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２７ 卷 第 ４ 期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水 科 学 进 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７，Ｎｏ．４

Ｊｕｌ．，２０１６

ＤＯＩ： １０ １４０４２ ／ ｊ ｃｎｋｉ ３２ １３０９ ２０１６ ０４ ０１６

含盐风暴潮溃堤洪水数值模拟及风险分析 

徐国宾１， 孟庆林２， 苑希民１

（１． 天津大学水利工程仿真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 天津　 ３０００７２；
２．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１４）

摘要： 为了研究三角洲河口风暴潮溃堤时的盐水运动规律， 建立一、 二维耦合的盐度数学模型对风暴潮溃堤时的

盐水运动进行模拟。 模型考虑洪泛区建筑物对盐水运动的影响以及溃口的渐变发展过程。 用 ２００８ 年多个测站的实

测数据对河网模型的潮位和盐度计算结果进行了验证。 将模型应用于珠江三角洲河网某近海溃口风暴潮溃堤的盐

水运动模拟， 并绘制了最大盐度等值面图。 计算结果表明， 该溃口大部分区域的溃堤积水盐度超过了 ４ｐｓｕ， 因此，
溃堤洪水的高盐度积水影响不容忽视。 通过比较 “溃堤” 和 “不溃堤” 两种情况下的河网盐度计算结果， 发现上

游河道的溃堤分流增大了河道的纳潮量， 促使涨潮量增大， 增大了下游河网的咸潮上溯风险， 减弱了上游来流对

咸潮的压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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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等因素的影响， 一些地区热带气旋活动增加， 台风风暴潮成灾事件不断增

加［１］。 三角洲河网地区地势平坦， 水道纵横， 上游洪水下泄不畅， 下游风暴潮流沿河道上溯、 顶托， 容易

形成较大的溃堤风险。 并且， 三角洲河网区距离河口较近， 海洋大陆架高盐水团随潮流上溯、 扩散， 以致近

海三角洲风暴潮溃堤洪水可能具有较高的盐度， 因此， 研究含盐风暴潮溃堤的盐水运动规律和评估其风险可

为近海三角洲河网区的防盐、 防潮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用数学模型对溃堤洪水进行数值模拟是分析风暴潮溃堤风险的有效方法。 近年来， 针对溃堤洪水演进的

数值模拟已有不少成果［２⁃８］， 但大部分的研究未考虑盐水上溯的影响。 王晓玲等［９］、 刘东海等［１０］根据风暴潮

的特点建立风暴潮洪水演进数学模型， 对风暴潮洪水演进进行了模拟研究， 但未对风暴潮的高盐度影响进行

探讨。 另外， 对于三角洲河口盐水上溯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 包芸等［１１］、 陈荣力等［１２］对珠江三角洲的盐水

运动规律进行了分析研究， 发现珠江三角洲河口的盐水运动与珠江上游流量和下游潮位密切相关； 陈文龙

等［１３］、 卢陈等［１４］利用试验数据、 实测数据和数学模型对盐水入侵的动力进行分析， 研究表明潮汐运动是盐

水入侵的主要动力； 程香菊等［１５］、 Ｇｏｎｇ 和 Ｓｈｅｎ［１６］ 建立数学模型对珠江三角洲河口的盐水运动进行了模拟

研究。 这些学者对盐水上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河道及入海口， 且大多未考虑风暴潮和河网溃堤的情况。 因

此， 含盐风暴潮溃堤的盐水运动规律及河网溃堤对盐水上溯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以珠江三角洲河网区为研究对象， 建立三角洲河网与洪泛区一、 二维耦合的盐度模型， 采用 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４ 号强台风 “黑格比” （以下简称 ０８１４）风暴潮期间的实测数据对河网的水动力学计算结果和盐度计算

结果进行验证。 采用 ０８１４ 风暴潮期间的实测资料对崖门水道盐水入侵范围内的某溃口的溃堤洪水进行数值

模拟， 对风暴潮溃堤洪水的盐度二维计算结果进行分析， 并绘制了洪泛区最大盐度等值面图。 为了研究溃堤

对咸潮上溯的影响， 将河网分 “溃堤” 和 “不溃堤” 两种分别计算， 并对其计算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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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数学模型的建立

