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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口近区二维数值模拟与溃坝洪水演进耦合

杨　 志， 冯民权
（西安理工大学 陕西省西北旱区生态水利工程重点实验室，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８）

摘要：基于黏土心墙砂石坝的溃决过程，以及溃坝洪水传播和运动的特性，建立黑河金盆水库大坝溃口近区二

维数值模型和下游地区溃坝洪水演进耦合数学模型。 使用 ＤＡＭＢＲＫ 法计算逐渐溃坝，并应用其结果进行后续

模拟。 采用 Ａｂｂｏｔｔ⁃Ｉｏｎｅｓｃｕ 六点隐式有限差分格式求解一维模型，采用单元中心的有限体积法求解二维模型方

程。 采用侧向连接方式，将黑河两岸计算水位点与二维网格单元相连，实现一、二维模型的耦合。 采用所建立

的二维模型对溃口近区进行计算与模拟，得到计算区域某一时刻的水深及流速分布。 应用所建耦合模型对黑

河金盆水库万年一遇入库洪水漫顶致溃坝洪水进行数值模拟，得到一维河道内各断面的水位和流量变化过程，
以及二维计算区域内不同时刻的水深分布图、流速矢量图和淹没范围变化过程。 溃口的形成过程不仅包括漫

顶水流的直接作用，同时包括溃口形成过程中两侧漩涡状水流的反冲刷作用。 耦合模型可以同时兼顾河道内

的水流变化以及河道外计算区域内的洪水演进过程，从而减少由于计算结果偏大或偏小所带来的防洪资源浪

费和防洪措施不利等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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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口发展和溃口流量的计算和模拟是研究溃坝问题的基础和重点，是计算溃坝洪水演进、分析溃坝风险

以及制定地区应急预案的前提。 在物理试验方面，欧盟委员会通过现场和实验室试验进行了大量的溃坝研

究工作［１］。 新西兰、美国等国家的学者对土坝溃决机理进行了相关的试验研究［２－３］。 Ｇ． Ｐｉｃｋｅｒｔ 等［４］基于详

细的试验数据，研究均质非黏性大坝漫顶溃决溃口发展的两个阶段。 段文刚等［５］ 采用“埋入式轻型冲蚀捕

捉器”来动态记录溃决过程，在室内试验的基础上，分析了无黏性非连续宽级配砂砾料土坝溃决机理。 在溃

口计算方面，Ｖ． Ｎｏｕｒａｎｉ 等［６］使用不同材料建造室内大坝模型，采用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和遗传算法观测土石

坝溃口流量峰值和溃口最终深度和宽度。 方崇惠等［７］建立了瞬时溃坝最大流量与堰流关系，理论推导得到

可以计算大坝全溃、横向局部溃、垂向局部溃及横垂向局部溃的瞬时最大流量新通式。 在数值模拟方面，Ｂ．
Ｄｅｗａｌｓ 等［８］将一个二维的全动态模型和简化的集总模型相结合，模拟计算多级复杂水库逐渐溃坝。 张社荣

等［９］建立了一维数值模型，模拟了土心墙堆石坝漫顶逐渐溃过程，以及混凝土重力坝漫顶不溃与漫顶瞬时

溃过程。 袁晶等［１０］利用动网格技术，建立了可变网格下的堤防溃口展宽二维数学模型。 梁艳洁等［１１］ 采用

平面二维水流数学模型，模拟漫顶溃堤洪水演进过程，结果表明堤防溃决属溯源冲刷，与流速密切相关。
为分析溃坝洪水风险、评估灾害损失以及制定地区应急预案，研究溃坝洪水演进十分必要。 由于溃坝洪

水漫出河道，二维数值模拟是研究主流，然而粒子法［１２］、ＳＰＨ 法［１３］等无网格技术尚不成熟，因此本文应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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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网格法进行二维溃坝洪水演进模拟。 为了更好地发挥一维、二维计算模型的优势，并提高计算精度，国
内外学者［１４－１６］分别耦合一维圣维南方程和不同的二维模型进行水动力计算和模拟。 Ｈ． Ａ．Ｇａｌｌｅｇｏｓ 等［１７］ 将

