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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洪涝灾害损失评估是防洪减灾科学决策的基础，其中洪水淹没分析是准确提取洪水淹没范围、水深及历时等灾

情信息的关键。洪水淹没分析主要采用数字高程模型数据，由于犇犈犕的格网分辨率与高程精度有限，常出现异常的洼

地或平地，导致难以可靠地计算每个格网点处的流向，而传统方法采用统一高程的洼地填平处理又使得容易出现洪水演

进过程中复杂起伏地形水面爬坡以及平坦地形水位断流的问题，为此提出顾及流速和淹没时间的自适应逐点水位修正

算法，即在犇犈犕坡面流模拟的基础上，根据洪水水流特性、地形、边界变化、水流速度、水深变化以及淹没点的淹没时间，

计算水位修正值，对洪水演进过程中每个格网点的水位进行修正，采用多种地貌类型的犇犈犕数据进行试验，证明洪水演

进的淹没范围、水深及历时的实时计算结果准确可靠，可为快速评估灾害损失与防洪决策服务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

关键词：洪水淹没；数字高程模型；洼地；水位自适应修正；水面爬坡；水位自阻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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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洪水淹没分析是准确提取洪水淹没范围、水

深及历时等灾情信息的关键，作为灾前洪水预警

预报和灾中洪水灾害评估的技术支持，在防洪抢

险、救灾、减灾辅助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洪水淹没分析的实质是分析计算给定水位

下，洪水在地理空间上的蔓延过程及淹没范围、淹

没水深和造成的受灾程度。虽然严密的水文—水

动力方法能够准确计算洪水淹没范围［１３］，但是由

于水文水力学模型建模复杂，且受计算条件、数据

观测与采集手段的限制，其实用性有限。针对灾

害应急响应过程中灾情快速评估的需求以及数据

不完备的情况，利用数字地形分析技术进行洪水

淹没分析因其原理简单及数据需求低的特点，而

成为普遍采用的方法［４１１］。数字地形分析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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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和准确性主要受ＤＥＭ 格网分辨率以及高

程精度等的限制，比如由于高程异常导致伪洼地

（图１）和平地的出现，而水流在洼地区域的不连

续性以及在平地区域的不确定性、随意性使得格

网点处水流流向的判定出现不确定性，因此对洼

地的处理成为 ＤＥＭ 水文分析的焦点问题之

一［１２］。传统的洪水淹没分析方法对洼地一般采

用统一高程进行填洼处理［１２１５］，反而造成许多相

邻格网点具有相同高程，产生洪水流向新的不确

定性［１６２０］。为此，在对ＤＥＭ 上某一点进行流向

追踪时，常采用其前向节点水位减去一个修正值

作为参考水位的水位修正方法，该方法中水位修

正值是依据地形高程值的变化率确定的。当整个

地形的变化率基本恒定时，可以依据地形高程的

整体变化率计算得到一个恒定的水位修正值。但

是由于真实地形起伏导致高程变化率并非是一个

恒定值，所以恒定水位修正值方法在实际使用过

程中存在两个主要缺陷，即在高程变化率较大的

区域将出现水面爬坡现象（图２）；以及在变化率

较小的区域就会因为衰减太快而出现自阻断流现

象，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恒定水位修正值。

图１　洼地产生剖面图图解：由ＤＥＭ高程值估算过小

或过大产生的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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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自然水面与爬坡水面对比（自然水面局部水

平，爬坡水面效果是水面边缘往坡上延伸，致

边缘水位高于内侧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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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问题，依据洪水演进规律，本文提出