１ １　 一维模型

水动力学控制方程由一维连续方程及运动方程组成， 可写成如下微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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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Ｑ 为流量； Ｓ 为源、 汇项流量； Ａ 为过水面积； ｇ 为重力加速度； η 为水位； Ｒ 为水力半径； Ｃ 为谢才

系数； α 为动量修正系数。
基于质量守恒的一维水质控制方程可写成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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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ｃ 为盐度； ｃ２为为源、 汇项盐度； Ｄ 为扩散系数； Ｋ 为衰变系数。
１ ２　 二维模型

二维洪水演进数学模型的水动力控制方程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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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ｔ 为时间； ｚ０为地面高程； ｈ 为水深； ｑｘ、 ｑｙ分别为 ｘ、 ｙ 方向的单宽流量； τｘｘ、 τｘ ｙ、 τｙｙ为有效剪应力。
基于质量守恒的盐度的控制方程可写成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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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Ｄｘ、 Ｄｙ分别为盐水沿 ｘ、 ｙ 方向的扩散系数。
１ ３　 一、 二维耦合模型

较大堤防的溃堤洪水的出流流态与宽顶堰的堰流流态非常相似［２］。 本文将一维河网的计算单元与二维

模型的多个计算单元通过宽顶堰进行耦合衔接， 模型耦合示意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一、 二维耦合模型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１⁃Ｄ， ２⁃Ｄ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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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溃堤出流概化为堰流， 通过式（８）所示的堰流公式计算溃堤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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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ｗ 为堰宽； ｍ 为堰流系数； η１为河道水位； η２为洪泛区水位； ｚ 为堰顶高程。
一、 二维之间的水流以点源的形式进行交换计算， 二维计算区各网格的流量根据网格内水深值按一定的

权重进行分配。 溃堤后前阶段， 溃堤水流从一维模型进入二维模型时， 二维入流的水体盐度为一维模型溃口

处的水体盐度； 溃堤后阶段， 水流从二维模型退到一维模型时， 一维模型的耦合处入流水体盐度为耦合处二

维网格水体的盐度。 计算时宽顶堰两侧的水位根据一维模型水位计算点的水位和二维模型网格单元的平均水

位确定， 模型通过宽顶堰的长度和堰顶高程的动态变化来模拟堤防渐变溃决中的横向展宽和纵向冲刷过程。
一维数学模型方程采用 ６ 点中心格式 Ａｂｂｏｔｔ⁃Ｉｏｎｅｓｃｕ 有限差分格式对方程进行离散， 采用追赶法进行求解。
为了避免数值震荡， 二维数学模型采用 ＡＤＩ 逐行法对方程组进行时空积分， 采用追赶法进行求解。

２　 模型应用

２ １　 研究区域概况

珠江三角洲近海河口区域多为水体盐度较高的大陆架海域， 在上游来流较小的枯水期， 潮汐动力强， 上

游水流压制能力小， 盐水与淡水混合程度大， 容易引发咸潮入侵事件。 同时， 珠江三角洲每年都会遭受数次

风暴潮袭击， 具有较大的风暴潮溃堤风险。 当枯水期遭遇风暴潮和天文大潮叠加时， 潮水带着盐水上溯， 形

成较大的单峰型盐水入侵， 虽盐水入侵持续时间短， 但盐度峰值较大。
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４ 号强台风 “黑格比” 是 ２１ 世纪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遭遇的最强台风风暴， 台风风力强、

局部雨量大， 给珠江三角洲地区带来巨大的风暴潮增水。 风暴潮增水正逢当天天文高潮位， 以致珠江三角洲

河口多个潮位站潮位达到或超过 １００ 年一遇标准， 沿海各潮位站风暴潮增水过程如图 ２ 所示。 该次风暴潮发

生时间接近珠江流域枯水期， 风暴潮期间思贤滘日平均流量均在 ７ ０００ ｍ３ ／ ｓ 以下。 上游来水量小导致咸潮上

溯， 咸情自动监测数据表明： ０８１４ 风暴潮期间磨刀门水道中下游潮水盐度为 ２００８ 年全年最大。 风暴潮期间

的思贤滘日平均流量和联石湾盐度如图 ３ 所示。

图 ２　 潮位过程

Ｆｉｇ ２ Ｔｉｄ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图 ３　 流量与盐度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３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本文选择溃堤风险和盐水入侵风险均较大的崖门水道某溃口为研究对象， 建立珠江三角洲全河网一维和

