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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计算河流动力学重在研究河流动力的时空变化， 实质上是计算流体力学、 计算土力学在河流动力学中的应

用， 但并非简单组合， 主要难点源自相间作用机理复杂性及研究对象多尺度性所导致的应用可行性问题。 问题解

决的过程中产生大量新的适于河流动力计算的数学模型和数值模型， 但当前理论体系还缺乏系统性。 综合河流动

力学、 计算流体力学、 计算土力学理论， 给出计算河流动力学的理论体系框架， 明确计算河流动力学各部分内容

的基本联系。 基于此理论体系， 可以方便地判断模型准确性、 计算量和复杂性， 构建最优的数学模型， 并判断数

学模型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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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１９８９ 年第 ４ 次河流泥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当时的国际水力学会主席 Ｋｅｎｎｅｄｙ 指出泥沙研究的 １０
个重要进展之一就是河流数学模型， 并且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的唯一重要进展。 数学模型在河流动力研究

领域逐渐成为与理论推理和物理模型同等重要的方法之一。 随着河流数学模型应用范围拓展以及计算机快速

发展， 河流数学模型理论体系的系统性、 准确性和应用可行性也不断提高， 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分支———
计算河流动力学。

计算河流动力学是以经典河流动力学、 计算流体力学和计算土力学为理论基础， 以河流动力数学模型为

基本工具， 研究河流水沙动力及其与河流边界相互作用规律的科学。 计算河流动力学与经典河流动力学虽然

在研究对象方面一致， 但在研究方法方面却相差甚远。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 计算机和数值算法的快速发

展， 使得计算流体力学和计算土力学中的模型应用于河流动力研究具有了可行性。 特别是 ９０ 年代以后， 许

多在准确性方面已获得证明的理论， 如多相流体力学模型、 紊流模型、 新的数值算法、 边界拟合技术等都迅

速应用于河流模拟中。 但这并非简单地应用， 即使同一控制方程， 在不同边界下计算量常存在量级上的差

异， 应用可行性差异非常大。 计算机运算速度的限制使得许多更具一般性的理论和准确性更高的模型无法直

接应用于河流中， 每一次应用都需根据河流特性进行新的优化。 计算速度的飞速发展， 使得大量理论更完

善、 准确性更高、 尚未得到应用的模型， 有希望将来应用于计算河流动力学中。
近年来河流健康概念的出现［１⁃２］对计算河流动力学模型和算法方面提出新的要求， 要求扩大计算空间尺

度的同时， 更加重视微观、 表相的研究， 以解决水流和泥沙的相间作用、 床面泥沙的运动、 水体紊动作用、
水污染物吸附解吸等过程模拟所存在的问题。 然而， 目前关于计算河流动力学理论的系统论述未见报道，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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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献大都局限于当前工程应用的模型理论， 而未涉及基础理论体系及其交叉融合， 这将延缓新的理论引

入， 限制技术发展和理论创新。 因此， 有必要融合经典河流动力学、 计算流体力学、 计算土力学基本理论，
分析不同模型的计算精度、 计算量、 复杂性， 构建完整的计算河流动力学理论体系。 这将有助于根据当时计

算机科学、 数值算法、 河流动力学理论条件， 准确选取最优方法， 确定正确的研究方向。
本文通过梳理计算河流动力学理论基础， 进一步构建了含沙水流运动、 河床冲淤、 河岸崩塌以及两界面

模拟的理论体系框架。 构建原则力求从理论更严密、 准确性更高更具一般性的模型入手， 通过理论推导或经

验假设得出计算效率更高但准确性适度降低的模型， 而不是依照模型产生或应用时间对其简单罗列。 这样有

利于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严密性， 同时也便于看出不同模型所基于的假设及其适用环境。

