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ＤＯＩ：ＣＮＫＩ：３２ １３０９ Ｐ ２０１１１１２５ １６３４ ００５

考虑水文预报误差的三峡水库防洪调度图
刘心愿，郭生练，李　 响，李　 雨

（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分析三峡水库入库流量短期预报结果，采用非参数方法估算预报相对误差的概率密度函数。以防洪为目标，
同时兼顾发电、通航等要求，建立了防洪调度模型，采用差分进化算法求解，得到了汛期防洪优化调度图。通过比
较不考虑预报、现有预报方案、准确预报３种情况的调度结果，分析了水文预报误差对防洪调度的影响。结果表
明，无论考虑预报与否，与现有设计方案相比，汛期防洪优化调度图的发电量都增加，弃水减少，削峰率有所提
高；而考虑预报信息有助于调控洪水，提高预报精度有助于增加水库抵御大洪水风险的能力；基于模拟现行作业预
报方案，汛期防洪优化调度图比设计调度方案发电量增加５ ３％，弃水减少５ ９％，削峰率提高１ ７个百分点，防
御１０００年一遇设计洪水的能力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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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水库防洪调度常采用汛限水位方式进行控制，调度方式单一，往往导致汛期洪水资源的浪费和汛后
无水可蓄的局面。近年来随着气象和洪水预报技术的进步，在保证防洪安全的前提下，为充分利用汛期洪水
资源，目前研究较多的是水库汛限水位动态控制，但其调度规则较复杂，实际应用中不便操作［１］。水库调
度图比较直观、应用方便，在水库兴利调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在防洪调度中基于调度图的研究和应用还
比较少。路效兴等［２］依据入库流量、水库水位和电站负荷之间的关系编制了水库防洪调度图；刘招等［１］通
过引入入库流量变化率和有效决策水位，制定了以洪水资源化为目标的防洪预报优化调度图。上述这些研究
都没有考虑预报误差的影响，并且对于水库的汛期综合利用问题也缺乏较深入的研究。由于水文测验误差、
预报方法误差和抽样误差等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水文预报误差总是难免的，不可能完全消除。
文献［３］建议采用正态分布作为水文预报误差分析的基础。刁艳芳和王本德［４］通过部分典型水库的洪水预报
误差分析，认为洪水预报误差近似正态分布。李致家等［５］认为洪水预报误差属于偏态分布。根据大量统计
计算和物理成因分析，表明水文预报误差的分布规律一般是两端有限的偏态分布，在实际进行预报调度时，
只能通过大量预报实践的检验，应用统计方法来说明预报误差的随机特性［６］。

本文采用非参数方法对水文预报相对误差进行分析，估计不同预见期的预报误差概率密度曲线，并利用
生成该分布的随机数来合成不同预见期的流量序列，作为优化调度的基础。引入可能最高水位和未来入库流
量增量的概念，建立了考虑发电和航运等要求的三峡水库汛期防洪优化调度模型，并考虑水文预报误差的影
响，制定了基于预报信息的防洪调度图，分析预报精度对防洪发电航运等各方面的影响，并采用设计洪水资
料对调度图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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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三峡水库入库流量预报误差分析
１ １　 入库流量预报误差分析

选取三峡水库蓄水以来２００３０６０１ ／ ２００９１１３０共２ ３７５ ｄ（组）的１ ｄ、２ ｄ、３ ｄ实际作业预报结果，对其预
报误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１所示。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入库流量预报合格率比较高。根据《水文情
报预报规范》（ＳＬ２５０—２０００），降雨径流预报以实测洪峰流量的２０％作为许可误差。３ ｄ以内洪水预报精度等
级满足甲级标准。

绘制预见期１ ｄ、２ ｄ、３ ｄ的预报相对误差正态分布概率图如图１所示。样本散点在上下尾端跟直线偏离
很大，说明不同预见期的三峡入库流量作业预报相对误差是不符合正态分布的，但散点的中间部分非常接近
各相应的直线，所以应该近似服从正态分布。

图１　 三峡水库入库流量相对预报误差分布ＱＱ图
Ｆｉｇ １ Ｎｏｒｍａｌ ＱＱ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ｏｗ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

ｒ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ＧＲ

表１　 不同许可误差和预见期的入库流量预报合格率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ｆｌｏｗ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 ｅｒｒｏｒｓ

