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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二维耦合的河湖系统整体水动力模型
王智勇，陈永灿，朱德军，刘昭伟

（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摘要：为对自然界中的复杂水流系统进行整体水动力数值模拟，建立了适用于河湖系统的一维二维耦合模型。将
河网计算中用于处理河段间耦合的汊点水位预测校正法应用到一维二维耦合边界的处理中，即耦合边界水位预测
校正法。该方法具有一维、二维模型计算完全独立，可有效利用现有模型的优点。与传统一维二维耦合处理方法
相比，耦合连接条件的满足程度较高且可通过对计算容差的调整进行有效控制。利用理想及实际例子进行了计算
验证，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较好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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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湖泊复合系统是水利和环境工作者关心研究的重点区域，对其进行大范围整体水动力模拟时，常面
临模型选择上的权衡。一般来说，河流区域适合采用沿断面积分后的纵向一维模型，可利用实测断面表达河
道地形，与要达到同等地形分辨程度的二维模型相比，计算量大幅减小；湖泊区域适合采用沿水深积分的平
面二维模型，因其对宽阔区域的复杂地形描述更为准确，且对于复杂计算边界有时根本无法概化为一维问
题，只能采用二维或三维模型。此外，对于较为关心其流动细节的局部区域，亦应采用高维模型以获得更多
的流动细节信息。当对河湖系统进行整体水动力模拟时，最直观的解决方案是对河流采用一维、对湖泊采用
二维，最终建立起一维二维耦合的整体模型。

一维、二维模型间耦合方式有多种，已有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侧向耦合［１］、重叠耦合［２］和边界搭接耦
合［３６］。侧向耦合与重叠耦合适用于河网与其旁侧洪泛区的联合模拟，或者河网整体框架下局部重点关注地
区的水流细节模拟。本文建立的河湖系统整体水动力数值模型，针对的是边界搭接耦合的情况，即一维、二
维计算域在各自的计算边界处实现搭接耦合。根据耦合连接方法的差异，又可分为直接求解法［３］、特征方
程求解法［４］、互赋边界迭代法［５６］。直接求解法多采用有限元离散，在离散方程组层面进行矩阵整体装配求
解，能严格满足耦合连接条件，但缺点是不易扩展至有限差分法和有限体积法，不利于利用现有模型。特征
方程求解法在耦合连接处显式离散求解一维、二维特征方程，并利用求得的耦合连接处水位或流量作为边界
条件对一维、二维计算域进行求解，其缺点是特征方程求解结果和一维、二维模型的求解结果之间往往存在
差异，从而使耦合连接条件无法得到满足；互赋边界迭代法在一维、二维模型间根据已知解互相提供边界条
件，交替计算以实现整体求解，但互相提供的边界条件存在时间滞后性，使耦合连接条件无法得到满足，即
使对互赋边界条件过程进行迭代，其是否收敛尚无定论；有学者提出在耦合边界处构造一虚拟的重叠计算水
域，以限制时间滞后边界条件引起的误差传播，但仍无法彻底避免耦合连接处一维、二维计算结果不一致的
缺限。

本文在处理模型耦合问题时采用一种新的思路，将河网计算中用于处理河段间耦合问题的汊点水位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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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法［７８］进行推广，应用于一维二维模型耦合问题，形成“耦合边界水位预测校正法”。任一时间步计算
中，该方法首先在耦合连接处对一维、二维边界预测出水位边界条件，然后根据耦合边界处的流量计算结果
以及当地水力参数对水位边界条件进行反复校正，直至耦合连接条件在计算容差内得到满足。

１　 数值模型
１ １　 一维河网模型

对河网中的任意单一河段，采用圣维南方程组作为控制方程。
Ａ
ｔ
＋ Ｑ
ｘ
＝ ０ （１）

Ｑ
ｔ
＋ 
ｘ β

Ｑ２( )Ａ ＋ ｇＡ ζ
ｘ
＋ ｇＡＳ ｆ ＝ ０ （２）

式中　 ｘ为空间坐标；ｔ为时间坐标；Ａ为过流面积；Ｑ为流量；ζ为水位；Ｓｆ 为摩阻坡度；β为断面动量修
正系数；ｇ为重力加速度。阻力根据经验公式确定，如曼宁公式Ｓ ｆ ＝ ｎ２Ａ － ２Ｒ － ４ ／ ３ ｜ Ｑ ｜ Ｑ，式中ｎ为曼宁综合
糙率，Ｒ ＝ Ａ ／ Ｐ为水力半径，Ｐ为过流断面湿周。