１　 计算河流动力学的理论基础

文献［３］关于河流的定义， 河流是由含沙水体及其边界组成， 其中边界为床面（河道底部和河漫滩）和河

岸。 河流计算中常分为定床和动床， 在河床和河岸冲淤不明显时， 不考虑河床的变化， 仅涉及到含沙水流及

其与界面的作用； 而当冲淤明显或属重点研究对象时， 还需进行河床和河岸冲淤计算。 在河流的计算中还涉

及到另一重要界面， 就是自由表面。 因此， 计算河流动力学研究对象涉及到 “三相⁃两界面”， 不同部分各相

比例全然不同， 导致材料和力学特性完全不同， 研究方法也不同。 如河岸土体随着含水率的增加， 黏性土颗

粒可从固体过渡为半固体， 后变为可塑状态， 最后可变为液态。 即使同为河流含沙水体， 随着含沙量的变化

也会导致流体特性、 甚至本构关系的变化， 如水流含沙量增加到一定程度会变为非牛顿流体。 河岸土体含水

量变化也会对土颗粒间应力状态产生直接影响， 进而影响到土体的抗剪强度等宏观力学行为， 河流水位变化

导致岸坡失稳就是典型的例子。 除此之外， 不同粒径、 级配的土体， 其材料性质与动力学特性也有很大差

异。 计算河流动力学对以上各相的运动、 应力和应变的描述需用到水、 沙、 土体的材料变量、 状态变量以及

变量与现象间的本构方程， 因此计算河流动力学的发展与经典河流动力学、 计算流体力学和计算土力学等学

科的基础理论紧密相关。
从研究对象方面， 经典河流动力学与计算河流动力学一致。 经典河流动力学［４］ 依然是计算河流动力学

的基础， 除了宏观上介绍水流运动的基本特征和河床演变特征， 还介绍了含沙水体性质、 泥沙级配［５］、 泥

沙沉速［６］、 泥沙起动［７⁃１１］、 水流挟沙力［６］、 非均匀输沙［１２⁃１４］等方面的基础理论。 这些内容一方面为河流数学

模型框架构建、 模型优化提供依据， 另一方面为数学模型提供必要的经验公式和参数， 如泥沙沉速、 起动切

应力或起动流速等。 虽然这些公式多基于（空间上）均匀、 （时间上）平衡假定得到的， 但工程应用证明其具

有一定的合理性。
从研究方法方面， 计算河流动力学更接近于计算流体力学。 含沙水流属于含颗粒多相流， 计算流体力学

中理论基础和数学模型可直接应用于河流动力模拟。 包括描述流体运动的基本变量， 其中材料变量主要是密

度、 黏性等， 应力变量主要是压力、 黏性力等， 变形变量主要用到速度应变张量、 压力应变等； 其次需要吸

收计算流体力学关于连续介质输运的基本概念和方法， 如质点、 连续介质假定、 各向同性假定、 Ｅｕｌｅｒｉａｎ 法

和 Ｌａｇｒａｇｉａｎ 法， 控制体及其大小、 微观尺度和宏观尺度、 多相流的微观尺度、 细观尺度及宏观尺度大小的

界定以及应力和应变的本构方程。 然而， 相对于工业生产中的多相流模拟， 河流计算空间范围变化大、 泥沙

级配宽且作用机理复杂， 计算流体力学模型无法直接应用于河流模拟， 需要通过模型简化以增加应用的可行

性。 通常基于河流的水沙特性及边界特征进行简化。 首先是含沙多相流模型的简化， 其次在空间维度上对模

型予以简化。
此外， 在河岸的横向变形的研究中， 计算土力学也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河岸的横向变形需用到土体

剪切应力及抗剪强度、 黏性和无黏性土稳定性分析、 土体固结等土力学中的相关内容。 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

展， 河岸变形计算也对计算土力学的数值算法越来越重视， 不仅仅依赖于简单的经验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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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含沙水流模型构建

２ １　 自由表面模型构建

严格地讲， 河流自由表面是水流与大气的界面， 其形态由水流及气体共同决定， 需要进行多相流求解确

定。 在存在界面的多相流模拟中， ＶＯＦ 模型是常用的计算方法。 其优点是在每一时间步计算空间每一网格

各相体积分数， 可应用于大多复杂的水面线分布， 包括水面间断、 垂向多值等情况， 但计算量大， 不适于大

尺度河流计算。 由于河流数值模拟计算尺度较大， 工程应用中很少考虑河水对大气的作用， 且忽略局部水位

的剧烈变化。 因此， 在实际应用中， 常假设水位 ζ 呈连续变化， 进一步基于质量守恒原理， 对三维连续性方

程沿垂向 ｚ 从床面 ｚｂ至 ζ 积分可得水位的控制方程：
∂ζ
∂ｔ

＋ ∂
∂ｘ∫

ζ

ｚｂ
ｕｄｘ ＋ ∂

∂ｙ∫
ζ

ｚ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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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式（１）适用于水面连续、 垂向单值的区域， 不适于自由表面变化剧烈的区域。 不过上式避免了气液两

相流模拟问题， 在当前计算机速度条件下， 这一简化极大地增加了计算流体力学相关理论在河流动力学中应

用的可行性。
在此基础上， 根据河流水体特征， 垂向 ｚ 点压强 Ｐ 常被分解为水面大气压强 ｐａ、 静压 ｐｓ和动压 ｐ 之和。

Ｐ ＝ ｐａ ＋ ｐｓ ＋ ｐ ＝ ｐａ ＋ ｇ∫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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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静压的计算需要用到水位 ζ。 水位确定后， 动量方程求解则类似经典计算流体力学问题。
２ ２　 多相含沙水流模型的简化

含沙水流是由水流和泥沙组成， 含沙浓度对于水体性质和控制方程具有重要影响。 下面先从更具一般性

的多相流模型出发， 介绍不同条件下含沙水流模型的特点。
（１） 多相流模型分析

含颗粒固⁃液两相流模型可分为拟流体模型（Ｅｕｌｅｒｉａｎ⁃Ｅｕｌｅｒｉａｎ）、 颗粒轨道模型（Ｅｕｌｅｒｉａｎ⁃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 又

