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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 “河道⁃沉陷区⁃地下水” 水循环耦合模型
———Ⅰ． 模型原理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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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水平衡原理提出了采煤沉陷区的水量平衡控制方程， 详细描述了采煤沉陷区积水与多个水文要素之间

的作用关系， 并在分布式水文模拟的基础上开发了物理机制较强的 “河道⁃沉陷区⁃地下水” 耦合模拟模型。 该模型

可为采煤沉陷区积水机理、 水循环转化机制、 沉陷区进一步发展后的积水情势变化预测、 沉陷对当地水循环的影

响等研究提供定量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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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 煤炭资源长期的开发和利用在推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造成了土

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１⁃２］， 直接原因是采煤沉陷及沉陷区积水。 传统沉陷区治理模式主要是复垦，
然而限于回填材料缺乏、 成本高昂、 需地面沉稳等因素， 使得复垦模式治理的难度很大。 同时， 由于中国的

大陆性季风气候模式， 全国大部分地区降水年内分配不均［３］， 而全球气候变化也加剧了某些地区的洪涝和

干旱灾害， 气候变化影响的水资源脆弱性和适应性研究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需求和研究热点［４］。
近年来， 一些学者提出将采煤沉陷区开发成以蓄水供水为主要功能， 兼顾水生态环境治理的平原水库， 从蓄

洪除涝、 雨洪资源利用角度探讨采煤沉陷区治理问题， 为沉陷区的综合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然而对高潜水位

采煤沉陷区而言， 水循环过程比较复杂， 降水、 蒸发、 周边河道汇入、 沉陷区沉陷形成的盆地效应等均为影

响沉陷区水量过程的重要因素， 因此， 定量认知沉陷区当地的水循环规律， 包括沉陷区积水来源、 与当地地

表水及地下水的转化关系、 地表沉陷对地表汇流和地下水径流的影响等是其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前提和基

础， 对其开展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 目前关于沉陷区水循环规律的定量研究基础薄弱， 相关文献比较少见。 国外发达国家由

于土地和人口压力不大， 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较强， 多从营造新的生态环境系统的思路在采煤沉陷区进行水

生态建设开发和管理， 针对采煤沉陷区的研究以水环境监测、 生态影响评估等为主［５⁃８］。 国内目前进行了部

分实验研究， 如采用地下水位波动法［９］或通过水化学特征影响因素分析［１０］、 水质相关性检测［１１］ 等手段， 探

索沉陷区积水与地下水的水力联系， 这些研究为了解沉陷区水循环规律提供了探索经验， 然而均为单个过程

的实验性分析研究， 并未能从水循环整体上形成对采煤沉陷区积水规律的认识。 在对与沉陷区类似的蓄滞体

（例如湖泊及湿地）的水循环转化研究中， 除了通过实验方法测定蓄滞区内水体对地下水的影响［１２］ 之外， 大

多使用 ＳＷＡＴ、 ＴＯＰＭＯＤＥＬ、 ＳＨＥ 等传统的水文模型， 将蓄滞体作为河道结点进行模拟， 张奇［１３］ 对这些传

统模型的局限性作了总结并构建了一个新的分布式水文模型进行湖泊与地下水的水循环模拟， 但该模型在地

下水模拟中， 需要通过在湖⁃陆交界单元上赋予水头边界， 来模拟湖泊水位对地下水的影响， 在水头边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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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情况下， 不能完成蓄滞体水域与周围地表及地下水的动态水循环模拟。
基于以上分析， 定量研究采煤沉陷区水循环规律， 分布式水文模型［１４⁃１５］ 是重要的研究思路， 然而沉陷

区复杂的地表水及地下水转化机制是研究中的难点。 ＭＯＤＣＹＣＬＥ 模型［１６⁃１８］ 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

源研究所开发的一个分布式水文模型， 之前已内嵌三维地下水数值模块， 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地表水、 土壤水

