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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实现对复式河道大尺度漫滩洪水的快速模拟， 结合洪水在滩槽行洪特点和河道一维、 二维水动力学模型

研究成果， 在主槽与滩地分别划分为矩形和三角形网格， 以左右滩唇为分界实现两网格系统嵌套； 建立主槽一维

水动力学数学模型， 内插大断面间网格处的水力因子， 在滩地采用简化的二维水动力学模型模拟滩槽间、 滩地网

格间水量交换， 实现主槽一维与滩地二维模型侧向耦合。 利用黄河下游 “９６·８” 大洪水实测资料， 对花园口至夹

河滩河段洪水演进过程验证， 结果表明该方法模拟精度较高， 能够利用该模型模拟复式河道大漫滩洪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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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原地区大部分天然河流断面形态不规则， 表现为比较复杂的由主槽和边滩构成的复式断面。 在汛

期， 由主槽和滩地共同行洪的复式河道是中国河流大洪水主要演进方式， 水位超过平滩水位后， 水流在主槽

和滩地内流动， 洪水过程表现为洪量大、 洪峰持续时间长、 水位高等特点， 对于平原地区防洪工程的运行产

生较大影响。 目前， 水动力学数学模型成为预测河道洪水演进过程的重要手段， 但对于复式断面滩槽水流特

征的问题， 貌似简单， 实际上是一个复杂流体力学问题， 主要是主槽和滩地两股不同流速的水流相互影响作

用形成一种复杂的流动现象， 其物理表现为典型的三维特性， 这就增加了模拟的难度［１］。 当计算河段流量

小于平滩流量时， 一维和二维水动力学模型都能取得较好的计算结果。 当计算河段流量大于平滩流量时， 水

流将在滩地漫流， 一维模型由于采用大断面对实际地形进行控制， 不可避免要对广阔的滩地进行概化处理，
如在特定的河段设置滩地水库等方法来模拟滩地蓄洪效应， 这些处理方法在一维模型中得到广泛应用， 但显

得较粗糙， 不能模拟断面间滩地过流情况及滩地洪水退水位置及退水过程， 难以满足较精细的生产需要； 二

维模型虽能模拟大洪水在滩地演进过程， 但计算量较大， 需要较长计算时间， 不能满足大洪水期间滩区风险

评估的快速决策需求。 如果减少二维网格量， 则不能真实反映滩地地物地貌， 计算误差较大。 因此， 结合大

洪水在滩槽行洪特点和现有河道一维、 二维水动力学模型研究成果， 建立主槽一维、 滩地二维的侧向耦合模

型， 既具有科学意义， 又能满足大漫滩洪水快速预报的需求。
从空间分布上看， 一维、 二维模型耦合主要包括纵向耦合和侧向耦合， 现有研究成果以纵向耦合为

主［２⁃４］。 纵向耦合也称为边界搭接耦合， 一维、 二维计算域在各自的计算边界处实现搭接耦合， 一个模型出

口即为另一个模型的进口， 两模型之间相互提供边界条件， 目前研究重点是一维、 二维边界耦合的处理方

法， 如耦合边界水位预测校正法［５］、 重叠⁃投影法［６］、 耦合虚拟点算法［７］、 堰流公式进行耦合［８］ 等方法。 一

维、 二维侧向耦合模型计算区域相互并置， 适用于河道与其旁侧洪泛区的联合模拟。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就有学

者提出在主槽建立一维模型、 滩地二维模型的模拟理念， 在国内也先后进行过该计算方法研究， 在国外许多

商业化的软件系统中也都具有了该功能， 如 ＨＥＣ⁃ＲＡＳ、 Ｍｉｋｅ Ｆｌｏｏｄ、 Ｓｏｂｅｋ 等水利软件。 上述研究成果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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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思路基本一致， 都是以漫流或堰流方式计算主槽与滩地间水量交换， 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滩地或洪泛区洪

水演进模式、 数值计算方法等方面。 根据滩地行洪特点， 对描述洪水运动方程的对流输运或扩散通量进行适

当简化［９⁃１１］， 而 Ｍｉｋｅ Ｆｌｏｏｄ、 Ｂｌａｄé、 Ｆｉｎａｕｄ⁃Ｇｕｙｏｔ Ｐ ［１２］等模型则没有进行简化处理。 在数值计算方法上， 主

要有有限差分（ＨＥＣ⁃ＲＡＳ、 Ｓｏｂｅｋ 等模型）、 有限体积（Ｍｉｋｅ Ｆｌｏｏｄ、 Ｂｌａｄé）等方法。 本研究根据复式河道滩槽

地形特点， 提出在主槽断面间进一步剖分网格并与滩地网格联合嵌套的网格系统， 采用简化后的滩地二维模

型实现对漫滩洪水快速精细模拟。

１　 控制方程及数值求解

１ １　 河道一维水动力学模型

河道一维水动力过程采用一维 Ｓａｉｎｔ⁃Ｖｅｎａｎｔ 方程组［３］， 如下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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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Ｚ 为断面水位； Ｑ 为流量； Ａ 为过水面积； Ｂ 为水面宽度； ｇ 为重力加速度； Ｓｆ为摩阻坡度； ｔ 为时

