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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大连市复杂水库群供、 调水系统为背景， 在对系统特性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系统实时调度框架及二层

耦合结构模式， 设计了以 “总量控制、 耦合嵌套、 多维决策、 滚动修正” 为核心的实时调度流程。 在径流预报方

面， 提出了基于超越概率的水库群供、 调水系统长期入库径流预报方法， 结合中期 ＧＦＳ（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数值预报技术对不同时段入库径流进行滚动预报。 在调度模型方面， 采用基于动态规划的建模求解新方法和常规

调度方法， 为调度决策提供参考。 实例研究表明， 建立的实时调度系统实现了滚动预报和滚动调度， 具备了实时

性； 实现了宏观总控与局部调整相结合的调度目标， 具备了调度决策不同时间尺度耦合嵌套特性， 证明了系统的

适用性。 研究成果对于同类系统实时调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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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分布的不均匀性与人类社会需水的不均衡性使跨流域调水成为必然。 由跨流域调水工程和本地水

库群组成的供、 调水系统， 改变了原水库群的边界条件及调度模式， 调度决策变得更加复杂。 系统的实时调

度是有效降低供水成本、 提高城市供水保障程度的重要手段， 也是城市水资源管理中的重大科学问题。 对于

水库群供、 调水系统优化调度的研究多集中在调度规则上［１⁃３］， 根据历史调度规律制定调度决策， 没有充分

利用水文预报信息， 调度决策偏于保守。 水库群供、 调水系统实时调度在调度模式、 调度模型、 调度流程上

均有别于其他水资源实时调度系统， 而相关研究未见报道。
水资源系统实时调度基本特征有两个［４］： ① 调度决策的实时性， 以当前实时信息为基础， 根据面临时

段的来水和需水预报做出调度决策； ② 调度决策不同时间尺度耦合嵌套特性， 即使短期调度决策与长期最

优运行策略偏差最小。 国内外水资源系统实时调度研究起步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在防洪、 发电和灌溉等领域

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近年来， 城市水资源实时调度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 柴福鑫等［５］ 建立了城市水资

源实时调度与管理的理论框架， 构建了集实时评价、 预报、 管理和调度等功能于一体的城市水资源实时调度

与管理整体模型。 Ｇａｌｅｌｌｉｌ 等［６］对位于城区的水库多目标实时调度进行研究， 以新加坡 Ｍａｒｉｎａ 水库为例， 对

基于随机动态规划（ＳＤＰ）的非实时调度和基于确定性预测控制模型（ＭＰＣ）的实时调度进行对比， 结果表明

实时调度可获得更优的调度结果。
本研究以大连市水库群供、 调水系统为背景， 提出了系统实时调度的框架、 模式和流程， 建立实时调度

模型， 研究成果成功地应用到该水库群供、 调水调度决策支持系统中， 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为同类系统

实时调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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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水库群供、 调水系统实时调度框架、 模式及流程

１ １　 水库群供、 调水系统特征

大连市是严重缺水的城市， 碧流河水库和英那河水库是大连市原水供应的主要水源， 约占全市原水总供

应量的 ８０％。 两水库分别通过引碧入连工程和引英入连工程将原水配送至洼子店水库， 经调节后供给市区用

水。 为解决大连市城市工业与生活用水短缺问题， 并改善区域水环境， 将外流域的水通过大伙房水库输水应

急入连工程（简称 “大伙房应急输水工程”）调入碧流河水库， 经碧流河水库调节后， 向城市供水， 供、 调水

系统示意见图 １。

图 １　 大连市水库群供、 调水系统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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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伙房水库输水工程分为干线和支线， 工程具有线路长、 目标多、 流量大且压力密闭等特点， 为保证输

配水安全平稳运行， 干线和支线必须实行集中统一调度。 大伙房应急输水工程是该跨流域调水工程的一个分

支。 全线调度规程规定： 为避免干线频繁调流调压形成流量和压力波动， 要求受水各市编制年、 月需水计

划， 根据年、 月需水计划， 总调度制定运行方案， 大伙房应急输水工程必须服从干线的统一调度， 调度时段

最短为月。
碧流河水库和英那河水库以城市供水为主， 农业供水所占比重较小， 需求和供给变化较为缓慢， 而且调

控措施（闸门、 泵站等）也不允许频繁地短期开启或者关闭， 因此调度时段一般为旬。
１ ２　 实时调度框架及模式分析

水库群供、 调水实时调度是 “预报、 决策、 实施、 再预报、 再决策、 再实施” 的循环往复、 向前滚动

的决策过程。 水库群供、 调水系统实时调度必须具备两大基础： ① 调水总量控制基础； ② 实时调度信息基

础。 两大基础为实时调度提供边界条件。 根据大连市水库群供、 调水调度管理系统的功能定位， 实时调度框

架包含以下 ４ 个层面： ① 数据管理； ② 预报； ③ 调度； ④ 方案与实施。 同时， 该系统具备信息反馈与滚动

修正功能， 将框架内的 ４ 个层面耦合成一个整体。 实时调度框架见图 ２。
从调度时段上分析， 大伙房应急输水工程以月为调度时段， 而碧流河水库和英那河水库供水调度以旬为

