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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要介绍以三峡为中心的长江防洪系统联合调度运行的数学模型——洪水模拟模型和

水库优化调度模型。前者包括水文学洪水演进模型, 一维非恒定流模型, 一维和二维组合洪水模

拟模型, 荆江分洪区与洪湖分洪区联合运用模型, 用于反映洪水在河湖中的运动及防洪措施蓄泄

效果; 后者由总体控制模型与模糊决策, 大系统解耦以及网络分析等模型组成, 用于确定使库群

起到最佳防洪效果的优化调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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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三峡工程的首要任务是防洪。它于 1994 年 12 月正式开工以来, 进展顺利, 预计将按计

划于 1997 年实现大江截流, 2003 年发电, 2006 年达到 156m 水位运用, 2009 年大坝完建, 届

时它将成为以堤防、分蓄洪区、河道整治、干支流水库组成的长江防洪系统的中心。达到设

计规模后, 通过三峡工程的实时防洪调度, 可使荆江地区防洪标准由现状的约 10 年一遇提高

到 100 年一遇, 并在遇 1000 年一遇洪水或类似 1870 年洪水时在已有分蓄洪区配合运用下保

证荆江两岸的行洪安全; 同时在满足上述条件下, 使城陵矶附近区的分洪量尽量减少。

长江中下游防洪涉及面十分广泛, 洪水组成与变化极为复杂, 为了充分发挥三峡工程的

防洪作用, 通过长江防洪系统的实时调度以实现上述防洪标准与效益, 需要对长江中下游洪

水演进进行准确的模拟, 以便能实时、正确地掌握各地的水情; 同时要研究合理的调度方式,

以便有效地利用三峡工程及其它支流水库的防洪库容, 达到预定的蓄洪效果。

2　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以巨型水库为中心的防洪系统联合调度运行的数学模型, 是防洪实时调度决策支持系统

的核心, 其关键内容主要是两方面: ①能正确反映洪水在河湖中的运动及防洪措施蓄泄效果

的洪水模拟模型, ②为正确调度水库起到最佳防洪效果的优化调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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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模拟模型的研制已有较长历史, 主要的方法有水文学方法与水力学方法。水力学方

法近数十年来发展较快, 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 使水力学方法得到较广泛的采用。现

在, 一维、二维的非恒定流计算在河道、湖泊、分蓄洪区的应用较多, 但应用于长江中下游

广阔而复杂的河湖水系, 仅是开始。

水库优化调度的研究约始于本世纪中叶, 是随着数学上最优化方法的发展而兴起的。但

国内外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发电调度, 且已达到较高的水平。近年来, 一些防洪优化调度研究

