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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降低暴雨洪涝灾害损失ꎬ 利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城市洪涝过程ꎬ 提前获取可靠的洪涝水情信息ꎬ 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ꎮ 根据城市洪涝过程的水文水动力学原理和方法ꎬ 以 ＳＷＭＭ 模型与自主研发的二维模型为基础ꎬ 提

出一、 二维模型耦合的具体方法ꎬ 通过水平和垂直方向的连接构建水文水动力耦合模型ꎮ 研究提出基于 ＤＬＬ 的一、
二维模型耦合策略ꎬ 以垂向连接问题为理论案例ꎬ 将模拟结果与 ＩｎｆｏＷｏｒｋｓ ＩＣＭ 软件结果进行对比分析ꎬ 阐明该垂

向连接方式的合理性ꎮ 以广州市东濠涌流域为实际案例ꎬ 构建了东濠涌流域城市洪涝水文水动力耦合模型ꎬ 选用 ２
场实测降雨对模型进行模拟分析ꎬ 发现模型在一维排水系统排水能力和二维地表积水的模拟均具有较好的精度和

可靠性ꎮ 结果表明所提出的连接算法合理可行ꎬ 所构建的水文水动力耦合模型具有一定的可靠性ꎬ 对城市洪涝模

拟分析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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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以及城市化迅速发展ꎬ 中国城市洪涝问题十分突出ꎬ 为减少洪涝灾害对城市区域

的影响ꎬ 亟需建立一套高效稳定的城市洪涝模型ꎬ 对城市区域的暴雨洪涝过程进行模拟ꎬ 为城市防洪排涝、
抢险救灾等提供决策依据[１￣３]ꎮ 城市雨洪模拟方法主要可归结为水文学方法、 水动力学方法以及水文水动力

学方法ꎮ 水文学方法是最早被采用的方法ꎬ 其基于水文学原理进行流域产汇流计算ꎬ 结构简单ꎬ 效率较高ꎬ
但仅能得到流域出口处的流量过程ꎬ 无法给出特定位置的水力特征要素ꎻ 水动力学方法基于网格单元进行地

表产流计算ꎬ 分别利用二维浅水方程和圣维南方程进行地表及排水管网水流汇流计算ꎬ 该方法计算精度较

高ꎬ 但计算效率较低ꎻ 而水文水动力学方法集合了上述 ２ 种方法的优势ꎬ 其以子流域为水文响应单元计算地

表产汇流ꎬ 水流进入地下管网后采用水动力学方法进行计算ꎬ 溢流到地表的水流则采用二维浅水方程进行计

算ꎬ 该方法具有较好的水文学基础ꎬ 同时计算效率较高[４￣６]ꎮ
针对一、 二维模型的耦合方式ꎬ 国内外已有学者研究提出了一些较为符合实际的耦合理论并构建了耦合

模型[７￣９]ꎮ 对于管网模型与地表二维模型耦合ꎬ 主要存在垂向水流交换ꎬ 即水流在检查井、 雨水篦处的交

换ꎮ 早期 Ｈｓｕ 等[１０]将 ＳＷＭＭ 模型与地表二维模型耦合ꎬ 模型间水流交换是单向的ꎬ 当管网能力超载时ꎬ 水

流从检查井处溢出到地表流动ꎻ 当地下管网有足够的过流能力时ꎬ 地表水流也不能通过检查井重新回流到管

网中ꎮ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技术手段的不断创新ꎬ 逐渐出现一批能够实现地下地表水流双向交换的耦合

模型ꎮ Ｓｅｙｏｕｍ 等[１１]将 ＳＷＭＭ 模型与自主开发的二维地表模型耦合ꎬ 克服了地表和地下管网水流交换的困

难ꎬ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一、 二维水流交换ꎮ 目前最常见的垂向交换水量计算方法主要为堰流公式和孔口流

量公式[１２￣１４]ꎬ 通过泄流试验比较各种雨水口泄流计算方法的优缺点及适用范围ꎬ 为垂向交换水量计算方法

提供基础[１５￣１６]ꎮ 对于一维河网模型与二维模型耦合ꎬ 其水流交换主要存在水平方向上的正向交换和侧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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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ꎬ 目前还大多采用堰流公式、 互为提供边界法和水量动量平衡法等进行计算[１７￣１８]ꎮ 另外ꎬ 近期国内外学

者鼓励在洪涝数值模型的率定和验证中ꎬ 除了采用通过现场监测等传统途径获取得到管道流量、 检查井液位

和地表内涝深度等数据集以外ꎬ 通过电视新闻、 微博图片等社交媒体途径获取得到的数据集也可以用于增加

与扩展现有的数据集[１９￣２０]ꎮ 喻海军等[２１]将双时间步法拓展应用于二维浅水模拟中ꎬ 构建的二维水动力学模

型具有良好的精度和可靠性[１８]ꎮ 总的来说ꎬ 模型的耦合方式与计算方法很多ꎬ 本研究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提出一、 二维模型耦合方式ꎬ 为城市暴雨洪涝的“多维和多过程”模拟提供稳健的耦合策略ꎮ
本文将一维 ＳＷＭＭ 模型与二维水动力模型[１８ꎬ２１]进行耦合构建城市洪涝水文水动力耦合模型 ＩＨＵＭ(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ｅ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Ｕｒｂａｎ Ｆｌｏｏｄ Ｍｏｄｅｌ)ꎬ 利用传统数据和社交媒体等数据对该模型进行验证ꎬ
分析该模型在城市流域的适用性ꎬ 阐述模型的可靠性和精度ꎮ