自适应逐点水位修正算法，在充分考虑水流速度

和淹没时间的基础上计算水位修正值，克服恒定

水位修正值带来的爬坡和断流现象，在此基础上

确保准确计算洪水淹没范围、水深和洪水历时等

模拟结果。

２　自适应逐点水位修正的种子点蔓延算法

２．１　淹没分析算法流程

洪水淹没分析的基本算法之一是种子点蔓

延算法。种子点蔓延是指在区域选定种子点，

赋予特定的属性和作用规则，然后沿“四向连通

区域”或“八向连通区域”蔓延扩散，将该属性和

作用规则扩展到整个区域。利用种子点蔓延算

法进行淹没分析，就是按给定水位条件，求取符

合数据采集分析精度，且具有连通关联分布的

点的集合，该集合计算得到连续平面就是要估

算的淹没区范围，而满足水位条件，但与种子点

不具备连通关联性的其他连续平面，将不能进

入集合区内。该方法的主要特点是能充分考虑

到“流通”淹没的情形，即洪水只能淹没它能流

到的地方，较适合因上游来水（例如决堤）、洼地

溢出水（例如局部暴雨引起的暴涨洪水向四周

扩散）引起的淹没分析。传统的种子点蔓延分

析方法中，洪水淹没过程仅考虑地形起伏，对淹

没区内所有淹没点的水位采取同一值，并未考

虑洪水的蔓延与扩散是与流速和淹没时间密切

相关的，洪水淹没分析结果可靠性低。

如图３所示，顾及洪水淹没的实际情况，本文

方法的起始淹没点位置一般选在蓄滞洪区入口或

者堤防溃决口处邻近的网格内，以该网格为种子

点向外遍历其８邻域网格，将满足淹没条件的网

格存入淹没缓存区，并不断迭代计算，直至获取整

个淹没区范围。其中，网格淹没判断的条件为：

① 是否与已淹没网格相邻；② 网格平均高程是

否低于当前种子点修正后的水位。在种子点向外

扩散过程中，如果对淹没区内所有的网格进行扩

散计算，会降低洪水演进计算的效率，因此，本算

法对淹没区边界网格和淹没区域内部网格采用不

同的处理策略：对于淹没区的边界网格，将其视为

新的种子点，进行新一轮的扩散计算；对于淹没区

内部的网格，则在自适应水位修正的基础上，计算

更新该网格的水深、历时等信息。

７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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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洪水淹没分析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２　逐点水位修正

上述方法的核心是自适应的逐点水位修正。

为了实现逐点水位修正，本文提出拟合洪水水位

值的“体积法”（图４），其基本思想是：根据洪水由

高向低流动的重力特性和地形起伏情况，用洪水

水量（由于漫堤或溃口流进城区或蓄滞洪区的洪

水水量）与洪水淹没范围内总水量体积相等的原

理来模拟洪水淹没范围［２１２６］。

理论上，洪水水面是一个沿地形起伏的复杂

曲面，很难直接求得洪水水面的解析值，为了便于

分析，一般需要对水面进行近似和简化。本文采

用离散的方法将洪水淹没区离散为与栅格ＤＥＭ

对应的规则格网。对于任意第犻行、第犼列已被

淹没的格网，流入该格网的洪水水量犠（犻，犼）是以

该格网水位犺犻，（ ）犼 与高程犺ＤＥＭ之差为高度，以格

网当前水位表面为底面的柱体的容积，其中被淹

格网的水面面积就简化为该格网在犡犗犢面上投

影的矩形面积

８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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犠（犻，犼）＝犇
２
ｒ 犺犻，（ ）犼 －犺［ ］ＤＥＭ （１）

式中，犠（犻，犼）标识时段流入该格网洪水水量；犇ｒ为

ＤＥＭ格网间距；犺犻，（ ）犼 为当前格网的洪水水位；

犺ＤＥＭ为当前格网的地面高程；犻、犼为格网行列号。

图４　逐点水位修正示意图（对每个ＤＥＭ格网点，选取一个

修正邻域，考虑到水流速度和当前水位高度进行水位

修正）

Ｆｉｇ．４　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ｉｓｃｏｒ

ｒｅｃｔｅｄａｔｅａｃｈｇｒｉｄｉｎＤＥＭ ｗｉｔｈ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ｎｅｉｇｈ

ｂｏｕｒｈｏ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ｔｓ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ｆｌｏｗ）