调度时段。 在调度时段上的差异， 决定了水库群供、 调水系统属二层耦合结构。 在月尺度调度中， 基于供、
调一体优化的思想， 从全局寻求最优供、 调水决策， 不属于主从递阶决策问题； 而在旬尺度调度中， 大伙房

应急输水工程月调水量固定不变， 在确定水库来水条件下， 调度问题变成了单纯的供水优化调度。 水库群

供、 调水系统不同时段耦合嵌套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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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水库群供、 调水系统实时调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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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大伙房应急输水工程不同时段耦合嵌套模式　 大伙房应急输水工程年调水计划是以月为调度时段，
根据年初水库蓄水状态， 结合径流预报和需水预报， 给出一年 １２ 个月逐月计划调水量。 大伙房应急输水工

程月调水计划仍以月为调度时段， 根据月初水库蓄水状态， 结合面临时段（至年末）径流预报和需水预报，
给出月计划调水量， 月的调水计划可以对年计划进行调整。 因此， 大伙房应急输水工程不同时段间为松散耦

合嵌套模式。
（２） 引英入连工程和引碧入连工程不同时段耦合嵌套模式　 引英入连工程和引碧入连工程年、 月、 旬

调度时段间同为松散耦合嵌套模式， 但在旬调度过程中， 大伙房应急输水工程月调水总量原则上保持不变，
在固定大伙房应急输水工程月调水总量及时程分配不变的基础上， 制定引英入连和引碧入连工程旬供水计

划。 因此， 当调度时段为旬时， 大伙房应急输水工程与引英入连工程和引碧入连工程之间为紧密耦合嵌套

模式。
调度模式实质上是为调度模型提供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主要包括水库蓄水量边界条件和调水量边界条

件。 基于实时调度模式分析， 可得出年、 月、 旬调度的边界条件： ① 年调度边界条件， 以年底实时采集的

水库蓄水量 Ｖｙ，ｓ作为该水库面临年份的起始蓄水量， 以水库年末蓄水目标 Ｖｅｎｄ作为该水库年末蓄水量边界条

件； ② 月调度边界条件， 以月底实时采集的水库蓄水量 Ｖｍ，ｓ作为该水库面临月份的起始蓄水量， 以水库年末

蓄水目标 Ｖｅｎｄ作为该水库年末蓄水量边界条件； ③ 旬调度边界条件， 以旬底实时采集的水库蓄水量 Ｖｔ，ｓ作为

该水库面临旬的起始蓄水量， 以水库月计划中月末蓄水量 Ｖｍ，ｅｎｄ作为该水库月末蓄水量边界条件， 以调水工

程面临月调水计划 Ｄｍ作为调水量边界条件。
１ ３　 实时调度流程

基于水库群供、 调水系统实时调度模式分析结果， 设计实时调度流程， 具体如图 ３ 所示。
（１） 入库径流预报　 入库径流预报时段包括长期（年、 月）和中期（旬）。 采用基于超越概率的水库群供、

调水系统长期入库径流预报方法对长期入库径流进行预报， 而中期入库径流预报采用基于 ＧＦＳ（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ｒｅ⁃
ｃａｓ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降雨信息的入库径流预报方法。

（２） 需水预报　 需水分为工业及城镇生活、 农业、 环境三大类， 其中工业及城镇生活需水采用趋势预

报方法进行预报， 农业及环境需水所占比重较小， 采用典型年预报方法进行预报。
（３） 调度决策　 以优化调度计算模型为主、 以调度规则和专家判断为辅进行调度决策， 采用松散和紧

密相结合的模式进行不同时段间的耦合嵌套。
（４） 实时修正　 实时修正包括 ３ 方面内容： ① 实时信息修正； ② 径流预报及需水预报实时修正； ③ 累

计调水量实时修正。
（５） 重复以上步骤（１）—步骤（４）， 直到整个调度周期结束。
水库群供、 调水系统实时优化调度过程可概括为 “总量控制、 耦合嵌套、 多维决策、 滚动修正”。
总量控制是指年、 月调水总量控制。 在月调度过程中， 累计调水量一般不突破年计划确定的年调水总

量， 在旬调度过程中， 累计调水量一般不突破月计划确定的月调水总量。 耦合嵌套是指不同调度时段间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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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水库群供、 调水系统实时调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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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配合。 从时间维上看， 既有大尺度的宏观把握， 又有小尺度的局部调整； 不同时间尺度间又存在递阶关

系， 年调度为月调度提供年末水库蓄水目标和累计调水量边界条件， 而月调度为旬调度提供月末水库蓄水目

标和累计调水量边界条件， 通过不同调度时段之间的边界设置， 实现年、 月、 旬调度的耦合嵌套。 多维决策

是指时间维和空间维的决策。 时间维的决策包括不同调度时段的决策， 即年、 月、 旬调水与供水决策； 空间

维的决策， 既有基于供、 调一体优化思想的调度决策（年、 月尺度）， 又有基于主从递阶思想的调度决策（旬
尺度）。 滚动修正， 这是实时调度的核心， 通过对径流预报、 需水预报、 水情和工情以及累计调水量等信息

