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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立了二维非恒定渗流的有限元并行计算模型, 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下实现了基于消息传递的二维渗流的有

限元并行计算。模型采用广义极小残余算法( GMRES)对方程组进行并行迭代求解, 通过分析数据执行时的相关性和

检验算法结构的固有串行性, 将原有串行算法中的算法元直接并行化。对溪洛渡上游围堰的渗流分析进行了并行

数值模拟, 并针对水位骤降情况下非恒定渗流进行了并行计算, 证明了模型的合理性。对模型进行了加速比测定,

可以看出并行计算的效率随着问题规模的增加而逐渐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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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下水渗流及其污染物输移的并行数值模拟在国外早已开始。1996年, 美国橡树岭实验室研制出了地

下水流动的高精度的并行计算模型, 对不均匀含水层中使用水平井抽水后的渗流现象进行了并行数值模拟。

G Mahinthakumar[ 1]等使用有限元方法对包含非线性生物调节反应等多种生物物理化学反应的地下水流动及输

移系统进行了并行计算。S. E. Howington等
[ 2]
还开发了地下水与地表水相互作用联合模型, 它包含了一个三

维的地下水流动和输运模型和一个二维浅水模型, 用 MPI作为通信接口。该模型使用有限元方法, 网格具有

自适应性, 并行具有负载自动平衡的特点。

国内对于地下水的并行数值模拟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本文所建立的二维渗流的有限元并行, 将为我国今后

进行大规模的地下水运动模拟和地下水污染预测打下良好基础。

1 二维非恒定渗流的基本方程

根据质量守恒原理, 非恒定渗流的微分方程式为

 
 xj ( j ) +

 
 t (  ) = 0 (1)

式中 为水的密度;  为体积含水量,  = nSw; n 为空隙率; Sw 为饱和度; j 为流速分量; 根据达西定律

可得

j = - kij H /  xj (2)

式中 H 为水头(H = h+ z ) ; h 为压力水头; z 为位置水头; kij为渗透系数; 是一个二秩对称张量。

根据  与水压力h 成函数关系, 将式(2)代入式(1) , 经过化简并整理可得
[ 3]

[ nC ( h) + !S s]
 H
 t =

 
 xj

kij
 H
 xi (3)

式中 != Sw, Ss=
dn
dh
, C( h)=

dSw
dh
。式(3)即为非恒定渗流的基本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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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并行计算环境与并行程序设计模型

本文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建立了分布存储的并行计算系统。采用消息传递的并行编程模型, 并基于域分

解的思想开发了单程序多数据流( SPMD)形式的并行程序。

分布存储系统即系统通过互联网络将多个处理器连接起来, 每个处理器有自己的局部存储器, 所有的局部

存储器构成了整个地址空间。基于消息传递的并行编程, 是指用户必须显式的通过发送和接收消息来实现处理

器之间的数据交换。在这种并行编程中, 每个进程均有自己独立的地址空间, 一个进程不能直接访问其他进程

中的数据, 这种远程访问必须通过消息传递来实现。本文使用 MPI( Message Passing Interface) [ 4]消息传递接口来

实现进程间的通信。MPI是一个消息传递函数库的标准说明, 是目前国际上最流行的并行编程环境之一。

域分解就是将一个大的问题分解成若干个较小的问题区域, 然后对其并行求解。相应于域分解形式, 本文

开发出了 SPMD模式的并行计算程序, 即系统中各处理器均运行相同的程序, 但对不同的数据执行操作。SP

MD能够减少管理指令流的复杂性, 加大并行粒度, 非常适合于大规模的工程计算。

3 方程组并行求解的实现

对方程组的求解采用了广义极小残余算法[ 5]
(Generalized minimal RESidual algorithm)。对于方程 Ax = b, 用循环

GMRES方法求解。并行算法设计采用了将原有的串行算法直接并行化的方法。通过分析数据执行时的相关性和检

验算法结构的固有串行性, 将原有串行算法中的算法元直接并行化, 例如将各种矩阵向量运算并行实现等。

4 并行算例与结果分析

4 1 溪洛渡水电站上游围堰渗流分析[ 5]

溪洛渡水电站是金沙江干流攀枝花至宜宾段梯级开发规划中的第三个梯级电站。表 1中列出了几种主要材

料的透水系数。图 1所示的是其上游围堰采取碎石土斜心墙防渗结构时, 最大断面上的材料分区示意图。本文

将对该结构的围堰在正常工况下(上游水位 434 1m, 下游水位 330 0m)的堰体渗流情况进行模拟和分析。

表 1 围堰主要材料分区渗透系数

Table 1 Permeability parameters for the main materials in the cofferdam

材料 石渣 碎石粘土 过渡层 塑性混凝土 覆盖层 基岩弱透水层 基岩微透水层

渗透系数/ ( cm s- 1) 0 1 2 10- 5~ 10- 8 0 03 5 10- 7 0 1 5 10- 4 5 10- 5

图 1 溪洛渡水电站上游围堰最大断面材料分区示意图

Fig 1 Material zoning sketch map for the maximum profile of the Xiluodu cofferdam

