内计算结

果的实时图形输出(如本文中的管流仿真结构图) , 同时可将输水系统仿真计算可视化作为一个独立的环节, 建

立仿真结构图, 结构图的仿真程序只是将结构图的输入通过图形实时显示出来。这样实现输水系统动态仿真的

可视化, 无需采用数据库存储仿真计算的中间数据, 与面向微分方程组的仿真方法相比, 仿真计算到实时可视

化变得简单方便。

Simulink软件是Matlab工具箱中一个功能强大的系统仿真平台, 它不仅为用户提供可视化、模块化的系统

仿真环境, 对仿真控制问题的解决也提供了全面的功能库, 支持多种计算方法以及完善的仿真程序调试、运行

功能, 同时为面向结构图的仿真方法提供一些基本环节的仿真结构图, 这些基本结构图均可作为构造输水系统

仿真结构图的基础。此外, 可利用系统模块接口, 通过Matlab、C、FORTRAN等语言编程构造科学计算及计算

结果的可视化输出子模块结构图, 同时为了提高复杂系统的仿真效率, Simulink 仿真平台中提供了仿真模型向

C等语言仿真程序的转换功能
[ 5]
。因此, 本文以 Simulink作为系统仿真平台, 为输水系统中的各环节建立仿真

结构图, 并编写相应的可视化仿真程序, 之后通过系统结构图来拼装输水系统的动态仿真模型, 并进行实际输

水工程的可视化动态仿真试验。

2 输水系统仿真结构

输水系统的仿真是真实输水系统在计算机上的再现, 其基础是数学模型的相似
[ 6]
。采用面向结构图的数字

仿真方法, 首先建立输水系统各环节的数学模型, 以数学模型为基础, 确定结构图的仿真计算程序, 同时根据

环节之间的协调参数, 确定仿真结构图的输入与输出, 之后在 Simulink 仿真平台上即可构造环节的仿真结构

图, 并建立仿真结构图的参数输入界面, 在仿真时通过鼠标双击结构图即可得到仿真结构图的参数输入界面,

参数输入支持数值或表达式输入。本文以某远距离引水输水工程为例, 根据本工程仿真的需要, 建立一些基本

环节的仿真结构图及其相应的仿真程序, 再以本工程的简化模型为例采用面向结构图的方法进行系统有压非恒

定流的可视化动态仿真试验。

根据本工程中各环节的数学模型, 将输水系统分解成四个基本环节: 尾水池、管道、结合井及水库。

2 1 尾水池

水电站的发电尾水进入尾水池后再进入输水系统, 根据水流的连续性条件, 可得尾水池的数学模型。在输

水系统中, 尾水池根据上、下游的流量不同, 为下游提供水头边界条件, 将尾水池的上、下游流量作为结构图

的输入参数, 而尾水池的水位作为输出参数即可与其他环节相协调, 根据尾水池的数学模型, 利用 Simulink仿

真平台中的求和模块、积分模块及比例模块, 通过模块封装技术即可建立非恒定流仿真时的尾水池结构图

如图 1所示(图中 Q 表示流量, H 表示水头, 下标 p1表示环节上游边界, 下标 pn 表示环节下游边界) , 最后建

立结构图仿真参数(即尾水池水面面积及初始水位)的输入界面。

2 2 结合井

在输水系统中, 结合井作为分段低压输水系统的中间连接建筑物, 上下游均与引水管道相连, 对上游而

言, 结合井相当于溢流堰, 数学模型可通过堰流公式表达, 将上游来流量作为输入变量, 堰前水头作为输出变

量, 即可与上游环节相协调, 同时对于下游而言, 结合井相当于尾水池。通过 Simulink仿真平台的比例模块等

基本模块及上述尾水池模块, 通过模块封装即可建立结合井的仿真结构图(图 2) ,最后建立结构图仿真参数(如

结合井堰顶高程等)的输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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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结合井仿真结构图

