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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洪水资源利用有助于缓解北方地区的水资源紧缺形势， 风险适度性作为洪水资源利用三大适度性之一， 用

于指导洪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安全利用。 在水库汛限水位调整中， 提出采用不同频率设计洪水进行不同汛限水位

条件下的洪水调节计算， 并结合水库的经济与生态供水目标进行长系列用水调度模拟和供水效益分析， 综合确定

风险适度性的方法。 对密云水库的计算分析表明， 主汛期汛限水位从原设计的 １４７ ００ ｍ 安全抬高至目前的 １５２ ００
ｍ 是可靠的， 其风险阈值上限为 １５３ ２０ ｍ； 后汛期汛限水位可从目前的 １５４ ００ ｍ 安全抬高至 １５５ ４０ ｍ。 两种情况

下水库供水保证率可以分别提高 ０ ３０％和 ０ ０１％， 且大坝和下游防护区的防洪风险率分别为 ０ ０１％和 １％， 与原设

计一致， 满足洪水资源安全利用的风险适度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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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用水需求的不断增长及水资源利用能力的不断提高， 激发了人们对水资源利用方式的进一步探
索， 洪水资源利用就是人们在水资源一般性开发利用的基础上对以往难以利用的洪水资源的进一步潜力挖掘。
在水库运用中， 结合气象、 径流预报等非工程措施， 通过动态调整水库汛限水位就是更好地利用洪水资源的手
段之一［１⁃２］。 由于水资源的多重属性， 洪水资源利用也要协调 “兴利” 和 “除害” 这一对矛盾， 水库在抬高汛
限水位以提高洪水资源利用的同时， 也会增加生态和防洪风险， 需进行洪水资源管理的评价分析［３］和洪水资源
安全利用适度性评价， 包括生态适度性［４］、 经济适度性［５］和风险适度性。 洪水资源利用风险是 “在特定的时空
环境条件下， 在利用洪水资源解决水资源短缺和维系良好生态环境的过程中， 所发生的非期望事件及其发生的
概率并由此产生的损失程度” ［６］。 对于水库的洪水资源利用所产生的风险分析与评价方法， 已有一些成果， 如
水资源系统风险评估的模型和方法［７］， 利用调度风险⁃效益决策模型进行洪水资源利用风险管理的方法［８⁃９］， 对
水库自身及防洪对象防洪风险再校核的方法等［１０⁃１１］。 这些评价方法的准则都是着眼于对洪水资源利用所产生的
新的效益和风险对比， 但也有所不同： 一种是对比新增效益和风险的中间值， 如新增的供水保证率和防洪风险
率； 另一种是对比新增效益和风险最终值， 如新增的供水效益值和防洪风险损失值。

本文在已有洪水资源利用生态适度性和经济适度性研究及其生态用水调度分析平台［１２］ 的基础上， 进一
步研究水库洪水资源安全利用风险适度性的分析方法， 强调在水库汛限水位调整的洪水资源利用中的风险率
阈值上限的适度性评价准则。 通过对汛限水位调整、 新增防洪风险和新增供水效益等进行长系列模拟计算与
分析， 评价洪水资源利用的风险适度性， 阐述洪水资源利用风险适度性的计算方法。

１　 研究方法

１ １　 风险指标确定

洪水资源是水资源的一种特殊形式， 其时间和空间的延伸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 如洪水的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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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 洪量及洪峰出现时间等误差均会对水库防洪造成风险。 有研究［１３］ 认为， 对于受水库大坝影响的流域，
水资源利用面临许多竞争压力， 其单位水资源的经济活动效益约是未受大坝影响地区的 ２５ 倍； 从潜在风险

的角度分析， 这也预示洪水失事对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损失相对更高， 即洪水资源利用的风险性影响更大。
作为水库控制洪水利用的关键要素， 抬高汛限水位能够提高兴利供水和生态环境用水， 但会影响到防洪风

