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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缓解内蒙古河段 “二级悬河” 形势， 以黄河上游沙漠宽谷河段为研究对象， 以龙羊峡水库、 刘家峡水库

为调控主体， 开展黄河上游水沙调控研究。 建立了输沙量、 发电量最大的单目标模型以及多目标模型； 分别采用

自迭代模拟算法、 逐次逼近动态规划算法（ＤＰＳＡ）和改进的非支配排序遗传优化算法（ＮＳＧＡ⁃ＩＩ）求解模型； 设置了

初始、 常规、 优化和联合优化 ４ 种方案。 通过实例计算， 联合优化调度方案的区间总冲刷量达到了 ０ ３８ 亿 ｔ， 梯级

发电量 １４８ ２２ 亿 ｋＷ·ｈ。 该方案以较小的电量损失换来了输沙量的大幅度增加， 水沙调控效果显著， 推荐为最优

方案。 研究成果量化了水沙调控效果和各目标间的转化规律， 为开展黄河上游水沙调控提供了决策依据， 具有重

要的应用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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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是调节径流、 开发利用水资源的有效工具。 国外早在 １９４６ 年， 美国学者葛罗同等［１］ 提出了水库调

沙的设想； １９９３ 年， Ｃａｒｒｉａｇａ 和 Ｍａｙｓ［２］提出了水库下游河道变化最小的非线性最优化模型， 并与 ＨＥＣ⁃６ 模

型耦合模拟泥沙的运动； ２０００ 年， Ｎｉｃｋｏｌａ 和 Ｍａｙｓ［３］提出了以水库群所在河网中的泥沙冲淤量最小的最优化

控制模型。 国内水库调沙的研究以三门峡水库库区泥沙淤积为发端［４］。 １９７３ 年三门峡水库开始 “蓄清排浑，
年内调节泥沙” 运用， 充分发挥洪水冲刷作用且利于控制潼关高程［５］。 在水沙调控的实际运行中， 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 小浪底水库进行了 ３ 次水沙调控实验和 １６ 次生产运行［６］， 大致实现了下游主槽的全线冲刷， 缓解

了下游 “二级悬河” 形势。 在水库调度运用于水沙调控的研究过程中， 核心研究内容包括： ① 水沙调控需

水量与可供水量之间关系的研究［７］， 以论证是否有足够的水量用于水沙调控。 ② 利用多目标规划思想， 建

立单目标［８］或多目标［９，１０⁃１３］、 单库［９］或多库的水沙调控模型［１４］， 如张玉新和冯尚友［１０］ 提出了水库水沙联调

的多目标动态规划模型； 刘素一［１５］建立了水沙联调的动态规划模型， 研究了水库排沙与发电的关系； 彭杨

等［８］建立了水库防洪、 发电以及航运调度的多目标决策模型。 ③ 对水沙联合调度模型算法的研究， 比如改

进遗传算法［１６］、 神经网络［１７］、 免疫粒子群［１８］以及改进逐步优化算法求解水沙联合调度的多目标模型［１９］等。
回顾水沙调控的发展历程， 模型由单目标向多目标、 单库向梯级、 河段向全流域的水沙调控转变， 这一转变

和趋势将会对水库群运行方式和调度规律产生重大影响［２０］。
近年来， 随着极端气候频发、 生态环境更加脆弱、 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黄河上游沙漠宽谷河段

（指黄河穿越四大沙漠、 发育典型的沙漠宽谷的宁蒙河段）河槽萎缩， 主槽淤积加重， 在黄河上游形成长达

２６８ ｋｍ 的 “新悬河”， 河床高程比沿黄城市地面高３～５ ｍ， 在发源于鄂尔多斯高原台地、 由南向北汇入黄河

内蒙古河段的十条一级支流 “十大孔兑” 处甚至形成 ４ ｍ 左右高度的 “支流悬河” ［２１］， 不仅导致上游沙漠

宽谷河段过流能力下降、 沙漠宽谷河段 “小水致大灾”、 洪凌灾害频发的严峻局面， 严重影响重大水利工程

的布局和实施以及全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危及下游河道洪凌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黄河上游已修建的龙羊峡、 刘家峡（简称龙刘）两座干流水库调蓄能力强， 对沙漠宽谷河套灌区供水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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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 洪凌防治、 河道泥沙治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开展黄河上游沙漠宽谷河段梯级水库群水沙调控研

究， 旨在通过黄河上游梯级水库群联合调度， 人工塑造适宜于冲刷河道的可控洪峰过程， 在不同运行方式下

探讨水沙调控的效果， 以明确径流量与输沙量的响应关系。 其中， 如何建立应用性强的多目标水沙调控模

型， 获得满足各调控目标的全局均衡解， 是本文的关键技术问题。

１　 龙刘水库水沙调控模型的建立

龙羊峡水库位于黄河上游青海省共和县和贵南县交界， 总库容 ２４７ ０ 亿ｍ３， 调节库容 １９３ ５ 亿ｍ３， 总装机

１ ２８０ ＭＷ， 正常蓄水位２ ６００ ００ ｍ， 是黄河上唯一一座具有多年调节能力的大型综合利用水库， 同时也是黄河

干流梯级的 “龙头水库”。 刘家峡水库位于甘肃临夏永靖县， 水库总库容 ５７ ００ 亿 ｍ３， 调节库容 ４１ ５０ 亿 ｍ３，
装机１ １６０ ＭＷ， 正常蓄水位１ ７３５ ００ ｍ， 汛限水位１ ７２６ ００ ｍ， 凌汛前水位１ ７２８ ００ ｍ， 为不完全年调节水库。
众所周知， 龙刘水库承担着黄河流域的防洪防凌、 “三生” 用水分配以及地方电网的发电和调峰等综合利用任