Fig 2 Simulation structure for surge tank

图 1 尾水池仿真结构图

Fig 1 Simulation structure for tailwater pond

2 3 水库

水库在输水系统中通常作为水流的起点或终点, 由于水库的水面面积通常都较大, 输水系统仿真时段内通

常均可认为水库水位不变, 因此对输水系统而言, 水库提供了一个恒定的水头条件, 在 Simulink 仿真平台上,

水库的仿真结构图可以常数模块表示, 结构图的仿真参数为水库水位。

2 4 管道有压非恒定流

在有压输水系统中, 管流是输水系统的重点, 它的可靠性也直接决定了输水系统的可靠性, 因此管流的仿

真也就成了仿真的重点。管流非恒定流计算采用目前流行的特征线法, 数学模型为时间离散模型。对管流上

游, 将边界水头作为输入变量, 引用流量作为输出变量即可与上游很好地衔接起来, 对于管流下游, 由管流非

恒定流的正向特征方程可得到管道末段水头及流量之间的关系, 并以此作为管流的输入及输出即可与下游边界

很好地衔接起来。通过以上分析, 利用 Simulink仿真平台提供的系统函数接口, 通过Matlab语言建立管流非恒

定流水力学计算子模块, 模块的计算输入、输出为时间离散值, 因此在子模块之前需设采样器将其他结构图连

续的输入转变为离散的计算输入, 而在子模块之后, 需设保持器(本文采用零阶保持器, 即假定在一个采样时

图 3 管流仿真结构图

Fig 3 Simulation structure for pipe

flow

间内管流的输出水头、流量不变)将离散的计算输出转变成连续的结构图输出,

通过模块封装, 建立管流非恒定流时间离散仿真结构图见图 3, 最后建立结构

图仿真参数如管长、水击波速等的输入界面。由于面向结构图的仿真中, 各仿

真结构图之间以连续信号相连, 仿真模型中各离散模块仿真结构图的采样时间

可不一致, 本文中两段管流非恒定流计算的采样时间是根据各自管段长度与水

击波速的比得到。

由于管流仿真在输水系统仿真中的重要性, 采用可视化的动态仿真以显示

出管流在非恒定流过程中沿线水头及流量的变化过程则显得相当必要。根据模

块方程组计算得到的每一仿真采样时刻输水管线各计算节点的水头和流量, 通过 3次样条插值曲线模拟出管道

沿线的水头、流量情况, 利用绘图函数将它显示出来, 并根据计算结果的变化适时更新图形显示, 由此更能形

象、直观地展现出数学模型的内在规律以及仿真结果的发展过程, 并可依据可视化的流量、水头等反馈信息来

更好地控制仿真的进程。

2 5 其他环节

对一个输水系统的仿真, 不仅需要对应于各基本环节的仿真结构图, 还必须建立其他各种可能环节的仿真

结构图。如各种可能的输入及实时图形/图像/文件输出等, 这些环节不仅为仿真结构图入口提供驱动参数, 而

且通过实时图形和实时动画的形式将仿真过程中的动态情况逼真地展现在仿真用户之前, 并可根据用户的需要

对仿真结果数据进行有选择的保存。除此之外还可建立仿真控制管理结构图, 使仿真程序按用户要求实时运

行, 并对运行的初始数据、中间数据及结果数据进行有效的管理。

3 输水系统仿真实例

通过某远距离引水输水工程的简化实例来说明面向结构图的输水系统可视化动态仿真过程。简化后的输水

工程系统如图 4所示, 研究尾水池引用流量由 4 0m3/ s经过 240 s变化至 8 0m3/ s时, 输水系统中各组成环节

之间的水头、流量变化关系。根据输水系统的构造, 将表示输水系统中各环节的仿真结构图根据输入、输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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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连接起来, 在各组成环节之间增加一些实时图形输出结构图, 即可得仿真模型如图 5所示。

图 4 输水系统示意图

Fig 4 Sketch diagram of water conveyance system

图 5 输水系统仿真模型(不考虑结合井溢流)