称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ｍｏｄｅｌ）以及拟颗粒模型（Ｌａｇｒａｇｉａｎ⁃Ｌａｇｒａｇｉａｎ）。 拟流体模型假定颗粒与流体都属连续介质，
认为颗粒和流体互相渗透、 各自具有不同的体积分数和速度。 根据颗粒⁃流体相互作用的处理方法不同， 拟

流体模型进一步可分为无滑移模型、 小滑移模型、 混合模型以及多流体模型， 其中无滑移模型类似于浑水模

型， 小滑移模型考虑颗粒相对于水流的滑移， 多流体模型考虑了水流和颗粒的相互作用； 颗粒轨道模型将流

体作为连续介质， 而将颗粒视为离散体系， 在 Ｅｕｌｅｒｉａｎ 坐标系下考察流体相的运动， 而在 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 坐标系

下研究颗粒群的运动； 拟颗粒模型与拟流体模型相反， 将流体和颗粒都视为离散颗粒。
不同模型在基本假定、 相间耦合处理方面都有不同， 具体如表 １ 所示， 其中单向耦合仅考虑水体对于颗

粒的作用力， 而不考虑颗粒对水体作用力。 不同模型适用条件也不同， 如表 ２ 所示。

表 １　 多相流模型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ｈａｓｅ ｍｏｄｅｌ

模 型 处理方法 相间耦合 相间滑移 坐标体系 颗粒湍流脉动

无滑移拟流体模型 连续介质 简单双向 无 欧拉 有（与流体等同）

小滑移拟流体模型 连续介质 单向 滑移＝扩散 欧拉 扩散＝滑移

双流体模型 连续介质 双向 有 欧拉 有

颗粒轨道模型 连续介质 双向 有 拉格朗日 有

拟颗粒模型 离散体系 双向 有 拉格朗日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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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多相流模型的选择参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ｈａｓｅ ｍｏｄｅｌ

量纲一参数 表达式 判定

Ｓｔ＜＜１ 颗粒追随流体极快，小滑移、无滑移假定适用。

Ｓｔｏｋｅｓ 数（Ｓｔ） Ｓｔ＝τＲ ／ τｆ Ｓｔ＞＞１ 颗粒追随流体极慢，流体对颗粒影响很小。

其他 Ｓｔ 越小追随性越好，小滑移和无滑移假定实用性越好，无滑移。

Ｈｔ＜＜１ 颗粒极易追随流体扩散，颗粒扩散可近似流体扩散，小滑移。

Ｈｉｎｚｅ⁃Ｔｃｈｅｎ 数（Ｈｔ） Ｈｔ＝τＲ ／ τｔ Ｈｔ＞＞１ 颗粒极难追随流体扩散，需考虑颗粒自身脉动。

其他 Ｈｔ 值越大，颗粒越容易追随流体扩散，颗粒扩散假定越可靠。

Ｓｌ＜＜１ 颗粒碰撞对颗粒运动影响极小，可以忽略。

Ｓｏｏ 数（Ｓｌ） Ｓｌ＝τＲ ／ τＳ Ｓｌ＞＞１ 颗粒碰撞对颗粒运动影响极大，需要考虑。

其他 Ｓｌ 越大，颗粒的影响越大。
注： τｆ 为流体流动特征时间； τＲ 为颗粒松弛时间； τｔ 为流体脉动时间； τＳ 为颗粒碰撞特征时间尺度。

　 　 但在实际应用中， 应该更多考虑到模型的可行性。 不同模型的准确度、 计算量及复杂性分析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多相流模型的发展现状示意

Ｆｉｇ １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ｌｏａｄ

（２） 当前含沙水流模型

由于计算机速度限制和相间作用机理的复杂性， 当前含沙水流运动模型仍然停留在小滑移模型阶段， 而

垂向上则认为颗粒相对于浑水存在－ωｓ 的滑移速度， 称为悬移质浓度输运方程：
∂Ｓ
∂ｔ

＋
∂ｕ ｊＳ
∂ｘ ｊ

＝
νｔ

σｓ

∂２Ｓ
∂２ｘ ｊ

＋ δ ｊ３ωｓ
∂Ｓ
∂ｘ ｊ

＋ Ｑｓ （３）

式中： Ｑｓ为源项； σｓ 为 Ｓｃｈｍｉｄｔ 常数。 当 ｊ＝ ３ 时， δ ｊ３ ＝ １； 当 ｊ≠３ 时， δ ｊ３ ＝ ０。
含沙水流的动量方程则并未考虑泥沙对水流的作用：