河网中各河段之间的耦合通过汊点连接关系实现，由汊点处能量守恒关系式（３）和水量守恒关系式（４）
组成：

ζ１ ＝ …＝ ζ ｉ ＝ …＝ ζＭ （３）


Ｍ

ｉ ＝ １
Ｑｉ ＝ ０ （４）

式中　 Ｍ为与汊点相连的河段个数；Ｑｉ为河段ｉ流入汊点的流量（流出为负）；ζ ｉ 为河段ｉ与汊点连接断面的
水位。可见汊点连接关系限制了河段边界节点变量，实质上是为各河段提供边界条件，即“汊点内边界条
件”。在开放外边界处，根据水流特性及实测数据选择边界条件类型，可以是流量过程、水位过程或流量～
水位关系。初始条件可按稳态计算结果近似给定。

数值离散方面，以水位ζ和流量Ｑ为求解变量，采用Ｐｒｅｉｓｓｍａｎｎ四点加权隐式差分格式进行离散，得到
的非线性代数方程组采用ＮｅｗｔｏｎＲａｐｈｓｏｎ迭代法求解。对河段耦合问题，采用汊点水位预测校正法［７］。
１ ２　 二维浅水模型

忽略表面风应力的影响，平面二维浅水方程为
ζ
ｔ
＋·（ｈｕ）＝ ０ （５）

（ｈｕ）
ｔ

＋·（ｈｕｕ）－·（ｈｖ ｔｕ）＝ － ｇｈζ － Ｃ ｆ ｜ ｕ ｜ ｕ － Ω × （ｈｕ） （６）
式中　 和分别为平面二维空间上的梯度和散度算子；ｕ为沿水深平均的平面二维流速；ｈ ＝ ζ － ｚｂ 为水
深；ｚｂ 为床底高程；Ｃ ｆ为底部摩阻阻力系数，常用曼宁公式Ｃ ｆ ＝ ｇｎ２ｈ － １ ／ ３计算；Ω为地转角速度矢量；ｖ ｔ 为
紊动粘性系数，可用紊流模型计算。

在计算边界上需给定边界条件。对于岸边界，流量给定为零，水位给定零梯度条件（即垂直于边界的方
向上梯度为０）。对于水边界，可给定流量值，同时水位给定零梯度条件；或者给定水位值，同时流量给定
零梯度条件。初始条件可按稳态计算结果近似给定，控制方程的能量耗散性质将使初始误差的影响逐渐
消除。

数值离散方面，以水位ζ和单宽流量ｑ ＝ ｈｕ为求解变量，采用非结构同位网格下的有限体积法（ＦＶＭ），
利用类似ＰＩＳＯ（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ｏｒ）算法［９］的“水位～单宽流量”预测校正技术进行方程耦合求
解。采用任意多边形网格，以Ｐ表示网格中心点，ｆ表示网格边中点，Ｎ表示相邻网格中心点，相应下标表
示该点的离散值；以Ｖ表示网格面积，ｌ ｆ表示网格边外矢量。则对控制方程式（５）和式（６）进行ＦＶＭ离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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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如下所示的半离散形式（仅空间离散，时间项未离散）：
ζＰ
ｔ
Ｖ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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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ｆ·ｑ ｆ ＝ ０ （７）

ａＰｑＰ ＋
Ｎ
ａＮｑＮ ＝ Ｒ′Ｐ － ｇ（ｈζ）Ｐ （８）

式中　 Ｒ′Ｐ 为式（６）忽略水位梯度项时相应离散代数方程的右端项。令ＨＰ ＝ Ｒ′Ｐ －
Ｎ
ａＮｑＮ，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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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Ｐ
ａＰ
－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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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格界面处进行插值，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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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ζ）ｆ （１０）
代入式（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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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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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ｌ ｆ·Ｈ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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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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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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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ζ）ｆ ＝ ０ （１１）
可见，式（１１）相当于对方程

ζ
ｔ
＋·ＨＰ

ａ( )
Ｐ

－ ·ｇｈ
ａＰ
( )ζ ＝ ０ （１２）

的ＦＶＭ离散。
对任一时间步计算，完整的速度～单宽流量预测校正算法如下：
（１）单宽流量预测　 利用上一时刻水位场ζ０ 作为迭代初值，解式（８）得到预测单宽流量ｑ；
（２）水位求解　 利用ｑ，解式（１１）得到新的水位ζ；
（３）单宽流量校正　 利用ζ，解式（９）计算校正单宽流量ｑ。
对以上过程的第（２）、（３）步进行反复迭代循环，直至达到某收敛准则。通常情况下，可参照标准ＰＩＳＯ