险。 随着水库汛限水位的提高， 其潜在防洪风险相应增大， 需要对其产生的风险与效益定量分析和评价， 确

定合理的调整范围和风险空间， 以满足洪水资源安全利用的要求。
水库主要是通过调整汛限水位和改变调度方式进行洪水资源利用， 防洪风险的确定同汛限水位的调整密

切相关， 因此风险适度性体现在水库汛限水位调整和水库防洪调度的合理性上。 防洪风险的评估一般是对某

一级别洪水下受淹区域损失经济量的评价， 但受损失经济量评价的背景值采集与评价方法的限制， 通常防洪

风险也表述为与可靠度相对应的风险率， 即某种损失发生的可能性［１４］。 本文采用风险率的定义［８⁃９］作为风险

适度性评价指标之一， 包括防护区防洪风险率和漫坝风险率。
防护区防洪风险率是指下游遭受洪水淹没损失的频率， 而漫坝风险率是 “在所选的动态汛限水位下，

可能遭遇各种大小量级的洪水， 其中调洪最高水位超过批复的校核或保坝水位的概率” ［１５］， 描述如下：
Ｒｄ ＝ Ｒ（Ｆｍ ≥ Ｆｄ） （１）
Ｒｂ ＝ Ｒ（Ｚｍ ≥ Ｚｃ） （２）

式中　 Ｒｄ为下游防护区防洪风险率； Ｆｍ为水库防洪下泄的流量； Ｆｄ为防护区防洪设计的安全流量； Ｒｂ为漫

坝风险率； Ｚｍ为调洪计算的最高水位； Ｚｃ为批复的校核或保坝水位。
考虑不同频率典型洪水过程， 以产生洪水失事的设计洪水频率作为大坝本身和下游防护区的防洪风险

率。 根据水库防洪调度规则， 确定水库在不同起调水位情况下防洪调度中超出下游安全流量的洪水， 计算相

应的防洪风险率； 计算水库在不同起调水位情况下调洪过程的最高水位， 超过校核洪水位的相应洪水频率作

为水库防洪调度的漫坝风险率， 以作为分析洪水资源利用风险适度性的基础。
１ ２　 效益指标确定

水库汛限水位抬高会产生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 由于供水产生效益的数量化评价， 取决于服务对象经济

价值的估算， 其不确定性较大， 此处以供水保证率作为效益分析的计算指标。 研究在已有生态用水调度模型

和生态适度性准则的基础上［１２］， 利用长系列水文资料， 以不同汛限水位为边界条件进行社会经济供水保证

率（Ｐ）的计算。
Ｐ ＝ ｔｍ ／ Ｔ （３）

式中　 ｔｍ为调度模型计算的满足需水的时段数； Ｔ 为长系列计算的总时段数。 通过调整不同汛限水位参数，
计算得到相应的社会经济供水保证率， 作为洪水资源利用效益经济适度性的评价依据。
１ ３　 风险适度性准则

洪水资源利用的风险适度性分析， 就是要根据当前具体情况和原有防洪设计标准， 对洪水资源利用的风

险率和效益进行综合定量评价， 分析随着水库汛限水位的抬高， 其风险和效益变化的趋势， 研究风险率和效

益之间合理的平衡点， 判断抬高汛限水位的可能性及上限。 因此， 洪水资源利用风险适度性准则应包括两个

方面， 一是新增风险上限的阈值控制准则， 二是新增效益和新增风险的平衡控制准则。
由于大坝本身的防洪标准通常高于下游防护区的防洪标准， 从风险的角度， 调洪计算受到风险上限阈值

的约束； 其阈值控制准则是根据水库或下游防护区的防洪设计标准， 确定风险率的指标阈值（Ｒ ｆ０）， 使得最

后选定的汛限水位计算出的风险率（Ｒ ｆ）满足

Ｒ ｆ ≤ Ｒ ｆ０ （４）
根据水库防洪调度规则、 防洪风险率或漫坝风险率（Ｒ ｆ）， 确定其较严格的起调汛限水位（Ｈｓ）， 作为汛

限水位调整的安全阈值：
Ｈｓ ＝ ｍｉｎ｛Ｈ（Ｒｄ）， Ｈ（Ｒｂ）｝ （５）

其中， Ｈ（Ｒｄ）和 Ｈ（Ｒｂ）分别为满足下游防护区标准和大坝防洪标准的汛限水位阈值。 防洪风险率会在某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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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洪水时增加较快， 而洪水资源利用所增加的效益可能逐渐减小， 风险适度性要确定风险率的较快增加和供