∂（ρＭｕＭｉ）
∂ｔ

＋
∂（ρＭｕＭｉｕＭｊ）

∂ｘ ｊ

＝ － ∂Ｐ
∂ｘｉ

＋ μＭ

∂２ｕＭｉｊ

∂２ｘ ｊ

＋ ρＭ ｆｉ ＋ Ｆ ｉ （４）

式中： 下标 Ｍ 表示河流水沙混合体； Ｐ 为压强； μＭ 为黏性系数； ｆ 为体积力； Ｆ ｉ为其他力源项， 下标 ｉ、 ｊ 为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约定求和符号。

连续性方程仍然采用不可压流体的连续性方程：
∂ｕＭｊ

∂ｘ ｊ

＝ ０ （５）

上述模型在当前河流计算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不过近年来研究者们从未停止过探索准确度更高的多相流

模型， 研究包括： ① 采用简单算例对比不同多相流模型的准确性， 如文献［１５⁃１８］通过与多相流计算结果对

比， 指出基于消极扩散（无滑移）模型所得 Ｒｏｕｓｅ 公式的缺陷； ② 直接采用准确度高的多相流模型， 对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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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河流水沙或床面运动机理和动力规律进行研究［２０⁃２１］； ③ 对多相流模型进行优化， 增加其在河流计算中应

用的可行性， 如通过调整压强计算方法、 多相流模型参数， 提高多相流模型应用的可行性［１９］。
２ ３　 河流水体的湍流模拟

湍流频率每秒 １０２ ～１０５， 振幅小于平均速度的 １０％。 湍流脉动能虽小， 但对河流时均流动的作用不可忽

略。 宏观水流质点团之间通过脉动相互交换质量、 动量和能量， 从而产生湍流扩散、 湍流摩阻和传热等， 其

对泥沙和污染物扩散的影响愈发受到重视。 目前仍然认为， Ｎ⁃Ｓ 方程可以描述湍流运动， 问题主要产生于数

值求解。 当前计算机运行速度条件下数值离散时间步长和空间步长无法反映湍流运动的影响。 湍流研究依赖

于试验数据统计分析和量纲分析， 但会产生自变量多于方程的封闭问题， 目前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手段是基

于湍流数学模型， 较为经典的方法有 Ｒｅｎｏｌｄｓ 时均法、 大涡模拟方法等。
（１） Ｒｅｎｏｌｄｓ 时均法

工程应用中更关心的是变量在时间上的平均值， 幸运的是湍流脉动的平均值具有确定性。 因此在数值模

型中， 常基于湍流各态遍历假设， 采用时间平均法分别建立湍流方程式。 时间平均法是将瞬时变量 ｆ 分为时

均变量 ｆ
－
和脉动变量 ｆ ′。

ｆ ＝ ｆ
－ ＋ ｆ ′ （６）

将式（６）应用于方程式（３）—式（５）后， 对流项中产生了－ρｕ′ｊ φ′（ φ 为输运变量）的确定问题， 特别受到

关注的是 Ｒｅｎｏｌｄｓ 时均方程中的 Ｒｅｎｏｌｄｓ 应力－ρｕ′ｉ ｕ′ｊ 的封闭问题。
目前封闭方法可分为两类： 其一是建立 Ｒｅｎｏｌｄｓ 应力的控制方程， 其二是采用经验和半经验方法， 构建

Ｒｅｎｏｌｄｓ 应力与时均速度之间的关系。 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以来广泛采用的是 Ｂｏｕｓｓｉｎｅｓｑ 涡黏假设。 引入一个