结构损伤模型与水动力模型双向耦合，预测坝体溃决和局部洪水及其相互影响。 Ｃｈａｏ Ｄａｎｇ 等［１８］ 建立自然

溃坝过程和溃坝洪水过程预测的耦合数学模型。 耦合计算的关键在于一维、二维模型耦合点交互计算的流

畅性，为保证这一点，刘薇等［１９－２１］分别采用“流量守恒条件”、“重叠计算区域”和“堰流公式”对耦合点进行

处理，完成连接处的水利要素交互计算，从而实现一、二维模型的耦合。 基于 ＭＩＫＥ ＦＬＯＯＤ 模型，孙秀丽

等［２２］采用标准连接的方式，建立一种溃坝洪水模拟的一维、二维耦合模型；李传奇等［２３］ 通过侧向连接方式，
建立一维二维水动力耦合模型模拟复杂市区降雨积水过程。 在水沙两项耦合方面，夏军强等［２４］建立了动床

条件下溃坝水流的二维水沙耦合模型。 此外，Ｆ． Ｎｚｏｋｏｕ 等［２５－２６］将水动力模型和覆冰模型耦合求解，模拟冰

层覆盖工况下的溃坝水流模拟。
目前，尽管溃坝数值模型研究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仍存在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例如，缺乏将入库

洪水、溃口模拟及下游河道洪水波传播模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计算，无法分析三者之间的作用对溃坝水

力特性的影响；另外，一、二维嵌套计算及动态反映各计算参数间的相互作用是溃坝洪水模拟中的重难点。
针对以上问题，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非结构网格二维模型，模拟黑河金盆水库大坝溃口近区

淹没水深和流场变化；采用侧向连接方式建立一、二维耦合模型，模拟万年一遇入库洪水漫顶致溃坝洪水在

下游地区的演进过程。 旨在为黑河金盆水库的安全运行和调洪决策提供参考，并为洪水风险分析和灾害损

失评估提供依据。

１　 数学模型

１．１　 一维模型原理

一维计算模型是基于垂向积分的物质（水量）和动量守恒方程，即应用一维非恒定流 Ｓａｉｎｔ⁃Ｖｅｎａｎｔ 方程

组来模拟河流或河口的水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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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Ａ 为过水断面面积（ｍ２）；ｔ 为计算点时间坐标；Ｑ 为过流流量（ｍ３ ／ ｓ）；ｘ 为计算点空间坐标；ｑ 为旁侧入

流流量（ｍ３ ／ ｓ）；α 为动量校正系数；ｈ 为水位（ｍ）；ｇ 为重力加速度（ｍ ／ ｓ２）；Ｃ 为谢才系数；Ｒ 为水力半径。
方程组采用 Ａｂｂｏｔｔ⁃Ｉｏｎｅｓｃｕ 六点隐式有限差分格式进行求解。 该离散格式在每个网格点并不是同时计

算流量和水位，而是按照顺序交替计算流量和水位，分别称作 Ｑ 点和 ｈ 点。 Ａｂｂｏｔｔ⁃Ｉｏｎｅｓｃｕ 格式具有计算精

度高、稳定性好的特点。 离散后的线性方程组用追赶法求解。
１．２　 二维模型原理

由于溃坝洪水运动水平尺度远大于垂直尺度，水深、流速等水力参数沿垂直方向的变化较水平方向的变

化小得多，因而可将三维流动控制方程沿水深积分，并取平均水深，从而得到二维浅水水流运动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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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
∂ｔ

＋ ∂ ｈｕ( )

∂ｘ
＋ ∂ ｈｖ( )

∂ｙ
＝ 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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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ｔ 为时间（ｓ）；ｘ 为横向空间坐标（ｍ）；ｙ 为纵向空间坐标（ｍ）；Ｚ 为 ｘ，ｙ 处的水位（ｍ）；ｈ 为 ｘ，ｙ 处的水

深（ｍ）；ｕ 为 ｘ 方向的流速分量（ｍ ／ ｓ）；ｖ 为 ｙ 方向的流速分量（ｍ ／ ｓ）；ｇ 为重力加速度（ｍ ／ ｓ２）；ｆｖ，ｆｕ 为科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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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非结构三角形网格及其