１　 城市洪涝水文水动力耦合模型

１. １　 地表产汇流模型

在数值模拟中ꎬ 地表产汇流计算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ꎬ 其计算精度直接影响后续水流在管网汇流以及节

点溢流计算的准确性ꎮ 将计算区域分成若干个子汇水区ꎬ 根据子汇水区特性单独计算净雨和地表汇流ꎬ 并假

定某个子汇水区产流量均流入某个特定的排水管网节点ꎮ 将子汇水区分为透水部分、 有洼蓄量的不透水部分

和无洼蓄量的不透水部分分别计算产流和汇流ꎬ 利用 ＳＷＭＭ 模型计算其产汇流过程ꎬ 具体计算过程参见文

献[２２]ꎮ

１. ２　 管网或河道一维模型

ＳＷＭＭ 模型擅长计算排水管道和渠道等排水设施的水流状态[２２]ꎬ 与其他河道水流模型相比ꎬ ＳＷＭＭ 模

型对河道水流模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ꎮ 在河道模拟模型中ꎬ 模型假设一个河段内的断面形状沿程变化ꎬ 而

ＳＷＭＭ 模型则假设一个河段内的断面形状相同ꎬ 不同河段之间可以具有不同形状ꎮ 显然ꎬ 在断面多变的天

然河流模拟中ꎬ 河道模拟模型的概化方法更符合实际情况ꎬ ＳＷＭＭ 模型的概化方法将会产生较大误差ꎮ 但

城市河流大多以渠道和整治过的河涌为主ꎬ 断面形状较为规则ꎬ 在此情形下ꎬ 两者概化方法之间存在的差异

就会变得很小ꎬ 意味着 ＳＷＭＭ 模型在对河段断面概化中所产生的误差可以忽略不计ꎮ 同时考虑到 ＳＷＭＭ 模

型具有能够处理各种水工建筑物(例如泵站、 水闸和堰等)的优势ꎬ 本文认为采用 ＳＷＭＭ 模型计算城市河网

和地下排水管网的水流过程是较好的解决方法ꎮ

１. ３　 地表二维水动力学模型

二维水动力模型基于二维浅水方程ꎬ 采用非结构网格中心型的有限体积法ꎬ 结合 Ｇｏｄｕｎｏｖ 型格式计算界

面通量ꎬ 将分片线性逼近的 ＭＵＳＣＬ 格式应用于变量重构ꎬ 建立了一个时空均具有二阶精度的二维非恒定流

水动力学模型ꎮ 偏微分方程的数值求解常常受限于显格式小时间步长以及隐格式计算量大等问题ꎬ 而隐式双

时间步法很好地解决了这 ２ 个问题ꎬ 双时间步法自提出后在空气动力学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取得了良好效

果[２３￣２５]ꎮ 喻海军[１８]将双时间步法拓展应用于二维浅水模拟中ꎬ 应用双时间步法建立隐式高效的有限体积法

数学模型ꎬ 并采用一系列算例对二维水动力模型处理恒定流、 间断流、 动边界以及实际地形等方面的能力进

行了检验与验证ꎬ 将隐式双时间步法与显式方法进行对比ꎬ 结果表明二维模型具有良好的精度和收剑速度ꎬ
能够有效地处理干湿边界问题、 满足和谐性要求和处理复杂水流和实际地形ꎬ 模型算法的鲁棒性较好ꎬ 稳定

性和效率都较显式格式有了大幅度提升ꎬ 模型具有处理实际洪水的能力以及良好的计算精度ꎬ 能够应用于城

市洪涝数值模拟计算[２１]ꎮ

１. ４　 城市雨洪耦合模型

从水流在城市排水系统中的流动可知ꎬ 雨水或者洪水在城市内的流动较为复杂ꎬ 包含了地表、 地下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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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网以及河道的水流流动ꎬ 涉及到地表、 地下排水管网和河道三者之间复杂的水流交换机制ꎮ
一维水动力学模型具有求解相对简单、 计算效率较高以及需要的建模资料相对较少等优点ꎬ 被广泛地应

用于城市地下排水管网和河道水流模拟计算ꎮ 二维水动力学模型虽然具有结果详细、 擅长处理方向不定水流

模拟的优势ꎬ 但模型仍然具有计算过程复杂、 计算效率低、 对建模资料要求高和不便于概化水工建筑物等不

足ꎮ 而城市区域的水流过程复杂ꎬ 既有管网、 河道、 街道等一维属性明显的水流流动ꎬ 又有地表、 街道交叉

口等二维属性明显的水流流动ꎬ 无论采用何种模型对城市区域水流进行模拟都会涉及到模型的不足之处ꎮ 因

此ꎬ 将一维与二维模型进行耦合ꎬ 发挥各自的优势对城市水流进行模拟ꎬ 应用于各自最适合的情形是一个很

好、 甚至是必然的选择ꎮ 据此ꎬ 构建城市洪涝水文水动力耦合模型ꎬ 其模型结构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城市洪涝水文水动力耦合模型

Ｆｉｇ. １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ｕｒｂａｎ ｆｌｏｏｄ ｍｏｄｅｌ (ＩＨＵＭ)