涡黏度系数 μｔ， 建立 Ｒｅｎｏｌｄｓ 切应力与时均流速间的关系：

－ ρｕ′ｉ ｕ′ｊ ＝ μｔ

 ｕｉ

ｘ ｊ

＋
 ｕ ｊ

ｘｉ

æ

è
ç

ö

ø
÷ － ２

３
ρｋδｉｊ （７）

式中： μｔ 并非同 μ 一样属物性参数， 而是流动状态参数。 μｔ 为空间的函数， 且各向同性。 计算湍流流动的

关键在于如何确定 μｔ。 虽然理论上 Ｂｏｕｓｓｉｎｅｓｑ 假设并无力学基础， 但是以该式为基础的一些湍流模型在工程

中取得了广泛的应用。 依据确定 μｔ 方程数目的多少， 分为零方程、 一方程、 二方程模型。 由于零方程和一

方程都存在混合长的确定问题， 因此目前使用最多的是 ｋ⁃ε 二方程模型。
（２） 大涡模拟

湍流中除存在随机性很强的小尺度涡之外， 还存在某种规律性大涡。 大涡占有大部分湍流动能， 又强烈

依赖于边界条件， 对它们难以用统一的湍流模式来描述。 小涡接近于各向同性， 较少受边界条件的制约， 有

希望找到一种通用的模式。 大涡模拟（ＬＥＳ）采用一滤波函数， 对于大于此滤波的涡， 直接采用 Ｎ⁃Ｓ 方程计

算， 通常称作可解尺度湍流。 而对于小于此滤波的涡， 则采用模型模拟， 称作不可解尺度或亚格子尺度湍

流。 即采用所谓 “大涡计算， 小涡模拟” 的方法。 小涡对大涡运动影响是通过大涡运动方程中的附加应力

项来体现。
以上不同湍流模型的准确性、 计算效率以及模型实现复杂性各有不同， 对比如图 ２ 所示。 其中 ｋ⁃ε 模型

总体可以反映湍流对于时均流速的影响， 且计算量也满足目前二维、 三维模型的要求， 因此获得了广泛使

用。 Ｒｅｎｏｌｄｓ 应力模型、 ＬＥＳ 模型也开始应用于局部小范围的河流工程计算中［２２⁃２３］。
２ ４　 复杂边界的拟合

边界拟合主要包括： ① 平面方向上的河道岸边界拟合； ② 垂向上的自由水面和河床的拟合。 河道的复

杂形态以及天然水位涨落和河床冲淤所涉及的动边界模拟， 都是制约模型结果准确性和可行性的关键因素。
这一问题的解决中产生了河流特有数值网格和求解理论。

河流边界拟合常采用两种方法： 模型坐标转换和非结构数值网格法。 常用坐标转换方法是曲线正交或非

正交坐标法， 相应网格也需采用曲线网格。 非结构网格无需进行边界转换， 但数值算法无法采用有限差分



　 第 １ 期 黑鹏飞， 等： 计算河流动力学理论体系框架探讨 １５７　　

图 ２　 不同湍流模型对比

Ｆｉｇ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法， 且算法和程序代码编译较为复杂。 岸边界拟合问题在二维或三维模型中都会涉及， 根据河流蜿蜒曲折的

特点， 常直接采用曲线正交网格或非结构网格。 岸边界拟合的主要难点是动边界的拟合， 当河岸边界对水流

影响较大或河岸冲淤是研究重点时， 需要采用动网格或数值切割单元法等。
自由表面拟合是计算河流动力学水流三维模型理论体系与经典计算流体力学的主要区别， 也是计算河流

动力学模型求解的主要难点。 尽管 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Ｅｕｌｅｒｉａｎ 法［２４］、 ＭＡＣ［２５］、 ｌｅｖｅｌ⁃ｓｅｔ ｍｅｔｈｏｄ［２６］都曾成功用于 Ｎ⁃Ｓ
方程自由表面的求解， 但在河流模拟中的应用仍不具有可行性。 σ⁃坐标是地表水模型中特有的最具创造性的

曲线坐标。 该坐标是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于 １９５７ 年首次提出并应用于海洋， 后引入河流数学模型， 其最大的优点是上下

边界可以方便地追踪拟合水面和河床。 因此， 目前几乎所有大区域三维数学模型在垂向上都采用该坐标， 包

括目前海洋中常用的 ＰＯＭ 模型， 河流和河口常用的 ＥＦＤＣ 模型、 ＣＨ３Ｄ⁃ＳＥＤ 模型等。 但 σ⁃坐标也受到以下

两个问题的限制［２６］： ① 控制方程在 σ⁃坐标转化过程中， 忽略了扩散项转换过程所产生的高阶项， 导致陡坡

区域产生较大的假扩散问题； ② 虽然 σ⁃坐标保证床面和水面始终为一定值， 实现了床面和水面的拟合， 但

对河流潜体而言， 同一高程 ｚ 处的 σ 坐标值总处于变化， 同一 σ⁃坐标值所对应的高程 ｚ 也在变化。 因此即使

水中障碍物无运动、 几何形状简单， 也存在动边界拟合问题。 近年来不同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修改： ① 在模

型中增加特定项［２７］； ② 压强水平梯度求解时将 σ⁃坐标变为 ｚ⁃坐标［２８］； ③ 增加数值精度［２９］； ④ 文献［３０］
应用了文献［２６］所提出的 σ⁃ＳＩＢＭ 方法， 在陡坡和潜体存在区域， 直接采用数值切割法进行边界拟合， 探索

解决 σ⁃网格存在的这两大缺陷。
２ ５　 模型在空间维度上的简化

图 ３　 河流动力学模型的空间维度简化

Ｆｉｇ ３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河流动力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多尺度性， 时空尺度变化范围大， 要求模型在准确性和计算量方面都有极强

的适应性。 牛顿流体的三维数学模型理论虽已相对成熟， 但限于计算量太大， 仅适用于河流局部小范围计

算［２２，３１⁃３２］。 模型空间维度简化是河流动力数学模型增加计算效率、 提高可行性的有效手段。 从应用和发展角

度讲， 河流模型是从一维走向二维， 再逐渐过渡到准三维、 三维模型， 不同维度模型推导所基于的控制体完

全不同， 模型构建的假设也差别很大， 因此若理论构建按照其在河流动力学的发展过程入手， 则不同模型在

理论上相对孤立。 因此理论体系的构建需从理论上更严谨、 准确性更高的三维模型出发， 对其进行逐步简

化， 依次得到准三维模型、 二维模型和一维模型（如图 ３ 所示）。 每一简化都基于特定假设， 从准确性上讲

一定程度限制了模型的适用范围， 但却提高了模型计算效率， 增加了模型在更大尺度河流中应用的可行性，
也丰富了计算河流动力学的内容。 近年来不同学者对不同维数模型的数值解法又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包括压