单元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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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溃坝洪水数值计算面临不规则边界和复杂地形等问题，建立非结构

三角形网格下的二维水流模型，将任意三角形作为计算单元，采用单元中心的

有限体积法求解方程，单元网格的分布如图 １ 所示。 其中，点 Ｍ 代表各项结果

变量位于单元中心，Ｆ 为跨边界通量，分别垂直于所在三角形单元中相应的

各边。
对浅水水流运动方程进行归一化，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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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Ｕ 为守恒变量； ＦＩ
ｘ － ＦＶ

ｘ 为 ｘ 方向的通量； ＦＩ
ｙ － ＦＶ

ｙ 为 ｙ 方向的通量；
Ｓ 为源项。

对方程（４）在每一个单元上进行积分，经进一步简化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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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Ｕｉ为控制单元 ｉ 的守恒变量；Ａｉ为控制单元 ｉ 的面积；Ｎ 为控制单元边的个数；Ｆ 为通过第 ｊ 条边的通

量；ｎ０ 为通过第 ｊ 条边的法向量；ΔΓ ｊ 为控制单元各边长度；Ｓｉ为控制单元 ｉ 的源项。
用 Ｒｏｅｓ 近似黎曼解法求解跨边界通量 Ｆ，使用了二阶 ＴＶＤ 格式的限制器函数避免数值振荡。

１．３　 耦合模型方式

一维河道与二维网格通过统一的连接高程实现计算单元的重叠。 一维连接高程通过一维河道堤岸高程

确定，即将断面的左、右堤岸高程作为耦合连接的河床高程，无断面数据处则通过插值得出；二维连接高程是

通过二维的地形确定，即将二维网格单元的高程作为耦合连接的河床高程。 重叠单元通过设置水力计算节

点进行搭接，一维计算节点为河道左、右堤岸连线上的计算水位点，二维计算节点在一维河道断面的左、右端

点坐标对应的二维网格单元中。 耦合模型对每一个节点都进行水流动态计算，并根据节点处水量平衡，将每

一个经过计算的水流重新分配到二维网格单元和一维计算水位点中，从而实现一维与二维的耦合计算。 一

维、二维模型均采用统一的时间步长，并在每一个时间步长时刻进行信息的相互交换，当水流从一维河道向

二维网格流动时，由一维模型求解出计算节点处的物理量，以此作为二维模型的边界条件；反之则以二维模

型在节点处的出流值，作为连接处一维模型的边界条件。 为了使耦合模型计算稳定，需要确保连接点处的水

力条件保持动态平衡，即要求一维模型和二维模型中的初始水位、流量条件应当相同。 将二维河道中所有未

知变量用河道首末断面水位线性表达，再将首末边界处的流量表达成边界水位形式。 这里需要说明：耦合模

型只是搭接一维模型与二维模型交互计算的一个平台，耦合之后的结果仍是一维河道内与二维淹没区域上

分别进行查看与显示。
１．４　 二维模型验证

１．４．１　 试验概况及模拟条件　 黑河河道上有两处大于 ９０°的转弯，故本文选取 Ｌ 形河道室内二维溃坝试验

验证所建模型对弯曲河道的适用性［２８］。 该试验中，计算域由一个 ２ ４０ ｍ×２ ４０ ｍ 的正方形水库连接 Ｌ 形状

的 ９０°弯曲河道组成，河道宽 ０ ５ ｍ，里程 ７ ２５ ｍ（见图 ２）。 河道上布置有 ６ 个观测点，其编号名称及相应位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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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计算区域和测点位置（单位：ｍ）
Ｆｉｇ 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ｕｎｉｔ：ｍ）

置坐标分别为：观测点 Ｐ１（１ ２０ ｍ，１ ２０ ｍ），观测点 Ｐ２
（２ ７５ ｍ，０ ７０ ｍ），观测点 Ｐ３（４ ２５ ｍ，０ ７０ ｍ），观测点 Ｐ４
（５ ７５ ｍ，０ ７０ ｍ），观测点 Ｐ５（６ ５５ ｍ，１ ５０ ｍ），观测点 Ｐ６
（６ ５５ ｍ，３ ００ ｍ）。 水库初始水深为 ０ ２ ｍ，流速为 ０；下
游为干底河床。 水库边界及河道左、右岸为固壁边界条

