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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不影响防洪、 供水等现有利益格局的前提下， 通过改善水库调度方式、 发挥库群联合调控作用， 提高生

态供水保证率， 是当前中国北方缺水地区流域水资源管理中的重大科学问题。 把河流生态系统作为一个独立用水

户， 制订多用户分区运用水库群调度模拟规则， 同时考虑调度方案对生态与发电的影响， 建立水资源系统仿真模

型， 结合保证各用户供水保证率最大且尽可能均衡的目标函数， 构建基于库容分区运用的水库群生态调度模型。
将模型应用于海河流域滦河水系， 提出了现状供水条件下潘家口、 大黑汀和桃林口三大水库联合调度方案， 绘制

了水库群分区运用调度图， 评价了调度方案对水力发电和下游生态系统的影响。 结果表明， 所提出的模型有效，
水库群生态调度方案较之现行调度， 可在不降低兴利和防洪效益的前提下， 将河流生态系统供水保证率由 ４６ ９％
提高到 ９３ ８％， 生态水文改变度指标改善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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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影响现有利益格局的前提下， 通过改善水库调度方式、 发挥大型水库群的联合调控作用， 协调防洪、 兴

利与生态环境用水之间的矛盾， 改变经济社会用水长期挤占生态环境用水， 避免河道断流等严重损害水生态系统

现象发生， 是维持河流健康的重要途径和现实选择［１⁃２］， 更是当前中国流域水资源运行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科学

问题。 近年来， 学界对以往水库的调度方式开始进行反思， 提出了生态调度的新概念［３⁃６］。 根据生态保护目标不

同， 生态调度可分为生态需水调度、 生态洪水调度、 水质调度、 泥沙调度和生态因子（流速、 水温等）调度等多种

模式［７⁃８］。 目前生态需水调度的主要思路是［６］： 首先根据水库下游河道生态需求， 制订适宜的生态环境需水过程

线； 然后以此为约束， 建立以经济效益最大为目标的水库优化调度模型， 给出水库调度规则。 与常规优化调度相

比， 现有水库生态调度方法， 多考虑了河道下泄流量要满足生态环境流量这一约束条件， 是水库调度的新进展。
但据此制定的调度方案很难在实际应用中得以落实， 主要原因在于： ① 大多是单纯优化的调度模型， 具有最优解

不稳定［３，８］、 调度方案可操作性差， 难以回答不同用户相对于需求的满足程度与竞争性问题等缺陷； ② 把河流生

态环境需水作为硬约束的处理方法， 在突出河流生态需水重要性的同时， 忽视了生活、 生产（工农业）等经济社会

部门用水的重要性， 导致新调度方案难以被利益相关者接受［７，９］； ③ 现有研究多针对单个水库展开， 通过水库群

联合调度挖掘补偿调节能力方面的研究较少， 更未见基于流域水资源系统供、 用、 耗、 排全过程模拟， 供水、 发

电、 生态等多要素评价， 综合分析调度方案对发电、 供水、 生态环境等用户影响方面的研究［１０⁃１１］。 为此， 本文采

用系统仿真与智能计算相结合的研究思路， 为缓解流域多用水户竞争矛盾， 把河流生态系统同生活、 工农业生产

用水一样， 作为一个独立用水户， 拟定所有用水户的优先级别， 建立基于水库分区运用的水库群供水规则； 为评

估用水行为对水力发电和河道生态环境的影响， 建立水力发电模块和河流生态改善效果评价方法； 为解决调度方

案最优性与可操作性的统一问题， 构建各用户供水保证率最大化且尽可能均衡的目标函数； 为提高复杂水资源系

统的求解效率， 建立基于实码加速遗传算法与系统仿真相结合的高效智能求解算法。 在此基础上， 构建基于水库

分区运用的水库群生态调度模型（Ｍｕｌｔｉ⁃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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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ＭＲＥＯＭ⁃ＳＲＳＣ）。 作为实例， 将ＭＲＥＯＭ⁃ＳＲＳＣ 应用到海河流域滦河水系下游水资源系统中， 计算现状

供水条件下， 潘家口、 大黑汀和桃林口水库联合调度方案， 评价调度方案对防洪、 供水、 水力发电的影响和下游

生态系统的改善效果， 解析模型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１　 ＭＲＥＯＭ⁃ＳＲＳＣ 模型的建立