溃口附近洪泛区二维耦合的一二维耦合溃堤洪水盐度模型。 研究区域位置如图 ４ 所示。
２ ２　 模型设置

采用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１万 ＤＥＭ、 ＤＬＧ、 ＤＯＭ 数据与 ２００８ 年河道实测大断面数据建立北江石角站及西江高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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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研究区域概况

Ｆｉｇ ４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以下至河口的珠江三角洲全河网与洪泛区耦合的一、 二维耦合的盐度数学模型。 采用 ０８１４ 风暴潮实测潮水

和盐度资料模拟崖门水道某堤防险工溃堤的盐水运动。
一维模型以石角和高要站流量为上游边界条件， 入海口潮位和盐度为下游边界条件， 空间步长设置为

５００ ｍ。 二维模型计算范围为崖门水道左岸堤防与东部山丘之间的溃口附近 ９８ ｋｍ２的矩形区间， 空间步长为

５０ ｍ， 共建立矩形网格３９ ２００个。 一、 二维模型采用相同的时间步长， 时间步长均为 ３０ ｓ， 计算时段为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０ 时至 ２７ 日 ０ 时。 二维模型糙率按公路、 铁路、 河道、 居民地、 林地、 农业用地等分区设置。
经调试， 一维模型曼宁系数取值范围为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４， 一、 二维盐度扩散系数均取 ２０ ｍ２ ／ ｓ， 衰变系数

取 ０ ０１。
将较高的道路和其他线状建筑物概化为宽顶堰， 以模拟其导水、 阻水作用， 越过道路的流量采用式（８）

计算， 计算道路过流量时堰宽取 ２０ ｍ， 计算溃堤流量时堰宽取 １５ ｍ， 堰流系数均取 ０ ３６。 通过分段设定堰

底高程来模拟路面高程的沿程变化。 为了模拟桥、 涵的影响， 将桥、 涵采用确定的水位流量关系进行计算。
研究区域内道路、 水文站、 潮位站、 盐度测点位置如图 ４ 所示。
２ ３　 模型验证

采用三江口、 横山、 大敖、 竹银等 ２４ 个中间潮位站实测潮位数据和联石湾、 竹排沙和竹银 ３ 个咸情自

动测报站的水体表层实测盐度数据对河网模型的计算精度及合理性进行验证， 其中与二维计算区域临近的三

江口、 横山、 大敖和竹银站的潮位验证情况如图 ５ 所示。 联石湾、 竹排沙和竹银站的盐度验证情况如图 ６
所示。

图 ５ 表示不同站点位置处的水位和流量的模型计算与实测值的对比情况， 由图 ５ 可知， 各站点潮位的峰

值、 相位等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吻合度较高， 模型能较好地模拟风暴增水条件下的河网水流， 具有较好的稳

定性和较高的计算精度。
图 ６ 表示联石湾、 竹排沙和竹银站盐度检测点的河网模型计算结果与实测数据的对比情况， 由图 ６ 可

知， 模型计算的风暴潮期间各监测点盐度随时间变化与实测数据基本吻合， 盐度峰型和峰值出现时间也吻合

较好， 模型能够较为准确地模拟风暴潮期间的河网盐度变化情况。
２ ４　 溃口发展

溃口位置如图 ４ 所示， 将溃口口门形状等效为梯形。 洪水达到堤防设计水位时溃决， 溃决方式采用考虑

横向和纵向扩展的线性渐变溃决， 溃堤历时为 ３ ｈ， 溃口口门发展过程如表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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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水位计算结果与实测数据对比

Ｆｉｇ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ｄａｔａ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图 ６　 盐度计算结果与实测数据对比

Ｆｉｇ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ｄａｔａ ｏｆ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表 １　 溃口口门展宽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ｙｋｅ 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

溃堤历时 ／ ｈ 溃口顶宽 ／ ｍ 溃口底宽 ／ ｍ 溃口底高程 ／ ｍ

０ １５０ １４０ ２ ５

１ ２００ １９０ ２ ０

２ ２５０ ２４０ １ ５

３ ３００ ２９０ １ ０

２０ ３００ ２９０ １ ０

２ ５　 计算结果及分析

图 ７、 图 ８ 分别为耦合模型溃堤后不同时刻的淹没水

深和盐度在溃口附近 ７ ｋｍ×７ ｋｍ 范围内的二维计算结果。
由图 ７ 可看出， 溃堤水流明显受到道路等构筑物的导水、
阻水作用影响， 水深分布符合地形规律。 由图 ８ 可看出， 各时刻溃堤水流的盐度值较高， 高浓度盐水沿溃口

