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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河流水系的形成是在一定地质、地形、气候等条件下, 水流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自组织临界性。采用元胞

自动机模型, 对水系自组织形成的随机过程进行了模拟。通过改变地质、地形、气候等条件, 模拟了与自然水系相

吻合的多种河流水系。结合水槽实际, 模拟了与水槽试验结果相似的水系形成。并通过概化形式 , 模拟了黄河源头

东昆仑阿拉克湖地区第四纪水系演化过程, 取得了良好的模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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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是地表径流对地表岩土产生侵蚀以后所形成的河槽系统, 涉及流域范围内从面蚀发展到沟蚀、槽蚀以

致最后到由若干条大小支流和干流所构成的河网的全过程[ 1]。研究水系的形成和发展, 对了解河流及其流域特

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自 Horton[ 2]以来, 很多学者对河槽的产生、河网的形成、水系的平面形态和水系的变迁

做了很多有意义的研究。

元胞自动机( Cellular Automata, CA)是将物理体系进行理想化的一类离散模型的统称。与传统数学模型不

同, CA模型方法独辟蹊径, 直接考察体系的局域交互作用, 再借助于计算机模拟来再现这种作用导致的总体

行为, 并得到其组态变化。CA具有简单的构造, 然而却能产生非常复杂的行为, 因而非常适于对动态的复杂

体系的计算机模拟, 在许多实际问题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CA最早是由 Von Neumann和 Ulam 作为生物机体的一种可能的理想模型而提出, 并研究了其自我繁殖与发

展[ 3]。CA最初应用在生物系统中, 随后被逐渐引入到数学、物理和材料科学等更为广泛的领域, 如应用到计

算机理论、湍流和组织形成模拟研究中, 著名的计算机游戏 生命游戏 也是一个典型的二维 CA的例子[ 4]。

近年来, CA方法在地学如城市扩展、灾害评估方向、交通流问题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5]。CA模型真正

开始应用于河流动力学研究, 最早的当属Murray A B 和 Paola C[ 6, 7] , Thomas R[ 8]在前者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改

进的元胞模型, 较好地模拟了辫状河流的水流过程; Hans Henrik Stolum[ 9]研究了弯曲河道的自组织过程。

本文采用 CA模型, 对水系形成与发展的数学模拟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1 元胞自动机简介

CA是一种时间、空间、状态都离散, 空间上的相互作用及时间上的因果关系皆局部的网格动力学模型;

很容易直接描写单元间的相互作用, 不需要建立和求解复杂的微分方程(只要确定简单的单元演化规则) , 所以

非常适合于模拟单元间有强烈耦合与协调作用的非线性系统的自组织过程。

在CA模型中, 体系被分解成有限个胞, 同时把时间离散化为一定间隔的步, 每个胞的所有可能状态也划

分为有限个分立的状态。每个胞在前后时间步的状态转变按一定的演变规则来决定, 这种转变是随时间不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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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体系各胞同步进行。因此一个胞的状态受其邻居胞的状态的影响, 同时也影响着邻居胞的状态。局部之间互

相作用, 相互影响。通过这一定的规则变化而整合成一总体行为。以简单离散的胞来考察复杂体系, 这是很有

用的思想方法。

水系的CA模型与标准模型相比, 有以下 5个方面的问题有待解决。

( 1) 元胞及状态 在标准元胞模型中, 元胞是一个有限、离散的集合体, 每个元胞的状态取其中的一个

值。在水系的 CA模型中, 必须赋予元胞及其状态以相应的地理含义。水系元胞模型关心的是相对宏观的河流

(坡流)、以及形成的地形条件。因此在水系元胞模型中我们将元胞概化为具有高程值的地形单元, 或者为具有

流量值的水系单元。

( 2) 元胞空间 标准元胞模型中的元胞空间是一个抽象的离散值, 而水系 CA 中元胞空间必须为一个确定

的值。空间外形应当为四方形、六边形或者是三角形中的一种, 且具有确定的度量大小。在实际运用中, 常将

实际地理因素进行概化, 如发展模型中我们将东昆仑阿拉克湖地区概化成 400 ! 200个正方形网格。

图 1 Moore 型邻居关系(箭头表示水流方向)