本文采用系统仿真与智能计算相结合途径， 建立 ＭＲＥＯＭ⁃ＳＲＳＣ。 “系统仿真” 可保证方案的可操作性与

要素反映的全面性， 并通过建立满足约束条件的仿真规则， 减轻 “智能计算” 的负担； “智能计算” 的作用

在于从数目庞大的可行方案中， 快速有效地选择最为满意的运行方案［３，８］。 ＭＲＥＯＭ⁃ＳＲＳＣ 包括目标函数、 约

束条件， 以及流域水资源多用户仿真模型等模块。
１ １　 目标函数

目标函数确切地表达了管理者的意图、 实现系统最佳综合效益目标， 是优化调度模型成功的关键［３，６⁃９］。 复

杂水资源系统优化调控模型的目标函数一般有系统净效益最大、 系统缺水损失最小， 系统缺水量最小、 供水破

坏率最小， 以及保证率最大等形式。 由于受供水和工程经济资料条件以及生态环境供水效益与损失计算目前尚

无理想方法的限制， 使得构建以系统净效益最大或缺水损失最小目标函数的方法比较困难； 而以系统缺水量、
供水破坏率最小和供水保证率最大形式的目标函数， 虽然容易计算， 但难以描述不同用户供水保证率的满足程

度与竞争性， 也难以与工程的设计状态进行比较。 综合以上因素， 本文构造 ＭＲＥＯＭ⁃ＳＲＳＣ 目标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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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ｐｋ
ｌ 为第 ｋ 类（例如生产、 生活及河道内生态环境等）第 ｌ 个用水单元用水户的供水保证率， Ｋ 为用水户

类型数目； φ为防止分母为 ０ 造成计算中断而追加的较小数（一般取 ０ ００１）； σ（∗） 为向量 ∗ 的标准差符号；

ωｋ 为 ｋ 类用户供水保证率的权重，∑
ｋ
ωｋ ＝ １ ０。 应用时 ωｋ 可综合专家和管理者建议来确定。 式（１）的意义在

于能够保证获得各用户供水保证率最大且尽可能均衡的一组决策变量作为水资源系统的运行调度方案， 物理

概念清晰， 易于计算， 更能体现决策者的意图。
１ ２　 约束条件

（１） 决策变量约束　 ＭＲＥＯＭ⁃ＳＲＳＣ 的决策变量包括水库不同用户的供水限制线和不同水库间的分水比

例。 不失一般性， 以三类用水户为例说明前者的约束条件：
ＶＤ（ ｉ， ｊ） ≤ ＶＩ（ ｉ， ｊ） ≤ ＶＥ（ ｉ， ｊ） ≤ ＶＡ（ ｉ， ｊ） ≤ ＶＵ（ ｉ， ｊ） （２）

式中　 ＶＤ（ ｉ， ｊ） 和 ＶＵ（ ｉ， ｊ） 分别为 ｉ 水库 ｊ 时段可利用库容下限（一般为死库容）和上限（汛限水位或正常高

水位对应库容）； ＶＩ（ ｉ， ｊ） 、 ＶＥ（ ｉ， ｊ） 和 ＶＡ（ ｉ， ｊ） 分别为 ｉ 水库 ｊ 时段允许供给用户 Ｉ、 Ｅ 和 Ａ 的限制线。
对于分水比例 α（ ｉ， ｊ）， ｉ ＝ １， ２， …， Ｎｉ， ｊ ＝ １， ２， …， Ｎ ｊ ， 指为满足下游河流生态需水要求， ｉ 水库 ｊ

时段下泄水量的贡献比例， 满足约束：

０ ≤ α（ ｉ， ｊ） ≤ １ ０， ∑
ｉ
α（ ｉ， ｊ） ＝ １ ０ （３）

（２） 水库泄流能力约束

ＱＤ（ ｉ， ｊ） ≤ ＱＭ（ ｉ） （４）
式中　 ＱＤ（ ｉ， ｊ） 为 ｉ 水库 ｊ 时段的下泄流量； ＱＭ（ ｉ） 为 ｉ 水库的泄流能力。

（３） 水库不同用户的引取水能力约束

Ｑｙ（ ｉ， ｊ， ｋ） ≤ Ｑｃ（ ｉ， ｋ） （５）
式中　 Ｑｙ（ ｉ， ｊ， ｋ） 为 ｉ 水库 ｊ 时段 ｋ 用水户的取水流量； Ｑｃ（ ｉ， ｋ） 为 ｉ 水库向 ｋ 用户的供水能力。