水效益的逐渐减小区间， 其平衡控制准则是使得增加的风险和效益比不超过最不利的阈值， 以确定风险效益

比的变化趋势平衡区间， 表达如下：
Ｓ ＝ ΔＲ ／ ΔＰ ∈ ［０，Ｓｍ］ （６）

此时， 要使水库和下游防护区均能够处于安全运行状态， 利用不同汛限水位下防洪调度的风险⁃效益分

析结果， 确定满足防洪标准的汛限水位阈值， 使得风险率降低至合理区间。 另外， 生态用水调度模型考虑了

生态需水和社会经济供水目标， 与风险率计算准则结合， 能够实现洪水资源利用的生态适度性、 经济适度性

和风险适度性的综合定量评价。

２　 应用实例

２ １　 应用背景

密云水库位于北京市密云县境内潮河白河交汇处， 是华北地区第二大水库。 水库于 １９５８ 年开工， １９６０
年完成， 最初的任务是防洪、 供水、 灌溉、 发电和渔业。 “７５ ８” 大水后， 密云水库按可能最大洪水（ＰＭＦ）
进行了校核和加固改建， 改建后防洪能力为 １ ０００ 年一遇设计（Ｚｄ ＝ １５７ ５０ ｍ， 相应库容为 ３９ ６４ 亿 ｍ３），
１０ ０００ 年一遇校核（Ｚｃ ＝ １５８ ５０ ｍ， 相应库容为 ４１ ４５ 亿 ｍ３）。 最初设计时汛限水位定在 １４７ ００ ｍ， 后经复

核及修正逐步抬高， １９７６ 年抬高至 １４８ ００ ｍ， １９９４ 年抬高至 １５０ ００ ｍ， 整个汛期一致。
密云水库下游防护对象以苏庄站为控制断面， 与怀柔水库联合调度。 当来水小于 １００ 年一遇标准时， 受

到苏庄站过流能力的限制， 密云水库承担防洪任务， 其下泄流量见表 １； 当来水超 １００ 年一遇且水位达到 Ｚｄ

时便不再考虑苏庄站的防洪限制， 下泄流量为入库洪水和下泄能力中的较小值。

表 １　 潮白河苏庄站设计洪水组合 ｍ３ ／ ｓ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ｆｌｏｏｄ ｆｌｏｗ ｏｆ Ｓｕｚｈｕａ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ａｏｂａｉ Ｒｉｖｅｒ

洪水频率 ／ ％ 密云水库下泄流量 怀柔水库下泄流量 苏密怀区间流量 苏庄组合流量

１０ ５５０ ２００ ９５０ １ ７００

５ ５５０ ３２０ １ ３９０ ２ ２６０

２ ５５０ ４００ ２ ０５０ ３ ０００

１ １ ５００ １ ９８０ ２ ２５０ ５ ７３０

　 　 １９８０ 年以后， 在入库径流不断减少和北京市用水量不断增加的情势下， 密云水库逐渐退出了为河北、
天津及北京市农业的供水序列。 然而， 在华北水资源日趋紧张的同时， 受汛限水位约束， １９９４—１９９８ 年间

水库仍有 １１ ６ 亿 ｍ３的弃水， 约占同期来水的 １０％。 ２００６ 年， 清华大学对密云水库汛限水位进行了进一步研

究， 分析了 １９１８—２０００ 年 ８３ 年的坝址洪水资料， 年内最大洪峰流量大于 ３ ０００ ｍ３ ／ ｓ 的时段全部位于 ８ 月 １０
日之前， 结合洪水特点统计、 水库防洪任务和下泄水量能力， 划分为主汛期（６ 月 １ 日至 ８ 月 １０ 日）和后汛

期（８ 月 １１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 其不同频率洪水的洪峰流量见表 ２（ＰＭＦ 为可能最大洪水）； 分析 １９５０ 年以来

