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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然河流的河道综合糙率呈现出空间上的差异性和随水位（或流量）变化的动态性，但目前缺乏相关参数化

方法来定量描述河道糙率的动态变化规律。尝试通过参数化方法开展受河道植被影响显著河流的糙率反演研究，

用以提升模型精度。基于植被分布将河道断面划分为若干糙率不同的子区，通过率定河道断面各分区的糙率，从

而反演糙率—水位曲线。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河道植被覆盖情况与河道断面特点对糙率曲线变化的影响，推求了

基于分区糙率的河道断面综合糙率计算公式，从而定量描述分区糙率与综合糙率的关系。以漓江干流为例，采用

该方法率定漓江干流（大溶江至阳朔段）水动力模型。结果表明：漓江干流综合糙率随水位在 ００２２～０１８０间变化；

在 １５ｍ的临界水深下，断面可划分为底床植被区（ｎ＝０２１０）与非植被区（ｎ＝０００６），能较好地反演糙率—水位曲

线并获得理想的水位模拟效果。漓江底床植被繁茂是糙率随水位变化的根本原因，断面边滩的坡度变化是糙率与

水位曲线梯度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两者的共同作用使得糙率随着水位呈现两段式的非线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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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一维摩阻通常用综合糙率来描述，是一维河道水动力模拟中的灵敏参数
［１］
。研究表明，河段形

态
［２］
、断面形状

［３］
、床沙组成

［４］
、河道植被

［５７］
等因素均会影响到河道对水流的摩阻，致使综合糙率呈现出

空间上的差异性和随水位（或流量）变化的动态性。只有建立综合糙率和主要影响因子之间的关系，才能获

取合理的糙率时空分布，提高变环境条件下模型模拟的精度。

对于某一河道断面而言，河床及岸滩的表层阻水特性差异（受床沙组成及河道植被分布的影响）是其综合糙

率产生空间异变的根本原因。在同一个河段内，河道水生植被繁茂程度的不同可导致综合糙率在 ００３～０２２间
变化

［８］
。因此，当植被较为繁茂时，水流阻力主要来自植物，糙率受植被的影响显著

［６］
。底床植物影响下的河

流糙率分布可分为３个区域，在底部植物冠层区内糙率可达 ０２以上，在中部过渡区内糙率随水位增大而快速
减小，在顶部冠层以上区糙率随水位增大缓慢趋于定值

［９］
。相比于矩形或梯形断面的渠道化河流，具有复杂断

面的天然河流的糙率随水位的动态变化更为显著
［１０］
。河道糙率（ｎ）与水位（Ｈ）的变化可划分为三类，当河床阻

力较大而中高水位以上岸边阻力相对影响不大时为 “Ｌ”型；若在某一水位以上岸壁粗糙或植被茂密则为 “Ｃ”
型；而当河床阻力较小而岸边阻力较大时则为 “Ｊ”型［１１］

。因此，在天然河流中采用糙率随水位变化
［１２１３］

，或

糙率随流量变化
［１４］
的糙率曲线能较好地降低模拟误差。然而，以往通过上下游的实测数据推求的这些糙率曲线

仅能反映一定水位变化范围内的糙率，曲线无法外延，很难移用到其他断面。

本研究重点考虑水生植被分布情况与河道断面淹没特点对河道综合糙率的影响，提出基于植被分布的河道断

面分区糙率率定方法，以反映研究区糙率变化特性。通过将该方法应用于漓江干流（大溶江—阳朔）的一维水动力

模拟，分析糙率随水位变化的原因，并推求分区糙率与综合糙率的关系表达式，以实现糙率曲线的参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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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收集

图 １　研究区位置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漓江位于中国西南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具有

农田灌溉、城市生活供水和旅游开发的功能。本研究区

为漓江上游大溶江水位站至下游阳朔水文站间河段，全

长约１３２ｋｍ。漓江流域地处岩溶区，并且为雨源性河流，
流域面积约 ４６５５ｋｍ２。年内降雨时空分布极不均匀，
６０％的降雨分布在漓江上游区域，全年 ６２７％的降雨量
集中在 ４—７月，最大日降雨量可达 ４１５８ｍｍ。１２月至
翌年 １月期间降雨少，仅有１００～１１０ｍｍ，占全年降雨量
的 ６％左右。这直接影响了流域河川径流的变化，造成了
洪水和枯水的交替出现。