的实时更新， 为调度模型提供最新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

２　 水库群供、 调水系统实时调度模型

２ １　 入库径流预报

大连市水库群供、 调水系统属于二层耦合结构， 大伙房应急输水工程调水计划的制定要考虑年末蓄水目

标， 需要年或数月入库径流预报， 当对面临时段（面临月至年底）来水做出乐观估计时， 降低计划调水量，
反之则加大计划调水量。 供水计划的制定主要受中期入库径流预报的影响。
２ １ １　 长期入库径流预报

长期水文预报主要包括传统方法和现代方法， 这些方法预报机理不够清楚， 预报精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通常水文预报预见期越长预报精度越差。 如何根据已获取的实测水文数据对面临时段的来水形势做出科学判

断是系统实时调度的关键。 Ｐｉｅｃｈｏｔａ 等［７］提出了超越概率方法， 即根据历史样本计算预报因子和预报变量的

先验分布， 将实时信息纳入到预报因子中， 对预报变量后验超越概率进行定量预报。 赵铜铁钢等［８］ 采用超

越概率方法对长江宜昌和大通站的长期径流进行预报， 证明了该方法的适用性。
超越概率方法是一种非参数贝叶斯统计方法， 预报因子的选取是关键环节。 根据水库群供、 调水实时调

度系统的特点， 做月计划的时候必须考虑年末蓄水目标是否能够满足， 因此需要面临月至年末的径流预报信

息。 碧流河水库和英那河水库入库径流均属降水补给型， 降水的随机性较强， 但从长历时角度看， 前期降水

量多则土壤含水量大， 后期降水更容易形成径流， 即前期径流与面临时段径流存在相关关系， 因此本文选取

基于前期径流的预报方法， 将年内已发生的入库径流总量作为预报因子， 对年内剩余时段的入库径流形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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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定性预测。 需要指出的是， 对年内剩余时段入库径流进行定性预测， 即为频率区间的概率预测， 而非超越

某一径流的概率预测， 二者之间有明显区别。 基于超越概率法基本理论， 本文提出了水库群供、 调水系统实

时调度长期入库径流预报方法， 具体步骤如下：
（１） 选取年内已发生的入库径流总量作为预报因子（Ｚ ｊ）， 对年内剩余时段的入库径流（Ｑｉ）形势进行定

性预测。
（２） 根据历史样本将预报因子和预报变量划分 ５ 个不同频率区间， 分别为： 丰（Ｑ１∈（０， ２０％］）、 偏丰

（Ｑ２∈（２０％， ４０％］）、 平（Ｑ３∈（４０％， ６０％］）、 偏枯（Ｑ４∈（６０％， ８０％］）和枯（Ｑ５∈（８０％， １００％］）。
（３） 选择预报因子的频率区间 Ｚ ｊ， 计算不同入库径流条件下 ｆ（Ｚ ｊ ｜ Ｑｉ） 和 Ｐ（Ｑｉ）， 其中 ｆ（Ｚ ｊ ｜ Ｑｉ） 为 Ｑｉ

发生条件下 Ｚ ｊ的条件概率密度， Ｐ（Ｑｉ）为 Ｑｉ发生的概率。

（４） 根据公式 Ｐ Ｑｉ ｜ Ｚ ｊ( ) ＝
Ｐ Ｑｉ( ) ｆ Ｚ ｊ ｜ Ｑｉ( )

∑
Ｎ

ｋ ＝ １
Ｐ Ｑｋ( ) ｆ Ｚ ｊ ｜ Ｑｋ( )

计算 Ｐ（Ｑｉ ｜ Ｚ ｊ） ， 并绘制面临时段入库径流与超越概率

图， 其中， Ｐ（Ｑｉ ｜ Ｚ ｊ） 为预报因子 Ｚ ｊ已知且预报变量 Ｑｉ发生的后验概率； Ｎ 为预报变量事件分布空间。
（５） 根据预报变量频率区间划分， 计算每个频率区间的概率， 选择概率最大的频率区间 ｍａｘ（Ｐ（Ｑｉ ｜ Ｚｊ））

图 ４　 ７—１２ 月份入库径流超越概率预报结果

（前期入库径流为偏丰）
Ｆｉｇ ４ ７—１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ｉｎｆｌｏｗ ｒｕｎｏｆｆ ｅｘｃｅｅｄａｎｃ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ｒｅ ｉｎｆｌｏｗ ｒｕｎｏｆｆ ｉｓ ｗｅｔ）