务。 鉴于此， 本文针对龙刘水库不同的运行方式， 以一年为调度周期， 建立考虑不同调控目标的水沙调控

模型。
１ １　 输沙量最大的单目标常规调度模型

以黄河上游沙漠宽谷河段的区间输沙量最大为调控目标， 建立仅考虑水沙调控单一调控目标的输沙量最

大模型。 考虑刘家峡的水量补偿， 水沙调控期间的输沙水量由多年调节性能的龙羊峡水库和不完全年调节的

刘家峡水库共同承担。 即在水沙调控期间， 龙刘水库的下泄流量由水沙调控要求的输沙流量确定； 其他时段

在满足防洪、 防凌安全的前提下， 按照国务院 １９８７ 年制定的分水方案 （又称 “黄河 ８７ 分水方案” ） 满足

兰州断面的供水。

ｍａｘＷ ＝ ｍａｘ (∑
Ｎ

ｎ ＝ １
∑

Ｔ

ｔ ＝ １
ｗ（ｎ， ｔ）Δｔ ) （１）

ｗ（ｎ， ｔ） ＝ ＫＱａ（ｎ， ｔ）Ｓｂ（ｎ， ｔ） （２）
式中： Ｗ 为输沙量， ｔ； Ｎ为输沙断面数目； ｗ（ｎ， ｔ） 表示 ｎ 断面 ｔ 时段的输沙率， ｋｇ ／ ｓ； Ｑ（ｎ， ｔ） 为 ｎ 断面 ｔ 时
段的输沙流量， ｍ３ ／ ｓ； Ｓ（ｎ， ｔ） 为 ｎ 断面 ｔ 时段的含沙量， ｋｇ ／ ｍ３； Ｋ、 ａ、 ｂ 分别为 ｎ 断面 ｔ 时段的输沙率参

数， 由断面的水沙关系确定［２２］。
１ ２　 梯级发电量最大的单目标优化调度模型

龙刘梯级水电站规划、 建设、 投产运行的目的是获得发电效益。 长期以来， 梯级水电站的发电量是水电

站高效、 科学运行的重要指标。 因此， 本文以梯级发电量最大模型作为龙刘的调控目标， 将水沙调控目标作

为约束条件， 在不产生弃水的前提下寻求满足水沙调控目标的梯级发电量最大。

ｍａｘＥ ＝ ｍａｘ (∑
２

ｍ ＝ １
∑

Ｔ

ｔ ＝ １
Ｎ（ｍ，ｔ）Δｔ ) （３）

Ｑ（２，ｔ） ＋ ＱＬＬ（ ｔ） ≥ Ｑ（ｎ，ｔ） （４）
式中： Ｅ 为总发电量， ｋＷ·ｈ； Ｎ（ｍ， ｔ）为第 ｍ 个水电站在第 ｔ 时段的平均出力， ＭＷ； Δｔ 为时段长； Ｔ 为调

度周期； Ｑ（２， ｔ）为刘家峡水库在水沙调控期间的输沙流量， ｍ３ ／ ｓ； ＱＬＬ （ ｔ） 为刘家峡、 兰州的区间流量，
ｍ３ ／ ｓ； Ｑ（ｎ， ｔ）为各断面要求的最小输沙流量， ｍ３ ／ ｓ。
１ ３　 多目标联合优化调度模型

为了最大程度地反映黄河上游梯级水库群真实的运行情况， 本文考虑了防洪防凌、 水沙调控、 发电、 供

水等多目标， 建立了龙刘梯级水库群多目标的联合优化调度模型。
（１） 防凌、 防洪目标

防凌目标： ｍｉｎ（ｍａｘ ｜ ＱＣ（Ｌｉｕ，ｔ） － Ｑｆ１（ ｔ） ｜ ） （５）
式中： ＱＣ（Ｌｉｕ，ｔ）指刘家峡 ｔ 时段的流量， ｍ３ ／ ｓ； Ｑｆ１（ ｔ）为 ｔ 时段刘家峡为满足防凌要求的流量阈值， ｍ３ ／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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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阈值区间为

Ｑｆｍｉｎ（ ｔ） ≤ Ｑｆ１（ ｔ） ≤ Ｑｆｍａｘ（ ｔ） （６）
式中： Ｑｆｍｉｎ（ ｔ）、 Ｑｆｍａｘ（ ｔ） 为刘家峡水库满足防凌要求 ｔ 时段的最大、 最小流量， 由黄河防凌预案决定。

防洪目标： 控制水库防洪水位及下泄流量， 确保大坝水库及下游地区安全。
Ｚｍｉｎ（ｍ， ｔ） ≤ Ｚ（ｍ， ｔ） ≤ Ｚｍａｘ（ｍ， ｔ） （７）

ＱＲｃｍｉｎ（ｍ， ｔ） ≤ ＱＲｃ（ｍ， ｔ） ≤ ＱＲｃｍａｘ（ｍ， ｔ） （８）
式中： Ｚ（ｍ， ｔ）为 ｍ 水库 ｔ 时段的水位， ｍ； ＱＲｃ（ｍ， ｔ） 为 ｍ 水库 ｔ 时段的下泄流量， ｍ３ ／ ｓ； ＱＲｃｍｉｎ（ｍ， ｔ） 、
ＱＲｃｍａｘ（ｍ， ｔ） 分别为 ｍ 水库 ｔ 时段的最小、 最大下泄流量， ｍ３ ／ ｓ。