（４） 水库水量平衡约束

Ｖ（ ｉ， ｊ） ＝ Ｖ（ ｉ， ｊ － １） ＋ Ｑ（ ｉ， ｊ）Δｔ（ ｊ） － ＷＬ（ ｉ， ｊ） － ＧＷＩ（ ｉ， ｊ） － ＧＷＥ（ ｉ， ｊ） － ＧＷＡ（ ｉ， ｊ） － Ｇｑ（ ｉ， ｊ）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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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Ｖ（ ｉ， ｊ － １） 和 Ｖ（ ｉ， ｊ） 分别为 ｉ 水库 ｊ 时段初和时段末库容； Ｑ（ ｉ， ｊ） 为 ｉ 水库 ｊ 时段入库水量； Δｔ（ ｊ）
为时段长度； ＷＬ（ ｉ， ｊ） 为 ｉ 水库 ｊ 时段蒸发渗漏损失； ＧＷＩ（ ｉ， ｊ） 、 ＧＷＥ（ ｉ， ｊ） 和 ＧＷＡ（ ｉ， ｊ） 分别为 ｉ 水库 ｊ 时段

供给用户 Ｉ、 Ｅ 和 Ａ 的水量， Ｇｇ（ ｉ， ｊ）为弃水量。
（５） 变量非负约束　 由问题背景知， 所有变量非负。

１ ３　 基于水库分区运用的水资源系统仿真模型

基于水库分区运用的水资源系统仿真模型， 包括水库分区运用仿真规则制定、 水库发电模拟， 流域供、
用、 耗、 排水循环利用过程模拟， 以及水利要素拓扑结构建立等若干模块。
１ ３ １　 水库分区运用规则

不失一般性， 以潘家口水库为例阐述水库分区运用规则制定过程， 该水库有城市（天津和唐山）、 农业

灌溉与下游河道生态环境等 ３ 个直接用水户。 首先， 按照重要性从大到小， 对水库的所有用水户进行排序

（通常借助专家或管理者建议）。 本文提出的潘家口水库用水户优先次序为： 城市（城市生活与工业生产）→
河道生态环境→农业灌溉（ “→” 表示前者优先于后者）。 据此设置水库不同用户供水限制线如图 １ 所示。 供

水限制线（城市供水、 河道生态和农业灌溉）的涵义为： 按照供水次序， 若水库的可利用水量（当前库容与时

段来水量之和）高于相应用水户供水限制线对应的库容， 则按需求供给， 否则该用户的用水满足程度受到限

制。 由图 １ 可知， ３ 条供水限制线， 连同死水位、 正常高水位或汛限水位， 将水库库容划分为 Ａ 上区、 Ａ
区、 Ｂ 区、 Ｃ 区、 Ｄ 区和 Ｄ 下区。

图 １　 潘家口水库生态调度

Ｆｉｇ １ Ｐａｎｊｉａｋｏｕ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其次， 首先定义中间变量

ＡＶ（ ｉ） ＝ Ｖ（ ｉ， ｊ － １） ＋ Ｑ（ ｉ， ｊ）Δｔ － ＷＬ（ ｉ， ｊ） － ＤＷＩ（ ｉ， ｊ） － ＤＷＥ（ ｉ， ｊ） － ＤＷＡ（ ｉ， ｊ） （７）
式中　 ＡＶ（ｉ） 为 ｉ 水库的实时库容， 其他变量意义同上。 针对 ＡＶ（ｉ） 所处的分区状态， 制定其相应的调度仿真规

则。 考虑到篇幅和代表性， 下面仅阐述 ＡＶ（ｉ） 处于 Ｃ 区仿真规则的制定过程。 ＡＶ（ｉ） 处于 Ｃ 区即 ＶＩ（ｉ， ｊ） £ＡＶ（ｉ） ＜
ＶＥ（ｉ， ｊ） ， 表示若按完全满足用户需水要求向 ３ 个用水户供水后， 时段末水位处于 Ｃ 区。 这意味着城市用水可得

以满足， 但生态与农业需水的满足程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须视以下情况而定。 兹引入新变量 ＢＶ（ｉ） ：
ＢＶ（ ｉ） ＝ Ｖ（ ｉ， ｊ － １） ＋ Ｑ（ ｉ， ｊ）Δｔ － ＷＬ（ ｉ， ｊ） － ＤＷＩ（ ｉ， ｊ） － ＤＷＥ（ ｉ， ｊ） （８）

（１） 如果 ＡＶ（ ｉ） £ＢＶ（ ｉ） ＜ ＶＥ（ ｉ， ｊ） ， 意味着农业需水被完全破坏， 生态需水的破坏程度存在不确定性，
需再引入新的中间变量 ＣＶ（ ｉ） ：