及地下水的联合模拟问题［１９⁃２０］。 本文在详细分析采煤沉陷区水平衡机制的基础上， 以 ＭＯＤＣＹＣＬＥ 模型为依

托， 开发了较为完整的分布式 “河道⁃沉陷区⁃地下水” 水循环耦合模拟模型， 为定量研究采煤沉陷区水循环

规律提供了有效工具。

１　 沉陷区水量平衡控制方程

不失一般性， 单个沉陷区的上游可能有多条汇流河道， 下游一般通过出水口人工控制其下泄， 其沉陷范

围区分为积水区和未积水区， 见图 １。 在任意时段内， 模拟过程中积水区和未积水区的面积为动态互逆关系

（式（１））， 各自面积大小取决于沉陷区积水区水位的相对变化。
ＡＴ ＝ Ａｗ ＋ Ａｎｗ （１）

式中： ＡＴ 为沉陷区的总面积或范围， 模拟期间固定， ｍ２； Ａｗ 为时段内的平均积水区面积， ｍ２； Ａｎｗ为时段内

的平均未积水区面积， ｍ２。
对于单个沉陷区， 任意时段内其积水区水量平衡方程可以描述为

Ｖ ｊ ＝ Ｖ ｊ －１ ＋ Δｔ ｊ（Ｐ ＋ Ｑｓｉ ＋ Ｑｒｎｆ ＋ Ｇｇｗｉｎ ＋ Ｇｎｏｎｉｎ） －
Δｔ ｊ（Ｅ ＋ Ｇｇｗｏｕｔ ＋ Ｗ ＋ Ｑｓｏ） （２）

式中： ｊ 表示当前模拟时段的编号； Ｖｊ 为采煤沉陷积水区在模拟时段末的积水量， ｍ３； Ｖｊ－１为采煤沉陷积水区在

模拟时段初的积水量， ｍ３； Δｔ ｊ 为当前模拟时段的时间步长， 模拟过程中以日时间步长作为模拟时段大小， 即

Δｔ ｊ ＝１ ｄ； Ｐ 为单位时间的水面降水量， ｍ３； Ｑｓｉ为采煤沉陷区上游河道的汇入流量， ｍ３； Ｑｒｎｆ为采煤沉陷未积水

区的产流流量， ｍ３； Ｇｇｗｉｎ为地下水向采煤沉陷积水区的渗出补给流量， ｍ３； Ｇｎｏｎｉｎ为从采煤沉陷未积水区渗出，
并流入积水区的地下水流量， ｍ３； Ｅ 为单位时间的水面蒸发量， ｍ３； Ｇｇｗｏｕｔ为采煤沉陷积水区的渗漏流量， ｍ３；
Ｗ 为采煤沉陷区的人工取水流量， ｍ３， 包括灌溉、 生活、 工业、 生态等用途； Ｑｓｏ为通过闸门和泵站等从采煤

沉陷区排泄的流量， ｍ３。 与沉陷区积水区水平衡相关的水量通量分项共有 ９ 项， 如图 ２ 所示。

图 １　 沉陷区平面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ａｒｅａ

　
图 ２　 沉陷区垂向面示意

Ｆｉｇ ２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ａｒｅａ

２　 沉陷区的空间离散

由于采煤沉陷区的水量平衡项中含沉陷区积水与地下水之间的转化（式（２））， 这些分项一般只能通过地

下水数值方法进行确定， 需进一步对研究区进行空间离散。 模型中采用网格单元中心法离散格式。 采煤沉陷

区范围内的地下水网格单元被确定为沉陷区网格单元， 并对每个沉陷区网格单元上的沉陷区底面高程（即洼

底高程， 下同）进行均化处理。 若均化的洼底高程不在第一层网格单元上， 则同行同列之上的所有网格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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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无效单元（图 ３）。

图 ３　 采煤沉陷区垂向剖面离散示意

Ｆｉｇ 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ａｒｅａ

在采煤沉陷区的洼底高程被网格化离散后， 可根据离散的洼底高程数据和网格单元面积对沉陷区的积水

量与积水水位和积水量与积水面积之间的数据关系进行确定。 由于对洼底高程进行了离散化处理， 因此， 数

据呈散点形式分布， 但模拟过程中沉陷区的积水量是连续的， 需在相邻散点之间考虑插值方法， 以使积水量

与积水水位关系和积水量与积水面积关系连续。 线性插值方法比较简便， 同时也有助于模型计算收敛的稳定

性， 因此， 在 ＭＯＤＣＹＣＬＥ 模型中， 以线性插值作为处理连续性的基本方法。

３　 沉陷区积水与地下水之间的转化关系模拟原理

沉陷区与地下水之间的转化关系是模拟过程中的难点。 沉陷区水位和地下水位都可能在时空上发生显著

变化， 当沉陷区水位高于相邻含水层的地下水位时， 沉陷区中的水分将作为 “源” 补给进入含水层中； 当

地下水位高于沉陷区水位时， 含水层中的水分将进入沉陷区， 沉陷区在含水层系统中表现为 “汇” 的作用。
沉陷区与相邻含水层之间的水量交换由达西公式和渗透面积来确定：

