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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太湖流域存在的主要水问题, 在引江济太原型试验引分水控制模式分析的基础上, 建立了区域水量水质

模拟与调度的耦合模型。针对模型优化的复杂性, 对水量水质数值模拟的格式算法、优化调度的目标函数及约束条

件、模拟与优化模型的协调衔接等关键环节, 提出了合理可行的处理方法。应用研究中, 针对引江济太原型试验中

暴露的引水分配不合理问题, 研究了特定时段内望虞河引水的合理调度, 并重点分析不同工况下调水对太湖水生

态环境的影响。计算结果表明, 所建立的模型是可行的, 对区域水量水质联合模拟与调度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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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传统水利向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生态水利的转变, 水利工程的职能也将发生变化, 除了要满足社会经

济发展的需求之外, 还要考虑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的功能。水量水质联合调度是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

调发展的有效举措, 是当今国内外水科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之一
[1]
。其目的是通过改变现有水利工程或拟建水

利工程的调度运行方式, 发挥水利工程兴利避害的综合功能和综合效益, 达到充分利用各种可利用的水资源,

增加生产、生活的可利用水量, 兼顾改善河道水质, 实现水生态、水环境和水景观的修复、改善和保护, 确保

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Hayes等
[2]
为了满足水库下游水质目标, 集成了水量水质

和发电的优化调度模型, 探讨了 Cumberland流域中水库日调度规则; Willey等
[ 3]
描述了水质模型(HEC25Q)的发

展历史和数学模型, 考虑在洪水控制、水电、河道内流量和水质控制目标下, 水库下泄水对下游水质的影响。

Loftis等[ 4]使用水资源模拟模型和优化模型方法研究了综合考虑水量水质目标下的湖泊水资源调度方法。Pingry

等[5]通过建立水量水质联合调度决策支持系统研究科罗拉多流域上游主干河流, 在水量配置和污染物处理水平

都是变量的情况下, 如何在水资源配置规划和水污染处理规划方面取得平衡的问题。

/引江济太0 是指通过水利工程的合理调度, 将清水从长江引入内河河网, 部分污水被压出原来的河道,

从而增大了内河水体的净污比, 使其稀释容量大大提高; 更重要的是引水加大了内河径流量, 加快了水体置换

速度, 使原河网水体由静变动, 流动由慢变快, 水体自净能力增强, 有效地缓解了流域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恶

化问题。本文以 /引江济太0 为背景, 进行区域水量水质联合调控研究,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  区域概况及研究思路

太湖流域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翼, 三面临江滨海, 一面环山, 北抵长江, 东临东海, 南滨钱塘江, 西以天

目山、茅山等山区为界。流域面积约3169万km
2
。流域地形呈周边高、中间低的碟状地形。太湖流域河流纵横

交错, 水网如织, 湖泊星罗棋布, 是典型的平原水网地区。近 20多年来, 随着流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

水资源总量不足、水质型缺水、水污染严重已经成为影响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流域骨干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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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Õ类水质的水体达 75%以上, 太湖 75%的水体水质以Ô类水为主, 富营养化水域面积达 80%以上。如何根

据流域水资源不足的现状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要求, 利用流域现有的水利工程体系和流域北面长江有利的水

资源条件, 进行大区域水资源合理调配, 已成为解决流域水资源问题的重要途径。

图 1 各数学模型间的逻辑关系图

 Fig11 Chart of logical relation between each mathematical model

为了满足引江济太调水过程中实时调度的需要,

根据太湖流域的自然与社会经济特点, 建立山丘区

流域产汇流模型, 为河网水动力模型提供流量边界;

建立受水区污染负荷模型, 为水质模型提供污染源

项; 建立河湖水量水质耦合模型, 研究不同引水条

件下受水区水质的动态响应关系。根据调水目标及

约束条件, 建立区域水量水质联合调度模型, 以受

水区水质改善程度最大为目标, 进行引江水量的合

理分配。拟定主要水工构筑物的初步调度方案, 采

用水量水质模型精细模拟调度方案下的水量水质时空分布。各个数学模型既能独立运行, 又能相互耦合, 其逻辑

关系见图 1所示。

2  区域水量水质联合调度模型

211  模型目标函数

根据流域水利分区和引江济太原型试验的引水线路, 将引江调水系统的供水范围概化为望虞河东岸、西岸

及太湖3个受水区。为了既体现引江济太工程各受水区利益的均衡, 又能促进减少污水的排放, 采用以下目标

函数:

minF = 6
n

i= 1
Bi ( <( Git ) - Cit )

2 (1)