ＣＶ（ ｉ） ＝ Ｖ（ ｉ， ｊ － １） ＋ Ｑ（ ｉ， ｊ）Δｔ － ＷＬ（ ｉ， ｊ） － ＤＷＩ（ ｉ， ｊ） （９）
如果 ＢＶ（ ｉ） £ＣＶ（ ｉ） ＜ ＶＥ（ ｉ， ｊ） ， 生态需水也被完全破坏，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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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ＷＩ（ ｉ， ｊ） ＝ ＤＷ Ｉ（ ｉ， ｊ）
ＧＷＥ（ ｉ， ｊ） ＝ ０
ＧＷＡ（ ｉ， ｊ） ＝ ０
ＱＳ（ ｉ， ｊ） ＝ ０
Ｖ（ ｉ， ｊ） ＝ Ｖ（ ｉ， ｊ － １） ＋ Ｑ（ ｉ， ｊ）Δｔ － ＷＬ（ ｉ， ｊ） － ＤＷＩ（ ｉ，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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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如果 ＣＶ（ ｉ） ⩾ ＶＥ（ ｉ） ， 生态需水被部分破坏， 那么

ＧＷＩ（ ｉ， ｊ） ＝ ＤＷＩ（ ｉ， ｊ）
ＧＷＥ（ ｉ， ｊ） ＝ ｍｉｎ（ＣＶ（ ｉ） － ＶＥ（ ｉ， ｊ）， ＧＷＥ（ ｉ， ｊ））
ＧＷＡ（ ｉ， ｊ） ＝ ０
ＱＳ（ ｉ， ｊ） ＝ ０
Ｖ（ ｉ， ｊ） ＝ Ｖ（ ｉ， ｊ － １） ＋ Ｑ（ ｉ， ｊ）Δｔ － ＷＬ（ ｉ， ｊ） － ＤＷＩ（ ｉ， ｊ） － ＧＷＥ（ ｉ，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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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２） 如果 ＶＥ（ ｉ） £ＢＶ（ ｉ） ＜ ＶＡ（ ｉ， ｊ） ， 意味着城市和生态需水得以满足， 农业需水被完全破坏， 那么

ＧＷＩ（ ｉ， ｊ） ＝ ＤＷＩ（ ｉ， ｊ）
ＧＷＥ（ ｉ， ｊ） ＝ ＤＷＥ（ ｉ， ｊ）
ＧＷＡ（ ｉ， ｊ） ＝ ０
ＱＳ（ ｉ， ｊ） ＝ ０
Ｖ（ ｉ， ｊ） ＝ Ｖ（ ｉ， ｊ － １） ＋ Ｑ（ ｉ， ｊ）Δｔ － ＷＬ（ ｉ， ｊ） － ＤＷＩ（ ｉ， ｊ） － ＧＷＥ（ ｉ，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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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３） 如果 ＢＶ（ ｉ） ＞ ＶＡ（ ｉ） ， 意味着城市和生态需水得以满足， 农业需水可能部分被满足， 那么

ＧＷＩ（ ｉ， ｊ） ＝ ＤＷＩ（ ｉ， ｊ）
ＧＷＥ（ ｉ， ｊ） ＝ ＤＷＥ（ ｉ， ｊ）
ＧＷＡ（ ｉ， ｊ） ＝ ｍｉｎ（ＢＶ（ ｉ） － ＶＡ（ ｉ， ｊ）， ＤＷＡ（ ｉ， ｊ））
ＱＳ（ ｉ， ｊ） ＝ ０
Ｖ（ ｉ， ｊ） ＝ Ｖ（ ｉ， ｊ － １） ＋ Ｑ（ ｉ， ｊ）Δｔ － ＷＬ（ ｉ， ｊ） － ＤＷＩ（ ｉ， ｊ） － ＧＷＥ（ ｉ， ｊ） － ＧＷＡ（ ｉ，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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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按照上述过程， 可以制定 ＡＶ（ ｉ） 处于 ６ 个不同分区， 满足完备性条件的仿真规则。
１ ３ ２　 水库发电模拟

为分析供水对发电目标的影响， 建立水库发电仿真模拟模型作为整个仿真模型的一个组成部分

Ｅ（ ｉ， ｊ） ＝ ＫｅＱｅ（ ｉ， ｊ）Ｈ（ ｉ， ｊ）Δｔ（ ｊ） （１４）
式中　 Ｅ（ｉ， ｊ） 为 ｉ 水库 ｊ 时段的发电量； Ｋｅ为发电效率系数， 本文取 Ｋｅ ＝８ ６； Ｑｅ（ｉ， ｊ） 为发电流量 ； Ｈ（ｉ， ｊ）
为 ｉ 水库 ｊ 时段水电站发电净水头， 本文取水库时段平均库容对应库水位与时段泄流对应的坝下水位之差再减

