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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河网区河道交汊口分流特性模型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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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苏南运河-蠡河-望虞河交汊河道为研究对象，基于经验证的江苏省太湖地区整体一维河网数学模型及

苏南运河-蠡河-望虞河交汊口局部物理模型，构建了交汊口平面二维数学模型，利用“16·7”超历史洪水资料并联

合物理模型进行验证，在现状交汊角计算基础上，进一步模拟了苏南运河-蠡河变交汊角条件下蠡河分流比特

性，并开展了多因素影响分析。结果表明，苏南运河-蠡河-望虞河分汊口不同于“Y”型或者斜接形交汊口，蠡河

分流比主要由望虞河水位与苏南运河-望虞河水位差决定，与苏南运河下泄流量关系较小；苏南运河-蠡河交汊

角度对蠡河分流比影响不大，主要是口门回流区束缩了支流有效过水宽度，导致进水口的实际过流宽度小于支

流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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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河网区分汊河道是一种极为常见的河型。研究分汊口的分流特性，对于保障区域防洪排涝、供

水、通航安全，保护河流水环境健康，指导水利工程建设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依据干、支流河床平

面形态，分汊河道可以分为“Y”型交汊口（对称式交汊口）和斜接形交汊口[1-3]。我国关于分汊口分流特性的

研究，按照研究对象，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大江大河的重要分汊口，例如：长江口南北汊、珠江口思

贤滘等。张蔚等利用平面二维数学模型，定量分解出径流、潮流和径潮相互作用对长江口南北汊分流比的

影响[4]。杨清书等利用珠江口思贤滘三水、马口站实测水文资料，探讨近几十年来西北江三角洲河网区顶点

分水分沙的季节变化和多年变化[5]。另一类则是针对自然及人工河道中常见的直角分水口和弯道分水口的

研究。罗福安等利用水槽试验，研究了直角分水口口前水流的运动形态，揭示了分水宽度沿水深的变化规

律[6]。郭维东等在物理模型试验基础上，结合三维数学模型，研究了弯道取水口流态和流速分布，分析了不

同取水角度引水口上游分水宽度及分流比的变化规律[7-8]。总体看来，对于分汊河道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大

多重点关注交汊口水流流态、水沙物质分配及其影响因素等相关问题[9-12]。

苏南运河作为太湖流域唯一跨越多个水利分区的南北向河道，起着水量调节和承转作用，直接影响沿

线流域、区域及城市防洪排涝安全。2015，2016，2017 年苏南运河沿线连续出现超警戒、超历史的洪水，一

直以航运为主要任务的苏南运河成了流域内“涨水快、退水慢、水位高”的高水位河道，是本区域洪水风险防

控的重点。然而，目前针对苏南运河沿线分汊口流态、分流比及影响因素等相关研究相对较少。由于苏南

运河自身下泄能力有限，洪水主要依靠沿线相连的通江河道外排入江，但各段通江河道与运河连接间的交

汊角存在差异，使得大运河洪水入江走向有顺水流与逆水流方向；加之运河沿线苏、锡、常城市防洪大包围

建成，切断了部分骨干入江河道。另外，洪水入江还受区域圩区群建设、入江口门规模与调度等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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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妥善解决太湖流域洪水出路需要从流域全局进行整体研究。

苏南运河-蠡河-望虞河交汊口既是苏南运河沿线重要的分洪通道，又是流域、区域洪水遭遇的典型位

置。以苏南运河-蠡河-望虞河典型分汊口为研究对象，通过开展相关物理模型试验研究，为工程建设、工程

调度及数值模拟提供理论指导，为运河沿线排江通道分流能力及外排能力的匹配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以

