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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水北调中线输水渠道中, 针对同时操作闸门是否仍能维持闸前水位为常值, 模拟计算了同时改变渠首流

量、闸门开度和分水口流量时渠道中的非恒定过渡过程。结果显示, 中线主干渠中所有闸门开度不论是同时增加还

是减小, 渠道中的水流均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达到新的恒定状态, 且闸门开度减小比闸门开度增大所需的过渡时间

要长很多。非恒定过渡过程中, 闸前水位的变化幅度都较大, 各闸前水位最终都能回复到初始时刻的水位。由于非

恒定过渡过程时间很长, 实际运行条件下, 要实现闸前常水位运行方式还需要对闸门的调度方式做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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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丹江口水库陶岔引水, 经河南、河北到北京团城湖, 输水总干线全长 1 267 km, 渠首

设计引水流量 350m3/ s, 全线基本自流。沿线每 20 km左右设有一座节制闸, 并设计有许多各种类型的输水和

过水建筑物。由于调水规模大, 线路长, 沿线虽有一些水库可供调蓄, 但缺乏在线的调蓄工程, 因此采用合理

的渠道调度控制方式, 充分利用渠道自身的可利用调蓄容积是解决中线实时运行调蓄问题的有效途径。常用的

渠道运行方式有闸前常水位、闸后常水位、等容量方式和控制容量方式[ 1]。考虑到各种影响因素, 初步设计报

告建议采用闸前常水位运行方式。由于渠道中的水位和流量主要受节制闸控制, 部分研究认为可以通过同时增

大或减小闸门开度来维持渠段水力运行准则和满足用户的用水要求[ 2]。目前国内有关针对长距离、大流量的中

线输水渠道的研究较多, 如章晋雄和牛争鸣
[ 3]
将南水北调中线输水渠道概化为明渠、分水口和节制闸, 采用

Java语言编写整个渠道的仿真平台, 为渠道节制闸的设计提供了有益的建议; 丁志良等
[ 4]
取长距离输水渠道中

某一渠段模拟研究其上下游闸门调节速度对水面线波动的影响; 阮新建和王长德
[ 5]
对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各种运

行控制方式进行了论述; 吴泽宇和蒋为群
[ 6]
对中线渠道中所有桥梁对水头损失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探

讨; 黄国兵和王才欢
[ 7]
对穿黄隧洞进行了水力学试验, 对两种设计方案的过水特性进行了模型试验探讨; 为在

有限的时间内减轻大型一维非恒定程序的编制工作, 笔者提出采用等效糙率方法来代替中线输水渠道中大量的

过水建筑物的方法有效避免了有压和无压流的交替计算, 提高了计算效率[ 8] , 在此基础上, 本文应用 FOR

TRAN语言编制一维非恒定计算程序, 模拟计算实际运行中对闸门进行同步操作时中线主干渠中的非恒定水力

过渡过程, 检验中线输水主干渠从陶岔渠首开始全线流量发生变化时, 闸前水位是否能最终回复到设定的水位

附近, 以此分析该闸门调度模式对实现闸前常水位运行方式的可行性。

1 数学模型

中线输水渠道平均底坡为 1/ 25 000, 属于缓坡渠道, 并认为受节制闸启闭或取水口流量变化影响的渠道水

流流态为非恒定渐变流, 其流动特性可采用水位 z、流量 Q 和时间 t表示的圣维南方程组表述, 其具体形式可

见参考文献[ 9]。本文采用上下游流量严格守恒的 Preismann 四点差分隐格式对圣维南方程组进行离散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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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10] , 将圣维南方程组转化为一组差分方程组, 采用追赶法进行迭代求解。考虑不确定的影响因素以及计算