漓江洪水暴涨暴落，水位变化极大，为广西河流之

冠。以阳朔站流量为例，日平均流量在 １２～１２０００ｍ３／ｓ
之间，平均流量为 １２０ｍ３／ｓ。在丰水期，暴雨后河水消
退，水位急降，水深多为 １～２ｍ。在枯水期，即使经过
河道疏浚，多数河段甚至不足 １ｍ水深［１５］

。频发的洪水

具有极强的搬运能力，漓江干流河床底质以卵石和砾石

为主，分布有大量漂石
［１６］
，为沉底植物的根系提供了良

好的附着环境。洪水退去，水质好转，含沙量极少，透

光能力强且水位低，溶解氧含量高
［１７］
，为沉底植物的发

育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因此，漓江的水生植物分布

非常广泛，资源量最大的是沉水植物，主要有亚洲苦草

和轮叶黑藻，其中亚洲苦草是绝对优势种，在漓江主河

道 ７０％以上水域都有分布［１８］
。

本次研究收集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间 １４个雨量站及 ４个水文站的逐日降雨数据，１个水文站（桂林）的逐日
蒸发数据用于降雨径流模拟，其中面雨量通过泰森多边形法计算；收集了相应年份 ４个水文站的逐日水位与
流量数据以及 ３个水位站的逐日水位数据，相关站点分布如图 １所示。此外，还收集了漓江水系图及漓江干
流（大溶江—阳朔段）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间实测的 １４８个河道断面地形资料用于水动力建模。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水动力模型的建立

本研究采用 ＭＩＫＥ１１ＨＤ模型［１９］
构建漓江干流水动力模型，其计算求解采用一维非恒定流基本运动方

程，即圣维南方程组：

Ａ
ｔ
＋Ｑ
ｘ
＝ｑ

Ｑ
ｔ
＋
ｘ
Ｑ２

Ａ( )＋ｇＡｈｘ＋ｎ２ｇＱ｜Ｑ｜ＡＲ
４
３

＝０
（１）

式中：ｘ为距离坐标；ｔ为时间坐标；Ａ为过水断面面积；Ｑ为流量；ｈ为水位；ｑ为旁侧入流量；ｎ为曼宁
糙率系数；Ｒ为水力半径；ｇ为重力加速度。方程组利用 Ａｂｂｏｔｔ六点隐式有限差分格式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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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水动力模型概化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

漓江干流水动力模型概化如图 ２所示。干流上游采
用大溶江站作为模型流量边界，因其水位流量关系良好，

可通过实测水位推求流量作为上游边界；干流下游采用

阳朔水文站作为模型水位边界；其余支流边界选用实测

水位或流量资料用于模型计算。桂林水文站流量与水位

数据用于模型的率定与验证。模型中的旁侧入流 ｑ由新
安江水文模型计算获得，其模型参数移用已率定并验证

的研究区子流域（潮田河流域），具体参数范围与取值可

参见文献［２０２１］。
２２　水位与流量关系法确定糙率—水位曲线

在糙率为００２～０１８范围内，以００１为间隔，共计
模拟 １７组不同糙率下桂林水文站的流量与水位过程。将水文站实测（或模拟）的水位与流量关系曲线（目标
曲线）与获得的 １７组模拟的水位与流量关系曲线（参考曲线）相比对，目标曲线与这些参考曲线相交或重合
的部分即认为两者糙率相等。根据曲线相交或重合的情况，可获得该断面不同水位下的糙率，从而确定糙率

与水位曲线。本文将此方法称为水位与流量关系法。

图３为２０００年１—６月期间桂林站水位与流量实测值与不同糙率下（ｎ＝００２～０１８）的模拟值。由图３可
知，实测情况下的水位与流量关系曲线不与任一条模拟曲线完全重合，仅与不同模拟曲线在某个区域近似重

合或相交。例如，实测曲线与 ｎ＝００３的模拟曲线仅在水位约 １４４ｍ以上区域近似重合，与 ｎ＝００４的模拟
曲线在水位约 １４３５ｍ处相交。这说明该断面的糙率随着水位或流量的变化而变化，在高水位时糙率较小，
低水位时糙率较大。根据上述的水位与流量关系法，获得糙率与水位曲线如图 ４所示。

图 ３　桂林站水位流量实测值与不同糙率下模拟值

Ｆｉｇ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ａｔＧｕｉｌｉ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