Fig 1 Moore neighbor ( arrow to show the direction of flow)

( 3) 邻居定义 标准的元胞空间中, 元胞的邻居常被

定为平衡对称的构型, 鉴于地理实体间相互作用的复杂

性, 水系元胞模型的的定义更加灵活。在模型中, 我们采

用了Moore 型邻居关系(图 1) , 即一个元胞状态由周围的 8

邻居决定。

( 4) 演化规则 演化规则是CA的核心, 它决定了CA

的动态演化过程, 在水系元胞研究中, 着重引入了水流流

动概率函数和随机函数, 尝试合理模拟水系的形成与发

展。

( 5) 离散时间 标准的元胞模型中, 时间概念是一个离散尺度, 也是一个抽象的时间概念。水系 CA模型

的时间概念在与标准时间对应的同时, 还必须与现实的年、月、日等实际时间度量概念相对应。

2 水系形成的元胞自动机模型

20世纪 60年代后期开始, Shreve R L和 Smart J S开始把水系的形成和发展看成一种随机过程, 符合统计规

律[ 10]。1962年 Leopold L B和Langbein W B[ 11]采用统计数学中的 随机游移( random walks)  的方法, 来说明水系

组成的几何规律, 得出了很多性质与天然水系十分接近的假想水系。

2 1 水系形成模式初步: 随机游移模式、比降模式

( 1) 随机游移模式 作为构造水系形成模型的基础, 我们采用了四邻居关系 CA 发展了随机游移模式。该

模式初始状态时每个元胞具有 1个单位的流量, 除不能对流、4个不能构成一个环形外, 水流随机流向四方。

图2为随机游移模式的计算结果, 由图可见: 随机空间内形成了大小不同的独立流域, 单个流域内随着河流分

支现象明显, 随着水流的不断汇入, 主流的流量不断增加, 河流级别也不断增加。由于水流的随机游移, 在平

面内出现了多条外流河流, 还存在内流河流。图中以深浅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河流级别(根据流经该河流的

累积流量值划分)。流域在分水岭内发育了典型的五级河流。

( 2) 坡降模式 天然水系的产流区往往不是平坦的, 地形的起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不同水系的走向。在随

机游移模式的基础上, 构建了坡降模式。由于元胞与邻近的4个元胞之间的比降不同, 水流往 4个方向流动的

概率也不一。图 3为坡降模式的模拟结果, 该模式中元胞初始状态及河流级别与随机游移模式一致, 只是水流

向上、左、下、右的移动的几率之比调整为 0∀1∀1∀3。由图可见, 根据不同的流动几率, 可较真实地模拟水往

低处流、坡降越陡水系越倾斜的趋势。图 3由于向右的几率较大, 发育水系的流向往西北- 东南方向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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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坡降模式(向左、下、右的几率之比为 1∀1∀3)

Fig 3 CA drainage system model of slope

图 2 水系随机游移模式的元胞自动机模拟

Fig 2 CA drainage system model of random transfer

2 2 水系形成元胞模型

水系形成元胞模型是基于随机游移模式构建的。该模型可模拟在一定的坡面上, 水系由单元产流到坡流到

河网形成的过程。金德生等[ 12]进行了降雨、产沙与水系形成的水槽实验研究, 取得了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我

们以文献[ 12]的水槽试验为原形, 与元胞模型模拟结果进行对比验证。

2 2 1 参数决定

( 1) 初始状态 每个元胞初始状态包括两重含义: # 每个元胞具有一定的地理高程值, 所有集合体构成

了水槽的坡面; ∃ 每个元胞具有 1个单位的流量, 该流量根据流动的概率向相邻元胞移动, 构成了大大小小

的河流。

( 2) 转化规则 原始元胞 0水流流往 3个方向的概率采用Muddy[ 6]方法确定:

P i =
S
n
i

 
j

( sj )
n (1)

式中 S i 为元胞 0到元胞 i 的坡降。Muddy经过理论推导和实测资料分析后认为, n 可取值 0 5。

( 3) 演化过程及时间 该简化模型为非耦合模型, 不考虑水系发展带来的地形变化。先根据地形资料按照

式( 1)获得流域内每个元胞的水流方向。每次循环,如果元胞内有水量,则按照水流方向流向下一个元胞。元胞

的总流量即为流经该元胞的水流之和。经过计算,循环次数超过 150时,几乎所有的原始水流均已循着形成的水

系流域。为安全考虑,取循环次数为200。

由于该元胞模型为根据水槽实验实际构建,故离散时间可较容易地转化为实际时间。

2 2 2 计算结果

模型计算结果和实验资料对比如图 4所示。由图可见,模型水系在形状上与实验结果相似良好,尤其在河流

分枝形状以及各个水系形成的位置上具有良好的模型效果。

应当指出, 天然水系尤其是坡面产流与地形变化有强烈的耦合关系, 地形变化、产沙量均是坡流的结果。构

造水系、地形的耦合元胞数学模型,必将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2 3 水系形成元胞模型的应用 % % % 产流模式

构造 CA模型的意义不仅在于对水系形成现象进行模拟, 更能够通过合理的动力学过程模拟获得可靠或者

其他实测资料、模拟方法难以获得的结论。产流模式即为一简单的应用实例。不同流域单元产流量的差别是导

致天然水系形态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产流量的对水系的影响,如干旱区的河网密度远小于湿润区的河网密度

等定性结论已经得到了普遍的共识。但定量结论多产生于地图、遥感遥测等天然水系资料,而天然水系受干扰较

多,得出的结论普适性较差。而流域单元产流量却由于植被因子、土壤因子相对快速的变化而使得水系的变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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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大大缩短,人类活动的参与使得变化产流量促发的水系变迁现象更具有现实意义。

图 4 水系形成模型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对比

Fig 4 Comparison of CA model and flume experiment result

通过调整模型参数可较简便得到变化的单元产流量。图5为不同单元产流量与河流长度增加值的关系。其

中河流级别分别定义为累积流量> 50, > 100, > 200和> 400。由图可见,随着单元产流量的增加,各级别河流总

长度有增加的趋势。这种增加趋势和产流量与河流流量的比值有关。当比值大于一定数值后,在一定范围内,产

流量的变化对河流总长度影响较小,但超越某一临界值时, 河流总长度将发生突变。

图 5 产流量与河流长度关系

Fig 5 Relation between runoff and river length

3 水系发展的元胞自动机模拟

3 1 模型构建

天然水系形成以后, 由于种种因素, 水系会发生变化。水系的变迁受气候、地质、地貌甚至人类活动的影

响, 其中促使水系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地壳的构造运动, 此外, 地球的自转运动也有一定的作用。

由此在构建水系发展元胞模型时我们着重考虑了几个方面:

( 1) 地形、地质条件的模拟 地壳构造运动的最终影响水系, 主要还是通过改变地形条件实现。结合实际

地形给定义元胞不同的高程值, 采用类似于数字化高程模型( Digital Elevat ion Model, DEM)的数字化元胞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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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对地质、地形条件的有效模拟。

( 2) 气候和土地类型因子主要通过元胞产流量模拟 当气候湿润多雨时, 元胞产流量增加; 当干旱少雨

时, 元胞产流量减少。

( 3) 天然水系发育具有方向性 总是力求向相对沉降区的中心迁移, 这一点通过随机模式实现。

( 4) 河流袭夺是改变水系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与河流的溯源侵蚀过程有关, 模型主要从动力学角度来模