效率, 非恒定计算的时间步长取为 120 s。

2 边界条件

2 1 渠道两端的边界条件

所计算的中线输水渠段起始位置为陶岔渠首, 终止位置是河北渠段终点(进入惠南庄前池) , 由于计算渠段

首末端都采用闸门控制, 模拟计算时, 将陶岔渠首给定为流量随时间的线性变化过程, 末端给定为设计水位

值, 且始终不随时间变化。由于主要探讨闸前水位在新的恒定状态下是否能回复到初始值, 此处对每个分水口

的具体分流量不作具体考究, 为简便起见, 各分水口分水流量的变化比例与主干渠过流量变化比例相同, 且也

为线性变化, 以保证从陶岔渠首的来流量与总的分流量始终保持平衡。

2 2 内边界条件的处理方法

中线输水渠道中存在大量的节制闸、分水口和退水口, 在采用追赶法求解非恒定圣维南方程组的离散代数

方程组时, 为使追赶法计算能自始至终的进行下去, 必须根据具体水力特性将其作为内部边界条件进行特殊处

理。内边界条件通常都包含两个相容条件: 流量的连续性条件和能量守恒条件(或动量守恒条件) [ 11] , 应用这

两个条件即可将节制闸、分水口和退水口的影响恰当地反应在计算程序中。对闸门的出流流态和流量系数的处

理方法主要应用 Swamee[ 12]根据Henry[ 13]绘制的过闸流量系数的试验曲线拟合出平板闸门过流的流量系数函数

式, 其详细的处理方法可参见文献[ 4]。各节制闸前常水位值的确定是在渠道中通过加大流量且所有节制闸全

开时采用恒定流程序计算得到。针对中线渠道中存在大量各种类型的输水建筑物, 笔者提出采用局部渠段加糙

法来模拟这些过水建筑物对渠道水头的影响, 该方法避免了有压和无压的交替计算, 提高了计算效率。其详细

处理方法可参见文献[ 8]。

3 计算工况

为检验所有闸门同时从某一恒定状态下的开度变为另一恒定状态下的开度后, 闸前水位是否还能回复到初

始水位附近, 此处应用开发的非恒定计算程序计算了 6种工况, 如表 1所示, 各工况模拟计算时间都是 2 000

h。非恒定计算程序中, 各节制闸门的开度值都预先在恒定流水面线计算时通过闸门出流公式反算得到, 并在

相应的时间内从初始开度值线性变化到目标开度值。

表 1 非恒定计算工况条件

Table 1 Conditions of unsteady calculation cases

工况
渠首流量/设计流量 100%

初始时刻 终止时刻

渠首流量变
化时间/min

闸门开度变
化时间/ min

分水口流量所
用时间/ min

计算渠段

1 70 50 10 10 10 全线

2 70 10 30 30 30 全线

3 70 80 10 10 10 全线

4 10 70 30 30 30 全线

5 70 10 30 30 30 黄河以南段和黄河以北段

6 70 10 10 10 10 西黑山节制闸至河北渠段终点

4 闸前水位的计算结果分析

图1给出了模拟计算工况 1至 5所得到的节制闸前终止时刻和初始时刻的水位差。计算结果显示, 闸门开度

同时减小时, 各节制闸前水位最终都出现了幅度不同的上涨, 且闸门开度和干渠流量变化减小幅度越大, 闸前水

位上涨幅度也越大。尽管工况1和2模拟计算的是全线, 但计算过程中由于人为的将穿黄段始终给定 10 m水头,

因此实际上也是将渠道分成了黄河以南和黄河以北两段。图 1中显示闸门开度减小后, 闸前水位上涨的幅度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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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节制闸前的水位差

Fig 1 Water level difference between control gates

上游渠段向下游渠段依次减小的。由此可见, 渠段中闸门

开度同时减小时, 闸前水位在很长时间内仍不能回复到初

始时刻的水位。工况 3和 4中闸门开度增大后, 计算得到

的终止时刻和初始时刻的水位差都不大, 显示闸前水位回

复到了初始水位, 说明渠首流量增大且节制闸门开度增大

后, 新的恒定状态下, 闸前水位仍可维持初始水位不变。

根据给定的渠道两端的边界条件, 由于下游端水位给

定为一恒定值, 理论上讲, 闸门开度不管是增大还是减

小, 若渠道中水流已经达到另一恒定状态, 所有闸前水位

都应该可以回复到初始时刻的水位值, 但从图 1 看到的

是, 闸门开度增大时工况 3和 4的闸前水位可以回复到初

始时刻水位, 而闸门开度减小时的工况 1、2和 5闸前水

位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 说明工况 3和4在2 000 h后的水面线达到了恒定状态, 而工况1、2和 5则没有达

到。为此, 图 2( a)给出了各工况下济河节制闸前水位差在2 000 h内随时间的变化过程线, 可见工况 3和 4的闸

前水位变化线最终与时间轴线平行, 说明此时闸前水位已不随时间变化, 图中显示工况 3和 4在 1 000 h已经达

到近似恒定状态, 而工况1、2和 5的济河闸前水位在 2 000 h仍在随时间不断的上涨或下降。图 2( b)给出了工

况6在 2 000 h以内该渠段中 3个节制闸前水位差随时间的变化, 图中显示各节制闸前水位最终趋向于恒定状

态, 显示在500 h的水位差值已经很小。显然即使闸门开度减小, 若水位最终重新达到恒定, 闸前水位也可以

回复到初始时刻的水位, 且可以推测, 渠道越长, 重新达到恒定状态所需要的时间也越长。

图 2 部分节制闸前水位差变化过程

Fig 2 Variation of water level deviation at the upstream of control gates

5 结 论

( 1) 由渠道全线模拟可看到, 同时减小闸门开度后, 渠道中的水流在很长时间内仍没有达到恒定, 而同时

增大则可以达到新的恒定状态, 显示增大闸门开度比减小闸门开度所需的稳定时间要长很多;

(2) 仅选取总长为 76 767 km的 4个渠段计算显示, 同时减小闸门开度时, 达到新的恒定状态需 500 h左右,

显示闸门开度同时减小时闸前水位也能回复到初始水位附近。显然, 渠段越长, 达到稳定所需要的时间也越长;

( 3) 由于中线渠道不仅距离长、且渠道中存在大量取水、过水和退水建筑物, 由此产生的各种扰动引起的

水流波动会很频繁。实际运行过程中, 若要维持闸前常水位并使渠道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稳定, 则有必要对闸

门联合运行控制方式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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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ant water levels at the upstream of sluice gates in a

large scale transferring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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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ed to study on whether constant water levels immediate at the upstream of control gates can be maintained in

the Middle Route of South to 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the different unsteady flow transit ional processes are simulated

when inflow at the head, openings of control gates and the flow rates divided by outlets are changed simultaneous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very long t ime is needed to reach a new steady state of the flow in the channel under operations of all control gate

openings simultaneously and the transitional t ime needed for the decreasing of gate openings is much longer than that for their

increasing Water levels at the upstream of control gates vibrate to a big extent in transitional processes and can restore to their

initial values finally More studies are needed to find out the methods of gate operation that can fully realize constant water sur

face elevations immediate at the upstream of sluice gates for real time channel regulat ions

Key words: Middle Route of South to NorthWater Transfer Project; unsteady flow; mathematical model; control gate; wate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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