的报道, 无论就其规模和复杂性来说, 均不能与以三峡为中心的长江防洪系统比拟。

随着电子计算机功能的改善, 计算速度愈来愈快, 内存的限制也大大减少, 因而在模拟

模型与优化调度模型的开发上将更着眼于理论先进、方法完善, 范围进一步扩大, 仿真性能

更好的模型。

3　长江中下游洪水演进模拟模型

长江中下游比降平缓, 河湖纵横, 水系十分复杂, 特别是荆江河段有松滋、太平、藕池

三口分流入洞庭湖, 洞庭湖汇三口与四水来水经调蓄后回吐长江, 形成了交错的河网, 水情

特别复杂, 给供水模拟带来巨大的困难。在现状情况下, 当发生致灾特大洪水时, 为了保证

重要地区的防洪安全, 在荆江河段、城陵矶附近地区、武汉附近区、湖口附近区一系列分蓄

洪区要分蓄超额洪量。客观地反映洪水在河湖的演进, 分蓄洪区对洪水的吐纳, 均十分困难,

但又是决策者极为关注的问题; 当荆江分洪区蓄满需要在无量庵扒口吐洪, 同时在对岸茅林

口破堤进洪经人民大垸入洪湖, 成为荆江分洪区与洪湖分洪区联合运用时的洪水在分洪区传

播演进及“交叉”水流问题, 这是调度特大洪水的重要环节, 而以往尚无实例可循。三峡工

程建成后, 在实施以三峡为中心的防洪系统优化调度中更需要及时了解洪水在三峡库区的传

播及实时调度方案的效果, 为最后决策提供依据。所有这些方面均说明本项研究是十分复杂

和困难的。

根据以上情况, 在“八五”攻关期间, 从水文学与水力学结合的各种途径探索洪水模拟

模型的研制, 并以荆江和洞庭湖的洪水模拟为重点, 要求能比较正确地模拟水流在河湖中的

运动及分蓄洪工程的运用效果, 符合实时调度的需要, 经过实际洪水的检验误差要尽可能控

制在一定范围内。参照目前计算水力学的发展情况, 具体安排研制了四个模拟模型, 即一维

洪水模拟模型——宜昌至武汉; 一、二维混合洪水模拟模型——枝城至螺山。水文学法洪水

模拟模型——寸滩至宜昌至湖口; 荆江分洪区与洪湖分蓄洪区联合运用二维洪水模拟模型。

(1)一维洪水模拟模型——宜昌至武汉　本模型按照一维非恒定流插值元法计算原理, 研

制了宜昌至武汉段洪水模拟模型, 以概化过水断面形式, 模拟了荆江三口分流入湖及洞庭湖

调蓄后回吐长江的情况, 用 1983 年水文资料作模型率定, 并采用动态综合糙率实时率定的办

法, 对实时水情进行模拟和校正。经 1995 年汛期进行实时试预报, 精度较好。

(2) 一、二维组合洪水模拟模型——枝城至螺山　本模型基本上按照长江与河、湖实际

情况建立, 其中河网按一维、洞庭湖泊按二维非恒定流显式差分方法, 对关键的江湖结合部

与分流口门, 采用实测水文资料建立相关关系处理, 其余均按水力学方法。河网共取 390 个

断面, 组成 72 个分支, 湖泊划分 238 个单元, 共 306 个节点。以 1983 年汛期水文资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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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率定, 然后以 1981 年资料进行验算, 精度较好。

(3) 水文学方法洪水模拟模型——寸滩至湖口　本模型在以往所用大湖演算模型的基础

上, 将洞庭湖区分为西、南、东三部分, 充分利用实测水文资料, 建立起包括荆江分流入洞

庭湖, 再汇集四水来水经调蓄后于城陵矶回吐长江的模拟模型, 并加上三峡工程库区洪水演

进及动库容调洪的内容。根据历年水文资料对模型加以率定, 再以 1981 年、1983 年水文资料

进行对比验算, 成果较好。

(4) 荆江分洪区与洪湖分洪区联合运用模型　荆江分洪区与洪湖分洪区联合运用, 是长

江实施防御特大洪水紧急措施方案的重要一环, 以二维非恒定流方法非结构型不规则网格划

分反映分洪区情况, 模型上起氵宛市, 下至城陵矶, 含荆江分洪区、氵宛市扩建区、人民大垸分

洪区、洪湖分蓄洪区相关的长江河道。用 1954 年荆江分洪资料验算了分洪过程, 然后对模拟

的 1931 年型 100 年一遇洪水进行试算, 成果符合一般规律, 论证了实施联合运用的可能性。

以上洪水演进模拟模型的研究是初步的, 只是从方向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今后在正式

建立实时运行方案中, 除了应用最新的水文、地形资料外, 还要对模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提

高其实时预测的精度。同时在研究中深深体会到, 由于模型范围大, 区间入流量也相对较大。

合理地确定区间入流的时空分布及较准确地定量是提高计算成果质量的重要环节之一。排涝

入江水量有时占很大比重, 不考虑是不行的。因此加强区间洪水 (洞庭湖大湖区间, 长江河

段区间) 预报工作, 提高预报精度, 特别是对区间排涝流量的深入研究是今后一项迫切重要

的研究课题。

4　三峡为中心的长江防洪系统优化调度模型

三峡工程是长江中下游防洪工程系统的核心部分, 要达到最好的防洪减灾效果, 主要是

通过优化三峡水库的防洪调度, 配合分蓄洪措施, 使防护地区达到防洪标准, 尽可能少用、用

好分蓄洪区, 使洪水安全下泄。

三峡工程兴建后, 荆江地区可达到 100 年一遇的防洪标准, 即 100 年一遇以下洪水可不

分洪, 城陵矶附近分洪量可以大幅度减少, 但能减少的数量与所采取的调度方式密切相关, 武

汉及其以下分洪量则仍如原规划。在规划设计中, 对防洪调度研究了荆江补偿与城陵矶补偿

两种形式。为了实现较好的防洪效益, 又不降低荆江地区的防洪标准, 关键在于对未来洪水

有预估及调度方式的优化。因此, 研制一个总体控制模型, 主要进行洪水的判型研究, 以确

定总的调度原则, 再从各种途径研制几个优化调度模型, 这些模型配合运用, 可以取得较好

的调度效果。

本文着重于调度方式方面的研究, 因此除三峡水库外, 长江干支流在 2010 年左右可能建

成并具有防洪作用的水库只考虑了一部分。长江上游考虑了雅砻江上的二滩水库、岷江上的

紫坪铺水库、嘉陵江上的亭子口水库、乌江上的构皮滩水库等 4 座, 总的防洪库容为 2619 亿

m 3。长江中游考虑了隔河岩水库、江垭水库、五强溪水库和柘溪水库共四座, 总库容为 3212

亿m 3。各库库容见表 1。中下游干流堤防及分蓄洪区的安排, 按《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简

要报告》 (1990 年修订)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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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干支流水库防洪库容 单位: 亿m 3

Table 11　Flood storage capac ity of reservo ir for ma in and tr ibutary- stream

水库名称 库　容 总的防洪库容 水库名称 库　容 总的防洪库容
二　滩 910 隔河岩 510
紫坪铺 219 2619 江　垭 714 3212
亭子口 1310 五强溪 1316
构皮滩 210 柘　溪 612
三　峡 22115