件，河道出口处为自由出流边界条件。 水库及河道均为平

底，曼宁系数取 ｎ＝ ０ ００９ ５ ｓ ／ ｍ１ ／ ３。
计算域采用非结构网格进行剖分，共计 ２ ９３６ 个三角

形单元和 １ ６００ 个节点。 假设在 ｔ＝ ０ 时刻，大坝瞬时溃决，
模拟 ４０ ｓ 内溃坝水流的运动情况。
１．４ ２　 模型验证合理性分析 　 ６ 个观测点实测值和水深

数值解［２８］见图 ３。 从图 ３ 可以看出，观测点的数值解和实测值比较吻合，计算误差为 ８ ５１％；模型可以准确

估测下游各观测点洪水到达时间，并且可以得到观测点 Ｐ２，Ｐ３ 和 Ｐ４ 都存在两次水位迅速上涨的情况。 下

游观测点 Ｐ２，Ｐ３ 和 Ｐ４ 所在河段位于大坝和河道上 ９０°弯角之间（见图 ２），第 １ 次水位的快速上涨是大坝溃

决后，水体发生急剧下泄引起的；第 ２ 次水位的快速上涨是因为河道弯角处的阻水作用。 此外，因为下游观

测点 Ｐ５ 和 Ｐ６ 并没有直接受到河道弯角处的阻水作用影响，所以水位迅速上涨一次，此后随着水流流出计

算区域，观测点水位逐渐下降。
模拟结果还直观反映出河道直角转弯处的阻水现象。

图 ３　 测点水深数值解和实测值的对比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ｄｅｐｔｈ

２　 逐渐溃坝计算

２．１　 调洪演算

水库调度方式如下：
（１）当库水位低于汛限水位 ５９１ ｍ 时，下泄流量为 ０。
（２）当库水位为汛限水位至防洪高水位（５９１ ～ ５９４ ｍ）时，若来流量小于下游允许泄流量１ ８００ ｍ３ ／ ｓ，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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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下泄流量等于来流量调洪；如来流量超过下游允许泄流量，控制总下泄流量等于 １ ８００ ｍ３ ／ ｓ。
（３）当库水位高于防洪高水位 ５９４ ｍ 时，闸门全部开启。
依选定溃坝计算条件，当万年一遇洪水经入库调洪，静水位等于 ６００ ｍ 时，大坝溃决。 黑河金盆水库水

位库容关系曲线如图 ４，此时库容为 ２１ ６８０ 万 ｍ３。 根据黑河金盆水库万年一遇入库洪水的流量过程线（见
图 ５），最大入库流量 ７ ８００ ｍ３ ／ ｓ。 经过调洪演算得到水库下泄流量过程线见图 ６。 从图 ６ 可见，ｔ ＝ ０ 时刻开

始调洪，经过 １６ ４ ｈ，水库水位达 ６００ ｍ，大坝溃决。

图 ４　 金盆水库水位库容关系

Ｆｉｇ ４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ｖｓ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图 ５　 万年一遇入库洪水的流量过程

Ｆｉｇ ５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ｆｌｏｗ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
图 ６　 洪水调洪演算结果

Ｆｉｇ ６ Ｆｌｏｏ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２　 最终溃口宽度

溃坝时金盆水库蓄水量 Ｖ ≥ １００ 万 ｍ３，故溃口平均宽度 ｂ 计算式如下：

ｂ ＝ ＫＶ
１
４ Ｂ

１
７ Ｈ

１
２ （７）

式中：ｂ 为溃口平均宽度（ｍ）；Ｋ 为坝体材质系数，对土心墙坝取 １ １９；Ｖ 为水库蓄水量（万 ｍ３）；Ｂ 为坝址处

水面宽，通常等于坝长 （ｍ）；Ｈ 为溃坝前上游水深 （ｍ）； Ｂ ／ ｂ 一般不应超过 １７。 该式计算结果为 ｂ ＝
３４０ ２６ ｍ。

土石坝逐渐溃决的溃口形状概化为梯形，溃口形状的确定主要取决于最终溃口底宽 ｂｍ和溃口边坡 ｍ。
最终溃口底宽 ｂｍ ＝ ｂ － ｍｈｄ ，其中：ｈｄ为溃坝有效水深，一般以溃口相对于坝顶的高程近似代替。 ｍ 的大小与