式中  n 为分区数; Bi 为第 i分区水质改善的权重系数, 根据分区的相对重要性和实际需求综合确定; Cit为第

t时段第 i 分区的水质控制指标; Git为第 i 分区第 t 时段的分水量; <( Git )为第 t 时段第 i分区引入Git水量时水

质指标的状态响应函数, 由水量水质模拟模型计算确定。逐时段利用模型进行引江水量在各分区的分配。

212  模型约束条件

21211  水量平衡约束

(1) 河网水量控制方程  河网一维水动力模型的控制方程为 Saint2venant方程组[6] :

5Q
5x +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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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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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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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Q |
c2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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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式中  Q、A、B、Z 分别为河道断面平均流量、过水断面面积、河宽及水位; A为动量校正系数; R为水力半

径; c为谢才系数; qL为单位河长均匀旁侧入流; vx 为入流沿水流方向的速度, 若入流垂直主流, 则 vx= 0。

对一维单元、零维单元和联系单元采用相应的线性化处理后, 结合节点水量平衡条件, 构成节点水位方程

组, 采用迭代法求解, 然后逐河道回代求出任意断面的水力状态变量
[6, 7]
。

(2) 湖泊水量控制方程  对河网区内大的河流或湖泊, 采用二维水动力模型描述水流运动, 基本方程如下:

5 h
5 t

+ 5( hu )
5x

+ 5( hv)
5 y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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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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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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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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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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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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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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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4/ 3

(4)

式中  h 为水深; u、v 分别为x、y 方向垂向平均水平流速分量; g为重力加速度; S0x为x 向的河底底坡;

S0y为y 向的河底底坡; Sfx为x向的摩阻底坡, Sfy为y向的摩阻底坡; Zb 为河底高程。

湖流模型采用基于 FVM的 FDS格式来求解, 以适应湖区复杂的边界形状和保持水量平衡[8, 9]。

21212  水质控制约束

(1) 河网水质控制方程  河网一维水质控制方程为对流扩散方程:

5( AC)
5 t

+
5(QC)
5x

=
5
5x

AEx
5C
5x

+ A
dC
dt

+
Sw
dx

(5)

式中  C为受水区考虑的水质指标浓度; Ex 为纵向分散系数; SX为某种水质指标的外部源、汇项。

河网水质模型以节点浓度为控制目标, 采用迭代法求解。水质与水量模型间采用非耦合联解[10]。

(2) 湖泊水质控制方程  湖泊水质控制方程采用二维对流扩散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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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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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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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x 为x 方向扩散系数; Dy 为y 方向扩散系数; S 为水质指标的生化反应项。

湖泊水质与水量模型采用完全耦合方式联解, 求解方法同湖流模型。

21213  控制点水位约束

Z- jt [ Zj t [ �Zjt (7)

式中  Zjt为第 t 时段第j 控制点的计算水位; �Zji , Z- jt为控制点最高, 最低限制水位。

21214  工程运行方面的约束

主要包括常熟水利枢纽及望虞河东、西岸闸门的引水能力约束等。

213  模型的求解

对于任一时段引江水量在空间上的分配问题, 采用动态规划进行求解。

(1) 将望虞河东、西岸及太湖湖区作为动态规划配水的 3个阶段, 取阶段变量为 k, k= 1, 2, 3;

(2) W( k)为第 k阶段的状态变量, 表示第 k阶段开始时常熟水利枢纽从长江引入望虞河的水量经第k- 1

阶段分配后还剩余的水量;

(3) uk 为决策变量, 表示第 k阶段从水量W( k)中调走的水量, 允许决策集合为

Uk( Wk) = {uk | 0 [ uk [ W( k) } (8)

(4) 状态转移方程为

Wk+ 1 = Wk - uk( Wk \ 0, k = 3, 2, 1) (9)

(5) f k( Wk, uk)表示第 k阶段处于W( k)状态且所做决策为 u( k)后计算的第 k受水区水体水质相对改善程

度:

f k( Wk, uk ) = Bk[ <( uk) - Ck ]
2 (10)

(6) Fk( Wk)表示从第 k 阶段到结束水体水质状态与水质改善目标之间的接近程度最小。利用递推法, 递

推方程为

F k( Wk ) = min
u
k

I U
k
(W

k
)
{f k( Wk, uk ) + f k+ 1( Wk+ 1) }   ( k = 3, 2, 1) (11)

F 4( W4) = 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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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模拟模型与优化调度模型的协调