“16·7”超历史洪水实测资料为基础，建立研究区域平面二维数学模型，研究超历史洪水条件下蠡河分流比及

其变化过程，并从流量、上下游水位差以及分流角度等方面揭示苏南运河-蠡河-望虞河分汊口分流比的影响

因素。

1     区域概况

苏南运河-蠡河-望虞河交汊口位于望亭立交水利枢纽工程处，望虞河经由望亭立交工程下穿苏南运河

（图 1）。望亭立交与苏南运河成 60°交角，地涵有 9 孔，每孔高 6.5 m，宽 7.0 m，均有闸门控制。蠡河位于望

亭立交上游东侧，上通苏南运河、下接望虞河，全长约 500 m，是苏南运河重要的排江通道。蠡河枢纽在运

河高水位时可分泄苏南运河洪水入望虞河，降低苏南运河水位减缓区域防洪压力，是区域防洪重点工程之

一。现状蠡河枢纽工程由船闸与节制闸组成，节制闸闸孔净宽 8 m，船闸宽 8 m，长 135 m。

望虞河位于太湖流域阳澄淀泖区和武澄锡虞区的交界处，是流域综合治理骨干工程之一，总长 60.8 km，

既是流域洪水外排长江的主要河道，又是太湖流域“引江济太”的重要调水通道（图 1）。望虞河入太湖湖口

由望亭立交水利枢纽控制，入长江口由常熟水利枢纽控制。望虞河东岸沿线大小支流众多，多由闸门控制，

引江济太期间大部分处于关闭状态；西岸属典型的平原河网区，支流多兼排地区涝水，仅北部靠近长江的福

山塘以北段和南部嘉菱荡以南段由闸门控制，其余均为敞开状态[13-14]。

2     研究方法

基于江苏省太湖地区整体一维河网数学模型与苏南运河-蠡河-望虞河交汊口局部物理模型，进一步建

立了苏南运河-蠡河-望虞河交汊口局部平面二维数学模型。江苏省太湖流域整体一维河网数学模型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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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苏南运河-蠡河-望虞河分汊口平面图

Fig. 1    Junction of South Jiangsu Canal-Li River-Wangyu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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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太湖地区，面积约为 1.96 万 km2，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市的全部和镇江市的部分区域，模型通过

“15·6”，“16·7”，“17·9”等多组典型洪水验证。交汊口二维数学模型计算边界由区域整体一维河网数学模型

提供，采用实测资料及物理模型交叉验证的方法对二维数学模型水位、流量等计算结果进行验证。利用验

证后的苏南运河-蠡河-望虞河交汊口局部平面二维数学模型，模拟计算“16·7”超历史洪水过程蠡河枢纽调

度前后交汊口主要位置处水位、流量变化过程，分析蠡河枢纽现状分流比及其影响因子；进一步计算苏南运

河-蠡河不同交汊角度对蠡河分流的影响，并探讨其成因。

2.1　交汊口局部物理模型

苏南运河-蠡河-望虞河交汊口局部物理模型按

水流运动相似、重力相似及阻力相似准则要求设计，

采用比尺为 1∶30 的正态模型。模型上边界为望亭

立交苏南运河上游 0.6 km、望虞河上游 0.8 km 处；

下边界为望亭立交苏南运河下游 0.4 km、望虞河下

游 0.6 km 处，模型还包括望亭立交水利枢纽、蠡河

水利枢纽工程及蠡河（图 2）。
2.2　交汊口平面二维水流数学模型

利用 MIKE21 工程软件包建立苏南运河-蠡河-
望虞河交汊口局部平面二维数学模型。MIKE21 是二维自由水面流动模拟系统软件，可运用于自由水体

流动、污染物扩散以及泥沙输运等二维数值模拟研究。苏南运河-蠡河-望虞河交汊口局部平面二维数学

模型范围，以望亭立交为中心，上边界分别控制到苏南运河上游 2.6 km、望虞河上游 2.0 km 处，下边界分

别控制到苏南运河下游 2.8 km、望虞河下游 2.1 km 处。模型整体采用非结构三角形网格，网格最大空间

步长为 15 m，交汊口处局部加密至 5 m，最终节点总数为 23 689 个，网格总数为 44 666 个。模型地形采

用 2018 年交汊口范围内 1∶500 实测地形，上边界采用流量控制，下边界采用水位控制，边界条件由区域

整体一维河网数学模型提供。蠡河枢纽采用 MIKE21 中水闸模块进行模拟，苏南运河与望虞河立交断面

则采用管涵模块实现准确模拟。

模型验证与计算水文组合均选取“16·7”超历史洪水过程，结合《苏南运河区域洪涝联合调度方案》（苏防

办电传（2016）85 号），具体计算时间为蠡河枢纽启用后的 36 h，即 2016-07-02T07:00—2016-07-03T18:00。
苏南运河-蠡河-望虞河交汊口实测水文资料相对缺乏，因此，本文利用了“16·7”实测望亭上、望亭下及望亭

（大）3 个站点（位置见图 1）的水位，局部物理模型测得的“16·7”蠡河枢纽启用后蠡河流量过程对二维水流数

学模型的水位、流量进行验证，验证结果见图 3。由图 3 可见，计算值与实测水位值及物理模型观测流量值

吻合良好，水位误差均在 0.05 m 以内，流量误差一般都在 10% 以内，表明二维数学模型较为真实地模拟了

交汊口水流运动特征，可应用于本次研究工作。

 

 
图 2    苏南运河-蠡河-望虞河分汊口局部物理模型

Fig. 2    Partial  physical  model  of  South  Jiangsu  Canal-Li
River-Wangyu River j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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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模型计算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考虑现状交汊角度分流特性计算方案与变交汊角度影响分析计算。现状交汊角度分流特性

