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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库滑坡涌浪问题是一个复杂的流固耦合问题，水利工程建设中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该问题传统的解决

方法包括模型试验、解析法、数值解法等。本文力求以一种新的思路对滑坡涌浪问题进行探索，使用基于 SPH（光滑

粒子流）原理的 Realflow 图形处理软件对滑坡涌浪问题进行可视化模拟，其优点是相对于数值解法相对简单易行、

可视化较强，且通过将 Realflow 法计算结果与现场水力实验、CEL 数值模拟技术的结果进行对比，表明该法的计算结

果基本可以满足工程计算精度。为了节约计算时间，验证时采用假三维（二维）模型进行研究，于是又进行了三维

模型计算，并与二维模型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得到换算参数。Realflow 方法在未来可能为广大工程人员带来便利，也

可能帮助老师进行教学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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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rvoir surge induced by landslide is a complex fluid-solid coupling problem, and yet a hotspot and a 

difficult point in hydraulic construction. This essay uses a brand new train of thought to search a way solving the problem， 

using Realflow based on SPH to simulate the problem visibly. The advantage of this method is convenient and highly visible. 

Through indoor experiment and the comparison with CEL algorithm, it is proved that this method can solve this problem 

properly, providing a grand convenience for engineers who are dealing with such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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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滑坡涌浪是一种伴随库区滑坡产生的灾害，由滑坡体高速入水产生，会对库区的水工建筑物产

生巨大的威胁。近年来，滑坡涌浪问题逐渐引起了众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Weigle
[1]利用水动力模型



试验研究了滑坡涌浪与滑体速度、水深、滑体宽度、Froud 数等之间的关系。Fritz
[2]等采用室内实验

的方法研究了滑坡涌浪的影响因素。Pastor 等[3]将滑体和水均看作流体进行处理，并使用了欧拉算法。

Pachaco 等[4]则采用有限体积法模拟了滑坡涌浪过程。潘家铮院士[5]提出了滑坡涌浪计算的潘家铮法。

徐文杰[6]使用 CEL 方法对滑坡涌浪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传统的滑坡涌浪模拟方法主要基于欧拉法，

这种方法将研究域分割为若干控制体，研究空间位置固定的控制体中流体的变化情况。随着数值研

究方法的成熟，越来越多的数值方法开始被利用到滑坡涌浪研究中来。其中基于拉格朗日法的 SPH

法，欧拉—拉格朗日耦合法的 CEL 法等方法日益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众多的数值方法各有优长，

但又都有使用方法复杂、可视性较弱等缺点。本文作者通过基于 SPH 方法的真实流体模拟软件

Realflow 进行流体计算，再运用擅长于建模、渲染的软件 Maya 对产生的流体粒子进行可视化处理。

最后生成具有可视效果的滑坡涌浪模拟模型。为了验证这种方法的科学严谨性，作者应用了大量算

例并将其与水力学实验结果、数值结果进行了对比。 

2  Realflow 计算原理简介 

Realflow 计算基于光滑粒子流（SPH）方法，它将流体看成是由大量的离散粒子组成，粒子之

间有一定的空间距离，称为光滑长度。任一粒子的任一物理量都可以通过核函数的插值得到。插值

时将用到粒子附近一定范围内的所有粒子。 

上述范围内每个粒子的权重是由其密度以及距离决定的，在数学上，核函数表示为 W，可以为

三次样条函数。 

任何一点 a 的任何一个物理量 F 可以由式（1）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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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m 是第 i 个粒子的质量，
iF 是第 i 个粒子的物理量 F 的值， i 是第 i 个粒子的密度。 

相似地，一个物理量的空间导数可以由式（2）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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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SPH 方法中的光滑距离可以随时间以及空间粒子密度的改变而改变，这就使得在利用 SPH 方法