坝体材料有关，取值范围一般为 ０≤ｍ≤２。 ｂ＝ ０，ｍ＞０ 时溃口概化形状为三角形；ｂ＞０，ｍ ＝ ０ 时为矩形；ｂ＞０，
ｍ＞０ 时为梯形。 溃口平均宽度 ｂ＝ ３４０ ２６ ｍ 时，最终溃口底宽 ｂｍ ＝ １９０ ５３ ｍ。
２．３　 溃决历时

溃决历时 Ｔｆ内，溃口的增长速度是线性或非线性的，最终溃口底宽发展至 ｂｍ。 Ｔｆ一般为 ０ ５ ～ ２ ０ ｈ，对
于土坝，如板桥水库 Ｔｆ ＝ １ ５ ｈ，Ｔｅｔｏｎ 坝 Ｔｆ ＝ １ ２５ ｈ；对于砂砾石坝，如青海沟后坝 Ｔｆ ＝ １ ７ ｈ。 Ｔｆ可以根据经

验公式［２９］估算： Ｔｆ ＝ ０ ８ Ｖ ／ Ｈｋ，其中：Ｈｋ为大坝高度（ｍ）。 该式计算结果为 ０ ９０６ １ ｈ。 另根据文献［３０］，有：
Ｔｆ ＝ ０ ００２ ４５Ｋ２Ｖ０ ５３

ｒ Ｈ －０ ９０
ｋ ， 其中：Ｖｒ为水库有效下泄库容（ｍ３）；Ｋ２为修正系数，一般在 １ ０ ～ （Ｈｂ＋１５ ３） ／ Ｈｂ

（Ｈｂ 为溃坝水深）之间。 该式计算结果为０ ８９７ ５ ｈ。 本文将应用这两种溃决历时 Ｔｆ的计算结果分别进行后

续计算及模拟。
２ ４　 瞬时溃口形态和流量

溃决过程中任意 ｔ 时刻的溃口瞬时底部高程 ｈｔ和瞬时底部宽度 ｂｔ计算公式如下

ｈｔ ＝ ｈｄ － （ｈｄ － ｈ） （ ｔ ／ Ｔｆ） ｎ （８）

ｂｔ ＝ ｂ （ ｔ ／ Ｔｆ） ｎ （９）
式中：ｈ 为大坝残留高度（ｍ）；ｎ 表征溃口非线性程度，一般情况下 １≤ｎ≤４，本文取 ｎ ＝ １，即溃口呈线性变

化； ０ ≤ ｔ ／ Ｔｆ ≤ １。
瞬时溃口流量 Ｑｔ计算式为：

Ｑｔ ＝ ３ｂｔ Ｈｔ － ｈｔ( ) １ ５ ＋ ２ｔａｎ π
２

－ θｔ
æ

è
ç

ö

ø
÷ Ｈｔ － ｈｔ( ) ２ ５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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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Ｈｔ为瞬时坝前水深（可经试算获得）（ｍ）； θｔ 为边坡与横向的瞬时夹角。 本文的计算参数取值见表 １。
表 １　 模型相关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ＤＡＭＢＲＫ ｍｏｄｅｌ

参数 ｂ ／ ｍ ｍ ｈｄ ／ ｍ Ｈｋ ／ ｍ Ｋ２ Ｖ ／ （１０４ｍ３） ｂｍ ／ ｍ ｎ Ｔｆ ／ ｈ

数值 ３４０ ２６ ２ １ ９８ １３０ １ １１８ ２１ ６８０ １９０ ５３ １ ０ ９０６ １ ０ ８９７ ５

２ ５　 计算结果

以大坝溃决初始时刻（ ｔ＝ １６ ４ ｈ）作为计算开始时间，计算 ２ 种溃决历时 Ｔｆ ＝ ０ ９０６ １ ｈ 和 Ｔｆ ＝ ０ ８９７ ５ ｈ
下的溃口下泄流量变化过程及溃口扩展变化过程，计算结果见图 ７。