算法［９］，取迭代次数为２。
１ ３　 耦合边界水位预测校正法

一维、二维计算域的耦合边界可概化为一断面，该处需满足的条件为水位、流量均相等，即
ζ１Ｄ ＝ ζ２Ｄ （１３）

ＱＣ ＝ Ｑ１Ｄ ＋ Ｑ２Ｄ ＝ ０ （１４）
式中　 ＱＣ 为流入耦合断面的净流量。以上耦合特征与河网中各河段间耦合特征类似，可采用相同方法处理。
汊点水位预测校正法利用特征关系理论处理河段间耦合问题，实现了各河段的分离求解。由于一维圣维南方
程组与二维浅水方程组的特征关系并无本质差别，为此同样可以将其应用于一维二维耦合问题以实现各自
计算域的分离求解。相应地，本方法可称之为耦合边界水位预测校正法。

在耦合断面处边界条件如下设定：一维边界条件类型按水位给定；二维边界处水位按定值条件、流量按
零梯度条件给定。首先根据上一时刻已知解预估出耦合边界处的水位值，然后河网和湖泊区域分别单独计
算，可求得耦合边界净流量ＱＣ。再利用ＱＣ 对水位边界条件进行校正，直至ＱＣ 满足某规定的计算容差δＴ，
如此式（１４）即在指定计算容差内得到满足。水位校正增量Δζ按下式给定：

Δζ ＝
ＱＣ

２αＢＣ ｇｈ槡Ｃ

（１５）

式中　 ＢＣ 和ｈＣ 分别为耦合边界处的河宽和水深，可根据已知解给出；α ＞ １为模型参数，较大的α值有利
于计算稳定，本文中建议取为１ ～ ５。容差δＴ 通常按耦合边界净流量与流经该耦合边界的绝对流量之间的相
对比例来确定，对实际工程可根据计算精度要求在１０ － ２ ～ １０ － ４之间选取。对方法收敛性的讨论可参见文献
［８］，本文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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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验证实例
２ １　 非恒定流理想算例

文献［１０］中给出了某平底矩形水槽非恒定流算例，利用其对本文方法进行验证。水槽长１０ ０００ ｍ，宽５０
ｍ。初始水深５ ｍ，水流静止，糙率ｎ取为０ ０２。边界条件如下：

ζ（ｘ ＝ ０，ｔ）＝ ０ ５ｓｉｎ ｗｔ ，ｗ ＝ ２π
１２ ５ × ３ ６００

，Ｑ（ｘ ＝ １０ ０００，ｔ）＝ ０ （１６）
分别采用一维模型、二维模型、耦合模型进行计算，空间步长、时间步长均取为２５０ ｍ、３０ ｓ。采用耦

合模型时，耦合断面位置设在水槽中心ｘ ＝ ５ ０００ ｍ处，左侧采用一维模型，右侧采用二维模型。如图１所
示，３种模型计算结果一致，说明本文提出的模型耦合方法能很好地处理模型耦合问题。图２节取了部分时
段的耦合边界净流量迭代值计算结果，相邻两纵向网格线之间为一个时间步的迭代过程，可见每个时间步内
ＱＣ 都单向趋于零。这一特征对耦合边界水位预测校正法而言至关重要，从应用角度为方法的收敛性提供了
佐证。若要提高耦合边界处水量平衡的计算精度，只需降低计算容差δＴ，但代价是增大计算量。实际应用
中，可根据计算精度与计算效率之间的权衡合理选择δＴ。为了节约计算时间，也可以人为限制迭代最大次
数。本例中，计算参数α取为１，容差δＴ 使得耦合断面净流量小于绝对流量的１％，迭代最大次数取为５。

图１　 不同模型下ｘ ＝ ３ ０００ ｍ处计算结果
Ｆｉｇ 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ｔ ｘ ＝ ３ ０００ ｍ

图２　 耦合边界净流量迭代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２ 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ｎｅ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２ ２　 洞庭湖区实际算例
为进一步验证模型对实际问题的实用性，将其用于洞庭湖区河网湖泊系统的非恒定水动力过程模拟。模

拟区域如图３所示，二维计算域包括荆江、东洞庭湖、南洞庭湖、目平湖、澧水洪道以及松虎洪道，一维计
算域包括松滋、太平、藕池三口以南直至流入洞庭湖的河网以及由南咀注入东洞庭湖的草尾河。一维、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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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域之间共有１３处耦合内边界。计算外边界全部取在二维计算域上，共有６处，分别是荆江入流，湘、
资、沅、醴四水入流和荆江出流。入流边界流量过程按上游控制水文站实测值给定，水位按零梯度条件给
定；出流边界水位过程按控制水文站实测值给定，流量按零梯度条件给定。