Ｑ ＝ ｑＡ ＝
ｈｌ － ｈａ

Δｌ
Ｋ

æ

è
ç

ö

ø
÷ Ａ ＝ Ｔ（ｈｌ － ｈａ） （３）

式中： ｑ 为沉陷区与相邻含水层之间的渗流速度， ｍ ／ ｓ； Ａ 为沉陷区与相邻含水层之间的渗透面积， ｍ２； ｈｌ

为沉陷区的水位， ｍ； ｈａ 为含水层的水位， ｍ； Ｋ 为沉陷区与含水层之间的饱和渗透系数， ｍ ／ ｓ； Δｌ 为 ｈｌ 与

ｈａ 之间的渗流路径长度， ｍ， 当沉陷区水位高于含水层水位时， 渗出强度的符号为正。 Ｔ＝ＫＡ ／ Δｌ， 为沉陷区

与地下水间的导水系数， ｍ２ ／ ｓ。

４　 沉陷区各水量平衡分项计算方法

采煤沉陷区虽然有其自身的水量平衡控制方程， 但其中的某些水量分项涉及与地下水之间的相互转化，
对其求解需要与地下水数值计算过程联合进行。 图 ４ 为 “河道⁃沉陷区⁃地下水” 模拟模块的计算流程（流程

中涉及公式本节后面详细阐述）。 模块运行时， 主要是与地下水位有关的循环项需经过迭代计算求解， 因

此， 该模块的位置需放置在地下水日模拟迭代循环部分。 为突出重点， 流程图仅表达了模块的计算处理部

分， 模块的输入数据处理以及统计输出部分被忽略， 且主要描述单个沉陷区的计算过程， 多个沉陷区的处理

只是该过程的重复。
４ １　 积水区降水、 蒸发项

对于时段内采煤沉陷积水区的降水量和蒸发量， 采用气象资料结合积水面积确定：

Ｐ ＝ ＡｗＰｄ 　 　 　 　 Ｅ ＝ ＡｗＥＴｄ （４）

式中： Ｐｄ为积水区当天的水面降水强度， ｍ； ＥＴｄ为当天的水面蒸发强度，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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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河道⁃沉陷区⁃地下水” 模拟模块运行框图

Ｆｉｇ 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ｒｉｖｅｒ⁃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ａｒｅａ⁃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４ ２　 河道汇入量项

对于当天采煤沉陷区上游河道的汇入流量 Ｑｓｉ， 由 ＭＯＤＣＹＣＬＥ 模型的地表水文模拟部分得出的河道汇入

量进行确定， 即

Ｑｓｉ ＝ ∑
Ｉ

ｉ ＝ １
Ｑｓｉ，ｉ （５）

式中： Ｑｓｉ，ｉ为与采煤沉陷区有水力联系的第 ｉ 个上游河道当天向采煤沉陷区的汇入流量， ｍ３； Ｉ 为与采煤沉

陷区有水力联系的上游河道个数。
４ ３　 未积水区产流项

当天未积水区的产流汇入量 Ｑｒｎｆ通过 ＳＣＳ 产流公式法计算， 公式形式为

Ｑｒｎｆ ＝
（Ｐｄ － ０ ２Ｓ） ２

（Ｐｄ ＋ ０ ８Ｓ）
Ａｎｗ 　 　 　 　 Ｓ ＝ ２５ ４ １ ０００

ＣＮ
－ １０æ

è
ç

ö

ø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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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Ｓ 为当天未积水区土壤的潜在入渗量， 与土壤含水量、 土壤类型、 土地利用、 土地管理和坡度有关