自然地表水流总是由高处向低处流动，又总

是沿着坡度最陡的方向流动，高程落差越大的地

方，时段内流入的水量就越大。依据这个规律，假

定在淹没Δ狋内流入网格（犻，犼）内的洪水量和上游

来水水位犺０ 与当前格网的水位犺犻，（ ）犼 之差、上

游来水流速狏以及格网淹没时间Δ狋成正比，另外

考虑到下游流出的水量、流域蒸散发、地表渗透、

降雨等对洪水水量的影响，本算法中引入一未知

系数μ作为衰减量，可推得经验公式如下

犠（犻，犼）＝μ狏犇ｒ 犺０－犺（犻，犼［ ］）Δ狋 （２）

式中，Δ狋为洪水淹没时间。

因此，由式（１）代入式（２）推导可得出，在Δ狋

内，淹没格网内的洪水增长高度为

Δ犺＝
犠（犻，犼）

犇２ｒ
＝μ
狏
犇ｒ
犺０－ （）［ ］犺狋 Δ狋 （３）

最后，根据洪水淹没规律，假设在洪水淹没的初

始时刻（即淹没时间为０时），格网的水位值同ＤＥＭ

高程犺ＤＥＭ相等（即水深为０）；且假设在有限时间

犜犺
０
内，淹没格网的水位将上涨至源头设置的初始

水位犺０。则各网格的水位 （）犺狋 是以下方程的解

（）犺狋 ＝∫μ
狏
犇ｒ
犺０－ （）［ ］犺狋 ｄ狋

（）犺狋 狋＝０ ＝犺ＤＥＭ

（）犺狋 狋＝犜犺
０
＝犺

烍

烌

烎０

（４）

式中，ＤＥＭ高程犺ＤＥＭ、初始水位犺０ 都是已知量；狏

为上游来水流速，即在一次洪水过程中某一时段

通过漫堤或溃口水流向外流动的速度，流域离散

后的不同计算单元流速可以通过水文或水力

学［２１２５］方法求解或通过不同水文观测站的流速

观测值插值求解。由于式（４）包含两个边界条件，

因此可以整理为二次微分方程来求解，令式中λ＝

μ
狏
犇ｒ
，则其解为

（）犺狋 ＝

犺０ｅ
λ犜０－犺ＤＥＭ－ 犺０－犺（ ）ＤＥＭ ｅ

λ（犜０－狋
）

－１＋ｅλ犜０
　狋∈ ０，犜［ ］０

犺０　　　　　　　　　　　　　　狋∈ 犜０，＋∞（ ）
烅

烄

烆

（５）

为了验证式（４）的可靠性，本文选用某一格网

并设定该格网不同的犺ＤＥＭ、初始水位犺０、洪水流

速狏值，进行了相关测试，对不同流速狏下某一格

网水位随淹没时间变化的状况进行了验证。结果

表明，在狋∈ ０，犜犺［ ］
０
内，设定格网的水位是时间

的连续函数，并且水位上涨速度在狋＝０时最快，

而在狋＝犜犺
０
时停止上涨。

３　试验与分析

３．１　试验数据

本文选用格网间距为５ｍ的丘陵和复杂山地两

种地貌类型的ＤＥＭ数据进行了试验，如图５所示。

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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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所列为试验数据的基本描述信息，由表中的高

程和坡度信息可得出：丘陵低区起伏平缓，绝对高程

在０～５００ｍ之间，部分区域地形起伏小，可用于检

验水位自阻断流的问题，部分低洼地区可用于验证

因洼地导致的水面不连续性问题的处理；复杂山区

地形复杂，可用于验证水面爬坡问题的处理。

图５　试验数据（图中标注位置为起始淹没点）

Ｆｉｇ．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ｓｏｕｒｃｅｐｏｉｎｔｉｓｐｏｉｎｔｅｄｏｕｔ

ｏｎｅａｃｈａｒｅａ）

表１　不同类型犇犈犕的基本描述信息

犜犪犫．１　犅犪狊犻犮犱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狅犳狏犪狉犻狅狌狊犇犈犕狊

ＤＥＭ类型 丘陵 山地

最大高程／ｍ ２８８．５ ４５４．５

最小高程／ｍ ７９．６ ３３．４

最大坡度／（°） ３６．３ ５１．５

最小坡度／（°） ０．４ ０．９

平均坡度／（°） １４．１ ３５．５

ＤＥＭ规模 １９８０３×１９９０２ １９８０３×１９９０２

３．２　试验结果

３．２．１　试验１：传统方法与本文方法的洪水淹没
效果对比

　　试验１利用表１中的试验数据，分别采用传

统方法和本文方法进行了对比，对比效果见图６。

图６（ａ）所示的洪水淹没区边缘会出现较为明显

的水面爬坡现象，而在同一位置下，采用逐点水位

修正的洪水淹没分析方法则明显改善了这一问

题，水深分布符合自然规律。图６（ｃ）所示普通种

子点蔓延算法在丘陵地形中起伏平缓区域（例如

湖面和道路路面等高程起伏较小的区域）会出现

明显的水位自阻断流现象，采用逐点水位修正的

洪水淹没分析方法则明显地改善了这一问题。

图６　淹没效果对比图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３．２．２　试验２：丘陵地区淹没分析结果
试验２，采用表１中丘陵地区的ＤＥＭ，进行了