２　 城市雨洪模型耦合方式

城市雨洪模型耦合方式主要涉及到垂向耦合和水平耦合 ２ 种方式[１７]ꎮ

２. １　 垂直方向耦合

一、 二维模型在垂直方向的耦合连接ꎬ 即一、 二维模型地表地下耦合ꎬ 主要是针对城市地下排水管网与

地表的水流交换问题ꎮ 在模型模拟中ꎬ 节点是地下排水管网与地面水流交换的唯一通道ꎬ 垂向耦合则是计算

在节点处发生的水流交换现象ꎮ 假设节点水头为 Ｈ１Ｄꎬ 与该节点对应的地表网格水位为 Ｈ２Ｄꎬ 根据两者之间

的关系将垂直方向的水流交换分为 ３ 种情况: ① Ｈ１Ｄ > Ｈ２Ｄꎬ 此时管网系统中水流通过节点溢出到地表流动ꎻ
② Ｈ１Ｄ < Ｈ２Ｄꎬ 此时水流从地表流至地下排水管网ꎻ ③ Ｈ１Ｄ ＝ Ｈ２Ｄꎬ 或者是地表无水ꎬ 节点水头低于地表高程

时ꎬ 地表地下水流不交换ꎮ 因此ꎬ 需要计算的主要是前 ２ 种情况ꎮ
由于目前缺乏对垂向连接水流交换机理和计算方法的深入研究ꎬ 使得垂向连接水流交换的基础理论相对

不成熟ꎬ 计算方法也极为有限ꎬ 一般都采用堰流公式和孔口流量公式计算垂向连接处的交换水量ꎮ 因此ꎬ 本

文也采用堰流公式和孔口流量公式计算垂向交换水量ꎮ

２. １. １　 节点溢流

采用孔口流量公式方法计算溢流量ꎬ 且考虑该时刻管网的水流状态ꎬ 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１) 假定节点允许溢流ꎬ 溢流储存面积设置为检查井面积ꎬ 计算节点水头 Ｈ１Ｄꎬ 通过二维模型模拟结果

获取节点对应位置的地表网格水位 Ｈ２Ｄꎬ 利用式(１)计算交换水量ꎮ

Ｑｎꎬｓ ＝ ｃｏＡｍｈ ２ｇ(Ｈ１Ｄ － Ｈ２Ｄ)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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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Ｑｎꎬｓ 为计算得到的当前时间步的溢流量ꎬ ｍ３ / ｓꎻ ｃｏ为孔口流量系数ꎬ 取值范围为[０ꎬ １]ꎻ Ａｍｈ为节点蓄

水面积ꎬ ｍ２ꎻ ｇ 为重力加速度ꎬ ｍ / ｓ２ꎮ
(２) 根据 ＳＷＭＭ 模型的计算结果获取该节点的总蓄水量ꎬ 限制其在下一时间步的溢流量不能超过该节

点的总蓄水量ꎮ 同时ꎬ 需设定节点最大允许流量 Ｑｅｍꎬ 具体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ꎮ 因此ꎬ 为保证模型稳

定性ꎬ 采用式(２)对模型的溢流量进行限制ꎮ
Ｑｎꎬｓ ＝ ｍｉｎ(Ｖｍｈ / ｔｎ＋１ꎬＱｅｍꎬＱｎꎬｓ) (２)

式中: Ｖｍｈ为节点蓄水量ꎬ ｍ３ꎻ ｔｎ ＋ １为下一步时间步长ꎮ
(３) 将溢流量作为 ＳＷＭＭ 模型节点的外部出流以及二维网格单元的源项ꎬ 计算下一时间步的结果ꎮ

２. １. ２　 节点回流

采用堰流公式和孔口流量公式计算回流量ꎬ 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１) 通过 ＳＷＭＭ 模拟结果以及二维模型模拟结果获取节点水头值 Ｈ１Ｄ以及对应位置网格水位值 Ｈ２Ｄꎬ 根

据地表与节点的水位差ꎬ 采用式(３)计算回流量:

Ｑｓꎬｎ ＝
ｃｗｗｈ２Ｄ ２ｇｈ２Ｄ Ｈ１Ｄ ≤ Ｚ２Ｄ < Ｈ２Ｄ

ｃｏＡｍｈ ２ｇ(Ｈ２Ｄ － Ｈ１Ｄ) Ｚ２Ｄ ≤ Ｈ１Ｄ < Ｈ２Ｄ
{ (３)

式中: ｃｗ 为堰流流量系数ꎬ 取值范围为[０ꎬ １]ꎻ Ｑｓꎬｎ 为节点回流量ꎬ ｍ３ / ｓꎻ ｈ２Ｄ 为地表水深ꎬ ｍꎻ ｗ 为节点周

长或者雨水口宽度ꎬ ｍꎻ Ｚ２Ｄ 为地面高程ꎬ ｍꎮ
(２) 为保证模型的稳定性ꎬ 采用式(４)对地表回流量进行限制:

Ｑｓꎬｎ ＝ ｍｉｎ(ＱｓꎬｎꎬＱｅｍꎬＶ / ｔｎ＋１) (４)
式中: Ｖ 为与检查井连接的单元格的总水量ꎬ ｍ３ꎮ

(３) 将回流量作为节点外部入流输入到 ＳＷＭＭ 模型中ꎬ 同时也将回流量作为源项代入二维模型中ꎬ 更

新至下一时间步ꎮ

２. ２　 水平方向耦合

针对河道与地面的水流交换问题ꎬ 采用一、 二维模型对水平方向的耦合连接进行处理ꎬ 即地表一、 二维

模型耦合ꎬ 根据耦合位置以及耦合处水流流向等特征的差异ꎬ 将地表一、 二维模型耦合分为正向连接和侧向

连接(图 ２)ꎮ 正向连接是指河道通过上下游与二维区域连接ꎬ 耦合位置位于河道两端ꎬ 水流通过河道两端与

二维计算区域进行水流交换ꎬ 连接处水流方向与河道中水流方向一致ꎬ 涉及到河道上下游的边界条件问题ꎻ
侧向连接则是指河道通过两岸与二维区域连接ꎬ 耦合位置位于河道两岸ꎬ 水流从河道两岸流向二维区域或者

从二维模型计算区域经由两岸流入河道ꎬ 连接处水流方向与河道水流方向不一致ꎬ 通常会形成一定的夹角ꎬ
不涉及河道上下游边界条件问题ꎬ 因此ꎬ ２ 种不同的连接方式通常需要采取不同的连接策略和计算方法ꎮ 分

别采用互为提供边界法和堰流公式法来计算正向连接水流交换和侧向连接水流交换ꎮ

图 ２　 地表一、 二维模型水平方向耦合示意

Ｆｉｇ. ２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ｏｆ ｏｎｅ ａｎｄ 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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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１　 正向连接

正向连接即水流通过河道两端与二维区域进行交换ꎬ 采用一、 二维模型互为对方提供边界条件的方式计

算正向连接ꎬ 该方法关键在于确定连接处 ２ 个模型的边界条件ꎬ 具体思路和步骤如下:
(１) 二维模型以 ＳＷＭＭ 的下游出流量作为流量边界条件ꎬ 即:

Ｑ１Ｄꎬｎ ＝ ∑
Ｍ

ｋ ＝ １
ｑｋꎬｎ＋１ ｌｋ (５)

式中: Ｑ１Ｄꎬｎ 为河道与二维区域连接断面的流量ꎬ ｍ３ / ｓꎻ Ｍ 为二维区域与河道连接的单元边数目ꎻ ｌｋ为 ｋ 单元

边的边长ꎬ ｍꎻ ｑｋ为 ｋ 单元边的单宽流量ꎬ ｍ２ / ｓꎮ
根据二维模型处理流量边界的方法ꎬ 采用曼宁公式将流量分配到连接处的每个单元边上:

ｑｉꎬｎ＋１ ＝
Ｑ１Ｄꎬｎ (ｈ２Ｄ

５ / ３) ｉ

∑
Ｍ

ｋ ＝ １
(ｈ２Ｄ

５ / ３ ｌ) ｋ

(６)

(２) ＳＷＭＭ 模型以二维模型的水位作为下边界条件ꎬ 采用连接处单元的加权平均水位作为 ＳＷＭＭ 模型

的水位边界条件:

Ｚ１Ｄꎬｎ＋１ ＝ ∑
Ｍ

ｋ ＝ １

ｚｋꎬｎ ｌｋ
Ｌ (７)

式中: Ｚ１Ｄꎬｎ＋１ 为河道下一时间步水位边界条件ꎬ ｍꎻ ｚｋꎬｎ 为网格水位值ꎬ ｍꎻ Ｌ 为正向连接边界的总长度ꎬ ｍꎮ

２. ２. ２　 侧向连接

侧向连接即水流通过河道两岸与二维模型计算区域连接处进行交换ꎮ 河道在一维模型中进行模拟ꎬ 计算

单元为河段ꎻ 地表在二维模型中进行模拟ꎬ 计算单元为网格ꎮ 侧向连接水量交换计算中不涉及边界条件问

题ꎬ 因此ꎬ 二维模型与河道连接处设置为固边界条件ꎮ 侧向连接计算具体步骤如下:
(１) 在计算水量交换时ꎬ 要事先设置好一、 二维模型各自的连接单元ꎬ 通常以二维区域中与河道相连的

网格为单位分别进行计算ꎮ 关键要求出当前时间步与河道相连网格的水位 Ｈｃ以及网格对应位置河道的水位

Ｈｒꎮ 网格水位 Ｈｃ可通过二维模型的计算结果获取ꎬ 对应位置河道水位则需要在 ＳＷＭＭ 模型模拟结果中插值

获取ꎮ ＳＷＭＭ 无法提供管道中任意位置的水位结果ꎬ 为获取与河道相连网格对应位置的河道水位就必须先

从 ＳＷＭＭ 结果中提取河段上下游节点水位ꎬ 然后采用线性插值计算获取ꎮ
(２) 根据不同的地表网格水位 Ｈｃ以及对应位置的河道水位 Ｈｒ组合计算侧向连接交换流量ꎮ 存在以下 ４

种情况: ①当 Ｈｃ和 Ｈｒ均小于河道堤顶高程 Ｚｅ时ꎬ 不发生水流侧向交换ꎬ 即 Ｑ ＝ ０ꎻ ②当 Ｈｃ > Ｈｒ且 ｍａｘ(Ｈｃꎬ
Ｈｒ) > Ｚｅ时ꎬ 发生水流侧向交换ꎬ 水流方向为从二维区域到河道ꎻ ③当 Ｈｃ < Ｈｒ且 ｍａｘ(Ｈｃꎬ Ｈｒ) > Ｚｅ时ꎬ 发生