作为预报因子 Ｚｊ的面临时段入库径流预报结果 Ｑｉ。
以碧流河水库入库径流预报为例， 已知 ７ 月份以前

的入库径流量， 查找其对应的频率区间， 如果为偏丰区

间， 那么 ７ 月初至 １２ 月末入库径流量根据上述法（图 ４）
预报结果为： 丰区间 （Ｑ１ ） 的概率为 ０ ０８， 偏丰区间

（Ｑ２）的概率为 ０ ３７， 平区间（Ｑ３）的概率为 ０ ３５， 偏枯

区间（Ｑ４）的概率为 ０ ２０， 枯区间（Ｑ５）的概率为 ０， 对面

临时段入库径流形势可判定为偏丰。
根据 ２００６ 年碧流河水库实测入库径流资料对超越概

率法预报结果进行检验， 结果见表 １。 从预报结果中可见，
枯水期预报和实测径流偏差不大； ７ 月份做出的入库径流

预报中， ８ 月份预报结果为 ４８ ７２０ 万ｍ３， 明显高于实测值的 ２５ １７０ 万ｍ３， 到了 ８ 月份， 根据实时数据对入库径

流进行重新预报， ８ 月当月的预报结果为 ３０ ８５０ 万ｍ３， 预报误差进一步减小， 证明了方法的有效性。
表 １　 碧流河水库 ２００６ 年入库径流实时滚动预报结果 万ｍ３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ｒｏｌｌｉｎｇ ｉｎｆｌｏｗ ｒｕｎｏｆｆ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Ｂｉｌｉｕ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２００６

月份 实测
起始月份至年底逐月预报结果

１ 月 ２ 月 ３ 月 ４ 月 ５ 月 ６ 月 ７ 月 ８ 月 ９ 月 １０ 月 １１ 月 １２ 月

１ 月 ４３７ ３５５ — — — — — — — — — — —

２ 月 ８３２ ３１８ ９１７ — — — — — — — — — —

３ 月 １ ０５６ １ ４７６ １ １８５ １ ４７６ — — — — — — — — —

４ 月 ８６４ ３ ０２０ ９６４ ３ ０２０ ９６４ — — — — — — — —

５ 月 １ ２１７ ４ ７９９ ３ ４５４ ４ ７９９ ３ ４５４ ３ ４５４ — — — — — — —

６ 月 １ ６２０ １ ３６３ ３ ６１５ １ ３６３ ３ ６１５ ３ ６１５ １ ３６３ — — — — — —

７ 月 ９ ６７８ ９ ４５９ ５ １５３ ９ ４５９ ５ １５３ ５ １５３ ９ ４５９ １４ ６００ — — — — —

８ 月 ２５ １７０ １１ ２９０ ３０ ８５０ １１ ２９０ ３０ ８５０ ３０ ８５０ １１ ２９０ ４８ ７２０ ３０ ８５０ — — — —

９ 月 ２ ６６３ ４ ７４４ ５ ６４２ ４ ７４４ ５ ６４２ ５ ６４２ ４ ７４４ ３ ０８５ ５ ６４２ ３ ０８５ — — —

１０ 月 １ ６２１ １ ５２９ １ ７４６ １ ５２９ １ ７４６ １ ７４６ １ ５２９ １ ２３９ １ ７４６ １ ２３９ １ ５２９ — —

１１ 月 ７３４ ８４１ ９４２ ８４１ ９４２ ９４２ ８４１ ５８８ ９４２ ５８８ ８４１ ８４１ —

１２ 月 ７５３ ４８０ １ ２２２ ４８０ １ ２２２ １ ２２２ ４８０ ５６４ １ ２２２ ５６４ ４８０ ４８０ １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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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２　 中期入库径流预报

中期入库径流预报即为旬入库径流预报， 采用基于 ＧＦＳ 降雨信息的入库径流预报模型进行预报。 卢迪

等［９］在 ＧＦＳ 数值预报的基础上， 对不同时段预报结果进行加权处理， 预报精度较高。
基于统计分析， 随预见期延长， 降水量预报信息的精度在降低， 所以采用递减权重对 ＧＦＳ 降雨数值预

报信息进行加权处理。 在降雨径流关系中， 降雨是旬径流产生的前提条件， 同时， 旬初流域前期影响雨量及

上旬退水也是影响本旬径流的重要因素。 上旬后 ｉ 日（ ｉ＝ １， ２， ３， …， １０）平均入库径流量， 代表旬初始土壤

含水量； 上旬后 ｊ 日（ ｊ＝ １， ２， ３， …， １０）降雨量以及本旬前 ｋ 日（ｋ＝ １， ２， ３， …， １０）降雨量， 为影响本旬径

流的主要因子。 针对每旬选取不同的 ｉ、 ｊ、 ｋ， 即为 “变预报因子”。 旬入库径流预报多元线性回归方程表达

式如下［１０］：
Ｑ ＝ ａＱｉ ＋ ｂＰ ｊ ＋ ｃＰｋ ＋ ｄ （１）

式中： Ｑ 为旬入库径流预报结果； Ｑｉ 为上旬后 ｉ 日平均入库径流量； Ｐ ｊ为上旬后 ｊ 日降雨量； Ｐｋ为本旬前 ｋ 日

降雨量； ａ、 ｂ、 ｃ、 ｄ 均为回归系数， 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
建模采用 １９７８—２０００ 年共 ２３ 年资料进行参数率定， 采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共 １０ 年资料进行检验。 旬径流预