（２） 发电目标　 如式（３）所示。
（３） 供水目标

本文以兰州站作为黄河全流域水资源供需的控制站， 严格按照 “黄河 ８７ 分水方案” 的要求， 以刘家峡

水库的出库流量控制兰州站的过水流量， 以满足黄河下游的供水目标。
ＱＣＬＬ（ ｔ） ≥ ＱＳｍｉｎ（ ｔ） （９）

式中： ＱＣＬＬ（ ｔ）指兰州断面 ｔ 时段的流量， ｍ３ ／ ｓ； ＱＳｍｉｎ（ ｔ） 为兰州断面 ｔ 时段的最小供水流量， ｍ３ ／ ｓ。
（４） 水沙调控目标　 如式（１）、 式（２）所示。
约束条件包括： 节点水量平衡、 水库水量平衡、 水库库容、 出库流量、 出力以及变量非负约束等。
本文分别建立了 ２ 个单目标模型和 １ 个多目标模型， 但几种水沙调控模型其适用性不同。 输沙量最大模

型适用于以水沙调控为主的水库群联合运行方式， 一般运用于汛期； 梯级发电量最大模型适用于以发电为主

的梯级水库群联合运行方式； 多目标的联合优化模型适用于以综合效益为主的梯级水库群联合运行方式。 本

文从水库群不同运行方式建立不同的水沙调控模型， 如何寻求合理、 高效的优化调度算法将是本文拟解决的

关键科学问题。

２　 模型的求解

输沙量最大的常规调度模型是在保证防凌、 防洪安全的前提下， 寻求水沙调控期间的输沙量最大。 由式

（１）可知， 在断面含沙量一定的条件下， 输沙率或输沙量取决于断面流量， 且随着流量增加断面输沙量增

加。 然而， 流量与输沙量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 当流量达到某一较大值后， 输沙量的变化趋于稳定状态， 不

再随流量的增加而持续增加。 鉴于此， 为了使建立的水沙调控模型之间具有可比性， 本文拟采用各断面最小

输沙流量的最大值作为起始断面的输沙流量。 由于常规模型中仅考虑输沙量最大的目标函数， 其他均为约束

条件。 因此， 本文拟采用自迭代模拟算法［２３］求解输沙量最大的常规模型。
梯级发电量最大为单目标优化调度模型， 是将输沙流量作为刘家峡出库流量的约束条件， 在满足防凌、

防洪、 供水等约束条件下， 寻求龙刘水库梯级发电量的最大值， 属于单目标优化调度问题。 求解单一目标优

化调度模型的方法很多， 如 ＤＰ、 ＰＯＡ、 ＧＡ 和 ＤＰＳＡ 等。 本文拟采用 ＤＰＳＡ［２４］求解该模型。
本文建立的多目标联合优化调度模型涉及 ２ 个水库， ４ 个目标， 其求解难点在于： ① 约束条件众多；

② 目标多且相互制约， 不可能获得绝对最优解， 只存在全局均衡解。 寻求改进优化调度算法求解多目标优

化调度模型， 是本文的关键技术问题。
２ １　 模型处理

本文首先对目标函数进行处理。 由式（１）—式（９）， 各目标函数的表达分等式（发电、 水沙调控）和不等

式（防凌、 防洪、 供水）两种。 本文将不等式表达的调控目标转化为约束条件， 引入权系数， 将等式的调控

目标重新整合， 对多目标问题进行降维处理， 降低求解难度。

　 Ｂ（ｍ， ｔ） ＝ ｍａｘ（λ１Ｅ（ｍ， ｔ） ＋ λ２Ｗ（ｎ， ｔ）） ＝ ｍａｘ (λ１∑
Ｍ

ｍ ＝ １
∑

Ｔ

ｔ ＝ １
Ｎ（ｍ， ｔ）Δｔ ＋ λ２∑

Ｎ

ｎ ＝ １
∑

Ｔ

ｔ ＝ １
ｗ（ｎ， ｔ）Δｔ )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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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Ｂ（ｍ， ｔ）为多目标函数的全局均衡解； Ｅ（ｍ， ｔ） 、 Ｗ（ｎ， ｔ） 分别为发电和水沙调控子目标函数； λ１、 λ２

为对应子目标函数的权系数， 由水沙调控流量决定。
２ ２　 改进 ＮＳＧＡ⁃ＩＩ 算法

对于龙刘梯级水库群发电、 水沙调控的多目标调度问题而言， 较大的输沙流量必然引起水库弃水， 造成梯

级水库蓄能和发电效益的损失。 另一方面， 龙刘水电站满发工况下难以达到最小输沙流量的要求， 造成水沙调

控目标无法实现。 可见， 发电与水沙调控目标之间是相互制约、 此消彼长的关系。 作为群体智能算法， ＮＳＧＡ⁃
ＩＩ［２４］常用于求解两个存在相互制约关系的目标函数之间的优化调度问题， 已在梯级水库群优化策略制定、 蓄放

水次序、 发电与供水均衡分配等方面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鉴于此， 本文引入 ＮＳＧＡ⁃ＩＩ 求解模型。
考虑到龙刘梯级水库群多目标优化调度问题的复杂性， 本文对 ＮＳＧＡ⁃ＩＩ 进行改进。 本文改变从群体智能