许可误差／ ％
（占实测流量的百分比）

入库流量预报合格率／ ％
１ ｄ ２ ｄ ３ ｄ

５ ７２ ８ ６１ ２ ５０ ７
１０ ９０ ８ ８５ ６ ７７ ４
１５ ９６ ５ ９３ ５ ８９ ５
２０ ９８ ６ ９７ ０ ９４ ３

１ ２　 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方法
给定样本点集推求其概率密度函数有参数估计和非

参数估计两种方法。参数估计需要事先给定数据样本服
从的分布类型，然后再用样本估计该概率密度函数的参数；非参数估计则不需要假定概率密度函数的形式，
利用样本数据直接对其概率密度进行估计。水文预报误差影响因素多，其概率分布形式很难确切给出，因此
采用非参数估计方法比较合适［７］。

本文采用核密度估计Ｐａｒｚｅｎ窗法，假设样本序列｛Ｘｉ｝ｎｉ ＝ １是来自未知密度ｆ（ｘ）的未知总体独立同分布样
本，则ｆ（ｘ）的非参数核密度估计为

ｆ
∧（ｘ）＝ １

ｎｈ
ｎ

ｉ ＝ １
Ｋ ｘ － ｘｉ( )ｈ

（１）
式中　 Ｋ（·）为核函数；ｈ为窗宽或光滑参数；ｎ为样本容量。对于给定样本核估计性能的好坏，取决于窗宽和
核函数的选取是否适当。
１ ２ １　 核函数Ｋ（·）的选取

核函数的形状和值域控制着用来估计ｆ（ｘ）在点ｘ的值时所用数据点的个数和利用的程度。核函数的选
择在核密度估计中不敏感，但对估计分布的尾部特征有影响，由于预报误差概率分布不需要比较精确的尾部
特征，并且从上面分析得出是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因此选取高斯核函数，即

Ｋ（ｕ）＝ １
２槡π
ｅ － ｕ

２ ／ ２，－ ∞ ＜ ｕ ＜ ＋ ∞ （２）

１ ２ ２　 窗宽的选取
该参数比较重要，主要影响估计曲线的光滑性。窗宽越大，估计的密度函数越平滑，但偏差可能会越大；如

果窗宽太小，估计的密度曲线和样本拟合较好，但可能很粗糙。窗宽ｈ的选取一般采取最小二乘交叉验证法来
确定，不需对估计密度函数假设，从现有的数据直接得到合理的窗宽。采用积分平方误差ｆ ＩＳＥ（ｈ） ＝ ∫［ｆ∧（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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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ｘ）］２ ｄｘ最小时的窗宽值［８］，作为最优窗宽ｈ∧，即
ｆ ＩＳＥ（ｈ）≈ １

ｎ２ｈ
ｎ

ｉ ＝ １

ｎ

ｊ ＝ １
（ｆｆ） ｘｉ － ｘｊ( )ｈ

－ ２
ｎ

ｎ

ｉ ＝ １

１
ｎ － １

ｎ

ｊ≠ ｉ
Ｋ ｘｉ － ｘｊ( )( )ｈ

＋ ∫［ｆ（ｘ）］２ ｄｘ （３）

式中　 （ｆｆ）（ｕ）＝ ∫ｆ（ｔ）ｆ（ｕ － ｔ）ｄｔ为卷积；∫［ｆ（ｘ）］２ ｄｘ与ｈ无关，对ｈ求导时其值为０。
１ ３　 三峡水库入库流量预报相对误差概率密度函数曲线

分别采用参数方法（假定正态分布）和非参数方法估计预见期分别为１ ｄ、２ ｄ、３ ｄ实际作业预报误差，绘
制其概率密度函数曲线，结果如图２所示。可以看出，采用非参数方法估计的结果与样本统计拟合得比较好，
而正态分布拟合得较差。所以非参数估计方法更具有优越性。此外，预见期为１ ｄ、２ ｄ、３ ｄ的概率分布图，
均值附近的误差分布集中度逐渐降低，这与预见期越长，预报越不准确是一致的。

图２　 不同预见期的相对预报误差概率密度函数曲线
Ｆｉｇ 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ｏｗ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ａｄｔｉｍｅｓ