间； ｘ 为空间间距； ｑｌ为单位河长侧向（出）入流量， 主要包括河段引水、 河道损失及侧向耦合模型滩槽交

换量。
以水位 Ｚ 和流量 Ｑ 为求解变量， 结合出口断面边界条件， 采用 Ｐｒｅｉｓｓｍａｎｎ 四点加权隐式差分格式对控

制方程进行离散， 通过追赶法求解离散后的方程。
１ ２　 二维浅水运动方程

１ ２ １　 控制方程

平面二维浅水控制方程是通过对三维方程沿水深积分， 然后取平均得到的， 故又称为水深平均模型。 在

浅水流动假设下， 用守恒变量为因变量形式表示的控制方程如下（不考虑科氏力和风应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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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ｕ ＝ ［ｑｇ， － ｇｈ（Ｓｏｘ ＋ Ｓｆｘ）， － ｇｈ（Ｓｏｙ ＋ Ｓｆｙ）］ Ｔ

式中　 Ｅ、 Ｇ 分别为 ｘ、 ｙ 方向上的对流项； Ｅ、 Ｇ 分别为 ｘ、 ｙ 方向上的扩散项； ｈ 为垂线平均水深； ｑｘ、 ｑｙ

为 ｘ、 ｙ 方向垂线平均单宽流量； Ｖｔ 为紊动粘滞性系数； Ｓｏｘ、 Ｓｏｙ 分别为 ｘ、 ｙ 方向河床比降， 其值为

Ｓｏｘ ＝∂ｚｂ ／ ∂ｘ， Ｓｏｙ ＝∂ｚｂ ／ ∂ｙ； ｚｂ为河底高程； Ｓｆｘ、 Ｓｆｙ分别为 ｘ、 ｙ 方向摩阻坡度， 其值为 Ｓｆｘ ＝ ｎ２ｈ－４ ／ ３ｕ（ｕ２ ＋ｖ２），
Ｓｆｙ ＝ｎ２ｈ－４ ／ ３ｖ（ｕ２＋ｖ２）； ｕ、 ｖ 为 ｘ、 ｙ 方向的速度； ｎ 为曼宁糙率系数； ｑｇ为控制体（出）入流量。
１ ２ ２　 控制方程离散与求解

将连续方程写成张量形式：
∂ｚ
∂ｔ

＋ Δ·（ｈＶ） ＝ ｑｇ （４）

图 １ 为控制体网格布置图， ｚ 为控制体中心水位， ｚ＝ ｚｂ＋ｈ。 按照有限体积法， 把变量定义在控制体中心，
在控制体积 Ω 上进行积分， 通过 Ｇａｕｓｓ 定理可以将控制体内的积分转化为边界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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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耦合模型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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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Ｖ 为网格周边通道上任意一点的速度矢量； ｎ 为该点外法向单位

方向矢量。 令 Ｑ＝ｈＶ·ｎ，Ｑ 为网格的各个通道的单宽流量。 连续方程

可以转化为

Ãｓｉ

ｄｚｉ
ｄｔ

＝ ∑Ｑｉ， ｋ（ ｚｉ， ｚｋ） ＋ ｑｇｉÃｓｉ （６）

式中　 ｉ 为主网格编号； ｋ 为相邻控制网格的编号； Ãｓｉ为 ｉ 网格单元的

水面表面积； Ｑｉ，ｋ为 ｋ 网格单元流入 ｉ 网格单元的流量， 其值通过动量

方程求解， “＋” 为流进， “ －” 为流出； ｑｇ ｉ为 ｉ 控制体由于出（入）流、
蒸发、 下渗等物理过程而变化的水量； ｚｉ为 ｉ 网格水位， ｚｉ ＝ ｚｂ ｉ ＋ｈｉ， ｚｂ ｉ
为 ｉ 网格底高程； ｚｋ为 ｋ 网格水位， ｚｋ ＝ ｚｂ ｋ＋ｈｋ， ｚｂ ｋ为 ｋ 网格底高程。