算法的搜索机制改进优化算法的思路， 采用约束处理技术， 对不满足约束的可行解进行剔除， 使可行搜索区

域不断收缩， 生成新的可行域， 改进 ＮＳＧＡ⁃ＩＩ。
（１） 约束条件的分类—聚合—再分类

将防凌、 防洪、 供水等调控目标转化的约束条件与其他约束条件进行聚合。 由于水库群联合调度可控因

素仅包括水位、 库容、 流量和出力， 因此， 本文首先将由目标转化的约束条件与其他约束条件分为水位、 流

量和出力。 例如， 防凌防洪的流量约束、 供水的流量约束、 出库流量等均属于流量约束。 其次， 将三类约束

条件进行聚合。 以流量约束为例， 取各流量约束条件的交集域作为不同调度期内的可行域区间。 最后， 对三

类约束进行再分类。 将可直接由约束变量转化为优化变量的约束， 如水位、 流量约束等， 称为可转化约束条

件； 将约束变量大多为优化变量经多次变换后的隐函数、 不可直接转化的约束条件， 如出力约束， 称为不可

转化约束。 约束条件的再分类为可行域的生成奠定前期基础。
（２） 可行搜索空间的收缩和可行域的生成

对于不可转化约束， 由于无法直接将约束变量变化范围转化至优化变量， 将在 ＮＳＧＡ⁃ＩＩ 的算子中通过决

策变量是否满足不可转化约束进行控制， 这里不予赘述。 对于可转化约束， 本文采用拒绝不可行解、 惩罚不

可行个体的方法， 使不可行解与约束分离， 在约束条件的重重限制条件下收缩可行区域的边界， 最终得到可

行域［２５］。 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 １： 将第 ｉ 个水库调度期分为 Ｔ 个时段， 设定调度期始、 末水位均为 Ｚ０（ ｉ）。 将调度期细分为 ２ 个

阶段， ０～ （Ｔ－１）为第一阶段， （Ｔ－１） ～Ｔ 为第二阶段， 如图 １ 所示。
步骤 ２： 第一阶段 ０ ～ （Ｔ － １） 以 Ｚ０（ ｉ） 作为初始水位顺向起调。 以水位、 流量等可转化约束对各阶段的

状态变量进行控制（本文取下泄流量为目标函数的状态变量）， 即可得到第 ｉ 个水库 （Ｔ － １） 时刻的水位变化

范围， 记为 Ｚ０（ ｉ， Ｔ － １） ， 且 Ｚ０（ ｉ， Ｔ － １） ∈ ［Ｚ０
ｍｉｎ（ ｉ， Ｔ － １）， Ｚ０

ｍａｘ（ ｉ， Ｔ － １）］ 。
步骤 ３： 第二阶段（Ｔ－１） ～Ｔ 以 Ｚ０（ｉ）作为最终水位逆向起调。 同样， 依循步骤 ２ 的方法可得到第 ｉ 个水库

（Ｔ－１）时刻的水位变化范围， 记为 Ｚ１（ｉ， Ｔ－１）， 且 Ｚ１（ｉ， Ｔ－１）∈ ［Ｚ１
ｍｉｎ（ｉ， Ｔ－１）， Ｚ１

ｍａｘ（ｉ， Ｔ－１）］。
步骤 ４： 由两阶段得到的第 ｉ 个水库（Ｔ－１）时刻的两个水位变化范围， 取其交集， 剔除不满足可转化约束的

可行域， 记为 Ｚ１， 则 Ｚ１∈［Ｚ１
ｍｉｎ（ｉ， Ｔ－１）， Ｚ１

ｍａｘ（ｉ， Ｔ－１）］， 且 Ｚ１ 满足所有的可转化约束， 如图 １ 所示。
步骤 ５： 在 Ｚ１ 内随机生成（Ｔ－１）时刻的末水位， 记为 Ｚ（ｉ， Ｔ－１）。 将 ０～ （Ｔ－１）分为 ０～ （Ｔ－２）、 （Ｔ－２） ～

（Ｔ－１）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 Ｚ０（ ｉ）顺向起调， 第二阶段以 Ｚ（ ｉ， Ｔ－１）逆向起调， 取两阶段水位变化的交集，
即可得到（Ｔ－２）时刻满足可转化约束的可行域， 记为 Ｚ２∈ ［Ｚ１

ｍｉｎ（ｉ， Ｔ－２）， Ｚ１
ｍａｘ（ｉ， Ｔ－２）］。

步骤 ６： 在 Ｚ２ 内随机生成（Ｔ－２）时刻的末水位， 以此类推， 至全部时段计算完毕， 即可生成第 ｉ 个水库

Ｔ 个时段水位变化的一组序列， 记为 Ｚ＝（Ｚ０（ ｉ）， ＺＴ－１， ＺＴ－２，    ， Ｚ２， Ｚ１， Ｚ０（ ｉ））， 且该序列中的水位均

满足水位、 流量等可转化约束条件。
依此获得的水位变化序列将不满足可转化约束条件的不可行解剔除， 将不可行搜索空间从可行域中分离

开来（如图 １ 中粉色区域）， 收缩可行搜索空间（如图 １ 中绿色区域）， 使得搜索空间不断向获得最优解的区

域靠近， 最终生成新的可行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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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求解步骤

对于群体智能优化算法， 如自适应粒子群算法、 遗传算法、 蚁群算法、 人工免疫算法等， 均可采用上述

方法对搜索空间进行处理， 获得满足可转换约束条件的新的可行域， 提高算法的计算效率。 本文以 ＮＳＧＡ⁃ＩＩ
的改进为例， 具体的求解步骤如图 ２ 所示。

图 １　 可行搜索空间处理的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ｓｐａｃｅ

图 ２　 改进的 ＮＳＧＡ⁃ＩＩ 计算流程

Ｆｉｇ ２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ＮＳＧＡ⁃ＩＩ



　 第 １ 期 白涛， 等： 水库群水沙调控的单⁃多目标调度模型及其应用 １２１　　

３　 实例计算

３ １　 调控时机的选择

受未来黄河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紧张和黄河上游梯级水库群 “电调服从水调” 运行方式的影响，
开展水沙调控所需的可调水量是决定龙刘梯级水库群水沙调控的关键。 按照现阶段 “黄河 ８７ 分水方案”，
笔者以 １９５６—２０１０ 年长系列来水资料为准， 计算了黄河上游龙刘梯级水库的干支流水资源分配模拟模型。
结果表明： 仅在丰水年或部分偏丰水年以及梯级水库群蓄水量大的情况下， 龙刘梯级水库群才能具备开展水