报评价结果见表 ２。 由表 ２ 可见， 率定期和验证期 ２０％变幅合格率分别为 ９５％和 ９０％， 该方法可用于作业预报。
２ ２　 需水预报

大连市水库群供、 调水系统主要为工业及城镇生活供水， 农业和环境供水所占比重仅为 １０ ４％， 因此，
农业和环境需水按照典型年法进行预报。 根据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年的历史统计数据， 引碧入连工程和引英入连工

程原水供应总量呈稳步增长趋势， 可采用趋势预测法预测工业及城镇生活需水中对供、 调水系统原水供给的

需求量（图 ５）。

表 ２　 旬径流预报评价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ｔｅｎ⁃ｄａｙ ｒｕｎｏｆｆ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时段
２０％变幅
合格率 ／ ％

１０％变幅
合格率 ／ ％

均方误
差 ／ 万ｍ３

相关
系数

率定期 ９５ ７８ ７５４ ２５ ０ ８９

验证期 ９０ ７０ ６１１ ４ ０ ８１

　

图 ５　 引碧入连、 引英入连工程年供大连市水量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５ Ａｎｎｕ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Ｄａｌｉａｎ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Ｂｉｌｉｕｈｅ ａｎｄ Ｙｉｎｇｎａ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２ ３　 供、 调水调度模型

供、 调水调度包括基于调度图的常规调度和基于动态规划方法的优化调度。 供、 调水调度模型的目标函

数为供水成本最小， 在供水成本中， 主要包含调水成本和共同供水任务（引碧入连工程和引英入连工程供水

量）的供水成本， 特定供水任务的供水成本不计算在内， 具体表达式如下：

ｍｉｎＰ ＝ ｐ
Ｂ∑ｉ

ＷＢＤＬ， ｉ ＋ ｐ
Ｙ∑ｉ

ＷＹＤＬ， ｉ ＋ ｐ
Ｄ∑ｉ

ＷＴ， ｉ （２）

式中： Ｐ 为总供水成本； ＰＢ、 ＰＹ分别为碧流河水库和英那河水库城市供水单价； ＰＤ为调水单价； 引碧入连

工程为重力流输水， 供水成本最小， 引英入连工程和调水工程均为长距离有压输水， 三者关系为 ＰＢ ＜ＰＹ ＜
ＰＤ； ＷＢＤＬ ，ｉ、 ＷＹＤＬ ，ｉ分别为 ｉ 时段引碧入连工程和引英入连工程供水量， ＷＴ ， ｉ为 ｉ 时段大伙房应急输水工程调

水量。
约束条件包括：
（１） 水量平衡方程

ＶＢ， ｉ ＋１ ＝ ＶＢ， ｉ ＋ ＩＢ， ｉ ＋ （１ － α）ＷＴ， ｉ － ＷＢＤＬ， ｉ － ＷＢＩ， ｉ － ＷＢＡ， ｉ － ＷＢＥ， ｉ － ＥＢ， ｉ － ＡＢ， 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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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Ｙ， ｉ ＋１ ＝ ＶＹ， ｉ ＋ ＩＹ， ｉ － ＷＹＤＬ， ｉ － ＷＹＡ， ｉ － Ｗ ＹＥ， ｉ － ＥＹ， ｉ － ＡＹ， ｉ （４）
ＷＤＬ， ｉ ＝ ＷＢＤＬ， ｉ ＋ ＷＹＤＬ， ｉ （５）

式中： ＶＢ ， ｉ ＋１、 ＶＢ ， ｉ、 ＶＹ ， ｉ ＋１、 ＶＹ ， ｉ分别为碧流河水库和英那河水库 ｉ 时段末和 ｉ 时段初蓄水量； ＩＢ ，ｉ、 ＩＹ ，ｉ分别

为 ｉ 时段碧流河水库和英那河水库入库径流量； ＷＤＬ ， ｉ为 ｉ 时段向大连市供水总量； ＷＢＩ ，ｉ、 ＷＢＡ ，ｉ、 ＷＢＥ ，ｉ分别为

ｉ 时段碧流河水库向城镇、 农业、 环境供水量； ＷＹＡ ，ｉ、 ＷＹＥ ，ｉ分别为 ｉ 时段英那河水库向农业、 环境供水量；
ＥＢ ，ｉ、 ＥＹ ，ｉ分别为 ｉ 时段碧流河水库和英那河水库蒸发渗漏损失； ＡＢ ，ｉ、 ＡＹ， ｉ分别为 ｉ 时段碧流河水库和英那河