计算问题时不需要设置网格，计算精度不受流体变形带来的影响，避免了大变形时的网格畸变和网

格重构，在处理变边界条件问题时有较大优势。 

Realflow 是 Nextlimit 公司推出的一款基于 SPH 方法来模拟三维真实流体的软件，这款软件的应



用价值在于可以通过在模型中直接填充粒子生成流体模型，可以通过刚体建模来直接模拟固体与液

体之间的耦合作用，甚至可以通过用弹性粒子模拟固体实现固液交互时固体的破碎亦或是柔体性质；  

本文通过现场水力学实验实验验证了 Realflow 的计算精度与计算可行性。利用实验中总结的建

模方法对若干数值模型算例进行计算，并与已知的数值计算结果进行对比。 

Realflow 流体模拟相比于数值方法的最大的优势在于三维可视性。因此，将计算结果导入

Autodesk Maya 软件中进行渲染处理，得到了较好的流体效果。 

3  Realflow 流体模拟的实验验证  

3.1 实验方案 

本文进行了基于传感器的物块下落引起浪高的测量实验，即通过实验得到浪高的数据，与

Realflow 软件模拟出的浪高数据进行比较，验证 Realflow 软件的精确性。具体做法如下，具体器材

如下：实验用水池一个，10*10*10（cm）混凝土立方块一块，细绳若干（固定混凝土块），浪高传

感器，刻度尺，电子秤，钢尺等。做实验时提前一天将混凝土块浸入水中，使之饱和；饱和后在电

子秤上称取混凝土立方块的质量；用细绳把混凝土绑住。绑法采取十字节，尽量不对混凝土块的外

形产生影响；在实验台上，测量投掷点距水面高程差，用钢尺分别量取距波高传感器水平距离为 30cm、

40cm、50cm、60cm，每取一个距离，进行一次实验；进行实验时，先将波高传感器打开，再将滑块

水平无旋转坠下，记录下涌浪高变化曲线，重复坠下 5 次取均值。再改变与波高传感器的水平距离，

重复实验过程。 

3.2 结果对比 

实验结果与 Realflow 模拟结果基本一致。实验对比和统计结果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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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实验结果与 Realflow 方法计算结果对比 

Fig.1 Comparison between the result of RF method and the experiment 

a.Realflow 计算效果；b.实验现场效果；c.两者结果对比 

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上述结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Realflow 方法的模拟效果是真实的。同

时也基本说明此方法是可以满足工程精度要求的。 

4  Realflow 模型计算及与数值计算结果对比 

4.1 二维计算模型计算 

4.1.1 计算模型 

计算中采用的滑体入水高度为 15m，滑面倾角为 30
o，水体深度为 25m，水面宽度为 150m。 图

1 显示了本文分析中采用的计算分析模型。滑动面间无摩擦力。滑动块体模型采用刚体，密度为

2500kg/m
3。水体由 20 万粒子代替。模型在 4 核 8 线程计算机上计算时间约为 2 个小时。 

 

图 2 二维涌浪计算分析模型（单位：m） 

Fig. 2 Two dimensional model for the simulation of surge characteristics（units：m） 

4.1.2 计算成果分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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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距水面左侧 20m、40m、60m、80m 四处最大浪高随时间变化的情况进行统计，并绘制

距滑块入水时刻 2s、4s、6s、8s、10s 的浪型图，与 CEL 方法的浪型图进行对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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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距入水点不同位置处自由水面高度随时间变化 

Fig.3 The height of the surge at different location from the  

point the sliding body first to connect water 

a.距水面 20m；b.距水面 40m；c.距水面 60m；d.距水面 8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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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Realflow 法得到的滑块入水后不同时刻浪型图与 CEL 方法结果对比 

Fig.4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ree surface at different times calculated by 

Realflow and the comparison with CEL 

a.2s; b.4s; c.6s; d.8s; e.10s; f.12s; g.14s 

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涌浪的演进过程，块体高速入水后，将近岸水体完全推开，掀起巨大的