水流侧向交换ꎬ 水流方向为从河道到二维区域ꎻ ④当 Ｈｃ ＝ Ｈｒ > Ｚｅ时ꎬ 在实际情况下应根据地表和河道的水

流方向来判定水流的方向ꎬ 但在采用堰流公式计算时ꎬ 公式中并没有考虑两边水流的初始流速ꎬ 因此 Ｑ ＝ ０ꎮ
采用堰流公式近似计算交换流量 Ｑ 的方法如下:

Ｑ ＝
０. ３５ｂｅｈｍａｘ ２ｇｈｍａｘ

ｈｍｉｎ

ｈｍａｘ
≤ ２

３

０. ９１ｂｅｈｍｉｎ ２ｇ(ｈｍａｘ － ｈｍｉｎ) 　 ２
３ <

ｈｍｉｎ

ｈｍａｘ
≤１

ì

î

í

ï
ï

ï
ï

(８)

ｈｍａｘ ＝ ｍａｘ(ＨｒꎬＨｃ) － Ｚｅ

ｈｍｉｎ ＝ ｍｉｎ(ＨｒꎬＨｃ) － Ｚｅ
(９)

式中: Ｈｒ和 Ｈｃ分别为堰上、 下游水位ꎬ 分别取河道和二维网格单元的水位值ꎬ ｍꎻ Ｚｅ为堰的高程ꎬ 可根据实

际情况设置ꎬ ｍꎻ ｂｅ为堰的宽度ꎬ 一般取单元格与河道相连边的边长ꎬ ｍꎮ
(３) 将采用堰流公式计算出来的流量 Ｑ 作为源项加入到对应网格计算中ꎬ 同时将流量 Ｑ 作为管道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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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情况③)或者水量增加(情况②)添加到 ＳＷＭＭ 模型中ꎮ

２. ３　 模型耦合实现方式

耦合模型目的是以水量交换为纽带ꎬ 通过调用动态链接库文件的方式调用 ＳＷＭＭ 模型计算引擎进行计

算ꎮ 通过分析 ＳＷＭＭ 模型代码可以发现ꎬ 模型提供了 ９ 个可被外部程序调用的外部函数ꎬ 函数可通过 ｄｌｌ 文
件直接调用ꎻ 而 ＳＷＭＭ 模型、 二维模型和耦合模型均采用 Ｃ 语言编写ꎬ 因此在不同模型之间的函数调用时

无需语言转换设置ꎬ 所有函数均可在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ｔｕｄｉｏ ２０１０ 平台使用 Ｃ 语言直接调用ꎮ
但仅依靠上述 ９ 个外部函数并不能实现上述的一、 二维模型耦合计算ꎬ 还需增加一些外部函数来提取

ＳＷＭＭ 模型计算过程结果、 设置新的时间步以及输入交换的水量ꎮ 因此ꎬ 在编译 ｄｌｌ 文件之前需在 ＳＷＭＭ 模

型中对部分代码进行修改ꎬ 增加一些外部函数来实现一、 二维模型之间数据的通讯ꎬ 使其更便于一、 二维模

型耦合ꎮ 通过调用上述新增的外部函数以及原来的外部函数就可以实现一、 二维耦合模型构建ꎬ 具体参见文

献[１７]ꎮ

３　 理论案例验证

为验证所构建的城市洪涝模型的可靠性ꎬ 采用理论案例和实际例子进行分析评估ꎮ 在理论案例中ꎬ 模拟

分析了垂向连接和水平连接 ２ 种方法的结果ꎬ 但受篇幅所限ꎬ 仅给出了垂向连接算例结果ꎮ
垂向连接方式如图 ３ 所示[１７]ꎬ 管网系统由 ６ 个节点和 ６ 根管道组成ꎬ 地表区域为 １ 个边长为 ２００ ｍ 的方

形闭合平原区域ꎬ 平原区域覆盖节点 ２、 节点 ３、 节点 ４ 和节点 ５ꎮ 平原区域覆盖的节点均允许溢流或者回

流ꎬ 管网可以通过这 ４ 个节点与平原地表进行水流交换ꎬ 平原高程为 ０ ｍꎬ 糙率为 ０. ０２５ꎮ 管道与节点的连

接方式采用管底平接ꎬ 即管道底端与检查井底部相接ꎮ 水流通过节点 １ 进入系统ꎬ 入流量在模拟开始的

１０ ｍｉｎ内由 ０ 逐渐增加至 １. ０ ｍ３ / ｓꎬ 然后保持不变ꎻ 水流在系统中流动ꎬ 最后通过节点 ６ 离开系统ꎬ 出口设

置为自由出流边界ꎮ 系统初始为干ꎬ 即管道和平原的初始水深均为 ０ ｍꎮ
图 ４ 为管网出水口处的流量过程ꎬ 从中可以看出ꎬ 出水口流量在模拟开始时变化较大ꎬ 从 ０ 上涨到

０. ８６ ｍ３ / ｓꎬ 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流量的变化速度逐渐减慢ꎬ 在 ４８ ｈ 之后流量上涨速度降为 ０ꎬ 即流量已