图 ７　 ２ 种溃决历时条件下的模拟结果

Ｆｉｇ ７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ａｍ ｂｒｅａｃｈ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由图 ７ 可见，当 Ｔｆ ＝ ０ ９０６ １ ｈ 时，溃口下泄流量峰值达到 ８０ ５０４ ８９ ｍ３ ／ ｓ；溃口底部高程和溃口底宽于

０ ９０６ １ ｈ 分别达到 ５２８ ７ ｍ 和 １９０ ５３４ ｍ。 当 Ｔｆ ＝ ０ ８９７ ５ ｈ 时，溃口下泄流量峰值达到 ８４ ３３４ ０９ ｍ３ ／ ｓ；溃
口底部高程和溃口底宽于 ０ ８９７ ５ ｈ 分别达到 ５２８ ７ ｍ 和 １９０ ５３４ ｍ。 两种溃决历时计算结果影响下的洪

峰流量和溃口扩展过程差别不大，但考虑到溃坝计算的特殊性，本文选取 Ｔｆ ＝ ０ ８９７ ５ ｈ 的计算结果作为溃

口进一步模拟的初始条件。 ＤＡＭＢＲＫ 模型不仅可以给出溃口发展稳定后的最大值，并且可以给出溃口形态

及流量的变化过程，计算结果更加全面，也更加具体。

３　 溃口近区二维模拟

３．１　 模拟条件

溃口近区在溃坝洪水演进区域中相当于一个很小的点，以溃口近区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深入具体研究溃

口及近区的流量、水深和流速变化过程，从而补充和完善洪水演进过程的模拟。 二维模拟中，拟定了一个长

１ ０００ ｍ，宽 ４３３ ｍ 的矩形计算区域。 将其进行网格剖分，每个网格平均面积约为 ６８ ｍ２，共计 ６ ４１０ 个三角

形单元和 ３ ３５０ 个节点。 根据调洪演算结果（图 ６）和 ＤＡＭＢＲＫ 模型计算中 Ｔｆ ＝ ０ ８９５ ７ ｈ 的结果（图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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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万年一遇洪水下泄流量过程线

Ｆｉｇ ８ 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１０ ０００ ｙｅａｒｓ ｆｌｏｏｄ

（ｃ）），整理得到万年一遇洪水下泄流量过程线（见图 ８）作为溃口

近区二维模拟的边界条件。 模拟时段为大坝溃决初始时刻至溃

口口门达到最大时刻，共计 ５４ ｍｉｎ。
３．２　 模拟结果

通过二维模拟，给出大坝溃决（ ｔ ＝ ０）后溃口扩展过程中 ｔ ＝
１０，２４，４８ 和 ５４ ｍｉｎ 时刻的瞬时水深及流场分布（见图 ９）。 图 ９
反映了溃口扩展与水流变化的相互作用规律，即当水流漫顶，溃
坝开始；水流流过溃口后，会在溃口两侧形成漩涡对其冲刷（图 ９
（ａ））；冲刷由轻到重（图 ９（ｂ）），最终趋缓（图 ９（ｃ））；在 ５４ ｍｉｎ
时，由于溃口的限制，水流流速仍呈扩散状从溃口流出，但是已经几乎看不到涡漩回至溃口的水流继续冲刷

溃口两侧，此时认为形成最终溃口（图 ９（ｄ））。 因此得到溃口的形成过程不仅包括漫顶水流的直接作用，同
时包括溃口形成过程中两侧漩涡状水流的反冲刷作用。

图 ９　 不同时刻水深及流速分布

Ｆｉｇ ９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４　 溃坝洪水演进耦合模拟

４．１　 一维模拟条件

在一维洪水演进模拟中，河道计算部分长 ３０ ９２０ ｍ，溃口近区可近似看作 １ 个断面。 根据现有资料，在
黑河流域上另选取 ６ 个断面，所选断面分别与坝址断面依次相距 ２ ７００， ７ ３００，１ ３７００， １９ １００， ２５ ０００ 和