２ｈ的洪水演进模拟。试验结果（图７）表明，当洪

水从源点开始，在ＤＥＭ起伏较缓的区域进行演进

时，淹没范围内没有出现因为地势过于平坦造成水

位自阻断流的现象；水面平缓连续，没有出现因为

水流在洼地区域的不连续性和在平地区域的不确

定和随意性导致水面不连续的问题。分析对比狋

时刻的历时图和水深分布图（图８）可得出，淹没区

域的水深值是渐变过渡，且淹没范围内任意格网点

的水深值与淹没时间对应，淹没时间长的格网点水

深值大，淹没时间短格网点水深值小。在洪水蔓延

过程中，在已淹没的地形平坦区域，由于引入了自

适应逐点水位修正，水位会随淹没时间、流速自适

应增长，避免传统水位纠正方法中因全局改正值引

起的自阻断流现象。当洪水演进到洼地中时，洼地

中的水面会模拟现实水面平缓上升，直至水位高度

高于洼地边缘，符合实际洪水蔓延的水流过程。

图７　丘陵地区淹没效果图

Ｆｉｇ．７　Ｆｌｏｏ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ｈｉｌｌｙ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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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丘陵地区淹没历时图和水深分布图

Ｆｉｇ．８　Ｆｌｏｏｄ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ｐｔｈｍａｐｉｎｈｉｌｌｙａｒｅａ

图９　复杂山区淹没效果图

Ｆｉｇ．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ａｒｅａ

３．２．３　试验３：复杂山区淹没分析结果
试验３，采用表１中复杂山区类型的ＤＥＭ，

进行了３ｈ的洪水演进模拟。试验结果（图９、

图１０）表明，当洪水从起淹点开始，在复杂山区

ＤＥＭ数据上进行演进时，ＤＥＭ 上水深分布是渐

变过渡，水面平缓连续，与格网点的淹没时间对

应，被淹没的边缘点淹没时间最短，水深最低，接

近为０。由于各网格的水深是淹没时间正相关的

连续函数，随着淹没时间连续自然增长，水面边缘

点水位不会因为陡然加入一个比较大的修正值导

致水位突增而出现水面爬坡的现象。

为了验证水深与淹没时间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试验３基于狋时刻复杂山区洪水淹没历时图和水

深分布图统计获取的水深和历时分段直方图信息，

进行了淹没水深和历时之间的定量分析，具体如

图１０所示。图１０（ｃ）的横轴“历时水深比例”以０

至１代表历时从０至最大历时狋ｍａｘ之间的分布和水

深从０到最大水深犺ｍａｘ之间的分布；左纵轴“网格

统计数目”代表对应水深或历时下统计的网格数

目；右纵轴“网格统计比例”表示网格统计数目与总

网格数之比。为了定量分析水深与历时之间的关

系，本文从洪水淹没历时图１０（ａ）上统计获取不同

水深值分段区间内对应的网格个数，从水深分布

图１０（ｂ）统计获取不同历时值分段区间内对应的

网格个数，并将统计的网格数目以直方图的形式显

示于图１０（ｃ）中。其中，折线“历时比率”和“水深比

率”表示水深和历时不同取值范围内网格数目累加

值与总网格数目的比值。由图１０（ｃ）中水深与历时

的直方图分布可知，淹没深度和历时基本成正相关

关系，只是在分段区间“０．５～０．６５”以及“０．７５～

０．９５”之处水深和历时网格统计数目差异较大，这

是因为ＤＥＭ 上存在洼地造成的，由２．３节的公

式（４）、（５）可知，当洪水演进到洼地区域时，水位差

较大，淹没深度会较快速的上涨，导致在较短的淹

没时间内达到较大的水深。

图１０　复杂山区淹没历时图和水深分布图

Ｆｉｇ．１０　Ｆｌｏｏｄ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ｐｔｈｍａｐｉ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ａｒｅａ