　

图 ４　由水位与流量关系法推求的桂林站糙率—水位曲线

Ｆｉｇ４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ｃｕｒｖｅａｔＧｕｉｌｉ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ｒ—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２３　分区糙率设置与率定
根据河道植被分布情况将河道断面分为若干糙率子区。若低水位受底床沉水植物影响，且高水位区域受

到岸坡茂密植被影响，则河道断面自下向上可分为 ３个区域，即底床植被区、非植被区及岸坡植被区，其值
分别为 ｎ１、ｎ２、ｎ３，其示意如图 ５所示。第一临界水深为底床植被区（区域糙率为 ｎ１）与非植被区（区域糙率
为 ｎ２）划分的界限，通过分析底床植物冠层区的平均水深或沉水植物生长高度推求；第二临界水深为岸坡植
被区（区域糙率为 ｎ３）与非植被区划分的界限，通过岸坡植被根系区的平均水深推算获得，也可借助遥感影
像推求。通过对断面分区，综合糙率即为各分区糙率在一定水位下的加权值。若仅受底床植被影响则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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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河道糙率分区示意

Ｆｉｇ５ Ｃｏｎｃｅｐ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ｚｏｎｉｎｇｏｆ

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两个区域（底床植被区与非植被区），其综合糙率值随水

位的变化将介于 ｎ１与 ｎ２之间。底床植被区的水流受到沉
水植物影响较大，沉水植物越密集则阻流效果越明显，

则糙率值越大，其对应的分区糙率将大于实测最低水位

时的综合糙率。故可将图 ４中的 ｎｍａｘ设置为 ｎ１的初值，
并在 ｎ∈［ｎｍａｘ，０３］内进行率定优化。非植被区受到植
被影响较小，相对植被区阻流效果弱，糙率值通常较小，

其对应的分区糙率将小于实测最高水位时的综合糙率。

故可将 ｎｍｉｎ设置为 ｎ２的初值，在 ｎ∈［０，ｎｍｉｎ］内进行率定
优化。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糙率率定与水位模拟
图 ６为 ２０００年 １—６月漓江桂林站流量与水位的模拟结果。从图 ６可以看出，当全局糙率 ｎ＝００３时，

虽然流量模拟结果较好（图 ６（ａ）），但水位的模拟情况极差（图 ６（ｂ）），仅有部分高水位的洪峰水位拟合较
好，绝大多数模拟结果偏低 ２ｍ左右。这说明本研究中的漓江干流河道糙率随水位变化较大，水动力模拟中
要考虑糙率与水位的关系，需要采用动态糙率进行模拟才能满足水位模拟的精度要求。

图 ６　漓江干流桂林站流量水位模拟结果（２０００年 １—６月）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ａｔＧｕｉｌｉ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ｆｒｏｍＪａｎ．２０００ｔｏＪｕｎ．２０００

本研究中的漓江干流沉水植物优势种为亚洲苦草，叶长达 ２ｍ左右［２２］
，其冠层顶部至河床平均约 １５ｍ

高，故将第一临界水深设置为 １５ｍ。假定河道断面最大水深达 １５ｍ时水面淹没的位置均为水生植物冠层
区域，该区域内糙率值最大，作为底床植被区。由水位与流量关系法推求的糙率与水位曲线（图 ４）可知，最
大糙率 ｎｍａｘ为 ０１８，最小糙率 ｎｍｉｎ为 ００３。因此，将 ｎ１与 ｎ２的初值分别设为 ０１８与 ００３。通过试错法率定
可得 ｎ１＝０２１且 ｎ２＝０００６。由率定结果（图 ６）可知，采用分区糙率进行模拟计算时，流量和水位的模拟精
度都很高，尤其是水位模拟精度得到了显著提升。