３０ ９２０ ｍ（见图 １０）。 采用 １ 万年一遇入库洪水下泄流量过程（见图 ８）作为一维计算入流的边界条件。 在

黑河入渭口设置出流条件，其为根据断面 ０１１＃的高程（图 １１）计算所得流量水位关系 Ｑ＝Ｑ（ ｚ）（见图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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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断面位置

Ｆｉｇ １０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图 １１　 ０１１＃断面

Ｆｉｇ １１ ０１１＃ ｓｅｃｔｉｏｎ
图 １２　 黑河入渭口流量水位关系

Ｆｉｇ １２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ｓｔａｇ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ｃｕｒｖｅｓ

４．２　 二维模拟条件

二维计算区域涉及黑河金盆水库坝址至黑河入渭口及渭河部分流域，总面积为 １ ０６６ ｋｍ２，地形及采样

点位置见图 １３。 区域内采用三角形网格划分，并通过网格密度控制优化处理突变边界，每个网格面积约为

０ ０６５ ８ ｋｍ２，共有 １６ １９９ 个网格。 由于黑河金盆水库地形复杂，糙率值难以准确估计，而糙率选取的恰当与

否对计算成果有较大的影响，糙率取值范围一般为 ０ ０２５～０ ０４５，参照以往研究［２７］，最终拟定二维计算选定

河床糙率值为 ０ ０３１。 采用 １ 万年一遇入库洪水下泄流量过程（见图 ８）作为二维计算入流的边界条件，其 ｙ
方向流速假设为零，出流边界采用开边界条件。 耦合模型采用侧向连接方式，一维计算部分包括整个黑河河

道，二维计算部分则为整个二维网格区域（见图 １４）。 二者通过水力计算节点进行搭接，溃坝水流以侧向堰

流的形式从一维黑河河道流向二维计算区域。

图 １３　 黑河金盆水库计算区域地形

Ｆｉｇ １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Ｊｉｎｐｅ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ａｔ Ｈｅ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图 １４　 一维、二维耦合示意

　 　 Ｆｉｇ １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４．３　 耦合模拟结果

通过查看一、二维耦合模拟结果，得到 ４ 个典型断面的水位变化过程（图 １５）和 ５ 个观测断面的流量变

化过程（图 １６）。 由图 １５ 可知溃坝洪水波到达 ３＃，４＃，５＃和 ０１１＃断面的时间分别为模拟开始后的 １６ ７９，
１７ ０７，１７ ２３ 和 １７ ４０ ｈ；各断面水位依次于 １７ ９０，１８ ２３，１８ ８７ 和 １８ ９２ ｈ 时刻达到最大，峰值分别为

４２６ ６７，４１９ ３４，４１５ ７１ 和 ４０５ ２２ ｍ。 图 １６ 中，溃坝洪水波到达 ５ 个观测断面的时间分别为 １６ ５７，１６ ７３，
１６ ９５，１７ ０７ 和 １７ ２３ ｈ；洪水流量依次于 １７ ７３，１７ ８９，１７ ９４，１８ ０７ 和 １８ ９２ ｈ 达到峰值，洪峰流量分别为

７８ ４８０ ０２，４３ ３７５ １６，２４ ６５４ ５９，１２ １４３ ３１ 和 １５ １５４ ５７ ｍ３ ／ ｓ。 距坝址 １ ３５０ ００，１０ ５００ ００，１６ ４００ ００ 和

２２ ０５０ ００ ｍ的断面洪峰流量下降明显，距坝址 ２７ ９６０ ３０ ｍ 的断面由于近黑河入渭口，河宽增加致使最大流

量增大。 一维模拟仅限于河道内部计算，虽然通过概化河岸地形以保证模型运行的稳定性，但计算精度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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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法平衡。 通过将一维、二维模型进行耦合，使河道内的水流可以漫过河堤参与二维计算，从而大大增加

计算的准确性，同时减少由于计算结果较大带来的防洪资源浪费。

图 １５　 典型断面水位变化过程线

Ｆｉｇ １５ 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图 １６　 观测断面流量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１６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通过耦合模拟得到的大坝溃决（ ｔ＝ ０ ｈ）后洪水演进 １，２，３ ｈ 时的水深等值线图和流场图。 计算结果表