在动态规划递推过程中, 对每一组合策略需调用水量水质模拟模型进行浓度计算; 递推与回代计算完成

后, 得到各分区分水方案。据此确定主要水工建筑物的运行方案, 然后利用水量水质模拟模型进行模拟计算,

得到受水区控制点水量水质的分布状态, 转入下一时段计算。如此循环, 得到整个调度时段的配水方案。

3  实例分析

311  控制站点及水质指标的选取

以引江济太原型试验期间望虞河东、西岸引水的最大影响范围为外包线, 选取东、西受水区水质代表站

点。望虞河东岸选取常熟、辛庄桥及枫桥三站, 西岸选取梅村、文林及港下大桥三站, 湖区选取大贡山、平台

山、大浦、新塘、漫山五站。通过对流域水质状况的分析, 选定主要考虑的水质指标为 TP、CODMn。

312  水质改善效果分析

为对比分析优化配水的效果, 进行 3种情况的分析计算: 望虞河不引水方案; 实况引配水方案; 优化引配

水方案。

以2000年7月 1日至 8月 29日作为典型时期, 7月28日开始引水。取 2 d为一个优化时段, 共计 30个时

段。取2 s为模拟模型计算时间步长, 取 1 h为模拟模型输出时段, 共计 1 466个输出时段。利用水量水质联合

调度模型优化确定各优化时段受水区水量分配。望虞河共引长江水 41272亿m3, 东岸分水01432亿 m3, 西岸分

水01948亿m
3
, 太湖区分水 21892亿m

3
。

典型时期 3种情形下主要站点TP 和 COD的变化过程线见图 2~ 图 4。

图 2 3 种工况下望虞河东岸辛庄桥站TP和 COD变化过程线

Fig12 TP and COD change of Xinzhuang bridge station under three kinds of working condition

图 3  3种工况下望虞河西岸文林站 TP和 COD变化过程线

Fig1 3 The TP and COD change of Wenlin station under three kinds of working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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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3种工况下贡湖大贡山站 TP和 COD变化过程线

Fig1 4 TP and COD change of Dagongshang station under three kinds of working condition

从图 2~ 图 4可以看出, 实况、优化方案下站点水质浓度在引水时段由于受动力条件影响呈明显下降趋

势, 在引水停止时段内, 站点水质浓度受其他河流和排污等因素影响呈回升趋势, 总体上较不引水方案水质都

有所改善, 而优化方案下站点水质浓度起伏较实况方案小, 主要是由于优化方案尽量保持入流量平稳的缘故。

从图 4可看出, 伴随着望虞河引水时段的推进, 实况、优化调水方案下站点污染物浓度呈明显下降趋势, 同样

由于优化方案保持了平稳入流, 其代表站污染物浓度起伏较实况方案小。随着引水历时的增长, 望虞河引水流

量大小及河流水质状况逐渐成为影响受水区湖泊水质的主要因素。由上述分析得出结论为: ¹一般情况下,

在引水初期污水被部分挤出受水区, 污水与清水在短时间内混合带很短, 清污界线比较明显, 此时水质会有不

同程度的改善。在引水完成后, 清水与污水慢慢交融, 在不消减污染源的情况下, 水质状况会在一段时间后反

弹。因此, 确定适当的引水方式至关重要。º为获得受水区较稳定的入流和较明显的水质改善效果, 调水量

应尽量保持时间过程上的稳定, 不宜起伏过大; »应加强对望虞河沿线污染水体的控制, 降低调入水体总氮、

总磷及有机污染物的含量, 以保证各水质指标得以协同改善。

4  结   论

本研究建立了区域水量水质模拟与调度的耦合模型, 并在典型时期内对该模型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 调

度模型使得引水量在空间上的分配更加合理, 优化调度较实况引水情形下水质浓度下降明显, 尤其在调水后期

表现得更加突出, 同时优化调度使得进入受水区的水流均匀, 对保持受水区水质稳定起到了较大作用。说明所

建立的模型是合理的。但必须指出, 水量水质联合调控研究具有系统性强、涉面宽的特点, 本研究只在时段内

水量空间分配上实现了水资源的宏观调度与水量水质微观模拟的结合, 还有待在整个调度期进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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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t operation of water quantity and quality based on numerical model

DONG Zeng2chuan, BIAN Ge2ya, WANG Chuan2hai, LI Da2yo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Resources2Hydrology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

Abstract :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ontrol pattern of water diversion on the Yangtze River2Taihu lake water transfer prototype

test, a model couplingwater quant ity and quality simulation and schedule is established to study the main water problem of

Taihu basin1 In view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model optimization, some rational and feasible solut ions are put forward in the

key links, including mainly the algorithm of the water quantity and quality numerical simulat ion model, the objective funct ion

and the constraint condition of the optimal operation model, and the coordination and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imulation model

and the optimization model1 Aiming at the irrat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water diversion in the Yangtze River2Taihu lake water

transfer prototype test, the rational schedulingmode of the water diversion fromWangyu river in special time period is studied,

and the effect of the water diversion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Taihu lake under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is emphati2

cally analyzed1 Results of the case study show very good feasibility of the methods above, and als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cross2regional integrated regulation of water quant ity and quality1

Key words: water quantity and quality; numerical simulation; joint optimal operat ion; the Yangtze River2Taihu lake water

transfer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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