在水动力模型中采用已率定的 ｎ１和 ｎ２，模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的漓江干流水位变化过程。图 ７为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年和 ２０１０年桂林站的水位模拟结果。由图 ７可知，水位模拟整体效果好，完全消除了固定糙
率情况下低水位模拟值偏小近 ２ｍ的问题（如图 ６（ｂ）所示结果）。水位模拟出现连续性较大误差的时段主要
集中在每年的枯季，如 ２００５年 ９月至 １１月模拟值连续低于观测值 ０３５ｍ左右（图 ７（ｂ）），而 ２０１０年 １１月
至 １２月模拟值连续高于观测值 ０２ｍ左右（图 ７（ｄ））。此外，模型对 ２００２年与 ２００８年的最大洪峰水位模拟
结果偏低（图 ７（ａ）与图 ７（ｃ））。这些误差产生的原因主要来自流量模拟的误差。一方面，由于模型上边界流
量是由大溶江站水位依照水位流量关系推求而来，与实际流量存在一定的估计误差；另一方面，桂林站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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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雨量站分布不均匀（见图 １），雨量站在小溶江沿岸分布密集而其余地区稀疏，故导致暴雨期间面降雨量
的估计误差较大，容易对大流量洪水模拟产生较大误差。

图 ７　漓江干流桂林站水位模拟结果

Ｆｉｇ７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ｒａｔＧｕｉｌｉ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

３２　基于分区糙率的综合糙率计算公式的推求
根据 ２０００年 １—６月分区糙率的水位及流量模拟结果，采用水位与流量关系法绘制对应的糙率—水位曲

线，并与实测水位与流量数据推求的糙率与水位曲线进行对比，如图 ８（ａ）所示。可以看出，模拟结果推求
的曲线在高水位部分（转折点以上）与实测结果推求的曲线几乎完全重合。在转折点以下部分较实测结果推

求的曲线略有偏差，但整体变化趋势相同。由图 ８（ａ）可知，糙率与水位间的变化关系非线性，呈现 “Ｌ”
型曲线，其转折点在水位为１４２５ｍ左右。当水位超过该值时，糙率小于００５５，糙率随水位变化梯度较小；
当水位低于该值时，糙率随水位变化梯度大增，最大糙率接近 ０１８。

图 ８　桂林站糙率与水位曲线（水位与流量关系法）与河道断面

Ｆｉｇ８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ｃｕｒｖｅａｎｄ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ｔＧｕｉｌｉ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

结合桂林站断面图（图 ８（ｂ））可知，在高程为 １４２ｍ左右时，岸滩坡度在该处有明显的变化，这与糙
率—水位关系曲线转折点处的高程十分接近。当水位较低时，受到沉水植物的阻水作用，河道糙率较大。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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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增大时，相同水位增量下，岸滩坡度越平缓，过水断面的增量越大，受到沉水植物影响的水流占总水流

的比例下降越快，则糙率降低速度越快。因此，当水位继续增大至岸滩坡度变化转折点的高程附近时，综合

糙率变化的梯度迅速发生变化。这说明一定水位下的综合糙率受分区糙率值与过水断面变化的共同影响。参

考阻力半径的计算公式，将综合糙率用积分形式表达，如式（２）所示。可以看出综合糙率本质上是分布式糙
率 ｎ（ｂ）在一定幂次下的加权平均值，水深 ｈ（Ｈ，ｂ）的高幂次值即为其权重，通过沿断面方向积分即可完成加
权计算。因此，分布式糙率取值差异越大，水深变化幅度越大，则综合糙率受水位变化的影响越大。

ｎ０（Ｈ）＝
∫
Ｂ

０
ｎ（ｂ）ｋ１ｈ（Ｈ，ｂ）ｋ２ｄｂ

∫
Ｂ

０
ｈ（Ｈ，ｂ）ｋ２ｄｂ

１
ｋ１

（２）

式中：ｎ０为综合糙率；Ｈ为水位；Ｂ为水面宽；ｂ为断面水平方向的位置变量；ｎ（ｂ）为断面位置 ｂ处的糙率
值；ｈ（Ｈ，ｂ）为水深，是水位和断面位置变量 ｂ的函数；ｋ１与 ｋ２为待确定的指数。

以水位与流量关系法获得的水位与糙率值（由分区糙率模拟的水位流量推求）为目标，基于率定所得的

分区糙率（ｎ１与 ｎ２）对参数 ｋ１与 ｋ２进行率定。不同 ｋ１与 ｋ２组合下的模拟结果如图９所示。当 ｋ２＝８５时，随着
ｋ１由－２５增大至－０５，水位糙率曲率不断减小，当ｋ１＝－１５时，计算曲线与目标值最为接近（图９（ａ））。当
ｋ１＝－１５时，随着 ｋ２由 ６５增大至 １０５，水位糙率曲率也在不断减小，但变化幅度相对较小，在 ｋ２＝８５时
结果达到最优（图９（ｂ））。因此，式（２）中ｋ１与ｋ２的最优取值为－１５与８５。此外，根据式（２）的计算结果可
知，当水位小于 １４１ｍ时综合糙率为定值 ０２１，这与水位 １４１ｍ以下糙率 ｎ１＝０２１的设定相吻合。这说明
式（２）可作为综合糙率的积分表达形式，定量化地描述了糙率的分布式变化对河道断面综合糙率的影响。