分析方案的计算时段为蠡河枢纽启动前 24 h 至启动后 36 h，即：2016-07-01T07:00—2016-07-03T18:00。模

型计算完成后，统计蠡河枢纽启用后 30 h 内苏南运河流量、蠡河流量、苏南运河水位（苏南运河-蠡河交汊

口位置）、望虞河水位（望虞河-蠡河交汊口位置）变化过程，分析蠡河流量及分流比变化过程及影响因素。

变交汊角度影响分析方案的计算时段、控制边界及模型参数与现状交汊角度分流特性分析方案完全一

致，仅将现状苏南运河-蠡河交汊角度（约 35°）分别改变至 20°，45°，60°，90°和 120°，统计蠡河枢纽启用后

30 h 内蠡河流量变化过程，分析交汊角度对蠡河分流比的影响并分析其原因。

3     交汊口分流特性分析

3.1　蠡河流量及分流比变化分析

图 4 为蠡河枢纽启用后蠡河分流量与分流比随

时间变化。由图 4 可见，枢纽启用后，蠡河流量变化

过程与分流比变化过程基本一致。枢纽刚启用时，

苏南运河与望虞河水位差最大，因此过闸流量最大，

蠡河流量约为 73 m3/s，分流比约为 52%。在随后的

近 20 h 内，蠡河流量及分流比总体呈现波动下降趋

势，原因是由于随着蠡河泄洪，苏南运河与望虞河水

位差逐渐减小。最后蠡河泄流量又回升至 48 m3/s，
分流比上升至 30% 左右并基本保持稳定。

3.2　苏南运河流量对蠡河分流比的影响

根据以往相关研究成果，支流分流比多与干流

来流量密切相关，本次研究绘制了苏南运河流量与

对应时刻蠡河分流比散点分布图（图 5）。由图 5 可

见，散点分布散乱、规律性较差，因此对于苏南运河-
蠡河交汊口而言，干流苏南运河的来流量对支流蠡

河的分流比影响不大。分析其原因，对于天然的“Y”
型交汊口或者斜接形交汊口，其支流的分流比多与

干流流量有关，而苏南运河-蠡河-望虞河交汊口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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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交汊口局部平面二维数学模型水位、流量验证结果

Fig. 3    Verification results of water level and discharge of the two-dimensional mathemat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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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蠡河流量分流比变化

Fig. 4    Variation of diversion ratio of Li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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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苏南运河流量与蠡河分流比关系

Fig. 5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harge of  South Jiangsu Canal
and diversion ratio of Li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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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以上两种交汊口形态的较为特殊的交汊口，蠡河枢纽启用时，其过闸水头主要由望虞河与苏南运河水

位差所决定，因此，蠡河分流比可能与蠡河枢纽闸下水位（即望虞河出口段水位）及苏南运河-望虞河水位差

有关。

3.3　望虞河水位对蠡河分流比的影响

Y = −1.14X+5.56
(
R2 = 0.75

)

蠡河分泄的洪水直接进入望虞河，因此望虞河

蠡河出口段水位可能对蠡河分流比产生影响。本文

利用数学模型计算结果，建立了蠡河枢纽启用后，望

虞河水位与蠡河分流比关系（图 6）。如图 6 所示，蠡

河分流比随着望虞河水位升高而减小，二者呈现近

似线性负相关关系，即： ，

其中：Y 为蠡河分流比；X 为望虞河水位。这主要是

由于望虞河水位升高会导致蠡河枢纽闸下水位壅

高，在苏南运河水位不变的情况下，蠡河枢纽过闸水

头减小，导致蠡河分流比相应减小。

3.4　苏南运河-望虞河水位差与蠡河分流比的相关

性分析

Y = 1.13X−0.12
(
R2 = 0.97

)

为进一步探究蠡河分流比的影响因素，建立苏

南运河-望虞河水位差与蠡河分流比的关系。由图 7
可见，蠡河枢纽分流比随苏南运河-望虞河水位差增

大而增大，且二者呈现很好的线性正相关关系，即：

，其中：Y 为蠡河分流比；

X 为苏南运河与望虞河水位差。这是因为蠡河枢纽

泄流量大小直接由其过闸水头决定，而蠡河枢纽的

过闸水头又由苏南运河-望虞河水位差决定，因此蠡

河枢纽启用后其分流量及分流比均由苏南运河-望虞河水位差决定。

3.5　交汊角度对蠡河分流比的影响

现状苏南运河与蠡河河道中心线夹角约为 35°，为了研究分流角度对蠡河分流比的影响，本文进一步计

算了另外５组夹角，分别为 20°，45°，60°，90°，120°，蠡河枢纽启用时，蠡河的分流比变化过程（图 8）。当苏

南运河与蠡河交角不同时，蠡河分流比大小及变化过程基本一致，这表明苏南运河与蠡河的交汊角度对蠡

河分流比基本无影响。

 