４　结　论

本文针对洪水演进过程中复杂起伏地形水面

爬坡以及平坦地形水位断流的问题，提出了顾及

流速和淹没时间的自适应逐点水位修正算法。采

用不同地貌类型的ＤＥＭ 数据进行方法验证，试

验结果表明：本文方法在种子点蔓延算法的基础

上，对各淹没网格的水位进行自适应纠正，有效地

解决了传统方法中的水面爬坡、水位断流和水面

不连续等问题，提高了洪水淹没范围、水深和洪水

历时等模拟结果的可靠性，为洪涝灾害的预警分

析和精准评估提供了更加准确的信息。特别的，

山地和丘陵地区两个 ＤＥＭ 数据文件大小均为

１．５１ＧＢ，数据量大，洪水演进的动态模拟都能保

持每秒３５帧以上的速率，证明本文算法是高效实

用的。由于洪涝过程复杂，具有动态不确定性特

征，已有洪涝灾害模拟模型难以综合考虑复杂环

境中的下渗蒸散发、地下径流、地表径流、融雪径

流等众多水文过程，导致对洪涝灾害的模拟、评

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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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预测以及应急响应决策的可靠性不高。因此，

为了提高模拟可靠性，进一步的研究将考虑多源

来水以及实时观测数据动态接入情况下的水位修

正方法，通过实时观测信息与洪涝过程模拟之间

的快速／相互检验与修正，达到提高模拟可靠性的

目的，从而提升多源传感器信息在突发事件应急

响应和环境监测高效分析等方面的分析与应用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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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成．基于栅格的分布式新安江模型构建与分析［Ｄ］．

南京：河海大学，２００７．）

［２６］　ＣＡＯＲｕｉ．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ｏｆＦｌｏｏｄｓ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ｔ

Ｆｉｒ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３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Ｄ］．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曹轈．

数字地球上的洪水，林火灾害建模与表现［Ｄ］．长沙：国防

科学技术大学，２０１０．）

（责任编辑：宋启凡）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６０７

修回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１４

第一作者简介：丁雨淋（１９８７—），女，博士生，研究方向为

三维犌犐犛及灾害动态模拟。

犉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犇犐犖犌犢狌犾犻狀（１９８７—），犳犲犿犪犾犲，犘犺犇犮犪狀犱犻

犱犪狋犲，　犿犪犼狅狉狊犻狀３犇犌犐犛犪狀犱　犱狔狀犪犿犻犮犱犻狊犪狊狋犲狉狊犻犿狌

犾犪狋犻狅狀．

犈犿犪犻犾：狉犪犻狀犳狅狉犲狊狋狊＠１２６．犮狅犿

通信作者：杜志强

犆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犻狀犵犪狌狋犺狅狉：犇犝犣犺犻狇犻犪狀犵

犈犿犪犻犾：犱狌狕犺犻狇犻犪狀犵＠

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

狑犺狌．犲犱狌．犮狀

（上接第５２９页）

［２２］　ＦＲＡＳＥＲＣ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ａｍｅｒａＳｅｌｆ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Ｊ］．ＩＳＰ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１９９７，５２

（４）：１４９１５９．

［２３］　ＦＲＹＥＲＪＧ．Ｌｅｎｓ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ｌｏｓｅｒａｎｇｅ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Ｊ］．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１９８６，５２（１）：５１５８．

［２４］　ＬＥＰＲＩＮＣＥＳ，ＢＡＲＢＯＴＳ，ＡＹＯＵＢＦ，ｅｔａｌ．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ｅＯｒｔｈｏ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ｂｐｉｘｅ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Ｉｍａｇｅ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 Ｇｒｏｕｎｄ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７，４５（６）：１５２９１５５８．

（责任编辑：宋启凡）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６２１

修回日期：２０１２１００９

第一作者简介：蒋永华（１９８７—），男，博士生，研究方向为

星载光学影像高精度几何处理方法。

犉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犑犐犃犖犌 犢狅狀犵犺狌犪（１９８７—），犿犪犾犲，犘犺犇

犮犪狀犱犻犱犪狋犲，犿犪犼狅狉狊犻狀犵犲狅犿犲狋狉犻犮狆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狅犳狊狆犪犮犲

犫狅狉狀犲狅狆狋犻犮犪犾狊犪狋犲犾犾犻狋犲犻犿犪犵犲狊．

犈犿犪犻犾：犼狔犺１９８７８２＠１６３．犮狅犿．

通信作者：张过

犆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犻狀犵犪狌狋犺狅狉：犣犎犃犖犌犌狌狅

犈犿犪犻犾：犵狌狅狕犺犪狀犵＠狑犺狌．犲犱狌．犮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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