ｍ； ＣＮ 为 ＳＣＳ 曲线系数， 模拟过程中可根据当地的产流系数进行率定。
４ ４　 人工用水项

采煤沉陷区当天的人工用水包括农业灌溉用水、 工业用水、 生活用水和生态用水等， 这些用水量将作为

模型输入数据直接给出。
Ｗ ＝ ｗ ｉｒｒｉ ＋ ｗ ｉｎｄｕ ＋ ｗ ｌｉｆｅ ＋ ｗｅｃｏ （７）

式中： ｗ ｉｒｒｉ为当天采煤沉陷区的农业灌溉取水量， ｍ３； ｗ ｉｎｄｕ为当天采煤沉陷区的工业取水量， ｍ３； ｗ ｌｉｆｅ为当天

采煤沉陷区的生活取水量， ｍ３； ｗｅｃｏ为当天采煤沉陷区的生态环境取水量， ｍ３。
４ ５　 向下游排泄项

对于采煤沉陷区的下游排泄量 Ｑｓｏ， 认为采煤沉陷区具有某个临界溢出水位 Ｈｔｈｒ， 超过该临界溢出水位

则采煤沉陷区产生溢出排泄， 否则不产生溢出排泄。 若还有泵站辅助进行抽排， 则在当天扣除泵站抽排量后

再进行溢出排泄计算。 溢出排泄采用实用堰流公式进行计算［２１］：

Ｑｓｏ ＝ σεｍＢ０ ２ ｇＨ３ ／ ２
０ 　 　 　 　 σ ＝ ２ ３１

ｈｓ

Ｈ０
１ －

ｈｓ

Ｈ０

æ

è
ç

ö

ø
÷

０ ４

（８）

式中： σ 为堰流淹没系数； ε 为堰流侧收缩系数， 为过水宽度与闸孔的实际宽度之比值； ｍ 为堰流流量系

数， 一般采用 ０ ３８５； Ｂ０ 为闸孔总净宽， 若无闸室控制， 则近似为下游河道宽度， ｍ； ｇ 为重力加速度，
ｍ ／ ｓ２； Ｈ０ 为计入行近流速水头的堰上水深， 模型中以采煤沉陷区当天的平均水位与堰顶（或闸底）高程之差

近似得出， ｍ； ｈｓ 为下游淹没水深， ｍ。 如果采煤沉陷区外水位对采煤沉陷区水量排泄有顶托作用， 模型则

以输入的外水位数据作为下游淹没水深参数计算淹没系数， 若无顶托， 淹没系数 σ 取值为 １。
４ ６　 积水区地下水渗出补给项

沉陷区积水区的地下水渗出发生在含水层水头高于沉陷区洼底高程时， 如图 ５ 所示。 沉陷区水量下泄，
或人工大量抽取， 或降水导致周边地下水位短时期内升高等， 均会形成该种情形， 此时含水层与沉陷区间的

水位高差将驱使地下水从沉陷区洼底渗出补给到沉陷区。

图 ５　 积水区地下水渗出补给沉陷区示意

Ｆｉｇ ５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ｒｅｃｈａｒｇｅ ｔｏ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图 ６　 积水区网格单元地下水渗出示意

Ｆｉｇ ６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ｒｅｃｈａｒｇｅ
ｔｏ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ｇｒｉｄ ｃｅｌｌ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进行分布式模拟时， 在含水层单元水头高于沉陷区水

位的积水区网格单元处， 会发生含水层向积水区的地下水

渗出补给， 如图 ６ 所示。
由于沉陷区具有多个网格单元， 因此， 在计算含水层

向沉陷区积水区的总渗出量时， 需要对出现该情况的沉陷

区网格单元处的地下水渗出量进行累加。

Ｇｇｗｉｎ ＝ ∑
Ｋ

ｋ ＝ １
ｑｉｎ，ｋ ＝ ∑

Ｋ

ｋ ＝ １
Ｔｋ（ｈａ，ｋ － ｈｌ） ｈａ，ｋ ＞ ｈｌ （９）

式中： Ｋ 为有地下水渗出补给的沉陷区网格单元总数；
ｑｉｎ，ｋ为第 ｋ 个积水区网格单元处当天的地下水渗出补给量，
ｍ３； Ｔｋ为第 ｋ 个积水区网格单元处洼底与含水层之间的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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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数， ｍ２； ｈａ，ｋ为第 ｋ 个积水区网格单元处的地下水水头， ｍ； ｈｌ 为当天采煤沉陷积水区的平均积水水