１ ４　 预报入库流量序列
根据各预见期相对误差的概率分布，生成各预见期的相对误差随机数序列。其具体生成方法为

（１）根据非参数估计的密度函数求解累积分布函数Ｆ（ｘ）＝ ∫
ｘ

－∞

ｆ
∧（ｘ）ｄｘ，并计算其反函数Ｆ －１（ｘ）；

（２）生成一组服从（０，１）区间上均匀分布的随机数ｘ，计算Ｆ － １（ｘ），即为服从给定分布的随机数。
上述计算中没有解析解，采用数值解法会引起微小的计算误差。设预见期为ｔ天的随机数序列｛ε ｔ，ｉ｝ｎｉ ＝ １，

ｎ为序列长度，进而可将历史实测入库流量序列Ｉｔ，ｉ转化为预见期为ｔ的预报入库流量Ｉ
∧

ｔ，ｉ入库流量序列，即
当前时段ｉ预报的未来第ｔ天的入库流量为

Ｉ
∧

ｔ，ｉ ＝ Ｉｔ，ｉ（１ ＋ ε ｔ，ｉ） （４）

２　 三峡水库防洪调度图模型和算法
２ １　 三峡水库汛期防洪调度规则

三峡水库以防洪为首要任务，汛期调度必须考虑防洪安全。三峡水库有两种防洪调度方式，即分别对荆
江和城陵矶进行防洪补偿调度。对荆江进行防洪补偿调度方式简单明确，可操作性强。根据防汛抢险实践，
当沙市水位达到警戒水位４３ ００ ｍ时可能出现险情，接近保证水位４５ ００ ｍ时防汛抢险压力较大。因此不宜
遇任何洪水都按沙市保证水位控制，而应根据洪水大小分级控制。

三峡水库对荆江进行分级补偿调度方式［９］为：遇１００年一遇以下洪水沙市水位按４４ ５０ ｍ控制，遇超过
１００年至１０００年一遇洪水时，控制补偿枝城最大流量不超过８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采取分洪措施可控制沙市水位
４５ ００ ｍ。由于三峡工程可直接控制荆江河段洪水来量的９５％以上，考虑三峡水库下泄允许泄量为：１００年
一遇以下洪水，控制三峡水库最大下泄流量不超过５４ ０００ ｍ３ ／ ｓ；超过１００年至１０００年一遇洪水或者库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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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７１ ００ ～ １７５ ００ ｍ之间时，控制三峡水库最大下泄流量不超过７６ ０００ ｍ３ ／ ｓ。
２ ２　 汛期防洪预报调度图

水库调度图一般通过设置预想出力线、加大出力线、保证出力线和降低出力线等划分为若干出力区，对
于发电调度十分有效，但对于洪水调度，由于调洪流量一般远大于电站预想出力对应的流量，其作用就受到
了很大的限制。刘招等［１］利用入库流量变化趋势作为防洪预报调度图的横轴，该方法很好地利用了预报信
息，但难以反映未来入库流量变化的绝对数值，这点对于以防洪为主的水库更重要。此外，对于预报时段为
多个时段时，为增强水库的预报预泄，选取未来多个时段内入库流量的最大值与当前时段的差值作为未来入
库流量增量值ＩΔ，并作为防洪预报调度图的横轴，即