采用有限差分求解控制方程：

ｚｎ＋１ｉ ＝ ｚｎｉ ＋ Δｔ∑Ｑｎ
ｉ， ｋ ｚｉ， ｚｋ( ) ／ Ａ

～

ｓｉ ＋ Δｔｑｇｉ 　 　 　 　 （７）

在滩地行洪区内， 洪水运动的对流输运、 扩散通量作用比重力小得多， 地面洪水演进主要受到重力和阻

力的作用， 因此控制方程可以忽略掉对流输运和扩散通量， 方程可以写成如下形式［１３⁃１４］：

∂ｑｘ ／ ∂ｔ ＋ ｇｈ∂ｚ ／ ∂ｘ ＋ ｎ２ｕ ｕ２ ＋ ｖ２ ／ ｈ４ ／ ３ ＝ ０ （８）

∂ｑｙ ／ ∂ｔ ＋ ｇｈ∂ｚ ／ ∂ｙ ＋ ｎ２ｖ ｕ２ ＋ ｖ２ ／ ｈ４ ／ ３ ＝ ０ （９）
对上述动量方程在控制体积上按照有限体积方法进行离散， 结合滩地地物地貌特性及主槽与滩地空间衔

接特点， 如果两个网格单元之间无局部障碍物， 洪水在网格之间流动可以视为漫流形式， 动量方程转化为漫

流公式形式：

Ｑｉ，ｋ ＝ ｓｉｇｎ（ ｚｋ － ｚｉ）Φ ｚｉ，ｋ( ) ｚｋ － ｚｉ （１０）

式中　 ｓｉｇｎ 为符号函数， 表示 Ｑｉ，ｋ的正负与（ ｚｋ－ｚｉ）正负相同； ｚｉ，ｋ为 ｉ 网格单元与 ｋ 网格单元交界处水位， 可

由相邻两网格水位差值得到， ｚｉ，ｋ ＝ αｚｋ ＋（１－α） ｚｉ， α 为两网格加权系数； Φ（ ｚｉ，ｋ） ＝ Ãｉ，ｋ（ ｚｉ，ｋ － ｚｂ，ｉ，ｋ） ／ （ ｎｉ，ｋ ／
ｄｘ０ ５）， ｄｘ 为两相邻控制体中心距离； ｎｉ，ｋ为两网格交界处糙率系数， 可以由两网格糙率加权得到； ｚｂ ，ｉ，ｋ为两

网格交界面处的底高程； Ãｉ，ｋ为两相邻控制网格过水面积， Ãｉ，ｋ ＝（ ｚｉ，ｋ－ｚｂ ，ｉ，ｋ）Ｂ ｉ，ｋ， Ｂ ｉ，ｋ为 ｉ 网格单元与 ｋ 网格单

元共用边宽度。
如果相邻控制网格间有道路、 生产堤和跌水等， 控制方程可以离散为宽顶堰形式， 分为自由堰流与淹没

堰流。
当 （ ｚｉ－ｚｗ）＜２（ ｚｋ－ｚｗ） ／ ３ 时， 离散为自由堰流形式：

Ｑｉ， ｋ ＝ Φｆ ｚｋ － ｚｗ( ) ３ ／ ２ ， 　 　 　 Φｆ１ ＝ μ １ｂ ２ｇ （１１）
当（ ｚｉ－ｚｗ）≥２（ ｚｋ－ｚｗ） ／ ３ 时， 离散为淹没堰流形式：

Ｑｉ， ｋ ＝ Φｄ ｈｉ － ｚｗ( ) ｈｋ － ｚｉ( ) １ ／ ２ ， 　 　 Φｆ２ ＝ μ ２ｂ ２ｇ （１２）
式中　 ｚｗ为堰顶高程， 相当于路面或者堤顶高程； ｂ 为堰顶有效宽度， 取为两相邻网格交界处长； μ１、 μ２为

堰流系数， 可以根据堰形状及表面状况选择堰流系数， 一般取 μ１ ＝ ０ ３７～０ ５７， μ２ ＝ ２ ６μ１。
上述离散方程通过有限差分方程进行数值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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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侧向耦合模型洪水演进模型建立

２ １　 滩槽网格剖分及衔接

图 ２ 为典型复式河道断面地形图， 从图 ２ 可以看出， 断面主要分为主槽、 嫩滩和老滩 ３ 部分， 分别以滩

唇和生产堤作为分界点。 在主槽内地形分布极不规则， 滩地地形变化亦非常剧烈。 在主槽以深泓点为分界线

把主槽地形分为左右两部分， 采用同水位下过水面积相等的方法分别概化左右部分地形， 最后合并生成整个

主槽概化地形， 见图 ３。
在主槽划分两列矩形网格， 左、 右滩地分别剖分三角形网格， 把左、 右岸滩唇连线作为主槽与两侧滩地

的分界线， 对主槽与两侧滩地网格进行物理衔接（图 ３）， 其中主槽内的左右两列网格分别用来计算与左右滩

地之间洪水的质量和动量交换。

　

图 ２　 典型复式河道断面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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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主槽地形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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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主槽洪水演进计算