涌浪，在近岸区 20m 处最大浪高接近 13m。同时造成近岸区压力迅速减小，水体产生回填并产生近

岸爬坡，最大爬坡高度达 15m，浪体向前稳定传播，高度随距离的增加逐渐减小。并在 8s 时到达对

岸产生浪体爬坡。滑块速度在接触水体之后先缓慢增加后急剧下降，在撞击河床底部时速度基本减



小到零。 

 对比分析结果，Realflow 方法与 CEL 方法模拟结果比较的吻合。主要的差异在于 Realflow 方

法计算出的涌浪细节较为丰富，导致曲线抖动比较剧烈。 

从 Realflow 法的结果看，滑块触水后由于速度快，会在水体中产生很大压力，该压力以弧形波

动形式向对岸迅速传播，将引起一个明显的库岸爬坡。该压力传播速度大于涌浪主体的传播速度，

但浪高很小，基本可以忽略。由于该现象具有较高的速度与压力，也应引起研究的注意。此外由于

滑体运动速度较快，会在尾部产生较大的真空区，真空区压力小，形成大量漩涡与回涌的水流，滑

块在回涌水流向下的推力作用下，速度会有明显的增大。下图中箭头代表单个粒子的速度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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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Realflow 模拟生成了丰富的流体细节 

Fig.5 The details of fluid simulated by Realflow 

a.压力以波的形式进行传播；b.由于滑块高速入水形成的尾部漩涡 

4.2 三维计算模拟 



4.2.1 计算模型 

如图所示是一个水池的横截面图，在纵向宽度为 4m。滑块是处在水池纵向中央，大小为棱长

0.5m，高 0.5m 的楔形体，底部距水面 0.5m。二维模型的纵向宽度取为 0.4m，其他条件不变。 

 

图 6 三维滑坡涌浪模拟实验模型（单位：m） 

Fig6 The three dimensional model for the simulation of surge characteristics (units: m) 

同时为了对比三维和二维算法对涌浪高度的影响，作者还将原始二维模型导入 Realflow 进行计

算分析。 

4.2.2 计算成果分析 

通过对三维及二维模型在同位置处的浪高对比，在三维情况下，由于能量向四周扩散消耗较大，

故最大浪高较小且沿程降低较快。距入水点横向 1 米处最大浪高 0.28m，二维情况下距入水点横向 1

米处最大浪高 0.45 米，三维情况下涌浪高度约为等价二维模型的 0.62 倍，与 CEL 方法估计的 0.6

倍大致相同[2]。为了节省运算空间，在工程实例中可用二维模型计算后换算为三维模型浪高。 

在流体模拟效果上，Realflow 法的计算结果与 CEL 数值算法达到高度统一。以最大涌浪高度值

为例，计算值均为 0.30m。以下两图对比了 CEL 算法与 Realflow 法的计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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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三维模型中 Realflow 与 CEL 计算结果对比图 



Fig.7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by Realflow and the  

comparison with CEL of three dimensional model 

a.Realflow 计算结果；b.CEL 方法计算结果 

5  结论 

滑坡涌浪是一个涉及岩土力学、流体力学等多学科的复杂流固耦合问题，一直以来是水利工程

及地质灾害领域研究的难点。Realflow 是最近近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流体力学分析软件，目前主

要用于流体动画制作，其具有操作简单、可视化效果好等优势。论文探索性地将其应用于滑坡涌浪

问题分析，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1）通过经典实例，采用模型试验、CEL 数值计算分析方法及 Realflow 计算分析过程进行了对

比分析.结果表明 Realflow 得到得分析结果与试验及其它分析方法得到得结果吻合较好，表明

Realflow 可以用于滑坡涌浪问题研究。 

2）由于 Realflow 可以展现涌浪随时间的演进过程，从涌浪过程中可以看出，涌浪发生时会产生

类似于“水击波”的压力传导，其速度极快，可能于前期在对岸形成明显爬坡。如果滑坡体较小或

水体较深，则可能会由于滑坡体完全滑入水中导致近岸爬坡对岩体产生淘蚀破坏。 

3）Realflow 方法，虽然基于 SPH 原理，但弱化了其中的微分方程计算过程，提供了一个相对

简单易行，且能基本满足工程精度需要的流体模拟方法。其极强的可视性与相对容易掌握的操作方

法使得它可能成为未来广大工程师预测工程问题的一个新途径，教师进行课堂演示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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