力⁃速度耦合问题、 网格分布、 模型离散、 计算稳定性分析、 线性方程数值求解等。 目前一、 二维模型的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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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已相对成熟， 而三维和准三维的求解还在完善中。 此外， 当不同计算区域的准确性和精度要求差异太大，
仅采用同一维度模型无法满足时， 可以采用不同维度的耦合模型［３９］， 以达到模型在准确性和可行性上最

优化。

３　 泥沙输运和河床变形模型

３ １　 纵向变形模型

床面泥沙受力较悬浮颗粒受力更为复杂， 不仅包括悬浮单颗粒状态时所受的切应力（也称拖曳力）、 重

力、 压力梯度力、 浮力、 附加质量力、 Ｍａｇｎｕｓ 力、 Ｓａｆｆｍａｎ 力、 Ｂａｓｓｅｔ 力等， 还受到相邻颗粒和孔隙水的作

用。 然而， 目前直接计算颗粒受力也不现实， 床面颗粒间作用机理也不明确。 因此， 目前床面泥沙冲刷的计

算仍然采用经典河流动力学的思路， 从统计方法出发， 判定泥沙起动［７⁃１１，３９⁃４０］、 计算床面泥沙垂向输运量和

推移［４０］输沙量。
判断床面泥沙起动的方法可归纳为两类： ① 力学平衡法［４１⁃４２］， 用力学状态变量判断。 常用起动切应力

反映床沙抗冲刷力［４１］， 起动切应力常基于 Ｓｈｉｅｌｄｓ 曲线［４３］， 考虑了颗粒粒径、 黏性、 容重； ② 起动流

速［４４⁃４５］法， 将这一力学问题转化为用流动状态变量判断。 认为对于不同泥沙， 都存在一流速， 当水流流速

大于该流速时， 泥沙开始起动。
床面泥沙垂向输运量包括泥沙上扬和沉降通量。 目前泥沙沉降多直接采用泥沙沉速和近底浓度乘积计

算。 上扬通量的研究远不成熟， 基于问题的重要性， 半个多世纪以来对此进行了大量探索， 考虑因素和理论

也越来越复杂， 得出公式的变量也较多， 如 Ｃａｏ 等［４６］考虑了湍流猝发的影响， 张磊等［４７］基于动理学理论进

行了分析。 虽然不同研究在理论上对于泥沙上扬通量的研究推进了一步， 但由于问题复杂性， 在模型应用

中， 仍多类似文献［４８］， 平衡输沙时直接假设上扬通量等于近底泥沙浓度和泥沙沉速的乘积。 由于该假设

简单高效， 且计算结果也能反映河床的变形， 目前获得广泛应用［３１⁃３２，３８］。
推移质数学模型目前仍用经典河流动力学理论， 无论模型理论和工程应用仍极不成熟。 不只公式的结构

及形式上千差万别［４９⁃５０］， 基于理论基础也不同［４７］， 且不同公式考虑的变量也不同， 有用切应力的， 有用平

均流速的， 也有用功率的。 钱宁［４９］ 对 Ｍｅｙｅｒ⁃Ｐｅｔｅｒ、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Ｂａｇｎｏｌｄ、 Ｙａｌｉｎ 公式进行对比发现， 低输沙强

度时公式比较接近， 但是公式在应用中的可行性并未得到证明。 对于非均匀推移质输移， 虽然不同学者进行

了大量可贵的探索， 但由于问题的复杂性， 近 ２０ 年来发展较为缓慢， 甚至至今还没有一个公式能反映非均

匀沙的起动和输沙特点， 并能较好地把室内试验和野外观测数据统一起来［５１］。 但由于问题的重要性， 不同

学者或在微观机理方面、 或在模型应用方面［４６］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基于上扬通量 Ｅｂ、 沉降总量 Ｄｂ和推移质输运量经验公式， 应用沙量守恒原理［６，２３］ 可得如下河床纵向变

形公式：

γ′ｓ
∂ｚｂ
∂ｔ

＝ （Ｄｂ － Ｅｂ） ＋ ∑
ｌＭ

ｌ

１
Ｌｓ，ｌ

（ｑｂ，ｌ － ｑｂ∗，ｌ）
æ

è
ç

ö

ø
÷ （８）

式中： ｚｂ 为床面高程； γ′ｓ 为泥沙干容重； Ｌｓ，ｌ为推移质泥沙非平衡调整长度， ｌ 表示粒径分组， 共 ｌＭ组数；
ｑｂ∗，ｌ为推移质平衡输沙量； ｑｂ，ｌ为推移输沙量。
３ ２　 河岸横向变形模型