蠡
河

分
流

比
/%

60

40

50

30

20

10

0
4.4 4.5 4.6 4.7

Y = −1.14X + 5.56

R
2 = 0.75

望虞河水位/m
4.8

 
图 6    望虞河水位与蠡河分流比关系

Fig. 6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level of Wangyu River and
diversion ratio of Li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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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苏南运河-望虞河水位差与蠡河分流比关系

Fig. 7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level  difference  of  South
Jiangsu  Canal-Wangyu  River  and  diversion  ratio  of  Li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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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分流角度蠡河分流比变化过程

Fig. 8    Changes of Li River diversion ratios under different diversion an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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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干流内水流流经分水口后，部分水流发生偏转进入支流，并且会在支流一侧形成回流区，导致进水口

的实际宽度要小于支流宽度，回流区在干流方向的宽度越大，对支流的有效过流宽度影响越大[8]。图 9 为苏

南运河-蠡河交汊口不同分流角度下，蠡河水闸启用后交汊口流态。由图 9 可见，当交汊角分别为 20°，35°，
45°，60°，90°和 120°时，蠡河口门区均有明显的回流区存在，且不同交汊角度下回流区大小及强度基本相当，

造成不同交汊角度下蠡河的分流量及分流比基本保持不变。

4     结　语

平原河网区河道交汊口分流特性一直都是学术界高度关注的问题。以苏南运河-蠡河-望虞河典型交汊

口为研究对象，利用平面二维数学模型，研究了苏南运河流量、望虞河水位、苏南运河-望虞河水位差以及分

汊口角度对蠡河分流比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苏南运河-蠡河-望虞河交汊口不同于常见“Y”型或者斜接形交汊口，干流苏南运河的流量对蠡河分

流比影响较小。

（2）蠡河分流比与望虞河水位及望虞河-苏南运河水位差密切相关，蠡河分流比与前者呈现近似负线性

相关，与后者则呈现较好的正线性相关。

（3）苏南运河-蠡河交汊角度对蠡河分流比影响不大，这主要是由于口门回流区降低了支流有效过水宽

度，导致进水口的实际过流宽度小于支流宽度。

苏南运河沿线分流节点众多，且受人为干预较大，其分流特性往往由流域水情及水利工程调度共同决

定。因此，综合考虑流域、区域防洪需求，科学制定流域、区域防洪工程调度方案，优化枢纽改扩建工程，才

能有效保障区域防洪安全。

 

 

蠡
河

蠡河

苏
南
运
河

20°

60°

90° 120°

35° 45°

蠡河 蠡河

苏
南
运
河

苏
南
运
河

苏
南
运
河

蠡
河 蠡

河

苏
南
运
河
苏
南
运
河

 
图 9    不同分流角度分汊口流态

Fig. 9    Flow patterns under different diversion an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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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test study on diversion characteristics of river junction in plain river
network area

LIU Guoqing, WANG Wei, FAN Ziwu, MU Shousheng, JIA Benyou, WU Jingxiu, DENG Zhao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Hydrology-Water  Resources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Nanjing  Hydraulic  Research  Institute, Nanjing
21002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South  Jiangsu  Canal-Li  River-Wangyu  River  Interchange  Channel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verification of the overall one-dimensional river network mathematical model of Jiangsu Taihu area
and  the  local  physical  model  of  the  South  Jiangsu  Canal-Li  River-Wangyu  River  intersection,  a  two-dimensional
mathematical model of intersection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16.7” exceeding-historical flood data,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hysical model and the calculation of current intersection angl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 River diversion ratio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South  Jiangsu  Canal-Li  River  interchange  angle  are  further  simulated  and  multi-factor
impact analyses are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junction of the South Jiangsu Canal- Li River -Wangyu River
is different from the “Y” type or the slanting junction, and the water diversion ratio of the Li River is mainly due to the
water  leve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angyu  River  and  the  South  Jiangsu  Canal-Wangyu  River,  which  has  little
relationship with the discharge flow of the South Jiangsu Canal.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South Jiangsu
Canal  and  the  Li  River  on  the  diversion  ratio  of  the  Li  River  is  not  significant.  It  is  mainly  because  the  mouth
recirculation  zone  shrinks  the  effective  over-water  width  of  the  tributary,  resulting  in  the  actual  width  of  the  inlet
smaller than the tributary width.

Key words: plain river network; river junction; diversion ratio; physical model; mathemat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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