ＩΔ ＝ Ｉ
∧

ｍａｘ － Ｉｉ （５）
Ｉ
∧

ｍａｘ ＝ ｍａｘ（Ｉ
∧

１，ｉ，Ｉ
∧

２，ｉ，…，Ｉ
∧

ｔ，ｉ） （６）
式中　 Ｉｉ为第ｉ时段（当前时段）的实测入库流量；Ｉ

∧

ｍａｘ为未来ｔ个时段的预报入库流量最大值。ＩΔ 值为正表明
未来预报时段内存在涨水过程，为负值表明预报时段内为退水阶段。

同时为更直观，取可能最高水位Ｚ作为防洪预报调度图的纵轴，其计算公式为
Ｚ ＝ ｆ（Ｖｉ ＋ Ｉ

∧

ｍａｘΔｔ） （７）
式中　 Δｔ计算时段长；Ｖｉ为当前时段的水库蓄水量；ｆ（·）为水位库容关系函数。
２ ３　 三峡水库防洪调度图拟定

根据宜昌站１８８２ ～ ２００９年日流量资料，最大日流量涨幅为１７ ９００ ｍ３ ／ ｓ，１０００年一遇设计洪水过程的最大
日涨幅稍超过２５ ０００ ｍ３ ／ ｓ，所以防洪预报调度图的横轴坐标取值范围定为－ ３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 ３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由于可
能最高水位是当前水位加上未来最大来水折算后的水位值，可能超过１７５ ００ ｍ，但不会超过１８０ ００ ｍ；此外，
三峡实际防洪调度中，遭遇枯水或者预报大水来时，水库运行水位可以适当低于汛限水位１４５ ００ ｍ，参考２００９
年实际调度运用方案，下限取１４４ ５０ ｍ，所以纵轴可能最高水位的取值范围定为１４４ ５０ ～ １８０ ００ ｍ。

图３　 三峡水库防洪预报调度示意图
Ｆｉｇ ３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如图３所示，三峡水库防洪调度图４条控制线对
应的泄流量分别为２５ ０００ ｍ３ ／ ｓ、４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５４ ０００
ｍ３ ／ ｓ和７６ ０００ ｍ３ ／ ｓ，分别对应的控制目标时沙市水位
４０ ００ ｍ、４３ ００ ｍ、４４ ５０ ｍ和４５ ００ ｍ（需运用分蓄洪
措施）。汛期来水量一般较大，但在一些枯水年份来水
量很小，最小仅为６ １４０ ｍ３ ／ ｓ，为保证航运、生态用水
和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的需要，控制最小下泄流量为
８ ０００ｍ３ ／ ｓ。当水库水位低于２５ ０００ ｍ３ ／ ｓ控制线时，为
便于插值计算，取调度图１４４ ５０ ｍ对应的流量为８ ０００
ｍ３ ／ ｓ。该区间（Ｉ区）主要基于汛期来水较少的年份调度
而设计，其它流量区间主要用于调洪。使用调度图进行
调度时，根据水位和流量确定调度区间，然后根据上下
调度控制线的流量进行插值确定出库流量。此外在调洪
过程中不允许出现人造洪峰，每条控制线上设置若干控制点进行优化确定。

利用１８８２ ～ ２００９年共１２８年汛期日径流资料（从６月１１日至９月３０日）进行模拟优化调度，采用三峡水
库设计洪水复核资料，即将资料延长至２００９年并考虑了历史洪水资料，１９９８年洪水３０ 洪量按特大值处理，
设计洪水复核成果与初设成果基本一致。在分析各类型洪水过程的基础上，选择１９５４年、１９８１年和１９９８
年汛期洪水作为典型，采用年最大取样对３０ ｄ的洪水过程按１０００年一遇设计标准进行同频率放大，用来对
调度图进行调洪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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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防洪调度图数学模型
２ ４ １　 目标函数

三峡水库汛期调度以防洪为主，兼顾发电和航运。鉴于调度目标的复杂性，在制定汛期防洪预报优化调
度图时，需要建立多目标评价体系。本文采用下面几个指标进行优化计算：

（１）防洪调度目标　 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要求汛期坝前的调洪高水位尽可能低，另一方
面削峰的幅度尽可能大［１０］，即

ｍｉｎ Ｚ ＝ Ｚ ｐｅａｋ （８）

ｍａｘ Ｒ ＝ 
ｎ ｆ

ｉ ＝ １
［Ｑ ｉｎ（ｉ） － Ｑ ｏｕｔ（ｉ）{ }］ 

ｎ ｆ

ｉ ＝ １
Ｑ ｉｎ（ｉ） （９）

式中　 Ｚ ｐｅａｋ为利用实测资料序列进行模拟调度的坝前调洪高水位；ｎｆ 为实测资料序列中入库流量超出枝城泄
量４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对应沙市警戒水位）的次数；Ｑ ｉｎ（ｉ）、Ｑ ｏｕｔ（ｉ）分别为入库流量第ｉ次超４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时的三峡水库
入库流量和出库流量值。

（２）发电调度目标　 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发电效益最大，以调度期内年均发电量来表示，另一
方面要求汛期年均弃水量最小，即