经基本趋于稳定状态ꎬ 最后稳定在 １. ０ ｍ３ / ｓꎮ

图 ３　 垂向连接算例示意

Ｆｉｇ. ３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图 ４　 管网出水口处流量过程线

Ｆｉｇ. 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 ａｔ ｔｈｅ ｏｕｔｌｅｔ ｏｆ ｐｉｐ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采用耦合模型对本算例进行建模计算ꎬ 模拟时长为 ４８ ｈꎮ 为验证本模型计算结果ꎬ 采用城市排水商业软

件 ＩｎｆｏＷｏｒｋｓ ＩＣＭ 进行对比ꎬ ＩｎｆｏＷｏｒｋｓ ＩＣＭ 为一款将城市排水管网及河道一维模型与地表二维洪涝淹没模型

结合在一起的城市排水软件ꎬ 可以较为真实地模拟地下排水管网系统与地表受纳水体之间的相互作用ꎬ 可建

立与本文耦合模型类似的城市排水模型ꎮ
表 １ 为系统处于稳定状态时的管道流量和节点水位ꎬ 得知: ①若节点 ２ 无溢流或回流ꎬ 则管道 ２ 与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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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的流量之和应与管道 １ 的流量相等ꎮ 但表 １ 显示管道 ２ 和管道 ３ 流量之和小于管道 １ 流量ꎬ 说明节点 ２ 存

在溢流ꎬ 溢流量为 ０. １３８ ｍ３ / ｓꎮ ②若节点 ３ 和节点 ４ 无溢流或回流ꎬ 则管道 ３ 流量应与管道 ５ 流量相等ꎬ 管

道 ２ 流量应与管道 ４ 流量相等ꎮ 但表 １ 显示管道 ５ 流量大于管道 ３ 流量ꎬ 说明节点 ３ 存在回流ꎬ 回流量为

０ ０４６ ｍ３ / ｓꎬ 同理节点 ４ 处的回流量亦为 ０. ０４６ ｍ３ / ｓꎮ ③若节点 ５ 无溢流或回流ꎬ 则管道 ４ 与管道 ５ 的流量

之和应与管道 ６ 的流量相等ꎮ 但表 １ 显示管道 ４ 和管道 ５ 流量之和小于管道 ６ 流量ꎬ 表明节点 ５ 存在节点回

流ꎬ 回流量为 ０. ０４６ ｍ３ / ｓꎮ ④纵观整个排水系统ꎬ 节点 ２ 溢流量刚好与节点 ３、 节点 ４ 和节点 ５ 的回流量之

和相等ꎬ 使整个系统处于稳定状态ꎮ

表 １　 稳定状态时模拟得到的管道流量和节点水位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ｏｄｅｌｌｅｄ ｐｉｐ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ｎｏｄｅ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ｓｔａｂｌｅ ｓｔａｔｅ

管道
编号

管道流量

本模型 /
(ｍ３ｓ － １)

ＩｎｆｏＷｏｒｋｓ ＩＣＭ /
(ｍ３ｓ － １)

绝对误差 /
(ｍ３ｓ － １)

相对差值 /
％

节点
编号

节点水头

本模型 /
ｍ

ＩｎｆｏＷｏｒｋｓ ＩＣＭ /
ｍ

绝对误差 /
ｍ

相对误差 /
％

１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 １ １. ４６６ １. ５００ － ０. ０３４ － ２. ２７

２ ０. ４３１ ０. ４１３ ０. ０１８ ４. ３６ ２ １. ３９２ １. ３９６ － ０. ００４ － ０. ２９

３ ０. ４３１ ０. ４１３ ０. ０１８ ４. ３６ ３ ０. ９７０ ０. ９９１ － ０. ０２１ － ２. １２

４ ０. ４７７ ０. ４７１ ０. ００６ １. ２７ ４ ０. ９７０ ０. ９９０ － ０. ０２１ － ２. １２

５ ０. ４７７ ０. ４７２ ０. ００５ １. ０６ ５ ０. ７７６ ０. ７７９ － ０. ００３ － ０. ３９

６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 ６ ０. ５７２ ０. ５７４ － ０. ００２ － ０. ３５

　 　 将管网系统自身属性与模型模拟结果结合分析可知ꎬ 由于管道 ２ 和管道 ３ 管径较小ꎬ 无法及时排走从管

道 １ 中流过来的雨水ꎬ 导致节点 ２ 的水位迅速抬升ꎬ 水流从节点 ２ 溢出在地面上流动ꎮ 而管道 ４ 和管道 ５ 的

管径比管道 ２ 和管道 ３ 的管径大ꎬ 管道 ４ 和管道 ５ 除了能够及时排走管道 ２ 和管道 ３ 流过来的水量之外ꎬ 还

可以接受地表水量的回流ꎬ 因此部分水流经节点 ３ 和节点 ４ 重新汇入管道ꎮ 而管道 ６ 管径与管道 １ 管径一

样ꎬ 排水能力可达到 １ ｍ３ / ｓꎬ 因此部分水流经节点 ５ 重新汇入管道ꎮ 从系统整体进行分析ꎬ 在达到平衡状态

之后ꎬ 管网节点溢流量与回流量相等ꎬ 管网入流量与出流量也相等ꎬ 管道顶部平原区域中水流处于平衡状

态ꎬ 模型结果总体上符合规律ꎬ 具有较好的合理性ꎮ
本案例研究以 ＩｎｆｏＷｏｒｋｓ ＩＣＭ 的模拟结果为标准ꎬ 从表 １ 可以看出ꎬ 本文模型计算结果与 ＩｎｆｏＷｏｒｋｓ ＩＣＭ