去 ０ ５ ｍ 的水头损失。
１ ３ ３　 河流生态效果改善评估模拟

为了评估人类活动对生态水文情势的影响， Ｒｉｃｈｔｅｒ 等［１１］ 提出了基于水文改变指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ＨＡ）的水文变异度方法（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ＲＶＡ）， 其计算公式为

Ｄｍ， ｎ ＝ Ｎｍ， ｎ ／ Ｎｅｎ － １ ０ （１５）
式中　 ｎ 为 ＲＶＡ 不同区间（０～３３％， ３３％～６７％和 ６７％ ～１００％）的序号； Ｄｍ，ｎ 为第 ｍ 个 ＩＨＡ 第 ｎ 区间的水文

改变度； Ｎｅｎ 为受影响后 ＩＨＡ 预期落于第 ｎ 区间的年数， 通常用 Ｒｎ与 Ｎｔ的乘积表示， Ｒｎ为受影响前 ＩＨＡ 落入

第 ｎ 区间的比例， 等于 ３３％， Ｎｔ为受影响后的总年数； Ｎｍ， ｎ 为受影响后第 ｍ 个 ＩＨＡ 仍落于第 ｊ 区间的年数。
ＲＶＡ 旨在通过比较重要历史事件（例如建坝）前后河道 ＩＨＡ 变化， 分析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本文借

用该方法， 通过比较现状调度与本文提出的生态调度方式下的控制站流量系列， 来判断调度方案对生态系统

的改善效果， 是水文改变度方法的一种新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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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内容外， 建立基于水库分区运用的水资源系统仿真模型， 还需建立水源与用水户之间供水、 耗

水、 排水关系， 以及用水户及水利要素间拓扑结构等模块， 由于这些与常规方法差异不大， 故毋庸赘述。
１ ４　 ＭＲＥＯＭ⁃ＳＲＳＣ 的智能求解算法

采用仿真模型与实码加速遗传算法（Ｒｅａｌ Ｃｏｄ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ＲＡＧＡ） ［１０］相结合的途径作

为 ＭＲＥＯＭ⁃ＳＲＳＣ 的优化求解方法， 具体过程包括资料输入、 优化调控和结果统计分析等 ３ 部分。
（１） 资料输入　 输入每个水库历年逐日来水与需水过程， 水库特征参数和水位～库容～面积等特征曲线、

水库泄流能力、 河道引提水能力等约束条件； 河道控制站点的生态环境需水过程； 水电站的装机容量， 发电出

力系数等参数； 输入 ＲＡＧＡ 计算参数， 本文设置群体数目 Ｎ＝３００， 迭代次数为 ２， 优秀个体数目为 Ｎｏｐｔ ＝２０。
（２） 优化调控　 ① 在自变量的允许变动范围（水库不同用户的供水限制线在死库容对应水位与正常高水

位（汛期为汛限水位）之间； 分水系数为 ０～１ 之间）内， 随机产生 ３００ 个染色体。 每个染色体相当于水库群系

统的一个运行方案， 如果系统含有 Ｙ 个调节水库， 则一条染色体隐含了 ３ＹＴ＋Ｘ 个变量的信息（Ｔ 为水库年内

时段数， Ｘ 为分水系数数目总和）。 ② 判断产生的运行方案是否满足约束条件， 如果不满足则需进行调整。
前已述及， 模拟规则已把大部分约束条件消化了， 只剩下决策变量自身约束（见式（２）和式（３））。 由于自变

量是在允许范围内随机产生的， 并未考虑之间的大小关系， 因此存在染色体不满足式（２）的可能性。 为此笔

者采取如下办法进行处理： 对某个水库具体时段对应的染色体变量从大到小进行排序后重新按照优先级赋

值。 ③ 以每个染色体作为水库群系统的一个运行方案， 运行仿真模型， 按照 “时段法” 或 “水量法” 统计

每个用水户的保证率， 再根据式（１）计算该染色体的目标函数值， 依次类推逐一计算这 ３００ 个染色体对应的

目标函数值， 据此计算每个染色体的适应度函数值［１０］。 ④ 对上述 Ｎ 个染色体分别进行选择、 变异和杂交操

作， 构成 ３Ｎ 个染色体； 再对这 ３Ｎ 个染色体进行步骤②和步骤③的操作， 从中优选出 Ｎ 个作为子代群体，
并同时记录排在最前面的 Ｎｏｐｔ染色体。 ⑤ 把步骤④的 Ｎ 个染色体替代①随机产生的父代群体， 依次运行步