　　 (1) 总体控制模型 (框图见图 1) 　其基本思想是: 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把历史洪水分

成若干个洪水类型, 在实际洪水发生过程中依据已出现的洪水过程和未来时间发生洪水的各

种信息, 用隶属度映射的模糊概率方法对未来时间可能洪水类型进行预估和判定; 由预估洪

水类型和各类洪水优化调度规划选定面临时段的调度规则和调度决策, 逐时段向前滚动, 直

到一场洪水的终止时段, 从总体上实现全系统最优效果。

图 1　总体控制模型框图

F ig111 F low diagram of overall con tro l model

作为实时调度的总体控制

模型力求将洪水类型预估与典

型洪水过程的优化调度结合起

来。在类型预估中以历史洪水

资料、短期径流预报、中长期

预报及已发生的洪水过程等实

践中可供使用的各种洪水信息

为依据, 通过聚类分析、模糊

概率映射, 归纳演绎综合, 最

大限度地从多个角度探索洪水

水文要素的变化规律, 综合判

别出未来洪水的类型, 称之为

归纳演绎法。典型洪水的优化

调度实际上是已知洪水过程的

调度, 其调度规则以及相应的

各种状态参数、效益指标等都

是相应于这一类洪水过程而言

的, 所以未来洪水类型预估作

出后, 选用调度规则时还要考

虑各效益、洪灾损失指标的风

险度, 正确处理面临时段和以

后时期影响的关系, 从而最后确定面临时段的调度决策。

实时调度的特点是每次只要作出一个时段 (面临时段) 的决策, 每一个时段决策作出前

都要充分考虑此间可得到的各种洪水信息, 如实际发生的、各种预报的以及对原有预报的补

充修正等, 从而作出未来洪水的类型预估, 并最终得出面临时段调度决策。

通过具体资料计算, 将论证选定的长江 13 个年份洪水系列聚类分成 4 种洪水类型, 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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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对上游型洪水采用荆江补偿, 对中下游及全流域型采用城陵矶补偿。以 1954 年洪水作模拟,

验证对未来洪水分类预测和实时调度方法。经逐时段判断, 1954 年洪水过程属于中下游型洪

水或全流域型洪水, 均可采用城陵矶补偿的方式, 从而使防洪效益比设计阶段大为提高, 调

度可靠性也更有保证。

(2) 优化调度模型　在总体控制模型对洪水类型判别的基础上, 研究了以下几种优化调

度模型, 以取得更好的调度效果。

模糊决策模型: 依据长江洪水特点和系统总的防洪目标, 将三峡为中心的长江防洪系统

分解为上游支流水库群、三峡水库、中下游水库群及分蓄洪区三个目标明确而相互联系的子

系统, 采用多目标多阶段模糊动态规划和模糊优选方法求解出最优策略。

大系统解耦模型: 将长江防洪系统分解为上游水库群、三峡水库及中下游水库群、堤防

与分蓄洪区这三个子系统、并通过关联因素加以耦合, 设计各子系统之间进行总体协调的程

序。采用二维动态规划中的聚合分解法及模拟算法进行求解。

网络分析模型: 将所研究的对象按宜昌以上及宜昌以下分为两个子系统, 建立网络图, 采

用网络分析理论中的最小费用最大流方法求解。

以上优化模型, 经用 1931 年、1935 年、1954 年典型洪水作模拟运行, 效果较好。本次

研究只是初步的, 今后还要在上述确定性模型研究的基础上, 总结出若干调度规则, 才能方

便地用于实时调度中。

Rea l-T im e Optimal Opera tion M odels for the

Three-Gorge-Reservo ir-Cen tered Yangtze R iver Flood Con trol System
T an Peilun

(Y ang tz e R iver W ater R esou rces Comm ission , W uhan 430010)

Abstract: T h is paper p rovides a genera l review on m athem atica l models of op t im al

opera t ion fo r the T h ree2Go rge2R eservo ir2cen tered Yangtze R iver f lood con tro l

system , divided in to tw o parts—one dealing w ith flood rou t ing sim u la t ion models

and the o ther w ith op t im al jo in t opera t ional models fo r the reservo irs. T he fo rm er

including a hydro logic rou t ing model, an 12D un steady flow model (from Y ichang

to W uhan) , an 12D and 22D hyb rid un steady flow model, and a 22D roun t ing model

fo r f lood2division s and flood2p la in s, is u sed to sim u la te dynam ic p rocesses of f lood

rou t ing and effects of f lood m it iga t ion m easu res in the system , the la t ter con sist ing

of an overa ll2con tro l models and models of Fuzzy decision2m ak ing, large2scale

system decoup ling and netw o rk flow s, is app lied to determ ine op t im al opera t ional

st ra teg ies fo r the reservo irs, to gain m ax im um flood con tro l benefits.

Key words: f lood con tro l system ; op t im al opera t ion model of reservo irs;

f lood sim u la t 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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