计算结果基本吻合ꎬ 表明本文建立的耦合模型的计算结果是可靠的ꎮ ２ 个模型计算得到的管道流量最大相对

误差为 ４. ３６％ ꎬ 节点水头相差更小ꎬ 最大不到 ２. ５％ ꎬ 这些差别可能是由于一、 二维模型和地表地下耦合算

法以及划分和采用的网格不同所造成ꎮ 总的来说ꎬ 本模型和 ＩｎｆｏＷｏｒｋｓ ＩＣＭ 软件的计算结果在管道流量和节

点水头上的差异均较小ꎬ 处于可接受的合理范围之内ꎬ 模型具有较高的可靠性ꎮ

４　 东濠涌流域验证

４. １　 基本概况

东濠涌流域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中部ꎬ 流域属人口密集的老城区ꎬ 排水系统采用合流制排水管网ꎬ 流域面

积为 １０. ３８ ｋｍ２ꎬ 受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ꎬ 流域年均降雨量为 １ ７２０. ０ ｍｍꎮ 东濠涌出口为珠江ꎬ 为防止珠江

河水倒灌ꎬ 在出口处建设了东濠涌闸门ꎻ 另外ꎬ 为了在珠江高水位时仍能进行排水ꎬ 在东濠涌出口处建设了

东濠涌泵站ꎬ 泵站能力为 ８０. １ ｍ３ / ｓꎮ 由于该区域降雨量大以及易受珠江水位顶托影响ꎬ 该区域常遭受城市

洪涝影响ꎮ

４. ２　 基础资料

根据地形、 建筑物和排水管道分布ꎬ 整个研究区域划分成为 ７ ７００ 个子汇水区ꎬ 一维模型中包含 ３ ９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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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管道和明渠、 ３ ４７１ 个检查井、 １ 个排水泵站和 １ 个出水口ꎮ 模型计算网格为非结构网格ꎬ 且流域内的建

筑物区域被认为是不积水区域ꎬ 为保证在模拟时建筑物区域不积水ꎬ 建筑物在划分网格时被排除在网格区域

之外ꎮ 为获取建筑物轮廓ꎬ 采用高精度的遥感图进行划分ꎮ 东濠涌被设置为不积水区域ꎬ 河涌堤岸被设置为

侧向耦合边界ꎬ 允许河道与地表进行水流交换ꎮ 一、 二维模型的计算步长均设置为 ０. ５ ｓꎮ

图 ５　 研究区域示意及内涝淹没分布

Ｆｉｇ. ５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ｉｎ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在研究区域上游、 中游和下游分别设置 ３ 个雨量站以

考虑降雨空间分布不均ꎬ 选择 ２ 场实测降雨进行模型率定

和验证ꎮ 第 １ 场降雨(简称降雨 １)历时较短ꎬ 开始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１８: ２４ꎬ 结束于 １８: ４４ꎬ 最大降雨强度为

８４ ｍｍ / ｈꎻ 第 ２ 场降雨(简称降雨 ２)发生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５
日 １３: ００ꎬ 持续时间为 １ ｈꎬ 降雨强度峰值为 ３１８ ｍｍ / ｈꎬ
远超过第 １ 场降雨峰值ꎮ 根据多年内涝积水情况ꎬ 在研究