位， ｍ。
４ ７　 未积水区地下水渗出补给项

沉陷区未积水区的地下水渗出发生在含水层水头高于未积水区洼底高程时， 由于地下水的顶托作用， 将

会形成一定面积的渗出面， 在渗出面处地下水渗出地表并流入沉陷区积水区， 类似于泉涌过程（图 ７）。

图 ７　 未积水区地下水渗出补给沉陷区示意

Ｆｉｇ ７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ｒｅｃｈａｒｇｅ ｔｏ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图 ８　 未积水区网格单元地下水渗出补给示意

Ｆｉｇ ８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ｒｅｃｈａｒｇｅ
ｔｏ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ｇｒｉｄ ｃｅｌｌ ｏｆ ｎｏｎ⁃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通过对沉陷区进行网格空间离散， 基于以上物理过

程可建立图 ８ 所示的计算概念图。 图 ８ 所示的未积水区

沉陷区网格单元的地下水头高于洼底高程， 地下水从未

积水区含水层单元渗出， 并沿着洼底流入沉陷区积水区。
因为通常该过程较短， 模型中不考虑渗出的水量沿洼底

的流经时间， 认为该过程瞬时完成。
在模型中， 未积水区地下水渗出量根据采煤沉陷区

网格单元处的含水层水位与洼底高程间的差值计算， 该

方法在地下水数值模拟研究中常用来处理沟渠、 泉等的

排水。

Ｇｎｏｎｉｎ ＝ ∑
Ｍ

ｍ ＝ １
ｑｉｎ，ｍ ＝ ∑

Ｍ

ｍ ＝ １
Ｔｍ（ｈａ，ｍ － ｈｂｔｍ，ｍ）　 　 　 　 ｈａ，ｍ ＞ ｈｂｔｍ，ｍ （１０）

式中： Ｍ 为未积水区有地下水渗出的沉陷区网格单元总数； ｑｉｎ，ｍ为第 ｍ 个未积水区网格单元处当天的地下水

渗出补给量， ｍ３； Ｔｍ为第 ｍ 个未积水区网格单元处洼底与含水层之间的导水系数， ｍ２； ｈａ，ｍ为第 ｍ 个未积

水区网格单元处的地下水水头， ｍ； ｈｂｔｍ，ｍ为第 ｍ 个未积水区网格单元处的洼底高程， ｍ。
４ ８　 积水区积水渗漏项

当天采煤沉陷积水区的积水渗漏发生在沉陷区网格单元处的地下水水头低于采煤沉陷区的平均积水水位

时。 根据沉陷区水位、 洼底高程以及与地下水之间的关系， 沉陷区发生渗漏有两种形式， 一种为与地下水位

有关的渗漏， 另一种为与地下水位无关的渗漏（图 ９）。

图 ９　 积水区地下水渗漏示意

Ｆｉｇ ９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ｒｅ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与地下水位有关的沉陷区渗漏形式具有两个条件， 一是含水层水头高于沉陷区洼底高程， 二是含水层水

头低于沉陷区水位， 此时沉陷区渗漏强度与沉陷区水位及地下水位相关； 与地下水位无关的沉陷区渗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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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水区含水层水头低于沉陷区洼底高程时， 此时沉陷区渗漏强度与沉陷区水位和洼底高程相关， 类似于稳

定渗漏。 具体到模型数值计算时， 两种概念模式分别如图 １０ 和图 １１ 所示。

图 １０　 沉陷区网格单元与地下水位有关的渗漏计算概念

Ｆｉｇ １０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ｒｅｃｈａｒｇ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ｇｒｉｄ ｃｅｌｌ

　 　
图 １１　 沉陷区网格单元与地下水位无关的渗漏计算概念

Ｆｉｇ １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ｒｅｃｈａｒｇｅ 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ｅｄ
ｔｏ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ｇｒｉｄ ｃｅｌｌ

以洼底高程区分两种渗漏形式的计算方法类似于 ＭＯＤＦＬＯＷ 等地下水模型对河流、 水库等地表水体渗

漏的处理。 当天采煤沉陷积水区的总渗漏量为以上两种渗漏形式之和，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Ｇｇｗｏｕｔ，１ ＝ ∑
Ｎ