密云水库坝址和苏密区间洪峰流量、 ７ 日洪量、 １５ 日洪量， 发现密云水库洪峰与苏密区间峰、 量之间没有出

现同频率发生的情况； 密云水库 ７ 日洪量、 １５ 日洪量与苏密区间同频率洪峰基本不同时发生， 与同频率洪

量也不同时发生［１６］， 可考虑密云水库和苏密区间错峰调度， 以降低洪水风险和提高洪水资源利用。 此外，
密云水库泄流能力很大， 当水位达到 Ｚｄ时， 泄流能力（Ｑｄ）为 １４ ９００ ｍ３ ／ ｓ， 高于后汛期 １０ ０００ 年一遇洪水的

洪峰流量， 可进一步抬高汛限水位。 经研究论证， 汛限水位再次调整， 主汛期调升至 １５２ ００ ｍ， 后汛期设

置为 １５４ ００ ｍ。
采用 ２０００ 年规划成果的社会经济需水资料， １９５６—２００２ 年长系列水文资料（非汛期采用月系列， 汛期

采用旬系列）， 进行社会经济供水保证率的计算； 选用 ３０ 日设计洪水进行汛限水位调整的调洪演算。 当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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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１００ 年一遇标准时， 考虑下游防洪要求， 同时水库的最高蓄水位不超过 Ｚｄ， 对不同汛限水位（Ｚ′）的不

同频率洪水进行计算， 得到不同的防洪高水位（图 １）。 分析表明， 密云水库的汛限水位从最初的 １４７ ００ ｍ
调整至目前的 １５２ ００ ｍ， 下游防洪风险率约为 ０ ７％（Ｒ１）， 尚高于下游防护区的防洪标准， 其汛限水位仍有

一定的调整空间。

表 ２　 密云水库不同设计洪水的洪峰流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ｅａｋ ｆｌｏｗ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ｆｌｏｏｄｓ ｆｏｒ Ｍｉｙｕ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汛期 洪水频率 ／ ％ 洪峰流量 ／ （ｍ３·ｓ－１）

主汛期

ＰＭＦ ２３ ３００

０ ０１ ２２ ６００

０ １ １５ ８００

０ ５ １０ ８００

后汛期
０ ０１ １２ ６００

０ １ ８ ６４０

　 　

图 １　 不同汛限水位的密云水库下游防洪风险

Ｆｉｇ １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ｆｌｏｏ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Ｍｉｙｕ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ｌｏｏｄ ｌｉｍｉｔ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２ ２　 后汛期限制水位调整的适度性分析

为进一步挖掘潜力， 以 ２００６ 年成果主汛期限制水位 １５２ ００ ｍ 为基础， 研究抬高后汛期限制水位的可行
性及其风险和效益。 对于后汛期 １０ ０００ 年一遇洪水， 其洪峰流量 １２ ６００ ｍ３ ／ ｓ 低于设计洪水位 Ｚｄ时相应的泄
流能力 Ｑｄ， 因此， 对于重现期在 １００～１０ ０００ 年的洪水， 较大的泄流能力能够保证后汛期最高蓄水位不超过
Ｚｄ， 也即 Ｒ ｆ＜Ｒ ｆ０， 无漫坝风险。

对于后汛期 １００ 年一遇以下的洪水， 要考虑下游防护区防洪要求， 根据密云水库及下游的防洪调度规

则， 选用不同的限制水位进行调洪演算。 计算结果如表 ３ 所示， 随着起调水位逐渐升高至 １５５ ４２ ｍ， 最高水
位达到 Ｚｄ； 如果汛限水位超过该水位， 会导致 Ｒ ｆ＞Ｒ ｆ０， 无法满足密云水库的防洪标准。 因此， 后汛期限制

水位的上限为 １５５ ４２ ｍ， 此时下游防洪的风险率为 １％， 同时不会影响大坝本身安全。
利用生态用水调度模型， 将后汛期限制水位从 １５４ ００ ｍ 抬高至 １５５ ４２ ｍ， 进行密云水库生态用水调度