ｍａｘ Ｅ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ｍ

ｊ ＝ １
Ｐｉ，ｊΔｔ （１０）

ｍｉｎ Ｗ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ｍ

ｊ ＝ １
Ｑｗ（ｉ，ｊ）Δｔ （１１）

式中　 Δｔ为日时段长，下同；Ｐｉ，ｊ、Ｑｗ（ｉ，ｊ）分别为三峡电站第ｉ年汛期第ｊ天的日均总出力和弃水流量；ｍ为汛
期天数（ｍ ＝ １１２），ｎ为模拟调度资料的年数（ｎ ＝ １２８）。
２ ４ ２　 约束条件

（１）水库水量平衡约束和蓄水量约束
　 　

Ｖｉ，ｊ ＋１ ＝ Ｖｉ，ｊ ＋ （Ｑ ｉｎ（ｉ，ｊ） － Ｑ ｏｕｔ（ｉ，ｊ））Δｔ
Ｖｊｍｉｎ ≤ Ｖｉ，ｊ ≤ Ｖｊｍａｘ

　 　 　
ｉ ＝ １，２，…，ｎ；ｊ ＝ １，２，…，ｍ
ｉ ＝ １，２，…，ｎ；ｊ ＝ １，２，…，ｍ

（１２）
（１３）

（２）出力约束　 ＰＬ≤Ｐｉ，ｊ≤Ｐ ｕ 　 　 　 　 　 　 　 　 　 　 　 ｉ ＝ １，２，…，ｎ；ｊ ＝ １，２，…，ｍ （１４）
（３）出库流量变幅约束

｜ Ｑ ｏｕｔ（ｉ，ｊ） － Ｑ ｏｕｔ（ｉ，ｊ －１） ｜ ≤ ΔＱ　 　 ｉ ＝ １，２，…，ｎ；ｊ ＝ １，２，…，ｍ （１５）
（４）航运约束　 三峡水库下游最低最高通航水位分别为６２ ５０ ｍ和７３ ８０ ｍ，最大通航流量５６ ７００ ｍ３ ／ ｓ。
（５）边界条件　 汛初调度初始水位和设计洪水起调水位都设定为１４５ ００ ｍ。
（６）调度线形状约束　 各调度线不交叉，且尽可能光滑。
以上各式中，Ｖｉ，ｊ、Ｑ ｉｎ（ｉ，ｊ）、Ｐｉ，ｊ分别为三峡水库模拟资料序列中第ｉ年汛期第ｊ天的日初蓄水量、日入库流

量和日出力；Ｖｊｍｉｎ、Ｖｊｍａｘ分别为汛期第ｊ天的最小和最大蓄水量；ＰＬ、Ｐ ｕ分别为电站保证出力和装机出力；
ΔＱ为汛期日出库流量的最大变幅，设定为８ ０００ ｍ３ ／ ｓ。
２ ４ ３　 目标及约束条件处理

汛期防洪优化调度图的目的是在保证防洪安全的前提下，通过优化洪水调度过程，降低水库调洪水位，
增加水库削峰率，同时增加水库的综合利用效益。这是一个多目标优化问题，为降低求解复杂度，本文以式
（８）为优化目标函数，将式（１０）转化为约束条件，式（９）、式（１１）仅作为优化结果评价的统计指标，不体现在
优化目标和约束条件中。设现有方案的调度期年均发电量为Ｅ０，通过优化要求年均发电量提高一定的比率
ε，则将式（１０）转化为约束如下：

Ｅ ≥ （１ ＋ ε）Ｅ０ （１６）
２ ５　 优化算法

本文采用基于“优化模拟检验”［１１］的算法流程，分别采用实测历史洪水资料进行优化和１０００年一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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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洪水进行检验，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差分进化算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Ｅ）是Ｓｔｏｒｎ和Ｐｒｉｃｅ［１２］于１９９５
年为求解有关切比雪夫多项式的问题提出来的，与遗传算法一样，是一类基于群体差异的演化算法。ＤＥ原
理简单，受控参数少，可以实施随机、并行、直接的全局搜索，收敛速度快，易于理解和实现，是一种非常
有效的启发式进化算法，在许多复杂优化问题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原文林等［１３］、黄强等［１４］分别将差分进
化算法引入到梯级水库的联合优化调度、梯级水库调度图和水火电力系统短期的发电计划优化中，证明了差
分进化算法在水库优化调度中的优越性。本文采取差分进化算法进行优化计算。