ｎ ＝ １
ｑｏｕｔ，ｎ ＝ ∑

Ｎ

ｎ ＝ １
Ｔｎ（ｈｌ － ｈａ，ｎ）　 　 ｈｂｔｍ，ｎ ＜ ｈａ，ｎ ＜ ｈｌ

Ｇｇｗｏｕｔ，２ ＝ ∑
Ｒ

ｒ ＝ １
ｑｏｕｔ， ｒ ＝ ∑

Ｒ

ｒ ＝ １
Ｔｒ（ｈｌ － ｈｂｔｍ，ｒ）　 　 ｈａ，ｒ ＜ ｈｂｔｍ，ｒ ＜ ｈｌ

Ｇｇｗｏｕｔ ＝ Ｇｇｗｏｕｔ，１ ＋ Ｇｇｗｏｕｔ，２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１１）

式中： Ｇｇｗｏｕｔ，１为含水层水头高于洼底高程时积水区向含水层的渗漏量， ｍ３； Ｎ 为具有该种情况的沉陷区网格

单元的总数； ｑｏｕｔ，ｎ为第 ｎ 个积水区网格单元处当天的渗漏量， ｍ３； Ｔｎ为第 ｎ 个积水区网格单元处洼底与含水

层之间的导水系数， ｍ２； ｈａ，ｎ为第 ｎ 个积水区网格单元处的地下水水头， ｍ； ｈｂｔｍ，ｎ为第 ｎ 个积水区网格单元

处的洼底高程， ｍ。 Ｇｇｗｏｕｔ，２为含水层水头低于洼底高程时积水区向含水层的渗漏量， ｍ３； Ｒ 为具有该种情况

的沉陷区网格单元的总数； ｑｏｕｔ，ｒ为第 ｒ 个积水区网格单元处的渗漏量， ｍ３； Ｔｒ为第 ｒ 个积水区网格单元处洼

底与含水层之间的导水系数， ｍ２； ｈａ，ｒ为第 ｒ 个积水区网格单元处的地下水水头， ｍ； ｈｂｔｍ，ｒ为第 ｒ 个积水区网

格单元处的洼底高程， ｍ。
４ ９　 未积水区降水入渗与潜水蒸发

采煤沉陷未积水区的网格单元还需对降水入渗和潜水蒸发进行处理。 模型中未积水区降水入渗量的计算

采用回归分析方法：

Ｇｒｅｃ ＝ Ａｎｗ（ Ｐ^ － Ｐ０）Ｂ

Ｐ０ ＝ ｂｌｇ［１ ＋ （Ｄｎｗ） ０ ５］

Ｐ^ ＝ Ｐｄ ＋ Ｐａ

Ｐａ ＝ ∑
Ｆ

ｆ ＝ １
Ｋ ｆＰ ｆ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

（１２）

式中： Ａｎｗ为采煤沉陷未积水区当天的平均面积， ｍ２， 可通过式（１）确定； Ｐ^ 为有地下水补给作用的有效雨

量， ｍ； Ｂ 为回归系数； Ｐ０ 为降水入渗发生时的起始有效雨量， 仅当当天的有效降水量超过 Ｐ０ 时才发生降

水入渗补给， Ｐ０ 的值认为与地下水埋深有关， ｍ； ｂ 为经验参数； Ｄｎｗ为未积水区的平均地下水埋深， 在模

拟过程中可以通过统计得到， ｍ； Ｐａ 为前期影响雨量， ｍ； Ｋ 为土壤水折减系数， 一般取 ０ ８５； Ｐ ｆ 为前 ｆ 天
的降水量， ｍ； Ｆ 为最大影响天数， 一般取 １５ ｄ； Ｇｒｅｃ为当天采煤沉陷未积水区降水入渗补给的总量， 模拟过

程中模型将根据未积水区单元分布情况将其进行空间展布， 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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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未积水区网格单元的潜水蒸发通过阿维里扬诺夫公式计算：
Ｇｅｖｐ，ｊ ＝ ＥＴｄ

Ａｎｗ，ｊ 　 　 　 　 　 　 　 　 ｈａ，ｊ ≥ ｈｂｔｍ，ｊ

Ｇｅｖｐ，ｊ ＝ ＥＴｄ
Ａｎｗ，ｊ

ｈｂｔｍ，ｊ － ｈａ，ｊ

Ｄｍ

æ

è
ç

ö

ø
÷

Ｕ

（ｈｂｔｍ，ｊ ＞ ｈａ，ｊ）＆（（ｈｂｔｍ，ｊ － ｈａ，ｊ） ＜ Ｄｍ）

Ｇｅｖｐ，ｊ ＝ ０ （ｈｂｔｍ，ｊ － ｈａ，ｊ） ≥ Ｄｍ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１３）