骤②～步骤④； 合并步骤④连续两次计算得到的 Ｎｏｐｔ染色体， 取对应变量的上下限作为优化变量的新搜索范

围， 返回步骤①。 如此循环反复， 直至满足程序结束条件转到（３）。
（３） 计算结果统计　 输出的计算结果包括每个参与调节计算的水库生态调度图， 不同用户的供水保证

率、 发电量和目标函数值； 逐时段的水库入库、 出库、 发电量和重要控制断面的流量过程等。

２　 实例分析

２ １　 研究区概况

滦河流域下游水资源系统， 有潘家口、 大黑汀和桃林口三座大型水库， 是引滦枢纽工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 潘家口水库位于滦河， 具有不完全多年调节功能的引滦工程龙头水库， 流域面积为 ３３ ７００ ｋｍ２， 占流域

总面积的 ７５％以上， 总库容为 ２６ ３ 亿 ｍ３， 兴利库容为 １９ ５ 亿 ｍ３， 坝址以上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２４ ５ 亿 ｍ３；
该水库以供水为主， 结合供水发电， 兼顾防洪和水产养殖。 潘家口水库主汛期（７ 月 １ 日～８ 月 １５ 日）以汛限

水位 ２１６ ０ ｍ 控制； ８ 月 １６ 日～３０ 日用正常高水位 ２２２ ０ ｍ 控制， ９ 月 １ 日～３０ 日用最高蓄水位 ２２４ ７ ｍ 控

制； 非汛期（１０ 月 １ 日～次年 ６ 月 ３０ 日）继续蓄水， 用最高蓄水位 ２２４ ７ ｍ 控制。 大黑汀水库在潘家口水库

主坝下游 ３０ ｋｍ 处， 流域面积为 ３５ ３００ ｋｍ２， 总库容为 ３ ３７ 亿 ｍ３， 正常蓄水位与死水位分别为 １３３ ００ ｍ 和

１２１ ５０ ｍ， 为潘家口水库的反调节水库， 主要作用是承接潘家口水库的调节水量、 抬高水位， 通过引滦入津

和引滦入唐输水工程向天津、 唐山两市供水， 属于年调节水库， 不承担下游防洪任务。 桃林口水库位于青龙

河上， 流域面积为 ５ ０６０ ｋｍ２， 总库容为 ８ ５９ 亿 ｍ３， 兴利库容为 ７ ０９ 亿 ｍ３， 是秦皇岛市的主要水源， 同时

还承担卢龙灌区和滦下灌区的灌溉任务， 为年调节水库。 汛期与非汛期水库运行的限制水位均为 １４３ ４ ｍ，
汛期洪水调度以确保大坝安全和正常蓄水为主， 并相机为下游错峰。 滦县站是滦河水系的重要水文站和生态

水文状况的主要指示对象。 滦河下游水资源系统网络概化如图 ２ 所示。
２ ２　 建模数据

（１） 来水数据　 潘家口水库和桃林口水库的 ４４ 年逐日入库径流资料（１９５７ 年 ７ 月 １ 日～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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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滦河下游水资源系统概化

Ｆｉｇ ２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Ｌｕａｎ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２） 需水数据　 据统计， 潘家口水库 １９８３—２００２ 年向天津和唐山地区年均供水 ７ ７４ 亿 ｍ３， 其中城市

供水 ７ ４７ 亿 ｍ３， 向农业供水 ０ ２７ 亿 ｍ３； 桃林口水库自建库以来多年平均供水 ６ ７６ 亿 ｍ３， 其中向城市供

水 １ ８２ 亿 ｍ３， 向农业供水 ４ ９４ 亿 ｍ３。 本文以统计期间的供水量为需水量， 以多年平均逐日供水过程为相

应的需水过程。 在综合对比国内外 １００ 多种河道生态需水计算方法的基础上， 笔者利用滦县站 １９５６—２０００
年逐日径流资料， 选择 ＩＨＡ 方法， 计算了滦县站的生态基流过程线， 结果详见文献［３］。