拟袭夺的发展。

3 2 应用实例 % % % 东昆仑阿拉克湖地区第四纪水系演化过程
位于青海省境内的东昆仑 % % % 巴颜喀拉山地区作为母亲河黄河的发源地而引人瞩目, 特别是近 10年来黄

河下游的多次断流、黄河流域干旱加剧等现象引起了众多地质工作者对黄河源地区晚新生代高原隆升引起的环

境变化、地貌演变、水系变迁的重视[ 13~ 15]。

此外该区域水系发展过程具有典型性。李长安等
[ 14, 15]

通过研究认为: 早更新世以前, 东昆仑山随青藏高

原一起抬升, 且尚未凸出于高原面之上, 区内湖泊遍布, 水系为入湖的短小河流。早更新世末, 强烈的构造隆

升使东昆仑山隆起, 凸现于高原面之上。同时, 沿昆南断裂带形成一条近东西向断陷谷地; 区内湖泊消亡, 地

表径流汇入昆南谷地, 形成一条近东西向的大河。大约150 kaBP 前后, 由于昆仑山与柴达木之间的强烈差异运

动, 加鲁河、格尔木等河流强烈溯源侵蚀, 切过布尔汉布达山, 袭夺了近东西向的大河, 并将其分为 4段。全

新世以来, 随着东昆仑的隆升, 加鲁河上游的强烈溯源侵蚀使布青山分水岭向南推移了 6~ 10 km。目前, 仍以

较强的溯源侵蚀势头, 向黄河源方向发展, 大有与黄河争源的趋势。

为此, 建立了一个概化的水系发展元胞模型, 来模拟东昆仑阿拉克湖地区第四纪水系演化过程。主要模

拟: # 区内湖泊遍布时, 水系为入湖的短小河流; ∃ 地形变化、湖面减小, 断裂谷地发育, 单一大河形成;

& 河流强烈溯源侵蚀, 袭夺现象发生。图 6( a)、( b)、( c)分别模拟了这三个过程。

图 6 水系发展模式模拟结果

Fig 6 Results of CA drainage system model

4 结 论

本文进行了建立水系形成与发展的元胞数学模型的尝试, 认为适用于动态复杂体系模拟的元胞自动机同样

适用于具有自组织特征的水系形成与发展。研究表明:

( 1) 构造元胞自动机模型能对水系形成现象进行模拟, 更能够通过合理的动力学过程模拟获得可靠或者其

他实测资料、模拟方法难以获得的结论;

( 2) 在水系形成 随机游移 模式与坡降模式的基础上, 结合水槽试验地形构建了水系形成元胞模型; 模

拟结果与天然水系和水槽试验实际吻合良好;

( 3) 构造水系形成的产流模式, 揭示单元产流量与河流长度的关系;

( 4) 初步建立了水系形成的元胞模型。对水系形成、发展、袭夺等现象进行模拟;

( 5) 以东昆仑阿拉克湖地区第四纪水系演化过程为例, 模拟了天然水系的发展历程, 并对发展趋势进行了

预测。模型实践与天然河道发展趋势吻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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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ular model for the form and development of drainage system

ZHANG Jun yong1, 2, CHEN Li2, WU Hua lin1, HANG Fu ran1

(1 Shanghai Estuarine and Coastal Science Research Centre, Shanghai 201201,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Resource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Science, Wuhan University ,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drainage system is self formed by flow on certain geology, terrain and climate conditions, with obvious charac

teristic of self organizat ion In this paper a cellular model is developed to simulate the for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rainage system By changing geology, terrain, and climate condit ions, many drainage systems are acquired which coincide

with the natural river system The river system forming process is simulated by combined with the union water trough reality A

similar drainage system is also got on the basis of the flume experiments A simplified model is formed, too, to simulat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Alake area, east Kunlun mountain, the headwaters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result proves to be

effective

Key words: drainage system; cellular model; random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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