图３　 洞庭湖区示意图
Ｆｉｇ ３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Ｌａｋ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图４　 各入流处流量过程和出流处水位过程计算边界条件
Ｆｉｇ ４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 ａｔ ｉｎｆｌｏｗ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ａｇｅ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 ａｔ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本文模拟了２００６年６月５日至８月３日共６０ ｄ的水流过程，各边界对应的控制水文站及边界条件如图４
所示。模拟时段处于枯水年，分洪调蓄等人为措施较少，有利于验证模型。同时在模拟时段内河道断流和湖
泊露滩的情况时有发生，亦可有效检验模型对干湿动边界的处理能力（本文对一维、二维模型的干湿动边界
问题均采用人工渗透法［１１］处理）。由于实际问题地形、水流条件复杂，为保证耦合计算的稳定性，宜将计算
参数α取为较大的数值，本例中α ＝ ５。其他计算参数取为：容差δＴ 使得耦合断面净流量小于绝对流量的
１％，迭代最大次数为５。分别在三口河系、荆江主河道、洞庭湖中选取新江口、沙市、鹿角３个水文站作
为代表，将模型计算结果与实测资料进行对比，如图５所示，可见两者趋势吻合较好，新江口站流量最大误
差在２３％左右，水位则基本一致。各耦合边界净流量变化趋势均与图２中所示趋势一致，说明了耦合边界
水位预测校正法在实际工程应用中仍具有较好的收敛性。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计算中在河网及湖泊区域均采
用了均匀糙率ｎ ＝ ０ ０１８，尚过于概化，经过更为精细的糙率率定过程，可以获得更为精确的计算结果，但
仅从方法的实用性来讲，图５所示计算结果已足以说明本文提出的耦合边界水位预测校正法具有很好的程序
健壮性及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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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计算结果与实测资料的对比
Ｆｉｇ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ｄａｔａ

３　 结　 　 论
本文将用于河网计算的汊点水位预测校正法扩展至一维二维模型耦合问题中，提出了耦合边界水位预

测校正法，并建立了适用于河湖系统整体水动力模拟的数值模型。水位预测校正法具有子模型计算完全独
立、可有效利用现有模型的优点，同时耦合连接条件满足程度可通过对计算容差的调整进行有效控制。结合
理想及实际算例对模型进行了验证，说明了本耦合边界处理方法的实用性和模型的可靠性。

耦合边界水位预测校正法和此前提出的汊点水位预测校正法同属一类方法，只不过处理的耦合问题有所
不同，前者处理的是一维二维耦合问题，后者处理的是一维一维耦合（即河网中的河段间耦合）问题。需要
说明的是，汊点水位预测校正法的收敛性质此前已得到一定的证明。由于一维圣维南方程组与二维浅水方程
组的特征关系并无本质差别，为此耦合边界水位预测校正法具有同样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本文算例的计算
结果也印证了该方法的迭代收敛性。此外，只要所采用的控制方程组的特征性质与一维圣维南方程组无异，
该类方法便可基于同样的原理应用到一维、二维以及三维模型之间的耦合问题，但尚需根据耦合模型的各自
特点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１］ＬＩＮ Ｂ，ＷＩＣＫＳ Ｊ Ｍ，ＦＡＬＣＯＮＥＲ Ｒ Ａ，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１Ｄ ａｎｄ ２Ｄ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ｆｌｏｏ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６，１５９（１）：１９２５
［２］ＶＥＲＷＥＹ Ａ Ｌａｔｅ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ｆｌｏｏｄｐｌａｉｎ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１Ｄ ／ ２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Ｃ］／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６ｔ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ｉｎ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Ｈｏｂａｒｔ：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０１：１３２４
［３］龙江，李适宇 珠江河口水动力一维、二维联解的有限元计算方法［Ｊ］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Ａ辑，２００７，２２（４）：５１２

５１９ （ＬＯＮＧ Ｊｉａｎｇ，ＬＩ Ｓｈｉｙｕ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１Ｄ ａｎｄ ２Ｄ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ｏｕｔｌｅｔ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Ｓｅｒ Ａ，２２（４）：５１２５１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钟上海，何焯霞，熊涛，等 伶仃洋与东四口门一、二维连接水流数学模型的验证及方案计算［Ｊ］ 人民珠江，１９９１ （２）：