式中： Ｇｅｖｐ，ｊ为第 ｊ 个未积水区网格单元的潜水蒸发量， ｍ； Ａｎｗ，ｊ为第 ｊ 个未积水区单元的面积， ｍ２； ｈｂｔｍ，ｊ为第

ｊ 个未积水区网格单元处的洼底高程， ｍ； Ｄｍ 为未积水区潜水蒸发极限埋深， ｍ； Ｕ 为潜水蒸发指数； ｈａ，ｊ为

第 ｊ 个未积水区单元的地下水位， ｍ。

５　 结　 　 论

（１） 模型基于物理机制对沉陷区水循环进行模拟。 如通过差分网格单元对采煤沉陷范围进行空间离散，
以真实反映采煤沉陷区的蓄滞情况； 通过沉陷区积水水位区分沉陷区积水面积和未积水面积以及在积水水位

变化下的动态互逆过程； 采用动力学机制计算沉陷区积水与地下水之间的相互转化。
（２） 全面描述了采煤沉陷区的有关水循环分项过程。 模型从采煤沉陷区水平衡机制出发， 考虑了与沉

陷区积水区相关的水面降水、 河道汇入、 未积水区产流、 积水区和未积水区地下水渗出 ５ 项补给项以及水面

蒸发、 人工用水、 下游排泄和地下水渗漏 ４ 项排泄项， 对未积水区也考虑了降水入渗与潜水蒸发过程的模

拟， 较为系统地反映了沉陷区水循环的相关因素， 并针对各分项过程给出了具体的计算方法。
（３） 实现了 “河道⁃沉陷区⁃地下水” 过程的强耦合模拟。 模拟过程中沉陷区水循环模拟模块作为 ＭＯＤ⁃

ＣＹＣＬＥ 水文模型的内嵌组成部分， 与流域或区域产汇流模拟、 地下水数值模拟等模块同时运行， 并以沉陷

区水量平衡控制方程为各模块之间的联系纽带， 实现了模型模块之间的强耦合衔接， 这保证了 “河道⁃沉陷

区⁃地下水” 模拟的同步性和合理性。
需要注意的是， 该模型假设任意时刻积水区都具有平均意义上的统一水位， 不考虑因上游河道流量汇

入、 风浪、 下泄等过程引起的积水区水位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 也不考虑由于沉陷区或湖泊底部的特殊构造

导致的积水区水面的空间分离， 因此， 该模型仅适用于中小尺度的沉陷区或湖泊的水循环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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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４， ４５（６）： ７０１⁃７１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陈文龙， 宋利祥， 邢领航， 等． 一维⁃二维耦合的防洪保护区洪水演进数学模型［Ｊ］． 水科学进展， ２０１４， ２５（６）： ８４８⁃８５５．
（ＣＨＥＮ Ｗ Ｌ， ＳＯＮＧ Ｌ Ｘ， ＸＩＮＧ Ｌ Ｈ， ｅｔ ａｌ． Ａ １Ｄ⁃２Ｄ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ｉｎ
ｆｌｏｏ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ｚｏｎｅ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４， ２５（６）： ８４８⁃８５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第 ２ 期 李慧， 等： 分布式 “河道⁃沉陷区⁃地下水” 水循环耦合模型 ２２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ｒｉｖｅｒ⁃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ａｒｅａ⁃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ａｒｅａ：

Ⅰ：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Ｉ Ｈｕｉ， ＬＵ Ｃｈｕｉｙｕ， ＳＵＮ Ｑｉｎｇｙａｎ， ＷＡＮＧ Ｈａｏ， ＹＡＮ Ｌｉｎｇｊｉａ， ＺＨＡＮＧ Ｂｏ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ｙｃｌｅ ｉｎ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３８，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ｎｄ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ｙｃ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ｔ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ｉｎ⁃
ｉｎｇ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ｓ ｄｅ⁃
ｓｃｒｉｂｅｄ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 ｒｉｖｅｒ⁃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ａｒｅａ⁃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ｙｃｌ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ｙｃｌｅ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ｓｉｎｋａｇ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ａｒｅａ；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５１５０９２６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