区域上安装了 １２ 台电子水尺以监测内涝淹没情况ꎬ 在管道

中设置了 ２ 台液位计以监测管道检查井水深ꎬ 具体位置详

见图 ５ꎮ
内涝点监控影像、 电视新闻和现场监测信息等多种数

据源信息被用来作为模型率定与验证数据的获取途径ꎮ 根

据暴雨发生当日的新闻报道ꎬ 第 １ 场降雨仅造成了极小范

围的内涝淹没ꎬ 而第 ２ 场降雨则造成了大面积的内涝淹没ꎮ
监控影像提供了降雨过程中被监控位置的内涝信息ꎬ 包括

是否产生内涝和内涝淹没的程度ꎮ 为了充分利用获取到的

数据并考虑 ２ 个场次降雨内涝的特征ꎬ 利用降雨 １ 进行模

型参数率定ꎬ 采用检查井水深和内涝淹没位置作为模型参

数率定的标准ꎻ 利用降雨 ２ 进行模型参数验证ꎬ 采用内涝

淹没位置和淹没深度作为模型验证的标准ꎮ

４. ３　 模型验证结果与分析

在降雨 １ 中ꎬ ２ 个位于主干管道上检查井的水深变化过程被选取作为模型率定的研究对象ꎮ 采用纳什效

率系数(ＥＮＳ)评价模型率定结果ꎬ 一般来说ꎬ 在下垫面特征较为复杂的城市区域ꎬ 当 ＥＮＳ > ０. ６ 时ꎬ 模型被认

为具有良好精度ꎮ ２ 个检查井水深变化过程的 ＥＮＳ值分别为 ０. ９１４ 和 ０. ６０２(图 ６)ꎬ 说明模型模拟精度良好ꎮ

图 ６　 检查井水深过程线

Ｆｉｇ. ６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ｈｏｌｅｓ



３４２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３２ 卷　

同时ꎬ 内涝淹没位置也是模型率定的一个重要标准ꎬ 表 ２ 为模型模拟得到的内涝淹没位置与实地记录的

淹没位置对比分析结果ꎮ 从表 ２ 可以看出ꎬ 在降雨 １ 中ꎬ 除了站点 ２ 以外ꎬ 其余站点均未发生内涝ꎬ 且实际

发生情况与模拟情况完全吻合ꎻ 在降雨 ２ 中ꎬ 所有站点均发生了内涝ꎬ 且除了站点 ４ 以外ꎬ 实际发生情况与

模拟情况完全吻合ꎮ 以上分析表明模型模拟结果与实地监测结果一致ꎬ 模型参数具有一定的准确性ꎮ

表 ２　 内涝淹没位置模拟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ｏｄｅ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站点位置 降雨 １ 率定结果 降雨 ２ 验证结果 站点位置 降雨 １ 率定结果 降雨 ２ 验证结果

Ｓ１ △ ● Ｓ７ △ ●

Ｓ２ ● ● Ｓ８ △ ●

Ｓ３ △ ● Ｓ９ △ ●

Ｓ４ △ ◆ Ｓ１０ △ ●

Ｓ５ △ ● Ｓ１１ △ ●

Ｓ６ △ ● Ｓ１２ △ ●
注: ●为实际发生内涝ꎬ 模拟结果也发生内涝ꎻ ◆为实际发生内涝ꎬ 但模拟结果未发生内涝ꎻ □为实际未发生内涝ꎬ 但模拟结果发生内涝ꎻ

△为实际未发生内涝ꎬ 模拟结果也未发生内涝ꎮ

　 　 除此之外ꎬ 图 ５ 绘制了在降雨 ２ 情景下研究区域的最大淹没深度ꎮ 从图中可以发现ꎬ 模拟结果与新闻报

道所反映的情况相符ꎬ 流域中出现了严重的内涝淹没情况ꎮ
表 ３ 给出了模拟水深与实测水深的差异ꎬ 从中可以看出ꎬ 除 Ｓ３、 Ｓ４ 和 Ｓ６ 之外ꎬ 其余淹没位置水深的相

对误差都小于 ３０％ ꎮ Ｓ４ 在模拟结果中被认为是不发生内涝淹没的位置ꎬ 这与实际监测结果相反ꎬ 所以相对

误差较大ꎬ 为 １００％ ꎮ 除了这些有监测记录的淹没位置之外ꎬ 模拟结果还存在一些没有监测记录但也发生了

内涝淹没的位置ꎬ 与新闻报道所描写的大范围内涝淹没情况相一致ꎮ 总的来说ꎬ 所建立的城市洪涝模型能够

反映出研究区域的现状降雨内涝积水情况ꎬ 并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精度ꎮ

表 ３　 模拟水深与实测水深对比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ｄｅｌｌｅｄ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站点
位置

实测水深 /
ｍ

模拟水深 /
ｍ

绝对误差 /
ｍ

相对误差 /
％

站点
位置

实测水深 /
ｍ

模拟水深 /
ｍ

绝对误差 /
ｍ

相对误差 /
％

Ｓ１ ０. ４０ ０. ４０ ０. ００ ０. ５ Ｓ７ ０. ３０ ０. ３０ － ０. ００ － １. ０

Ｓ２ ０. ８０ ０. ６７ － ０. １３ － １６. １ Ｓ８ ０. ５０ ０. ６３ ０. １３ ２６. ４

Ｓ３ ０. ４０ ０. ２１ － ０. １９ － ４８. ０ Ｓ９ ０. ２０ ０. ２１ ０. ０１ ６. ５

Ｓ４ ０. ２０ ０. ００ － ０. ２０ － １００. ０ Ｓ１０ ０. ２０ ０. ２５ ０. ０５ ２３. ０

Ｓ５ ０. ３５ ０. ２５ － ０. １０ － ２８. ９ Ｓ１１ ０. ５０ ０. ６１ ０. １１ ２１. ２

Ｓ６ ０. ３０ ０. ３９ ０. ０９ ３０. ３ Ｓ１２ ０. ５０ ０. ５３ ０. ０３ ５. ４

５　 结　 　 论

以 ＳＷＭＭ 模型与自主开发的二维水动力学模型为基础ꎬ 采用动态链接库文件方式对一维模型和二维模

型进行侧向、 正向和垂向耦合ꎬ 构建具有子汇水区水文模拟、 一维管网和节点水动力模拟、 河网水动力模拟

和二维积水模拟等水文水力特征的城市洪涝水文水动力耦合模型 ＩＨＵＭꎮ 主要结论如下:
(１) 提出水平连接和垂向连接的具体方式ꎬ 以及 ＳＷＭＭ 模型耦合二维水动力模型的具体形式ꎮ 以垂向

连接问题为理论案例ꎬ 将模拟结果与 ＩｎｆｏＷｏｒｋｓ 软件结果进行对比分析ꎬ 从管道流量和节点水位等角度分析

证明该垂向连接方式的合理性ꎮ
(２) 以广州市东濠涌流域为实际案例ꎬ 构建了东濠涌流域城市洪涝水文水动力耦合模型ꎬ 选用 ２ 场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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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对模型进行模拟分析ꎬ 表明模拟所得的检查井水深变化、 地表积水的范围及深度等模拟结果与实际情况

较为吻合ꎬ 验证了该模型具有良好的精度和可靠性ꎬ 可应用于城市地区洪涝数值模拟计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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