３　 结果分析
利用１８８２ ～ ２００９年１２８年汛期日径流资料，采用差分进化算法进行优化计算。为便于结果比较，采用

不考虑预报和考虑预报两种模式优化。考虑预报时，洪水预见期取３ ｄ，其中又分无预报误差（预报准确率
１００％）和现有作业预报两种情况。由于流量变化范围为－ ３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到３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为使调度图直观、应
用方便，流量变量取整，按１ ０００的整数倍进行优化。从调度线光滑性、耗时及优化效果上考虑，预设每条
防洪调度控制线的控制点数ｋ ＝ ５，设置种群个数Ｎ ＝ １００，变异因子Ｆ０ ＝ ０ ７，交叉概率ＣＲ０ ＝ ０ ３，进化代
数为１００，ε取５％，得到综合考虑防洪、发电和航运等要求的三峡水库防洪预报优化调度图。此外需要说
明的是，考虑到模拟现有作业预报方案误差的随机性，优化过程中评估每个作业预报调度图解时，随机模拟
１００次，取各指标的平均值作为该解的评价值，以尽量减小随机误差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３ １　 优化结果及分析

图４为不同情况下的防洪调度图。可以看出，随着水库水位的抬高和流量增幅的增大，各优化调度线逐
渐降低，有利于增加调洪流量。而在退水阶段，流量减幅较大时，库水位可以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有利于增
加发电效益。分析各调度图ＩＶ区（即５４ ０００ ｍ３ ／ ｓ ～ ７６ ０００ ｍ３ ／ ｓ流量区间）可以看出，不考虑预报时，ＩＶ区范
围最大而低于５４ ０００ ｍ３ ／ ｓ流量区间的Ｉ区、ＩＩ区和ＩＩＩ区范围最小，准确预报时则恰恰相反，说明不考虑预
报时出库流量控制５４ ０００ ｍ３ ／ ｓ的可能性较大，而考虑预报时各区间相对均匀，控制出库流量也更为均匀且
超过５４ ０００ ｍ３ ／ 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说明了调度图的合理性。

图４　 不同预报方案的汛期防洪优化调度图
Ｆｉｇ ４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ｓ

表３　 不同预报方案的优化结果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ｓ

各方案 调洪高水位／ ｍ
实测洪水 设计洪水

发电量
／（亿ｋｗ·ｈ）

弃水量
／亿ｍ３

削峰率
／ ％

设计调度方案 计算值 １６０ ８０ １７２ ２０ ３９３ ７ ４６０ ３ ３ １

无预报 计算值 １６２ ２０ １７５ ００ ４１４ ５ ４３３ ４ ３ １
增量 １ ４０ ２ ８０ ２０ ８ （５ ３％） － ２６ ９ （－ ５ ８％） ０

现有作业预报 计算值 １６２ ００ １６８ ８０ ４１４ ６ ４２８ ５ ４ ８
增量 １ ２０ － ３ ４０ ２０ ９ （５ ３％） － ３１ ８ （－ ６ ９％） １ ７

准确预报 计算值 １６０ ７０ １６８ ７０ ４１４ ５ ４２３ １ ５ １
增量 － ０ １０ － ３ ５０ ２０ ８ （５ ３％） － ３７ ２ （－ ８ １％） ２ ０

注：括号内数字为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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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３可以看出，无论考虑预报与否，与设计调度方案相比，优化调度图增加了发电量（约束要求５％以
上），减少了弃水；考虑预报时削峰深度有所提高；无预报时调洪高水位比较高，准确预报时则最低；从弃
水量来说，无预报时弃水最多，准确预报时弃水最少，所以结果是合理的。由于发电量目标是作为约束考虑
的，而且考虑到预报误差随机序列的影响，发电量并不随预报精度的提高而增加，但３种方案的发电量比较
接近，所以也是合理的。与设计调度方案相比，防洪优化调度图为增加综合利用效益，抬高了中小洪水的调
洪水位，但在实测大洪水和１０００年一遇设计洪水时能够确保防洪安全。基于现有预报方案，虽然实测洪水
最高调洪高水位高出设计方案１ ２ ｍ，但１０００年一遇设计洪水调洪高水位降至１６８ ８ ｍ，同时发电量增加
５ ３％，弃水减少６ ９％，削峰率提高１ ７个百分点。