的水量计算， 相应的社会经济供水保证率从 ９３ ９０％增至 ９３ ９１％， 增幅 ０ ０１％。 可见， 目前抬高后汛期限

制水位对供水效益的影响不大， 在防洪风险设计范围内， 可以将后汛期限制水位提高至 １５５ ４２ ｍ。
２ ３　 主汛期限制水位抬高的适度性分析

主汛期 １０ ０００ 年一遇洪水洪峰流量大于设计洪水位（Ｚｄ）时的水库泄流能力， 因此若要进一步抬高汛限

水位， 必须进行调洪计算。 针对 １０ ０００ 年一遇的洪水， 逐步调整主汛期限制水位， 直至最高蓄水位达到大
坝防洪受到破坏（Ｚｄ）。 密云水库 １０ ０００ 年一遇洪水主汛期不同限制水位对应的调洪计算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密云水库主汛期限制水位不超过 １５３ ２０ ｍ 时， 可保证 １０ ０００ 年一遇洪水最高蓄水位不高于 Ｚｃ， 满足大坝防
洪漫坝的风险性要求； 但若继续抬高汛限水位到 １５３ ３０ ｍ 时， 最高蓄水位将超过 Ｚｃ， 漫坝风险性约束将遭

到破坏。 因此， 主汛期限制水位最高可抬升至 １５３ ２０ ｍ， 对应的大坝的防洪漫坝风险率为 ０ ０１％。
表 ３　 后汛期 １００ 年一遇洪水调洪计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ｒ ｌａｔｅｒ
ｆｌｏｏｄ ｉｎ 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起调水位 ／ ｍ 最高蓄水位 ／ ｍ 安全评价

１５４ ５０ １５６ ６３ √

１５５ ００ １５７ １０ √

１５５ ４０ １５７ ４８ √

１５５ ４２ １５７ ５０ √

１５５ ５０ １５７ ５８ ✕

　 　 　 　

表 ４　 密云水库 １０ ０００ 年一遇洪水调洪计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ｒ ａ 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ｆｌｏｏｄ ｆｏｒ Ｍｉｙｕｎ

起调水位 ／ ｍ 最高蓄水位 ／ ｍ 安全评价

１５２ ００ １５８ ０９ √

１５３ ００ １５８ ３０ √

１５３ １０ １５８ ４２ √

１５３ ２０ １５８ ４８ √

１５３ ３０ １５８ ５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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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遭遇 １００ 年一遇及以下洪水时， 密云水库有下游防洪任务， 防护区以苏庄站的限制流量为控制标准。
主汛期限制水位从 １５２ ００ ｍ 开始逐步抬高， 当达到 １５３ ２０ ｍ 时， 遭遇 １００ 年一遇洪水如不进行错峰调度其

最高蓄水位恰好为 Ｚｄ， 错峰调度时其最高蓄水位为 １５７ ９７ ｍ（＞ Ｚｄ）但低于 Ｚｃ， 此时下游防洪风险率为 １％；
继续抬高汛限水位， 下游的防洪风险率将迅速增加。

用生态用水调度模型长系列计算得到的供水保证率提高 ０ ３％。 主汛期不同汛限水位的洪水资源利用效

益和风险率变化情况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防洪风险率～供水保证率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２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ｉｓｋ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

历史上， 密云水库汛限水位有过几次调整， 由最初

的 １４７ ００ ｍ 经不同年份（１９７６ 年、 １９９４ 年和 ２００６ 年）分
别调整到 １４８ ００ ｍ、 １５０ ００ ｍ 和 １５２ ００ ｍ。 本次研究抬

高汛限水位的可能性， 并探讨了其风险适度性变化规律，
分析如下：

（１） 供水保证率　 随着主汛期限制水位的抬高， 洪

水资源利用所提高的供水保证率逐渐增加， 从 １４７ ００ ｍ
对应的 ９１ ０％， 增加至 １４８ ００ ｍ 的 ９１ ５％、 １５０ ００ ｍ 的

９２ ８％和 １５２ ００ ｍ 的 ９３ ９％， 平均增长率为 ０ ６％； 当超

过 １５２ ００ ｍ 时， 供水保证增加开始减缓， 从 １５２ ００ ｍ 增

至 １５３ ２０ ｍ 和 １５４ ２０ ｍ 时， 供水保证率从 ９３ ９％增至

９４ ２％和 ９４ ５％， 平均增长率只有 ０ ２７％； 当主汛期限

制水位超过 １５４ ２０ ｍ 时， 继续抬高汛限水位供水保证率

也不再增加。 可见， 仅从供水保证率变化来看， 当后汛期限制水位保持在 １５５ ４２ ｍ 时， 主汛期限制水位调

整的供水保证率增加的上限点为 １５４ ２０ ｍ， 其之上继续提高汛限水位也不会增加供水保证率。
（２） 风险适度性　 从 １５２ ００ ｍ 开始逐步抬高汛限水位， 当主汛期限制水位为 １５３ ２０ ｍ 时， 主汛期限制