沙调控的水量条件［２６］。 鉴于此， 本文仅考虑在丰水年或偏丰水年或梯级水库群蓄水量大的特殊情况下， 开

展一次水沙调控运行， 重点对龙刘梯级水库群水沙调控的效果深入分析， 对于长系列或不具备水沙调控水量

基础的年份暂不讨论。
与此同时， 为了与黄河下游小浪底调水调沙运行的顺利衔接， 借鉴以往小浪底水沙调控试验经验［６］，

本文选择黄河上游凌汛完全开河结束后的 ４ 月份作为上游水沙调控的时机， 水沙调控的历时选取为 １ 个月。
以 ２０１０ 现状水平年（偏丰水年， １９５６—２０１０ 年多年均值为 ６３１ ６８ ｍ３ ／ ｓ）为例。 ２０１０ 年沙漠宽谷河道全河段

开河日期为 ３ 月 ３１ 日。 因此， 水沙调控从 ４ 月 １ 日开始， ４ 月 ３０ 日结束， 历时 １ 个月。
３ ２　 约束条件与初始条件设置

（１） 流量约束　 以 “黄河 ８７ 分水方案” 制定的兰州断面水量为控制标准， 刘家峡的出库流量以保证兰

州断面综合用水控制流量为准， 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兰州断面综合用水流量控制方案（“黄河 ８７ 分水方案”）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ｆｌｏｗ ｏｆ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ｓｅｃｔｉｏｎ （ “８７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月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流量 ／ （ｍ３·ｓ－１） ６５０ ６００ ５００ ７５０ １ １００ ９００ ８００ ７５０ ７５０ ８００ ７５０ ７００

表 ２　 研究区域水沙阈值系列 ｍ３ ／ ｓ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河段区间
含沙量 ／ （ｋｇ·ｍ－３）

０～３ ３～７ ７～１５ ≥１５

下河沿—青铜峡 １ １５０ ２ １３０ ２ １８０ ２ １６０

青铜峡—石嘴山 ６２３ ２ １３０ １ ６３０ —

石嘴山—巴彦高勒 ９２１ １ ７２０ ２ ０１０ —

巴彦高勒—三湖河口 ７６９ １ ４３０ ２ ５８０ —

三湖河口—头道拐 ７８０ ２ ２４０ ２ ４７０ —
注： “—” 表示该情况下不具备水沙调控条件。

　 　 为了保证 ２０１０ 年黄河上游的防凌安全， 防凌期刘家

峡的下泄流量以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度黄河

防凌预案为准， 防凌期的供水、 发电等其他目标必须让步

于防凌安全。
将研究区域划分为 ５ 个区间河段， 由 １９５６—２０１０ 年

各区间河段不同含沙量条件下冲淤量与流量的散点图， 采

用统计方法确定各区间不同含沙量级下的出口断面最小流

量， 取各区间不同含沙量级下水沙阈值的最大值作为出口

断面水沙调控流量， 如表 ２ 所示［２６］。 因此， 刘家峡水库

需要保证， 巴彦高勒—三湖河口区间的水沙调控流量不小

于２ ５８０ ｍ３ ／ ｓ， 考虑区间来水、 引水的平衡， 反推至刘家

峡水库水沙调控期间的下泄流量不小于 ２ ６９８ ｍ３ ／ ｓ， 其他时段刘家峡水库最小下泄流量应满足生态基流和梯

级保证出力要求。 龙刘最大过机流量分别为 １ ２００ ｍ３ ／ ｓ 和 １ ５５２ ｍ３ ／ ｓ。
（２） 可调水量约束　 ２０１０ 年唐乃亥站天然年径流量 １９７ １ 亿 ｍ３， 龙—兰区间年径流量 １０６ ０ 亿 ｍ３， 龙羊

峡水库初始水位 ２ ５９１ ４７ ｍ， 在保证黄河全流域的供水要求的前提下， 除满足兰州站年供水量外， 龙刘梯级水

库群可调水量 １２９ ０ 亿 ｍ３［２６］， 以水沙调控持续 １ 个月计算， 需要水量 ６６ ９０ 亿 ｍ３， 能够满足水沙调控的水量。
（３） 水位约束　 刘家峡水库在汛前需将水位降至 １ ７２６ ００ ｍ 以下； 防凌期前将水位降至 １ ７２８ ００ ｍ 以

下， 以便预留充足的防凌库容。 龙羊峡水库汛前水位在 ２ ５９４ ００ ｍ 以下。
（４） 出力约束　 龙羊峡水库、 刘家峡水库保证出力分别为 ６００ ＭＷ 和 ４００ ＭＷ； 最大装机容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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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８０ ＭＷ和 １ ３５０ ＭＷ。 防凌期的发电要求需以防凌安全为前提。
（５） 初始条件　 ４ 月 １ 日龙羊峡实测水位 ２ ５９１ ４７ ｍ， 刘家峡水位为 １ ７３０ ４４ ｍ。 取各水库实测入库流