防洪风险方面，考虑的是不降低防洪标准下的防洪优化调度，荆江防洪分级补偿调度规则作为约束加进
了优化过程中。优化计算结果表明，对于１００年一遇洪水（１９５４年洪水，洪峰不大，但３０ ｄ洪量接近１００年
一遇），最大出库流量不超过５４ ０００ ｍ３ ／ ｓ，调洪高水位仅１６２ ００ ｍ左右，所以对于实测中小洪水，基本不存
在防洪风险。关键在于特大洪水时的防洪安全，基于现行预报方案，对于１０００年一遇设计洪水，可以控制
最大出库不超过７６ ０００ ｍ３ ／ ｓ和调洪高水位不超过１７０ ００ ｍ，从防洪方面来说也是安全的。由于预报误差的
不确定性对防洪调度结果是有影响的，这里采用蒙特卡罗方法分别对３场１０００年一遇设计洪水过程各模拟
１０ ０００次，得到调洪高水位的最小值、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别为１６３ ９０ ｍ、１６９ ５０ ｍ和１６８ ００ ｍ，可以看出
调洪高水位最大值仍低于１７５ ｍ，所以不存在防洪风险。
３ ２　 典型年和设计洪水的调度过程线

１９５４年汛期洪水实测洪峰日均流量近６６ ０００ ｍ３ ／ ｓ，洪峰不大但１５ ｄ、３０ ｄ洪量接近１００年一遇，图５给
出了该年汛期整个来水过程的考虑预报和不考虑预报两种情况下的优化调度结果。考虑预报，洪水来临之前
都会有较明显的预泄过程，流量过程也较为平稳。不考虑预报的调洪高水位分别为１６２ ２０ ｍ，低于三峡水
库１００年一遇设计洪水位（１６６ ９０ ｍ）４ ７０ ｍ，最大出库流量为５４ ０００ ｍ３ ／ ｓ，削减洪峰流量１２ ０００ ｍ３ ／ ｓ，洪水
过后水库水位很快降低，以迎接下一场洪水。而采用现有预报方案，可以将调洪高水位降至１６２ ００ ｍ，比
设计调度方案调洪高水位高１ ２０ ｍ，可以看出利用预报信息的调度图更有利于防洪调度。

图５　 不同预报方案的实测洪水调度过程（１９５４年）
Ｆｉｇ ５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ｆｌｏｏｄ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ｓ （１９５４）

图６为１０００年一遇设计洪水（１９５４年洪水典型）调洪过程图，不考虑预报信息时，水库调洪高水位为
１７５ ００ ｍ，最大下泄流量为７６ ０００ ｍ３ ／ ｓ，此时需要采用分蓄洪措施保证沙市水位不超过４５ ００ ｍ；当考虑预
报信息时，水库提早泄流，降低了调洪水位，调洪高水位为１６９ ００ ｍ，最大出库流量为７６ ０００ ｍ３ ／ ｓ，说明
水文预报有助于降低水库调洪水位，增加水库的防洪能力，也可以看出防洪优化调度图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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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１０００年一遇设计洪水调度过程（１９５４年洪水典型）
Ｆｉｇ ６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０００ｙｅａ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ｌｏｏｄ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 （１９５４）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模拟现有作业预报误差的随机性，图５和图６中的有预报调度过程都是某一
特定随机误差序列情况下的调度过程图。

４　 结　 　 论
分析了三峡水库入库流量预报误差分析，采用非参数方法估计不同预见期的水文预报相对误差分布概率

密度函数。以水库防洪为目标，考虑发电、航运等要求，建立了三峡水库防洪预报调度模型，基于“优化
模拟检验”的算法流程，采用差分进化算法得到了基于预报信息的三峡水库防洪预报优化调度图。通过不
同预报方案的结果比较，可以看出，无论考虑预报与否，与设计调度方案相比，汛期防洪优化调度图都能在
保证防洪安全的情况下，增加发电量，减少弃水，改善通航条件和提高削峰率；充分利用预报信息提早进行
预泄，有利于降低水库调洪水位，增加抵御洪水风险的能力。

水库实际调度中都会考虑入库流量预报，本文制定的防洪调度图，考虑了预报误差，更符合水库运行期
的实际调度情况。同时通过在长系列径流资料优化中引入随机的预报误差，充分反映径流在时序上的各种可
能组合情况，增强了预报调度图的鲁棒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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