河岸横向变形主要出于两种原因： ① 水流冲刷， 是缓慢的侧蚀后退过程； ② 河岸崩塌或滑坡， 且二者

相互影响明显。 河岸冲刷有别于床面冲刷变形， 不仅因为其坡度和伴随的河岸崩塌， 而且由于坡体内外水位

差使得冲刷问题变得更为复杂［５２］。 崩岸区别于山体滑坡， 首先岸坡同时受到河道水流的复杂作用， 其次坡

体渗流受到河道水位的影响。 因此河岸的稳定性分析突出特点是水流冲刷、 水位变化以及二者影响下的河岸

渗流、 管涌及其河岸的冲刷和淤涨， 由此导致土体强度和荷载的变化， 具体如图 ４ 所示。 正是因为河岸横向

变形的特殊性， 近 ２０ 年来计算河流动力学与土力学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探索， 积累了丰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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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河床横向变形的计算步骤

Ｆｉｇ ４ Ｓｔｅｐ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计算河流动力学综合考虑了横向冲刷和河岸崩塌变

形， 具体计算包括以下基本步骤： ① 通过水动力和岸坡

泥沙动力条件， 计算冲刷蚀退距离； ② 根据河岸稳定性

系数判定河岸是否崩塌； ③ 若河岸崩塌， 计算河岸的变

形， 并更新河岸形状； ④ 确定崩塌后土体分布， 更新河

道地形； ⑤ 调整计算网格， 进行下一步冲刷计算。
３ ２ １　 河岸的冲刷后退

河岸冲刷除了本身会导致河床变形， 另一方面冲刷

是河岸崩塌的重要外在因素。 河岸的冲刷后退由水流和

河岸土体性质共同确定。 常基于冲刷力和抗冲刷力的相

对大小计算横向冲刷及河岸蚀退速度， 不再局限于直接采用经典河流动力学的经验公式。 只是由于床面水流

和泥沙运动的复杂性， 当前冲刷力和抗冲刷力的具体计算还需经验公式或概化模型。 如非黏性沙的起动切应

力采用 ｖａｎ Ｒｉｊｉｎ 从 ｓｈｉｅｌｄｓ 曲线提取的分段函数［４８］计算， 考虑到泥沙比重、 粒径和水体黏性， 冲刷后退距离

由冲刷速率来计算［５３］。 黏性沙起动切应力和冲刷后退距离仍基于 Ｏｓｍａｎ 和 Ｔｈｏｒｎｅ［５４］１９８８ 年提出的力学分析

模型［３２，５６⁃５７］， 模型抗剪切力仅由颗粒粒径确定， 并不考虑黏性等其他物理参数； 河岸冲刷切应力目前多基于

简单河道形态、 水流条件下得出概化公式计算［５８⁃６０］。
３ ２ ２　 河岸崩退和滑坡

河岸稳定性分析采用经典土力学中的稳定性系数 Ｆ， 由坡面剪切力 τ 和抗剪强度 τｆ比值确定：

Ｆ ＝ τ
τｆ

（９）

当 Ｆ＞１， 河岸可能会崩塌； 当 Ｆ ＜ １， 河岸稳定； 当 Ｆ ＝ １， 处于临界稳定状态。 饱和土 τｆ 采用莫尔

（Ｍｏｈｒ）公式计算。 对于非饱和土， 由于孔隙气压力的存在， 整个非饱和土水平和垂直有效应力较饱和土显

著增加。 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 不同学者利用轴平移技术对三轴、 直剪试验研究得出不同的扩展莫尔公

式， 较常使用的公式如 Ｆｒｅｄｌｕｎｄ 等［６１］ 扩展公式对 τｆ进行计算。 滑动面的切应力 τ 仅考虑滑动面以上土体

重力：
τ ＝ Ｗｃｏｓβ （１０）

式中： β 为坡脚。 τ 和 τｆ都没有考虑纵向变化分量， 实质上忽略了变量沿纵向变化的影响。 主要由于式（１０）
最初产生于土力学， 而土工建筑常沿纵向变化很小的原因。 目前计算河流动力学通常对非黏性土、 黏性土和

混合土河岸采用不同方法计算。
（１） 非黏性土崩塌过程模拟

非黏性土常指饱和或全干的沙土， 莫尔公式中黏聚力为 ０， 由稳定性系数定义有

Ｆ ＝ ｔａｎβ
ｔａｎφ

（１１）

因此， 只要坡脚 β 小于内摩擦角 φ ， 即 β ＜ φ ， 则岸坡稳定， 稳定的极限坡脚为内摩擦角。 在实际应用中常

称内摩擦角为休止角， 直接由坡脚和休止角大小进行对比。 崩塌后退距离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 目前多简单