明，耦合模拟结果符合溃坝洪水演进的基本规律，洪水在河道内的演进过程清晰。 图 １７ 为耦合后黑河金盆

水库下游 Ａ（５１９ ７４１ １３， ３ ７７１ ３１３ １２），Ｂ（５２１ ３５１ ０６， ３ ７７４ ９７２ ３８），Ｃ（５２３ ６０４ ２６，３ ７７９ ５６６ ９７），Ｄ
（５２６ ４３８ ６９， ３ ７８３ ５４１ ４６），Ｅ（５２９ ３４９ ２４， ３ ７８３ ０８３ ３２）５ 个观测点的水深和流速变化过程。 由图 １７ 可

知，溃坝洪水到达 Ａ，Ｂ，Ｃ，Ｄ，Ｅ 的时间分别为模拟初始时刻后的 １６ ４０，１６ ４４，１６ ７９，１７ ３９ 和 １７ ６０ ｈ；各点

水深及流速分别于 １７ ２３，１７ ６２，１７ ７７，１８ １４ 和 １８ ２８ ｈ 达到峰值；最大淹没水深分别为 ７ ８５，５ ９７，５ ４７，
７ ０２ 和 ６ ６５ ｍ；最大流速分别为 ９ ７３，５ ７６，５ ９８，３ ７２ 和 ４ ５３ ｍ ／ ｓ。 单纯的二维模型不能精确配准河道的

断面信息，河岸处的网格生成也会影响河道内水流运动计算的准确性，通过一、二维耦合模拟，可以明确河道

内部的水流运动环境，同时通过连接点进行交互计算，提高模型计算的准确性，从而减少计算结果偏小导致

防洪不利的不良影响。

图 １７　 各采样点的水深和流速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１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５　 结　 语

本文以黑河金盆水库大坝作为研究对象，建立了溃口近区二维模型和下游洪泛区耦合模型，模拟了溃口

发展和水流形态，补充完善洪水演进模拟的研究，模拟了河道内及计算区的洪水演进，为其溃坝风险和灾害

损失评估提供了依据，主要结论如下：
（１）ＤＡＭＢＲＫ 计算逐渐溃坝得到两种溃决历时 Ｔｆ ＝ ０ ９０６ １ ｈ 和 Ｔｆ ＝ ０ ８９７ ５ ｈ 时的溃口发展过程和流

量变化过程；当 Ｔｆ ＝ ０ ８９７ ５ ｈ 时，溃口下泄流量峰值达到 ８４ ３３４ ０９ ｍ３ ／ ｓ，溃口底部高程和宽度达到 ５２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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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１９０ ５３４ ｍ，并应用此结果作为溃口近区模拟和下游洪水演进耦合模拟的边界条件。
（２）溃口近区二维模拟得到溃口扩展过程中计算区域某一时刻的水深及流速分布；观察到初始时段溃

坝水流在溃口两侧形成漩涡对其冲刷，这种漩涡冲刷作用随溃口扩展由轻到重发生变化，最终随溃口形成而

缓慢下来，最后几乎看不到涡漩，此时认为形成最终溃口，但由于溃口的限制，水流流速仍呈扩散状从溃口流

出；因此得到溃口的形成过程不仅包括漫顶水流的直接作用，同时包括溃口形成过程中两侧漩涡状水流的反

冲刷作用，从而进一步解释溃口的发展机理。
（３）采用侧向连接方式的耦合模型模拟下游溃坝洪水演进，得到一维河道内不同断面水位和流量过程，

以及二维淹没区域内瞬时水深和流速分布。 耦合模型可以同时兼顾河道内的水流变化以及河道外计算区域

内的洪水演进过程，减少由于计算结果偏大或偏小所带来的防洪资源浪费和防洪措施不利等不良影响。 在

实际工作中，对于河网较为复杂的地区，建议采用耦合模型进行计算，可以配置更准确断面信息，并且大大加

快计算速度，实现根据每条河流及地形的特殊性，设置不同糙率及相关系数，达到提高模拟精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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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ｏｏｄ： ｆｉｅｌｄ⁃ｓｃａ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ｓｋｉｌｌ［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１３８（１０）： １２４９⁃ １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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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０， ４１ （３）： ８３⁃ ８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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