水位的继续抬高受到下游（苏庄站）的防洪约束， 下游的防洪风险率在此处迅速增加（风险率～水位曲线的斜

率增大）； 同时， 大坝本身的防洪风险率在 １５３ ２０ ｍ 附近也迅速增加， 随着水位继续抬高至 １５４ ２０ ｍ， 大坝

防洪风险率（Ｒｂ）从 ０ ０１％迅速上升至 ０ １％。 密云水库的防洪是 １ ０００ 年一遇设计， １０ ０００ 年一遇校核， 洪

水资源利用时应确保其风险率不超过 ０ ０１％的标准。 根据风险适度性准则要求及大坝、 下游的风险率分析，
继续抬高主汛期限制水位时， 不能超过 １５３ ２０ ｍ， 否则会危害下游防洪安全， 且大坝的防洪风险率也迅速

增大， 将不满足风险的适度性要求。 因此， １５３ ２０ ｍ 是主汛期限制水位抬高的阈值上限。
（３） 风险⁃效益的综合分析　 综合主汛期限制水位抬高的风险性和供水保证率分析结果， 密云水库主汛

期限制水位从 １５２ ００ ｍ 抬高至 １５４ ２０ ｍ， Ｐ 的增加逐渐变缓， 其后基本不再变化， 据式（６）分析确定此处为

风险效益比的最大值（Ｓｍ）。 大坝的防洪能力在 １５３ ２０ ｍ 附近从 １０ ０００ 年一遇突变至 １ ０００ 年一遇， 是防洪

风险率急剧变化的拐点， 根据风险适度性准则式（４）， 密云水库洪水资源利用的主汛期限制水位的阈值上限

为 １５３ ２０ ｍ； 此时， 供水保证率能增加 ０ ３％， 大坝防洪风险率可保证在 ０ ０１％， 下游防洪也能满足 １００ 年

一遇的标准（Ｒｄ ＝ １％）和式（５）要求。 抬高的汛限水位可满足生态适度性、 经济适度性和风险适度性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密云水库若使用可能最大洪水（ＰＭＦ）调洪计算， 主汛期限制水位 １５２ ００ ｍ 时， 最

高蓄水位为 １５８ ４７ ｍ； 而主汛期限制水位 １５２ ０９ ｍ 时， 最高蓄水位为 １５８ ５５ ｍ， 已超过大坝校核洪水位

Ｚｃ。 因此， 主汛期 １５２ ００ ｍ 为密云水库现有条件下满足 ＰＭＦ 的防洪风险最高汛限水位， 属特别要求。

３　 结　 　 论

对密云水库开展的洪水资源利用的防洪风险率及供水保证率的定量研究表明， 目前主汛期的限制水位较

为可靠， 在满足大坝和下游防洪标准的要求下仍有抬高至 １５３ ２０ ｍ 的余地； 之后继续抬高则受下游的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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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漫坝风险率将超过 ０ ０１％的标准并迅速增加， 下游的防洪风险率也会超过 １％的要求， 因此该水位是

主汛期限制水位的阈值上限。 后汛期限制水位受到大坝和下游的防洪约束， 其安全阈值上限为 １５５ ４２ ｍ。
由于历史水文系列的样本限制和流域水资源条件， 密云水库汛期限制水位的抬高可增加供水保证率， 但幅度

不大， 说明了该地区资源性缺水更重于工程性缺水。
洪水资源利用涉及到社会经济、 生态环境及法律等各部门， 本研究仅以密云水库为例说明风险适度性准

则与分析方法， 以期指导洪水资源的安全利用。 分析中仅考虑了大坝本身及下游苏庄站的防洪风险率问题，
而各类风险⁃效益的价值量化和相互影响使得洪水资源利用的风险适度性更加复杂， 有待深入研究， 以完善

洪水资源利用基本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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