虽然堰体由强透水的堆石料和石渣堆筑而成, 覆盖层也有很强的透水性, 但由于防渗墙的阻隔, 大大降低

了坝身的水压力。从图 2可见, 本文的计算结果反映出了正确的物理规律。通过与其它的计算结果[ 6]相比较可

知, 本文的计算结果是可信的, 所建立的计算模型具有对复杂的非均匀介质的渗流问题进行预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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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孔隙压力等值线图

Fig 2 Isolines of permeability pressure

4 2 土坝上游坝壳部分的三角形断面水位骤降计算

表 2 砂土的土水特性关系

Table 2 Permeability characteristic

curve for sand

饱和度 基质吸力/ ( kPa) 相对渗透系数

1

0 82

0 64

0 50
0 45

0 18

0

- 0 325

- 0 65

- 0 91
- 1 0

- 10 0

1

0 97

0 94

0 20
0 13

0 01

根据文献[ 7] , 计算区域长 315 cm, 高 33 cm。模型材料为均匀砂,

孔隙率 n= 0 44, 储水率 S s= 0, 饱和渗透系数 k0= 0 33 cm/ s。非饱和

砂土的基质吸力~ 饱和度、相对渗透系数~ 饱和度关系如表2所示。初

始条件为上下游水位均为 10 cm, 当 t> 0时, 上游水位骤升至 30 cm。

图3显示所选取的代表时刻的自由水面线的位置, 包括本文的有限

元并行计算的结果与赤井浩一等
[ 6]
所进行的砂槽模型试验的结果。从图

中可见, 在水位骤升的条件下, 选取的代表时刻的自由水面的计算值与

试验值基本吻合, 并且反映了正确的物理规律。

图 3 不同时刻自由水面计算值与试验值的比较

Fig 3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calculated and experimental free surface

5 加速比的测定

并行系统的加速比是指对于一个给定的应用并行算法(或并行程序)的执行速度相对于串行算法(或串行程

序)的执行速度快了多少倍。对于工程应用来说, 往往使用相对加速的概念, 即对于给定的问题, 同一个算法

在单处理器上运行的时间除以在多个处理器上运行的时间[ 7]。

本文使用了 100兆的交换机和 4台PC机组建了并行计算机群, 针对均质土坝的稳定渗流问题进行了加速

比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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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并行计算机群加速比的测定

Table 3 Acceleration rate for the parallel computer network

网格类型
计算时间 加速比

单处理器 双处理器 三处理器 四处理器 二处理器 三处理器 四处理器

网格 1( e= 5136) 25 28 16 19 13 50 17 34 1 56 1 87 1 45

网格 2( e= 9728) 74 31 34 14 24 90 20 50 2 18 2 98 3 61

网格 3( e= 19840) 337 65 123 79 77 30 65 51 2 73 4 36 5 15

注:网格 1采用的是 5136单元的网格,网格 2采用的是 9728单元的网格, 网格 3采用的是 19840单元的网格。

从表 3可以看到: 随着问题规模的增大, 并行计算的效率也逐渐增大, 甚至出现了超线性加速比的现象(受

计算机缓存影响) ; 当问题规模一定时,处理器数目的增加会导致并行计算效率下降;建立的并行计算系统加快

了大规模计算速度, 获得了很好的加速比, 具有很好的可扩展性。

6 结 论
本文建立了先进的并行计算的软硬件系统, 在国内首次实现了对二维渗流问题的并行计算, 并分别对非均

匀介质、非恒定的渗流情况进行了模拟, 结果表明本文的并行算法大大加快了求解速度, 获得了良好的加速比

和并行效率, 有能力对于大型工程的渗流问题进行快速精确的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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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llel finite element method for 2D unsteady seepage flows

JIANG Chun bo, AN Xiao mi

( Department of Hydraulic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Tsinghua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parallel groundwater model for 2D unsteady seepage flow with finite element method is established The mes

sage passing interface is applied to simulate saturated unsaturated seepage flow on Windows NT To solve the elliptic differen

tial equation, the implicit numerical scheme is applied and a parallel generalized minimal residual algorithm is used to solve

the large sparse linear system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arallel program, mult iple techniques are used, such

as load balance, communication improvement and global operations To verify the model, the seepage flows through the coffer

dam of Xiluodu hydropower station and two kinds of unsteady seepage flows are simulated The results obtained are reasonable

In the end, the speedup of the parallel comput ing model is evaluated It can be seen that better parallel performance is

achieved as the computat ional scale increases

Key words: unsteady seepage; parallel arithmetic; generalized minimal residual algorithm; 2D unsteady seepage flow; finite

elemen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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