量作为流量的初始条件。 河道的初始条件以 ２０１０ 年实测数据为准。
３ ３　 方案设置

根据本文建立的输沙量最大的常规调度模型、 梯级发电量最大的单目标优化调度模型和多目标联合优化

表 ３　 水沙调控方案

Ｔａｂｌｅ ３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

方案 模型 算法

初始方案（方案 １） — —

常规方案（方案 ２） 输沙量最大 自迭代模拟算法

优化方案（方案 ３） 单目标梯级发电量最大 ＤＰＳＡ

联合优化方案（方案 ４） 多目标水沙联合调控模型 改进的 ＮＳＧＡ⁃ＩＩ

调度模型， 以 ２０１０ 年各水库电站、 水沙关系、 河道

冲淤的实测数据为基础， 设置了 ４ 种方案， 如表 ３
所示。

（１） 初始方案（方案 １）以 ２０１０ 年各水库电站及

河道水沙的实测数据作为初始方案， 用于对比分析。
（２） 常规方案（方案 ２）以输沙量最大为单目标，

考虑刘家峡水库补偿作用， 水沙调控的水量龙刘梯

级水库联合调控补给， 采用自迭代模拟算法求解输

沙量最大的常规调度模型， 作为常规方案的结果。
（３） 单目标优化方案（方案 ３）将输沙流量作为刘家峡出库流量的约束条件， 在满足防凌、 防洪、 供水等

约束条件下， 建立以龙刘梯级发电量最大的单目标优化调度模型， 采用 ＤＰＳＡ 求解作为优化方案的计算

结果。
（４） 多目标联合优化方案（方案 ４）以发电和输沙为多目标， 考虑刘家峡水库补偿作用， 采用改进的 ＮＳ⁃

ＧＡ⁃ＩＩ 算法求解龙刘梯级水库群的多目标水沙联合调控， 以此作为联合优化方案的计算结果。

４　 计算结果及分析

４ １　 不同调控方案对比分析

（１） 水位　 图 ３、 图 ４ 给出了各方案下龙刘水库的水位变化过程。 各方案中， 汛前水位均低于汛限水

位， 刘家峡水库凌汛前水位均低于 １ ７２８ ００ ｍ， 各方案均保证了防洪防凌安全。 图 ４ 中， 各方案刘家峡水库

始、 末水位基本一致； 联合优化方案中， 水库经历了库空到库满的变化过程， 极大地发挥了刘家峡水库的补

偿作用， 是减少梯级水库弃水量、 获得多目标全局均衡解的关键。 图 ３ 中， 各方案龙羊峡水库水位的变化趋

势一致， 均在 ３ 月底水位下降， 在 ７ 月底水位抬升， 最终均未升至初始水位。 但是， 联合优化方案中， 龙羊

峡水库年末水位为 ２ ５６８ ００ ｍ， 较常规方案下降 １４ ３０ ｍ， 可调水量减少 ４４ ２０ 亿 ｍ３，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０ 年

来水频率为 ４３％的偏丰水年， １ 次水沙调控水量 ６６ ９０ 亿 ｍ３， 龙羊峡水库减少的水量全部用于补充水沙调控

的水量， 此外， 水沙调控水量与发电耗水量重合部分为 ２２ ７０ 亿 ｍ３。 可见， 水沙调控所需水量大， 且基本

由龙羊峡水库补给， １ 次水沙调控势必会对龙羊峡水库的后期运行产生影响， 需要在多目标均衡和满足可调

水量的个别年份才具备水沙调控的条件。

图 ３　 龙羊峡水库水位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３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Ｌｏｎｇｙａｎｇｘｉａ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图 ４　 刘家峡水库水位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４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Ｌｉｕｊｉａｘｉａ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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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库蓄水量上来看， 初始方案由于未考虑水沙调控目标和发电量最大目标， 仅在满足下游供水的条件

下， 蓄水量最大， 水库水位最高。 但在考虑水沙调控目标的方案中， 联合优化方案较单一目标的常规方案和

优化方案末水位均高出 ２ ９０ ｍ， 可调水量增加 ８ ２００ 亿 ｍ３， 体现了联合优化方案的优势。
（２） 弃水　 表 ４ 给出了各方案的弃水量。 由于初始方案未考虑龙刘的水沙调控运行， 优化方案又以不产生

弃水的发电量最大为前提， 计算结果中均无弃水产生。 表 ４ 中， 常规方案为得到最大的水沙调控效果， 但龙刘

的弃水量分别达到 ４０ ８２ 亿ｍ３和 ４０ ８５ 亿ｍ３， 梯级损失电量约为 ２４ ９ 亿 ｋＷ·ｈ。联合优化调度方案以最小弃水

为原则， 利用刘家峡水库的库容补偿， 最大化地补充水沙调控期间的水量， 减少龙羊峡水库的出库流量， 使得

龙刘水库的弃水量大大降低， 仅 １ ９４０ 亿 ｍ３和 ２９ ７０ 亿 ｍ３， 弃水较常规方案大幅减少， 损失电量减少了 ２ ／ ３。
主要原因是： 常规方案单纯追求水沙调控效果， 造成发电企业效益严重受损， 激化了发电与水沙调控目标之间

的矛盾， 是不合理的； 联合优化方案综合考虑发电与水沙调控的多目标优化， 降低了梯级水库群参与水沙调控

运行后损失的经济效益， 弱化了发电与水沙调控目标之间的矛盾， 明显优于常规方案。

表 ４　 各方案不同电站弃水量和发电量

Ｔａｂｌｅ ４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ｃｈｅｍｅ

电站

弃水量 ／ 亿 ｍ３ 发电量 ／ 亿 ｋＷ·ｈ

联合优化
调度方案

常规方案
联合优化
调度方案

优化方案 常规方案

龙羊峡 １ ９４ ４０ ８２ ７９ ７７ ７９ ４１ ６５ ２１

刘家峡 ２９ ７０ ４０ ８５ ６８ ４５ ７５ １４ ６６ ２４

梯级 ３１ ６５ ８１ ６７ １４８ ２２ １５４ ５５ １３１ ４５

（３） 梯级发电量　 表 ４ 中， 优化方案以龙刘梯级发电

量最大为目标， 较联合优化方案增发电量 ６ ３３ 亿 ｋＷ·ｈ，
较常规方案增发电量 ２３ １０ 亿 ｋＷ·ｈ， 增幅分别为 ４ ８％、
１５ ６％， 实现了梯级发电量最大这一目标， 优化方案的发