利用一维水动力学模型模拟洪水在主槽内的演进， 求在主槽内各大断面的水位 Ｚ 和流量 Ｑ， 并把计算成

果按距离内插到各大断面间四边形网格形心处。
２ ３　 滩地洪水演进计算

图 ４　 主槽与滩地通量交换示意

Ｆｉｇ ４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ｎｄ ｆｌｏｏｄｐｌａｉｎ ｆｌｕｘ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比较主槽内四边形网格形心处的水位、 滩唇高程和相

邻滩地三角形网格形心高程， 利用二维水动力学模型的简

化公式（１１）或公式（１２）计算主槽与滩地间的水量交换。 滩

地网格间水流交换主要是根据控制网格形心高程、 网格间

边界高程和相邻控制网格形心高程， 采用二维水动力学模

型的简化公式（１０）求解滩地网格间的水流交换， 见图 ４。
Ｘ、 Ｙ 表示北京 ５４ 投影坐标。
２ ４　 耦合计算

根据滩槽交换量计算主槽单位宽度进（出）流量 ｑｌ， 把

ｑｌ作为下时刻主槽计算的旁侧流量进行滩槽耦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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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计算案例

黄河下游 “９６ ８” 洪水属于中常洪水， 持续时间较长， 水位表现较高， 河道发生大面积漫滩。 选择花

园口—夹河滩河段为研究区域， 该河段河宽水散， 冲淤幅度大， 主流摆动频繁， 为典型的游荡性河段， 河段

全长 １００ ８ ｋｍ， 河槽一般宽 ３～５ ｋｍ， 两岸大堤堤距平均 ８ ４ ｋｍ， 最宽 ２０ ｋｍ。
滩地采用 １９９５ 年汛前实测资料， 主槽地形采用 １９９６ 年汛前实测大断面内插生成， 河道工程采用 １９９２

年资料。 以滩唇作为主槽和滩地为分界线， 对计算区域网格进行划分， 主槽与滩地分别剖分为 ８２０、 ９ ４６０
个计算网格（图 ５）。 花园口采用实测 “９６ ８” 洪水流量过程为进口， 出口采用 １９９６ 年汛后夹河滩站水位流

量关系曲线。

图 ５　 一、 二维侧向耦合模型网格示意

Ｆｉｇ ５ Ｇｒｉｄ ｏｆ 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ｉｄ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图 ６ 为模型计算与实测对比图。 从洪峰峰值看， 计算最大洪峰为 ７ ３６０ ｍ３ ／ ｓ， 洪峰到达时间为 ８ 月 ７ 日

１：００， 实测为 ７ １５０ ｍ３ ／ ｓ， 洪峰到达时间为 ８ 月 ６ 日 ２２：００， 计算与实测基本一致。 从洪水的传播过程看， 在

洪水上涨过程中， 滩区先蓄后泄。 先是横比降大于纵比降， 由主槽向滩地分流或倒灌， 当滩地蓄水达到一定

程度后， 由于主槽水流迅速向下推进， 造成主槽比降大于横比降， 滩地蓄水回流至主槽， 经过滩地的水量调

蓄作用， 使主槽峰前水量又附加到峰后过程上， 使洪水过程变形， 同时迟滞了下游站的峰现时间， 模型能够

模拟洪水的变形过程。
图 ７ 为最大洪峰到达夹河滩时， 计算花园口—夹河滩河段淹没范围图， 计算滩地淹没水深为 ０ ５ ～ ３ ３

ｍ， 平均水深约 １ ４ ｍ， 在峰顶附近滩地分流比为 ２２％～４１％， 计算夹河滩断面平均流速为 １ ３８ ｍ ／ ｓ， 计算滩

区蓄水约为 ５ １３ 亿 ｍ３。 累积至 ６ 日实测该河段滩区蓄水约为 ５ ９７ 亿 ｍ３。 计算能够反映滩地滞洪及蓄水的

过程。

　

图 ６　 夹河滩流量过程对比

Ｆｉｇ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ａｔ Ｊｉａｈｅｔａ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

　 　

图 ７　 计算淹没范围

Ｆｉｇ ７ Ｉｎｕｎｄａｔｅｄ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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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本文在滩槽分别采用一维和简化的二维模拟技术， 建立一、 二维侧向耦合洪水演进模型， 以左右滩唇连

线作为主槽与两侧滩地分界线， 能够实现侧向耦合模型滩槽网格耦合嵌套， 采用自由堰流或淹没堰流可以实

现滩槽水量交换。 通过对黄河下游 “９６·８” 漫滩洪水过程计算表明， 模型能够模拟漫滩洪水在复式河道内

的演进， 同时对于漫滩洪水上涨及衰减过程中滩槽频繁水量交换， 滩地先蓄后泄的洪水变形过程也能够很好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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