１２５　 第４期 王智勇，等：一维二维耦合的河湖系统整体水动力模型



１７２１ （ＺＨＯＮＧ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ＨＥ Ｚｈｕｏｘｉａ，ＸＩＯＮＧ Ｔａｏ，ｅｔ ａｌ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ｎｋｅｄ １Ｄ ａｎｄ ２Ｄ ｆｌｏｗ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ｎｇｄｉｎｇｙａｎｇ ｂａｙ［Ｊ］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１９９１（２）：１７２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诸裕良，严以新，李瑞杰，等 河网海湾水动力联网数学模型［Ｊ］ 水科学进展，２００３，１４（２）：１３１１３５ （ＺＨＵ Ｙｕｌｉａｎｇ，
ＹＡＮ Ｙｉｘｉｎ，ＬＩ Ｒｕｉｊｉｅ，ｅｔ ａｌ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ｂａｙｒｉｖ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３，１４（２）：１３１１３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赖锡军，汪德 非恒定水流的一维、二维耦合数值模型［Ｊ］ 水利水运工程学报，２００２（２）：４８５１ （ＬＡＩ Ｘｉｊｕｎ，ＷＡＮＧ Ｄｅ
ｇｕａｎ １Ｄ ａｎｄ ２Ｄ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ｕｎｓｔｅａｄｙ ｆｌｏｗ［Ｊ］ Ｈｙｄ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２（２）：４８５１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７］ＺＨＵ Ｄ Ｊ，ＣＨＥＮ Ｙ Ｃ，ＷＡＮＧ Ｚ Ｙ Ａ ｎｏｖｅ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ｖａｒｉｅｄ ｓｕｂ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 ／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３３ｒｄ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ＩＡＨＲ 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ＡＳＣＥ，Ｃａｎａｄａ，
２００９：６３２７６３３５

［８］陈永灿，王智勇，朱德军，等 一维河网非恒定渐变流计算的汊点水位迭代法及其应用［Ｊ］ 水力发电学报，２０１０，２９（４）：
１４０１４７ （ＣＨＥＮ Ｙｏｎｇｃａｎ，ＷＡＮＧ Ｚｈｉｙｏｎｇ，ＺＨＵ Ｄｅｊｕｎ，ｅｔ ａｌ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ａｇｅ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ｒｉｖ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ｆｌｏｗ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２９（４）：１４０１４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ＩＳＳＡ Ｒ Ｉ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ｌｙ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ｚｅｄ ｆｌｕｉｄ ｆｌｏｗ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
１９８６，６２：４０６５

［１０］ ＳＯＢＥＹ Ｒ Ｊ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ｔｉｄ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１，１２７（１０）：８０５８２４

［１１］ＨＯＦ Ｂ Ｖ，ＶＯＬＬＥＢＲＥＧＴ Ｅ Ａ Ｈ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ｗｅ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ｒｙｉｎｇ 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ｉｎｇ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ｆｏ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Ｆｌｕｉｄｓ，２００５，４８：１１９９１２１７

１Ｄ２Ｄ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ｒｉｖｅｒｌａｋ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ＮＧ Ｚｈｉｙｏｎｇ，ＣＨＥＮ Ｙｏｎｇｃａｎ，ＺＨＵ Ｄｅｊｕｎ，ＬＩＵ Ｚｈａｏｗｅｉ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 ｃｏｕｐｌｅｄ １Ｄ２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ｖｅｒｌａｋ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ｓ ｐｒｅｓ
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ａｇ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ＷＳＰＣ）ｍｅｔｈｏｄ，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ｔｒｅ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ｒｅａｃｈ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ｔ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ｉｖ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ｈｅｒｅｉｎ ｔｏ ｔｒｅ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ｍｏｄｅ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Ｄ ａｎｄ ２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ＷＳＰ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ｔｈ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
ｓｅｓ ｏｆ １Ｄ ａｎｄ ２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ａｃｈ ｔｉｍｅ ｓｔｅｐ ａｒｅ ｔｏｔａｌｌｙ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ｉｍ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ｗｅ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ａｔ ａ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ｔｈｅ ＷＳＰ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ｇ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
ｔａｇｅ ｏｆ ｆｕｌｌｙ ｆｕｌｆｉｌｌｅｄ ｉｎｔｅｒｍｏｄｅ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ｈｏｓ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ｌｓｏ ｍａｙ ｂ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ｂｙ ｔｕ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ｕｍｅｒｉｃ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ｉｔｓ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ｉｖｅｒｌａｋｅ ｓｙｓｔｅｍ；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１Ｄ２Ｄ ｃｏｕｐｌｅｄ；ｗａｔｅｒ ｓｔａｇ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２２５ 水科学进展 第２２卷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２００８０１００８）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
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５０８２３００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