电目标优于联合优化方案和常规方案， 验证了梯级发电量

模型的可靠性。
（４） 水沙调控 　 为了量化龙羊峡、 刘家峡梯级水库

群人造可控洪水的水沙调控效果， 根据水量平衡原理与输

沙量平衡原理， 建立了黄河上游沙漠宽谷河段各断面输沙

率与流量、 上游站含沙量的相关关系［２２］。 以头道拐站

为例：
ＱＳＯ ＝ ０ ０００ ０６４Ｑ１ ４８２

Ｏ Ｑ０ ６０９
Ｉ （１１）

ｍａｘＷ ＝ ｍａｘ (∑
Ｎ

ｎ ＝ １
∑

Ｔ

ｔ ＝ １
ｗ（ｎ，ｔ）Δｔ ) （１２）

式中： ＱＳＯ为头道拐断面的输沙率， ｔ ／ ｓ； ＱＯ 为头道拐站的输沙流量， ｍ３ ／ ｓ； ＱＩ 为头道拐上游站含沙量，
ｋｇ ／ ｍ３； Ｗ 为河段的输沙量， ｔ。 以各站的实测流量过程， 由输沙率经验公式推求的各站输沙量与实测值的相

对误差在 １０％以内， 论证了输沙率经验公式的可靠性， 可以用于河道输沙或冲淤计算。
图 ５、 图 ６ 给出了各方案断面输沙量和区间冲淤量的变化过程。 常规方案中， 河道的总冲刷量为

０ ６０ 亿 ｔ， 较联合优化方案增加 ０ ２１ 亿 ｔ， 较优化方案增加 ０ ４４ 亿 ｔ。 作为沙漠宽谷河段的出口断面， 常规

方案中头道拐站的输沙量为 ０ ８１ 亿 ｔ， 较联合优化方案增加 ０ ２０ 亿 ｔ， 较优化方案增加 ０ ６２ 亿 ｔ。 从图 ５、 图 ６

图 ５　 各断面输沙量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５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ｅｃｔｉｏｎ

　 　
图 ６　 区间冲淤量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６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ｓｃｏ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ｌｔ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ｒｅａｃｈ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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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 常规方案在水沙调控目标上是优于联合优化方案和优化方案的， 验证了输沙量最大模型的可

靠性。
联合优化方案与优化方案相比， 以减少 ４ ８％发电量的代价， 使河段的冲刷量增加了 ０ ２３ 亿 ｔ， 是优化

方案的 １ ５ 倍， 以较小的电量损失换来了下游河道冲刷量的大幅度增加， 达到了多目标之间的平衡。 与常规

方案相比， 联合优化方案使龙羊峡水库末水位均高出 ２ ９０ ｍ， 可调水量增加 ８ ２００ 亿 ｍ３， 可折合增发电量

４ ９７ 亿 ｋＷ·ｈ。 联合优化方案比常规方案发电量增加 １６ ７８ 亿 ｋＷ·ｈ， 减少弃水量 ５０ ００ 亿 ｍ３， 损失电量减

少了 １６ ６０ 亿 ｋＷ·ｈ。 即联合优化方案较常规方案， 以 ０ ２１ 亿 ｔ 冲刷量， 获得了 ３８ ３５ 亿 ｋＷ·ｈ 的增发电量，
增发幅度达 ２９ ２％， 验证了联合优化模型和计算方法的可靠性。

图 ７　 各方案调控目标在 Ｐａｒｅｔｏ⁃Ｆｒｏｎｔ 中的分布示意

Ｆｉｇ 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ｅｔｏ⁃Ｆｒｏｎｔ

为深入分析单目标与多目标的计算结果， 根据表 ２
中不同含沙量各区间的水沙阈值， 在不同的调控流量条

件下计算了发电与水沙调控的多目标模型的全局均衡解

集的 Ｐａｒｅｔｏ⁃Ｆｒｏｎｔ 散点图， 如图 ７ 所示。 将常规方案、 优

化方案的单目标最优解点绘在图 ７ 中。 由图 ７ 可知， 以

单一目标发电量最大的优化方案和以水沙调控为单一目

标的常规方案， 其最优值均未在 Ｐａｒｅｔｏ⁃Ｆｒｏｎｔ 曲线上， 但

在各自目标的极大值点上。 联合优化方案的解位于

Ｐａｒｅｔｏ⁃Ｆｒｏｎｔ 曲线上的下半段。 可以看出： 常规方案实现

了水沙调控单一目标的最大值， 优化方案实现了梯级发

电量单一目标的最大值， 联合优化调度方案在保证防洪防凌安全和满足黄河全流域综合用水的前提下， 从发

电、 水沙调控的多目标次优化调度综合考虑， 获得了多目标的全局均衡解， 体现了联合优化方案的优势。 因

此， 本文推荐联合优化方案为最优方案。
４ ２　 联合优化方案各调控目标的定量分析

本文将从各调控目标分析优选方案⁃联合优化方案的结果， 联合优化方案的计算结果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水沙调控的联合优化调度计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Ｊｏｉｎｔ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月
份