水库弃水量； α 为损失系数。
（２） 水库上、 下限约束

Ｖｉ ∈
［Ｖｍｉｎ， Ｖｆ］　 　 　 　 汛期

［Ｖｍｉｎ， Ｖｎ］ 非汛期{ （６）

式中： Ｖｉ为水库（碧流河水库或英那河水库）蓄水量； Ｖｍｉｎ为水库死库容； Ｖｆ为汛限水位对应的库容； Ｖｎ为正

常蓄水位对应的库容。
（３） 最大破坏深度约束

ｄＩ ≤ １０％
ｄＡ ≤ ３０％ （７）

式中： ｄＩ为工业及城镇生活供水最大破坏深度； ｄＡ为农业供水最大破坏深度。
（４） 工程供水能力约束

Ｔｉ ≤ Ｔｍａｘ， ｉ （８）
式中： Ｔｉ为时段供水量； Ｔｍａｘ， ｉ为时段供水能力。

（５） 水库末库容约束（仅适用于优化调度模型）
ＶＢ， Ｔ ≥ ＶＢｅｎｄ

ＶＹ， Ｔ ≥ ＶＹｅｎｄ （９）
式中： ＶＢ，Ｔ、 ＶＹ，Ｔ分别为调度期末碧流河水库和英那河水库蓄水量； ＶＢｅｎｄ、 ＶＹｅｎｄ分别为碧流河水库和英那河水

库调度期末蓄水目标。
２ ３ １　 常规调度

供、 调水调度图包括供水调度线和调水控制线， 其中供水调度线包括农业供水限制线和城市供水限制

线， 将整个调度区域划分为 ３ 个部分， 分别为正常供水区、 农业限制供水区、 城市和农业均限制供水区。 大

伙房应急输水工程调水量由碧流河水库当前的蓄水状态控制， 为避免大伙房应急输水工程启闭过于频繁， 设

置两条调水控制线， 分别为调水上控制线和调水下控制线。 对于共同供水任务中引碧入连和引英入连工程供

水所占比重， 李成振等［１１］提出了一种附加调节系数的动态分水方法， 见式（１０）。

ｋＹ， ｔ ＝ αｔ

ＶＹ， ｔ

ＶＢ， ｔ ＋ ＶＹ， ｔ
（１０）

式中： ｋＹ，ｔ为 ｔ 时刻英那河水库分水系数； ＶＢ， ｔ 、 ＶＹ， ｔ 分别为 ｔ 时刻碧流河、 英那河水库时段初可供水量； αｔ为

分水因子调节系数。
该方法以时段初成员水库可供水量占总可供水量的比例为基数， 乘以某一调节系数， 对共同供水任务进

行 “二次分配”， 按照水库蓄满率（水库蓄水量与最大可蓄水量的比值）的大小， 将水库划分为若干个蓄水

层， 当水库处于不同的蓄水层时， 调节系数取不同的值， 核心思想是优先、 高效利用供水成本最低的本地水

资源。
２ ３ ２　 优化调度

碧流河水库与英那河水库均为多年调节水库， 虽然大伙房应急输水工程调度周期为日历年， 但调水计划

的制定必须考虑连续枯水年份即使满负荷调水仍不能满足供水需求的情况， 所以调水要有一定的前瞻性。 为

了协调大伙房应急输水工程和碧流河水库、 英那河水库调度周期不匹配问题， 孙万光等［１２］ 提出了多年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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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年末蓄水目标的概念， 以约束条件的形式将年调度与多年调节有机结合起来（见式（９））。 碧流河水库和

英那河水库年末蓄水目标是通过对长系列径流资料（１９５６—２００７ 年）进行连续年优化调节计算（计算时段为

月）， 以供水成本最小为目标， 供水保证率满足规范要求为约束， 经试算、 优选得出的， 并保留一定的安全

裕度。 碧流河水库和英那河水库特征参数见表 ３。

表 ３　 水库特征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水库名称
正常蓄水位对应库容 ／ 万ｍ３

汛期 非汛期

死水位对应
库容 ／ 万ｍ３ 调节性能 年末蓄水目标 ／ 万ｍ３

碧流河水库 ６６ ４９０ ７１ ４００ ７ ０００ 多年 ５６ ５００

英那河水库 ２３ １００ ２３ １００ ２ ２０８ 多年 ２０ ０００

　 　 基于动态规划模型， 针对常规建模方法存在的状态可行域过大、 决策变量与状态变量逻辑关系复杂等缺

点， 孙万光等［１３］提出了直接以调度决策核心变量（大伙房应急输水工程调水量和引英入连工程供水量）为基

础分别构建无源 “水库”， 建立无源 “水库” 与真实水资源系统之间的动态反馈机制， 构建了基于无源 “水
库” 的水库群供、 调水系统优化调度动态规划模型（ＷＤＳＯＯＤＰ）。 模型求解采用 ＤＰＳＡ 结合 ＤＤＤＰ 算法， 减

决策变量的同时也减少了状态数， 适用于高维动态规划问题求解。 针对动态规划几种降维方法普遍存在的对

初始状态依赖性强的问题， 采用全域变廊道降维搜索算法（ＵＶＧＤＲＳＡ）， 保证在任意初始状态下， 优化调度

计算结果均能稳定逼近全局最优解。 全新的建模求解方法计算效率和计算精度较经典动态规划法均有明显提

高， 更适用于实时调度系统。

３　 实例研究

选取 ２００６ 年做实例研究， 根据实际发生的径流数据分析， 该年水库来水偏枯， 大伙房应急输水工程调

水决策需要在不调水与满负荷调水中进行优选， 因此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收集历史 ＧＦＳ 降雨数值预报信息