认为与水面以上河岸高度成正比［３２，５５］。
（２） 黏性土崩塌过程模拟

黏性沙土具有明显的多相性和各向异性， 随着土的组成和结构不同， 土的力学特性也不同。 土体本构关

系的影响因素很多， 很难建立一种能反映所有因素、 并可用数学关系表达的本构关系。 黏性土崩塌主要源

于： ① 浸水、 渗流或水位迅速下降时， 有效黏聚力和有效摩擦角变化导致河岸抗剪强度 τｆ的变化； ② 土体

结构变化导致土体荷载， 如河岸坡脚冲刷［４４］、 顶部开裂等情况等。 前一种情况通常采用莫尔公式或扩展莫

尔公式更新 τｆ
［５２］， 后一种情况则需更新土体荷载［６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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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混合土崩塌过程模拟

混合土河岸下层冲刷计算依然基于 Ｆｕｋｕｏｋａ 方法［５５］， 首先确定上部黏性河岸的临界挂空长度， 当下部

非黏性土冲刷宽度大于临界值时， 崩塌发生， 更新河岸形态。
３ ２ ３　 当前横向变形模型的不足和方向

近年来， 正是由于引入了土力学方法， 河道横向变形模拟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３１⁃３２，３５，５４⁃５６］。 然而， 虽然

计算河流动力学及计算土力学两个学科的学者对此问题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但两个学科还没有得到很好地

碰撞和融合。 计算河流动力学中水动力模拟已相对较成熟， 但河岸变形模拟仍停留于经典土力学， 真正意义

上的计算土力学并未得到应用， 图 ４ 中土体性质和荷载计算也尚未探索使用土体的本构方程， 且图中渗流影

响也未受重视。 相反， 计算土力学在土质边坡稳定性研究中已经积累了大量成熟的理论和程序［６２］， 有限元

法在计算中获得了广泛应用， 边坡稳定三维计算理论在实践中获得了验证和应用［６３］， 且非饱和土理论近年

来得到了快速发展。 但在岸坡模拟时水流作用仅采用最简单的一维、 恒定流模拟［５２］。 因此计算土力学和计

算河流动力学尚待进一步融合， 而且计算机的发展使其更具可行性。

４　 计算河流动力学理论体系框架

由前文可知， 不同维度水流模型、 河床变形和泥沙动力学模型都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 形成了一个独

立完整的理论体系。 如图 ５ 以常用经典模型为例， 给出具体的理论体系框架。

图 ５　 计算河流动力学理论框架

Ｆｉｇ ５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ｒｉｖｅ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第 １ 期 黑鹏飞， 等： 计算河流动力学理论体系框架探讨 １６１　　

５　 结　 　 论

随着计算河流动力学的产生， 河流动力学分为经典河流动力学和计算河流动力学。 计算河流动力学与经

典河流动力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一致， 但研究方法却相差甚远。 经典河流动力学的经验公式常基于极强的

假设， 即时间上稳定， 空间上均匀或近似均匀， 而计算河流动力学吸收了计算流体力学和计算土力学理论，
数学模型更多采用微积分方程及数值解法， 可以体现河流动力的非均匀性、 非恒定性。 数学模型的发展也与

计算机科学精密相关， 理论体系构建在吸收计算流体力学和计算土力学理论的同时， 还需联系经典河流动力

学及计算机科学发展， 考虑到方法的应用可行性问题。
理论体系构建首先将河流作为 “三相⁃两界面”， 分大气、 自由表面、 水体、 床面、 河床分别考虑。 根据

河流动力特点， 基于经典河流动力学、 计算流体力学和计算土力学理论基础， 将现有方法或可能用于河流动

力学的模型和方法组建体系。 构建原则力求从理论更严密、 准确性更高且更具一般性的模型入手， 通过理论

推导或经验假设得出计算效率更高但准确性适度降低的模型， 而不是依照现有模型产生或应用的时间顺序简

单罗列。
由此构成的理论体系， 内容上具有明显的完整性、 相关性和层次性， 有助于判断不同模型的准确性、 复

杂性和应用可行性， 从而选择合适的数学模型进行应用， 且有利于正确判断数学模型的发展方向。
当前计算河流动力学与计算流体力学理论的衔接已较为完善， 主要问题是准确性更高模型的应用可行性

问题， 如湍流模型、 多相流模型、 界面理论的应用； 而与计算土力学的融合还远远不够， 河岸冲淤计算依然

更多依赖经典河流动力学， 急需完善； 最大难题是推移质运动研究， 多年来一直停留在宏观经验公式上， 进

展甚微， 只有从多相流或微观研究入手， 才有望在机理或模型上寻找些许突破。 总之， 随着计算机技术、 数

值算法和观测技术的发展， 计算河流动力学将会继续向准确性更高、 更具一般性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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