Fig 5 Simulation model for water conveyance system

输入各结构图的仿真参数, 其中引水隧洞分成 50段, 采样周期为 0 2868 s, 引水钢管分成 20段, 采样周

期为 0 242 8 s, 仿真总时间为2 000 s。通过仿真的可视化输出可得, 随着输入尾水池流量的增加, 尾水池内的

水位迅速上升, 约 600 s左右达到最大 2 007 56m, 之后水位下降, 至约 1 400 s时最小 2006 73m, 之后略有回

升, 至1800s水位基本稳定至2006 76m; 结合井溢流堰顶水位约800 s时达到最大值2001 75m, 至1800 s水位

基本稳定为 2 001 70m, 而结合井调压段水位约 800 s时达到最大值 2 003 52 m, 至 1 800 s水头基本稳定为

2 002 34m。引水钢管的引用流量在起始 100 s左右变化不大, 之后迅速增加, 至约800 s左右达最大 8 35m
3
/ s,

之后减小, 至 1800 s时基本稳定为 8 0 m3/ s。引水隧洞的引用流量变化情况基本相同。在仿真过程中, 引水隧

洞及引水钢管入口水头变化较大, 出口水头变化不大, 沿线水头基本呈线性变化, 沿线流量基本保持一致。

在分段低压输水过程中, 为了保证输水系统非恒定流时输水管中水压不超过一定值, 通常在结合井上设侧

流堰, 以控制结合井水位不超过一定值, 本例中已知侧流堰挡水最大高程为 2 002 88m 时, 将图 5仿真模型中

的结合井模块计算出的水位线通过取小模块加以限制即可得到此时的仿真模型如图 6所示。通过前一阶段的仿

真结果可得, 堰顶水位恒小于 2 002 88m, 因此只须对调压段的输出水位线上加一取小模块即可。

图 6 输水系统仿真模型(考虑结合井溢流)

Fig 6 Simulation model for water conveyance system

从仿真的可视化输出可以看出, 当考虑侧流堰的溢流后, 结合井调压段的水位在约650 s时达到2 002 88m

后至 1 510 s保持不变, 引水钢管的引用流量峰值减小至 8 12m3/ s, 至 1550 s时流量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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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1) 由于旨在为输水系统的仿真探索一种新方法, 因此我们将仿真结果同原面向微分方程组的 FORTRAN

程序的仿真结果对比验证, 结果表明, 两者的计算结果完全一致。

(2) 利用系统结构图来组成系统的仿真模型, 可以与构成系统的各个环节联系起来, 具有物理模拟的特

点, 可使仿真建模变得可视化, 而仿真计算的实时可视化也变得简单直观。同时由于仿真程序仅对应于相应模

块的仿真结构图, 程序更加结构化和模块化, 程序的通用性大大提高。

( 3) 由于仿真系统是以环节模块为单元, 各单元之间仅以输入、输出相联系, 因此对输水系统中的不同单

元可采用不同算法, 不同的离散单元可采用不同的采样时间, 以保证各环节都有较好的精度和数值稳定性。

( 4) 对输水系统的仿真采用基于 Simulink仿真平台的面向结构图的仿真方法, 建立友好的参数输入界面,

仿真中可以随时修改环节参数, 并根据可视化的反馈信息了解系统的性能变化, 及时有效地控制仿真的进程。

( 5) 随着输水系统面向结构图的仿真研究的深入, 各类输水单元结构图的建立, 面向结构图的仿真方法应

用于各输水系统的仿真也更能体现出其强大的适应能力。

( 6) 本文的研究工作对其他水利系统的数字仿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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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dynamic simulation for water conveyance system

ZHONG Deng hua, XIONG Kai zhi, QI Lan

( Civil Engineering Academy of Tianj in University , T ianj 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By tradition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oriented simulation, the simulation modeling and process can be hardly

revealed, the program only can be applied to the special water conveyance system In this paper we conduct a study of the new

way to carry out simulat ion modeling for water conveyance system. With the help of the Simulink software, we apply the

structural drawing oriented simulation to water conveyance system Using the structural drawings to construct the simulat ion

model, we can make the simulation visual easily On the other hand, the simulating can be controlled betimes according to the

feedback information of visualizat ion We at last improv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new simulating method by an engineering

instance

Key words: water conveyance system; visual; simulation; structural drawing; Simu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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