及径流数据， 采用已建立的实时调度系统， 按照上文设定的技术流程对全年的调度过程进行模拟， 调水计划

按月下达， 供水计划 ４—１０ 月份按旬下达， 其他月份按月下达。 在长期径流预报方面， 为了便于计算结果的

对比， 采用两种不同的径流预报方法： ① 固定频率 Ｐ ＝ ７５％（偏枯）的入库径流预报方法， 简称 “典型年

法”； ② 采用实时数据的超越概率预报方法。 在旬径流预报方面， 采用基于 ＧＦＳ 降雨信息的入库径流预报方

法， 简称 “ＧＦＳ 法”。 表 ４ 给出了不同调度模型、 不同径流预报方法实时调度结果对比。
由于常规调度仅根据当前时段水库蓄水状态做出调水和供水决策， 因此仅给出实际径流条件下常规调度

结果。 从表 ４ 中可见， 根据实际发生的径流， 采用常规调度模型， 大伙房应急输水工程调水量为７ ４８０ 万ｍ３，
而优化调度模型中大伙房应急输水工程调水量为 １１ ２７０ 万ｍ３， 较常规调度多调水 ３ ７９２ 万ｍ３； 两种模型单独

供水任务均未破坏， 常规调度引碧入连和引英入连工程供水比例为 ０ ５８ ∶０ ４２， 而优化调度下该比例为 ０ ５６
∶０ ４４； 常规调度下两水库弃水量为 ３ ３１１ 万ｍ３， 而优化调度下仅弃水 １９ ００ 万ｍ３； 常规调度下两水库年末

表 ４　 实时调度不同方案结果对比 万ｍ３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ｈｅｍ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调度模型
长期径流
预报方法

旬径流
预报方法

碧流河水库 英那河水库

大伙房应急输水
工程调水量

引碧入连
水量

弃水量
年末

蓄水量
引英入连

水量
弃水量

年末
蓄水量

优化调度 典型年法 ＧＦＳ 法 ２２ ５００ ２９ ６５０ ６ ４５０ ５７ ３７０ １９ ６００ ２ ２４５ １９ ０５０

优化调度 超越概率法 ＧＦＳ 法 １５ ０３０ ３１ ０８０ ０ ５５ ５４０ １８ １６０ ２ ２７５ ２０ ４６０

常规调度 实际发生 实际发生 ７ ４８０ ２８ ５２０ ０ ５２ ０２０ ２０ ７４０ ３ ３１１ １７ ７７０

优化调度 实际发生 实际发生 １１ ２７０ ２７ ４３０ ０ ５６ ５００ ２１ ８２０ １９ ００ ２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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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量均未达到年末蓄水目标， 而优化调度下两水库年末蓄水量均达到年末蓄水目标的要求。 根据实际发生

径流两种模型对比结果看， 优化调度模型虽然年调水量增大， 但弃水量少， 年末蓄水量满足年末蓄水目标要

求， 提高了供水安全保障程度， 证明了优化调度模型的有效性。
同为优化调度模型， 采用不同的长期径流预报方法， 典型年法下大伙房应急输水工程调水量为 ２２ ５００

万ｍ３， 而超越概率法为 １５ ０３０ 万ｍ３， 较典型年法少调水 ７ ４６９ 万ｍ３； 典型年法引碧入连和引英入连工程供水

比例为 ０ ６０： ０ ４０， 而超越概率法下该比例为 ０ ６３ ∶０ ３７， 表明引碧入连供水所占的比例进一步提高； 典型

年法两水库总弃水量为 ８ ６９５ 万ｍ３， 且大部分为碧流河水库弃水， 即调水的同时发生弃水， 而超越概率法两

水库总弃水量为 ２ ２７５ 万ｍ３， 并且碧流河水库无弃水； 年末蓄水量方面， 两种方法下年末总蓄水量比较接

近， 均接近或超过年末蓄水目标。
将超越概率法与实际发生径流条件下的优化调度结果对比， 大伙房应急输水工程调水量增加了

３ ７５８ 万ｍ３， 两水库弃水总量增加 ２ ２５６ 万ｍ３。 因为在长期径流预报中， 仅能对未来径流形势做定性判断，
难免存在误差， 但在实时过程中预报误差逐步修正， 调度结果仍在合理接受范围内。

对比结果表明， 采用实时机制下的优化调度模型， 可根据获取的实时信息对未来水文情势做出较科学的

预判， 进而获得较优的调度方案， 避免了边调水、 边弃水情形的发生， 有效指导水库群供水和调水决策。
进一步分析 ＧＦＳ 数值预报对旬调度的影响。 根据实时调度流程， 旬预报结果对引碧入连水量和引英入