呈环形扩散分布， 盐度分布规律与溃堤洪水的运动规律类似， 模型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计算精度。

图 ７　 不同时刻水深计算结果

Ｆｉｇ ７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图 ９ 为堤防溃决过程中的水体最大盐度等值面图， 由图 ９ 可知， 溃堤洪水大部分区域的最大盐度值超过

４ｐｓｕ， 因此， 风暴潮溃堤水流的高盐度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为了研究溃堤洪水运动过程中的水位及盐

度变化规律， 在模型中设立 Ａ１、 Ａ２、 Ｂ ３ 个检测点， 其中 Ａ１ 位于一维河网溃口处， Ａ２ 和 Ｂ 监测点在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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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的位置如图 ７ 和图 ８ 所示。 不同检测点的水位和盐度对比情况如图 １０ 与图 １１ 所示。

图 ８　 不同时刻盐度计算结果

Ｆｉｇ ８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图 ９　 最大盐度等值面

Ｆｉｇ ９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ｉｓｏ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图 １０　 监测点水位

Ｆｉｇ １０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由图 １０ 和图 １１ 可知， 洪泛区对河网潮水具有一定的调蓄作用。 溃堤发生时河网的含盐潮水进入洪泛

区。 当潮水退去， 河网水位下降， 河网水位低于洪泛区水位时， 存蓄在洪泛区内的一部分盐水退回到河网。
因此， 溃口附近的 Ａ２ 监测点水体盐度经历了两次明显的上涨过程。 由于盐水的扩散作用， 相比于河网潮水

的盐度， 洪泛区内部的溃堤洪水的盐度峰型出现明显的坦化变形， 盐度峰值随着溃堤洪水的演进沿程呈现递

减的趋势， 这与溃堤洪水演进过程中的水位变化有类似的规律。
为了研究风暴潮的溃堤对河网盐水运动的影响， 本文将 “溃堤” 与 “不溃堤” 的河网模型计算结果进

行对比分析。 选取溃口位置处计算单元为参考对象， 分析其盐度随时间的变化差异。 溃口位置处 “溃堤”
与 “不溃堤” 时的盐度对比如图 １２ 所示。 由图 １２ 可知， 溃堤分流增大了河道的纳潮量， 促使涨潮量增大，
从而增大了咸潮上溯的动力， 使得下游河网的咸潮上溯风险增大。 同时， 溃堤分流使得压制咸潮上溯的下泄

流量减小， 减弱了上游来流对咸潮的压制效果。 因此， 溃口附近及以下河网潮水的盐度明显增加。 但对比三

图 １１　 监测点盐度

Ｆｉｇ １１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图 １２　 盐度对比

Ｆｉｇ １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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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口站的盐度和以 ０ ５ｐｓｕ 为界限的盐水上溯距离发现溃堤分流对上游潮水的盐度影响不大， 三江口站的盐

度和盐水上溯距离基本没有变化。 因此， 溃口分流对溃口以上河网的咸潮上溯水动力学环境影响不大。

３　 结　 　 论

以珠江三角洲河网地区为例， 建立适合于河口三角洲河网地区的一、 二维耦合的溃堤洪水盐度模型。 用

０８１４ 风暴潮期间河网实测水位和盐度数据对模型进行了验证， 模型能够较为准确地模拟河网的盐水运动。
以 ０８１４ 风暴潮为背景， 模拟崖门水道某溃口溃堤情况下的盐水演进过程。 计算结果表明， 溃堤洪水的盐度

峰型出现明显的坦化变形， 盐度峰值随着溃堤洪水的演进沿程呈现递减的趋势， 洪泛区大部分地区的溃堤积

水的盐度大于 ４ｐｓｕ， 因此， 风暴潮溃堤水流的高盐度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将 “溃堤” 和 “不溃堤”
两种情况下的河网模型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发现， 溃堤分流对风暴潮盐水上溯动力有加强的趋势， 溃口附近及

以下河网的潮水盐度明显增加， 但溃堤分流对溃口上游部分的河网潮水盐度影响不大， 盐水入侵距离基本没

有变化。 研究结果为三角洲河网地区的含盐风暴潮溃堤模拟和防盐、 防潮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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