（３） 其他数据　 除来、 需水资料外， 还包括水库水位～库容～面积关系， 水库泄流能力曲线， 多年平均

时段蒸发渗漏损失， 水电站耗水性能曲线以及水库供水能力、 装机容量等特征参数资料。 需指出的是， 本研

究未收集到大黑汀和桃林口水库的发电运行资料， 故在实例中只能给出潘家口水库的发电计算结果。
２ ３　 目标函数中不同用户供水保证率权重的确定

根据城市、 河道生态环境和农业灌溉 ３ 个用水户的优先关系， 利用基于信息熵的层次分析法（ＡＨＰ⁃
ＭＲＥ） ［３］确定不同用户的权重， 建立的模糊优先关系矩阵

城市 生态 农业　

Ａ ＝
０ ５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５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进而将 Ａ 转化为 ９ 标度矩阵后， 利用信息熵确定的权重为 α ＝ ０ ６３７、 β ＝ ０ ２５８、 γ ＝ ０ １０５。
２ ４　 计算结果分析

汛期 ７～９ 月以旬为计算时段， 非汛期以月为计算时段， 这样年内计算时段共计 １８ 个。 上述数据输入模

型后运行 ＭＲＥＯＭ⁃ＳＲＳＣ， 得到潘家口、 桃林口和大黑汀水库群联合运用生态调度图， 如图 １ 和图 ３ 所示。
由图 １ 和图 ４ 可以看出， 据 ＭＲＥＯＭ⁃ＳＲＳＣ 制订的水库群联合调度图可以直观地指导水库的有序运行，

实现多年平均效益的最大化。 表 １ 列出了潘家口水库多年平均不同时段的分水系数。
由表 １ 可以看出潘家口水库汛期分水系数相对非汛期偏小， 这表明为尽可能确保滦县水文站生态流量要

求， 潘家口、 大黑汀充分发挥了库容大、 调节能力强的优势， 体现了联合优化调度的作用。 此外， 统计了 １９５７
年 ７ 月 １ 日～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模拟计算结果， 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中， “模拟天数” 指本次模拟计算的总天数

为 １６ ０７１ ｄ； 滦县站断流天数指在模拟计算的 １６ ０７１ ｄ 中日平均流量小于 ０ １ ｍ３ ／ ｓ 的天数； “保证率” 为需水量

满足天数与模拟天数的比值。 从表 ２ 可以看出， 生态调度方式下潘家口水库城市、 河道生态和农业用水保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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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９９ ９％、 ９２ ２％和 ８６ ０％， 经济社会供水（城市和农业之和）保证率为 ９７ ８％； 而现行调度方案的经济社

会供水保证率为 ９７ ５％； 桃林口水库的城市、 河道生态和农业供水保证率分别为 ９９ ３％、 ９７ ９％和 ９１ １％， 经

济社会供水保证率 ９４ ７％， 而现状调度方式的供水保证率仅为 ９５ ４％。 河道生态供水保证率由 ４６ ９％提高到

９３ ８％， 断流天数由 ６ ４９６ ｄ 减少为 ３６１ ｄ； 潘家口水库的多年平均发电量基本不变。

图 ３　 桃林口水库生态调度

Ｆｉｇ ３ Ｔａｏｌｉｎｋｏｕ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表 １　 潘家口水库多年平均时段分水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ｙｅａｒｓ ｗａｔｅｒ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ｎｊｉａｋｏｕ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月份 ７ 月 ８ 月 ９ 月 １０ 月 １１ 月 １２ 月 １ 月 ２ 月 ３ 月 ４ 月 ５ 月 ６ 月

时段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分水系数 ０ ６８ ０ ６４ ０ ５９ ０ ５７ ０ ６１ ０ ５９ ０ ６０ ０ ６４ ０ ５５ ０ ５６ ０ ６３ ０ ６８ ０ ７３ ０ ８４ ０ ７７ ０ ７３ ０ ７１ ０ ７７

表 ２　 水库群生态调度和现状调度方式效果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需水方案 现状调度 生态调度

模拟天数 ／ ｄ １６ ０７１ １６ ０７１
滦县站断流天数 ／ ｄ ６ ４９６ ３６１

滦县站多年平均生态需水总量 ／ 亿 ｍ３ ９ ３２ ９ ３２

滦县站多年平均生态缺水总量 ／ 亿 ｍ３ ４ ９５ ０
滦县站生态供水保证率 ／ ％ ４６ ９ ９３ ８

潘家口多年平均供水量 ／ 亿 ｍ３ ７ ７４ ７ ４７（城市）、 ０ ２５（农业）

桃林口多年平均供水量 ／ 亿 ｍ３ １ ８２ １ ８２（城市）、 ３ １９（农业）
潘家口多年平均供水保证率 ／ ％ ９７ ５ ９９ ９（城市）、 ９２ ２（生态）、 ８６ ０（农业）
桃林口多年平均供水保证率 ／ ％ ９５ ４ ９９ ０（城市）、 ９４ ９（生态）、 ７５ ８（农业）
潘家口多年平均发电量 ／ 亿 ｋＷ ｈ ３ １４ ３ ２４