龙羊峡水库

入库流量 ／
（ｍ３·ｓ－１）

出库流量 ／
（ｍ３·ｓ－１）

末水位 ／
ｍ

出力 ／
ＭＷ

龙刘
区间
流量 ／

（ｍ３·ｓ－１）

刘家峡水库

入库流量 ／
（ｍ３·ｓ－１）

出库流量 ／
（ｍ３·ｓ－１）

末水位 ／
ｍ

出力 ／
ＭＷ

刘兰区
间流量 ／
（ｍ３·ｓ－１）

兰州断
面流量 ／
（ｍ３·ｓ－１）

１ ２１６ ４６９ ２ ５９０ ００ ５７０ １１７ ５８６ ４６２ １ ７３１ ００ ４３０ ７８ ０ ５４０

２ ２２４ ４５１ ２ ５８８ ００ ５４１ ９８ ０ ５４９ ３８５ １ ７３４ ００ ３７０ ８１ ０ ４６６

３ ２６５ ４２９ ２ ５８７ ００ ５１０ ７３ ０ ５０２ ４５８ １ ７３５ ００ ４４７ ５１ ０ ５０９

４ ３１０ １ ２８０ ２ ５７９ ００ １ ２８０ ６０ ０ １ ３４０ ２ ７００ １ ６９４ ００ １ ３５０ １２２ ２ ８２０

５ ３７１ １ ２００ ２ ５７２ ００ １ ２８０ １２５ １ ３３０ ９６０ １ ７１０ ００ ６５１ １４０ １ １００

６ ９５８ １ ２００ ２ ５７０ ００ １ ２８０ １７２ １ ３７０ ９６２ １ ７２２ ００ ７７２ ２０９ １ １７０

７ １ ９９０ １ ２００ ２ ５７７ ００ １ ２８０ ２１５ １ ４２０ １ ２６０ １ ７２６ ００ １ ０９５ ４２０ １ ６８０

８ ８８８ １ ２００ ２ ５７４ ００ １ ２８０ １６２ １ ３６０ １ ２２０ １ ７２９ ００ １ ０９３ ２９１ １ ５１０

９ ６３５ ８３６ ２ ５７２ ００ ８７４ ２４９ １ ０９０ ８１５ １ ７３５ ００ ７６８ ２３５ １ ０５０

１０ ５５３ ６９１ ２ ５７１ ００ ７１７ ８６ ０ ７７７ １ １８０ １ ７２６ ００ １ ０９３ １３６ １ ２９０

１１ ３７８ ５１０ ２ ５７０ ００ ５２８ １１２ ６２２ ５８６ １ ７２７ ００ ５２９ １３８ ７５０

１２ １８８ ３６５ ２ ５６８ ００ ３７７ １３２ ４９７ ４９１ １ ７２７ ００ ４４６ １３６ ６２７

　 　 由图 ３、 图 ４ 可以看出， 龙羊峡水库汛前水位 ２ ５７０ ００ｍ， 在防洪限制水位 ２ ５９４ ００ ｍ 以下； 汛前刘家

峡水库水位１ ７２２ ００ ｍ （图 ４）， 低于防洪限制水位 １ ７２６ ００ ｍ， 龙刘水库的汛前水位均保证了水库的防洪安

全。 凌汛前刘家峡水库水位降至 １ ７２７ ００ ｍ， 低于要求的 １ ７２８ ００ ｍ， 且刘家峡水库出库流量严格遵循防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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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要求， 保证了沙漠宽谷河段的防凌安全。
龙羊峡、 刘家峡水电站年发电量分别达到了 ７７ ０１ 亿 ｋＷ·ｈ、 ６６ ２４ 亿 ｋＷ·ｈ， 均高于设计值。 月平均出

力分别为 ８７６ ＭＷ、 ７５４ ＭＷ， 均大于保证出力， 满足了梯级水电站的发电要求。
通过龙刘水库联合优化调度， 兰州断面的年供水总量为 ３５５ ２ 亿 ｍ３， 大于兰州断面最小控制水量， 且

各月流量也达到了综合用水流量的控制要求， 满足了黄河全流域的供水要求。
由图 ５、 图 ６ 可以看出， 自青铜峡以下， 联合优化调度方案实现了黄河上游沙漠宽谷河段的全线冲刷，

仅下—青河段有轻微淤积。 研究区域总冲刷量达到了 ０ ３８ 亿 ｔ， 特别是河道淤积较为严重的危险河段巴—头

区间河段的冲刷量达到了 ０ ２８ 亿 ｔ， 占总冲刷沙量的 ７２％。 头道拐作为出口断面， 水沙调控期间断面总输沙

量为 ０ ６１ 亿 ｔ， 较 ２０１０ 年实测输沙量增加了 ０ ４８ 亿 ｔ。
综上， 联合优化调度方案在满足防洪防凌、 供水目标的前提下， 实现了发电和水沙调控的均衡， 量化了

２０１０ 年偏丰水年的水沙调控效果， 为龙刘梯级水库群的水沙调控运行提供技术支撑。

５　 结　 　 论

（１） 通过对各方案各调控指标的对比分析， 联合调度方案较其他单目标方案更符合黄河流域水沙调控

的实际， 推荐为最优方案， 且其水沙调控效果十分显著， 出口断面头道拐站总输沙量 ０ ６１ 亿 ｔ， 较实测输沙

量增加 ０ ４８ 亿 ｔ， 论证了水沙调控方案的可行性。
（２） 联合优化方案获得了全局均衡解， 量化了各目标之间的响应规律， 且以较小的电量损失换来了输

沙量的大幅度增加， 论证了水库群水沙调控措施在解决黄河上游泥沙问题中的不可或缺性， 为开展黄河上游

水沙调控奠定了决策依据， 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
（３） 本文仅对来水较丰这一特殊情况下的水沙调控进行研究，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未来黄河上游沙漠

宽谷河段长期的水沙调控， 势必对上游水库群的综合运行产生不利影响。 长系列下水库群水沙调控的能力、
效果以及与中下游的调水调沙有机联合， 实现黄河全流域的水沙调控， 将是下一步重点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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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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