连水量有影响， 对当月大伙房应急输水工程调水量则没有影响。 表 ５ 中给出了两水库 ４—１０ 月份月径流预

报、 ＧＦＳ 数值预报和实际发生的入库径流结果以及月计划制定的引碧入连、 引英入连水量和实际引碧入连、
引英入连水量对比结果。

表 ５　 实时调度下旬调度方案动态调整 万ｍ３

Ｔａｂｌｅ ５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ｎ ｄａｙｓ 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 ｉｎ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月份

碧流河水库 英那河水库

月径流
预报

ＧＦＳ 数值
预报

实际
发生

月计划引
碧入连水量

实际引
碧水量

月径流
预报

ＧＦＳ 数值
预报

实际
发生

月计划引英
入连水量

实际引
英水量

４ 月 ９６４ ３９６ ５９９ ２ ０６８ ２ ５６２ ４８３ ６６６ ５２５ １ ９８０ １ ４８５

５ 月 ３ ４５４ １ ３１５ ５１７ ２ １３７ ２ ６８１ ３６６ ９６３ ２８１ ２ ０４６ １ ５０２

６ 月 １ ３６３ １ １１６ ８３１ ２ ０６８ ２ ６８９ ５５３ １ ２００ ２ １３９ １ ９８０ １ ３５８

７ 月 １４ ６００ ２ ５７０ ８ ０７８ ３ ６７１ ２ ６８１ ４ ４１０ ４ ３３３ ７ ５９１ ５１２ １ ５０２

８ 月 ３０ ８５０ １７ ５５０ ２１ ４７０ ２ １３７ ３ １２６ １６ ９２０ １０ １８０ １０ ０７０ ２ ０４６ １ ０５６

９ 月 ３ ０８５ ２ ２１４ ２ １２０ ２ ０６８ ２ ５６２ ２ ５２９ ２ １１６ １ ６４１ １ ９８０ １ ４８５

１０ 月 １ ５２９ １ １６４ １ ３８９ ２ １７３ ２ ６８１ １ ０２５ １ ０１２ ９０８ ２ ０１０ １ ５０２

　 　 从表 ５ 可见， 月预报下的入库径流明显高于实际发生的入库径流， 而 ＧＦＳ 数值预报结果与实际入库径

流比较接近。 根据月径流预报做出的引碧入连和引英入连供水计划， 在实施阶段会根据各旬 ＧＦＳ 数值预报

结果进行实时调整。 以 ７ 月份为例， 碧流河水库月预报入库径流量为 １４ ６００ 万ｍ３， 较实际明显偏大， ＧＦＳ
数值预报为２ ５７０ 万ｍ３， 较实际明显偏小， 月调度时制定的引碧入连计划供水量为 ３ ６７１ 万ｍ３， 到了实施阶

段， 根据 ＧＦＳ 数值预报和实际来水情况， 实际的引碧入连水量为 ２ ６８１ 万ｍ３； 英那河水库月预报和 ＧＦＳ 数值

预报结果比较接近， 但明显低于实际入库径流， 月调度制定的引英入连计划供水量为 ５１２ ０ 万ｍ３， 而实际的

引英入连供水量为 １ ５０２ 万ｍ３。 由此可见， 旬调度在月计划的基础上， 根据 ＧＦＳ 数值预报信息和实时信息，
动态调整引碧入连和引英入连工程供水量， 在尽量满足月末蓄水目标的基础上， 进一步优化共同供水任务的

供水分配比例。
通过实例研究表明， 本文建立的实时调度系统具备两个基本特征： ① 实现了滚动预报和滚动调度， 系

统具备了实时性； ② 实现了宏观总控与局部调整相结合的调度目标， 系统具备了调度决策不同时间尺度耦

合嵌套特性。 本实时调度系统功能满足使用要求， 可指导大连市水库群供水和调水调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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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１） 在对水库群供、 调水系统特性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数据管理、 预报、 调度、 方案与实施相结合

的系统实时调度框架， 提出了系统实时调度的二层耦合结构模式， 设计了以 “总量控制、 耦合嵌套、 多维

决策、 滚动修正” 为核心的实时调度流程。
（２） 在入库径流预报方法上， 提出了基于超越概率的水库群供、 调水系统长期入库径流预报方法和具

体步骤； 实例表明， 结合实时信息作出的滚动预报结果趋近于实测结果； 中期径流预报采用基于 ＧＦＳ 降雨

信息的入库径流预报方法， 延长了预见期， 满足使用要求。 在调度模型方面， 采用基于动态规划的建模求解

新方法和常规调度方法， 为调度决策提供多方案比选。
（３） 实例研究表明， 调水计划的制定受控于长期径流预报， 而供水计划的制定受控于中期径流预报；

采用滚动径流预报模式的调度结果明显优于典型年法的调度结果， 并且在旬调度中， 根据实时信息动态调整

引碧入连和引英入连工程供水比例， 进一步优化水资源供给， 实现了宏观总控和局部调整相结合的调度目

标， 提高供水安全保障程度。 研究成果对于同类系统实时调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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