　 　 图 ４ 为滦县站在现状和生态调度方式下不同年型的水量对比关系， 其中枯水年、 偏枯年、 平水年和丰水

年分别指 １９９５ 年、 １９９３ 年、 １９８８ 年和 １９８１ 年 ４ 个典型年。 由图 ４ 可知， 多年平均情况下现状与生态调度

滦县站过水总量基本一致， 丰水年份现状调度明显高于生态调度， 而在枯水年份现状调度直接就断流了。 图

５ 为生态调度方式下模拟期内大黑汀放水、 桃林口放水和滦县站水量及其与生态需水的对比图。
潘家口水库自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下闸蓄水， 因此本文通过计算滦县站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生态调度相对于现状调

度条件下逐日流量系列 ＩＨＡ 水文改变度（限于篇幅表略）， 分析生态调度相对于现状调度对河道生态环境的

改善效果。 由计算结果知， ９ 月至次年 ５ 月份的月平均流量 ＩＨＡ， 以及 １ 日、 ３ 日、 ７ 日、 ３０ 日和 ９０ 日最小

平均流量 ＩＨＡ， 低区间和中区间水文改变度为负， 高区间水文改变度为正且均都大于 １， 这表明相对于现状

调度， 生态调度降低了 ＩＨＡ 落入中区间和低区间的概率； 而汛期 ６ ～ ８ 月份的月平均流量 ＩＨＡ， 高区间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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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度为负， 表明生态调度则降低了 ＩＨＡ 落入高区间的可能性。 基流指数水文改变度， 高区间为 １ ８５７， 中

区间和低区间达到了－０ ７１ 和－１ ０， 说明基流指数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 总体看来， 低区间越小对生态改

善越有利的 ＩＨＡ， 水文改变度为 “负”； 高区间越大越好的 ＩＨＡ 指标， 其水文改变度亦为 “负”， 反映了生

态调度均化流量的特点， 但这对中国北方缺水地区而言， 这样的生态改善效果也是难能可贵的。

图 ４　 滦县站不同调度方式下的典型年径流对比

Ｆｉｇ ４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ｏｆ Ｌｕａｎｘｉａ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ｙｅａｒ

　

图 ５　 生态调度方式下模拟期滦县站年径流

Ｆｉｇ ５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ｏｆ Ｌｕａｎｘｉａ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ｃｏ 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ｍｏｄｅ

综上所述， 水库群生态调度由于优化了水库调度方式、 发挥了库群间的联合调节能力， 调蓄汛期的部分

洪水资源， 为非汛期生态环境提供保障， 在几乎不影响水库供水和发电效益前提下显著提高了河道生态供水

保证率， 特别是对枯水年份， 枯水期生态系统的改善显著。

３　 结　 　 论

建立了基于库容分区运用的水库群生态调度模型 ＭＲＥＯＭ⁃ＳＲＳＣ， 阐述了 ＭＲＥＯＭ⁃ＳＲＳＣ 的建模过程和工作

原理。 以滦河下游水资源系统为对象开展了模型应用研究， 获得了现状供水规模下水资源系统长期运行策略，
绘制了潘家口、 大黑汀和桃林口水库的分区运用联合调度图； 从用水保证率、 发电量和生态系统改善效果等多

个方面分析了调度方案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提出的生态调度方案， 较之现状调度更好地解决了多个用水户竞争

矛盾， 更好地发挥了水库群的联合调节能力， 在不影响水库供水和发电效益前提下， 显著提高了下游河道的生

态环境效益， 滦县水文站生态环境供水保证率由 ４６ ９％提高到 ９３ ８％， 断流天数由 ６ ４９６ ｄ 减少为 ３６１ ｄ。
本研究力图通过建立水资源系统多要素仿真模型， 综合考虑调度方案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从若干

调度方案中选择更能反映实际情况、 更具可操作性的满意调度方案， 但由于资料等条件所限尚难以如愿。 例

如， 本文未收集到大黑汀和桃林口水库的发电运行资料， 未能分析调度方案对这两个水库发电效益的影响，
需在今后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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