图 ９　不同 ｋ１与 ｋ２组合下的糙率—水位曲线

Ｆｉｇ９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ｃｕｒｖｅｗｈｅｎｋ２＝８５ａｎｄｋ１ｖａｒｉｅｓｆｒｏｍ－２５ｔｏ－０５ａｎｄｋ１＝－１５ａｎｄ

ｋ２ｖａｒｉｅｓｆｒｏｍ６５ｔｏ１０５ａｔＧｕｉｌｉ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

４　结　　论

（１）通过桂林水文站实测水情数据与不同糙率下的水动力模拟结果对比发现，当水位从 １４４ｍ下降至
１４１５ｍ的过程中，其河道糙率从 ００２２上升至 ０１８０，这说明河道糙率会受水位的影响。因此，对于水位
变化显著的山区河流，在水动力模拟中不能忽视糙率随水位的动态变化特征。

（２）不同的水位下河道湿周的形态以及水生植被对水流的作用会存在差异。为了量化此差异，可以根
据河道植被的生长特点将河道断面划分为不同的糙率分区，通过水位与糙率曲线进行各糙率分区值率定，再

利用获得的分区糙率值对基于水位和湿周形态特征提出的综合糙率积分表达式的参数进行率定，进而可快速

推求不同水位下的河道综合糙率。因此，该方法获得的河道综合糙率兼顾了水位、河道形状及水生植被等因

素的影响，为水动力模型提供了更为精准的参数信息，从而可提升河道水情预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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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通过河道综合糙率积分公式计算可以发现，漓江河床水草繁茂，阻水作用明显，这是导致其低水
位时期糙率极大和糙率随水位显著变化的根本原因；河道断面边滩坡度存在明显的转折点，这导致了其糙率

与水位曲线发生转折，最终呈现两段式的非线性变化特征（“Ｌ”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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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董耀华．葛洲坝工程对坝下游河道行洪影响的计算分析［Ｊ］．水利学报，１９９７（９）：４９５５．（ＤＯＮＧＹＨ．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ｇｅｚｈｏｕｂａ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ｎｆｌｏｏｄ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ｒｉｖｅｒ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ｄａ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１９９７（９）：４９５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方神光，张文明，张康，等．西江中游干支流河道糙率研究［Ｊ］．泥沙研究，２０１６（２）：２０２５．（ＦＡＮＧＳＧ，ＺＨＡＮＧＷ Ｍ，

ＺＨＡＮＧＫ，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Ｘｉ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ｗｉｔｈｍａｉｎ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２）：２０２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姜志群，王佩兰．河道洪水演进有限差分模型糙率系数的率定［Ｊ］．水文，１９９６（６）：５７５９．（ＪＩＡＮＧＺＱ，ＷＡＮＧＰＬ．Ｔｈｅ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ｒｉｖｅｒ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Ｊ］．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６（６）：５７５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罗锦珠．漓江枯季缺水成因分析及补水刍议［Ｊ］．人民珠江，２０００（５）：１４．（ＬＵＯＪＺ．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ｉｎｔｈｅＬｉ

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ｄｒｙｓｅａｓｏｎｓ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Ｊ］．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２０００（５）：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陈博，李卫明，陈求稳，等．夏季漓江不同底质类型和沉水植物对底栖动物分布的影响［Ｊ］．环境科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４（７）：

１７５８１７６５．（ＣＨＥＮＢ，ＬＩＷＭ，ＣＨＥＮＱＷ，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ｏｔｔｏｍ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ｓｏｎｍａｃｒｏｆａｕ

ｎ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ｉ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Ｊ］．Ａｃｔ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ｅ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ｔｉａｅ，２０１４，３４（７）：１７５８１７６５．（ｉｎ



　第 ６期 吴乔枫，等：基于植被分布的河道糙率分区及率定方法 ８２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周振明，陈朝述，刘可慧，等．漓江桂林市区段夏季浮游植物群落特征与水质评价［Ｊ］．生态环境学报，２０１４，２３（４）：６４９

６５６．（ＺＨＯＵＺＭ，ＣＨＥＮＣＳ，ＬＩＵＫＨ，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ｏｔｔｏｍ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ｓｏｎｍａｃｒｏｆａｕ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ｉ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Ｊ］．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４，２３（４）：６４９６５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何安尤．漓江水生维管束植物调查［Ｊ］．广西水产科技，２００７（２）：５５５６．（ＨＥＡ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ａｑｕａｔｉｃ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Ｌｉ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Ｊ］．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Ｇｕａｎｇｘｉ，２００７（２）：５５５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ＤＨＩ．ＭＩＫＥ１１ａ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ｒｉｖｅｒｓａｎｄ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Ｍ］．Ｄｅｎｍａｒｋ：Ｄａｎｉｓｈ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Ｈｒｓｈｏｌｍ，２００４：５１４．

［２０］ＷＵＱＦ，ＬＩＵＳＧ，ＣＡＩＹ，ｅｔａ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ｂｙ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ｒａｎｇｅｓ［Ｊ］．Ｈｙ

ｄ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７，２１（１）：３９３４０７．

［２１］吴乔枫，刘曙光，蔡奕，等．流域非闭合特性对岩溶地区水文过程模拟的影响［Ｊ］．水利学报，２０１７，４８（４）：４５７４６６．（ＷＵ

ＱＦ，ＬＩＵＳＧ，ＣＡＩＹ，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ｕｎｃｌｏｓｅ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ｂａｓｉｎｏｎ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ｉｎＫａｒｓｔｒｅｇ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７，４８（４）：４５７４６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周文忠，周明武．亚洲苦草的特征［Ｊ］．渔业致富指南，２０００（８）：１６．（ＺＨＯＵＷ Ｚ，ＺＨＯＵＭＷ．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ｓｉａｎ

ｂｉｔｔｅｒｇｒａｓｓ［Ｊ］．ＦｉｓｈｅｒｙＧｕｉｄｅｔｏｂｅＲｉｃｈ，２０００（８）：１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ｚ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ＷＵＱｉａｏｆｅｎｇ１，ＣＡＩＹｉ１，２，ＬＩＵＳｈｕｇｕａｎｇ１，２，ＣＡＩＷａｎｘｉａｎ１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ｏｎｇｊ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９２，Ｃｈｉｎａ；

２．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Ｗａｔ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９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ｖｅｒｓｖａ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ａｆｅｗ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ｏ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ｚｅｔｈｅ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ｃｕｒｖｅｓ（ｅ．ｇ．，ａ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ｃｕｒｖｅ）．Ｉｎｏｒ
ｄｅｒ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ｉ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ｚｅｔｈｅ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Ｔｈ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ｓｅｖｅｒａｌｚｏｎ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ｎｇ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ｖａｌｕｅｓ，ｔｈｅ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
ｃｕｒｖｅｉ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ａ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ｍｅｔｈｏｄ．Ｂｙ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ｒｏｓｓｓｅｃ
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ｖｅｒｏｎｔｈｅ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ｃｕｒｖｅ，ａ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ｓｇｉｖｅｎｆｏｒ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ｒｏｕｇｈ
ｎｅｓｓｏｆ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ｖａｌｕｅｓ．Ｔｈｉｓｆｏｒｍｕｌａ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ｔｈｅ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ｏｆ
ｔｈｅ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Ｌｉ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ｖａｒｉｅｓ
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ｒａｎｇｉｎｇｆｒｏｍ００２２ｔｏ０１８０．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ｄｅｐｔｈｗａｓｓｅｔａｔ１５ｍｔｏｄｉｖｉｄｅ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ｉｎｔｏ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ｂｅｄ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ｎ＝０２１０）ａｎｄｎｏｎ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ｎ＝０００６）．Ｔｈｕｓ，ｔｈｅ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ｃｕｒｖｅｃａｎｂｅ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ｃａｕｓｉｎｇ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ｏｂ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Ｄｅｎｓ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ｉ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ｂｅｄｉ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ａｃｔｏｒｃａ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ｗｉｔｈ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ｃｕｒｖｅ．Ｔｈｅｓｅｔｗｏ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ｌｙ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ａ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ｏｆｒｉｖｅｒｓｉ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ａｒｅ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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