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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黄河兰州至河口镇河段为研究对象， 采用分解、 协调、 耦合和控制技术， 通过数据实时传递与反馈实现水量

水质的同步耦合， 以河段取水量、 断面下泄流量和水功能区水质指标为辨识参数实现调配目标的在线辨识与过程控

制， 建立具有循环迭代、 在线反馈和滚动修正功能的水量水质一体化调配模型。 以 １９５６—２０００ 年天然径流为输入，
以 ２０２０ 水平年黄河上游需水和排污为例， 通过优化提出河段水量水质一体化调配方案。 结果表明， 通过对取水量及

其过程、 污染物入河量与过程的协调控制， ２０２０ 年水平河口镇以上河段地表耗水量 １２５ ２ 亿 ｍ３， 低于黄河分水指标，
ＣＯＤ 和氨氮入河量控减率分别为 ５０ ６％和 ６５ ７％，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１００％。 模型可实现河段水量水质一体化

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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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与水质是水资源的两个基本属性， 两者是互为依存的统一体。 随着人口增长、 经济社会发展， 水资

源需求不断增加， 排污量增长， 面临的水质与水量双重压力不断加大， 水量水质一体化调配成为当前研究的

热点问题［１］。 国外对于水质问题关注较早， 但同步考虑河流水量水质的研究有限， 主要集中在河流水库系

统的水量水质耦合关系方面， 通过建模优化提出河流水量和污染负荷的配置方案， 解决了配置层面的问题，
而对于水量水质一体化的调度则研究较少［２⁃３］； 国内对水量水质联合配置及水质性缺水的研究还较少， 主要

关注水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水质影响， 或以水质作为约束条件开展水资源配置［４⁃５］。
水量水质一体化研究关键技术在于建立一体化的调配模型。 国内外河流水量水质联合调配模型的调控目

标一般包括： 水量配置、 污染控制和水生态保护。 按照模型解决问题的对象可分为 ３ 类： ① 以水库优化调

度为中心， 针对河道水量水质联合优化调度问题的模型［６⁃８］； ② 以河网水量水质演化模拟为核心， 针对河网

生态环境系统承载力评估问题的模型［９⁃１０］； ③ 以闸坝控制下的河流水文环境效应为重点， 针对污染河流闸

坝调控问题的模型［１１⁃１２］。 从建模手段来看， 当前水量水质联合调配多通过水质模型和水量模型的联合模拟

实现水质和水量控制目标， 耦合技术普遍采用 “松耦合” 方式［１３］， 即水质、 水量模型分离， 依次进行水量

模拟和水质模拟的方法实现， 忽视了水质与水量的关联与相互作用； 控制技术普遍将水质目标简化为一种约

束， 缺乏模型内部的过程协调， 不具备实时反馈、 在线辨识功能。 因此多数模型仅解决了河流水量配置的水

质效果评估问题， 而未实现水量水质的一体化调配。
黄河水资源不足、 供需矛盾突出， 水污染严重， 黄河的统一调度始于 １９９８ 年， 但主要侧重于水量调度

对水质问题关注较少。 当前对于黄河调度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以防洪（凌）、 减淤、 供水、 发电为主的水量

调度方面， 对于水质的研究是以纳污能力和污染物迁移转化规律为主， 多针对单一的问题比如水量调度、 纳

污能力评估、 水量水质评价等， 水量水质一体化研究尚处于综合评价阶段［１４⁃１５］， 一体化调配的研究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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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有待深化。 本文以黄河兰州至河口镇河段为例， 以系统概化为手段， 以数值模拟为支撑， 建立水量水质

一体化调配模型， 优化提出黄河典型河段的调配方案。

１　 研究河段概化

１ １　 河段概况

黄河流域具有水土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特征。 兰州以上是主要的产水区， 兰州断面径流量占黄河径流总量

的 ６２％。 兰州至河口镇河段长 １ ３６２ ｋｍ， 跨甘肃、 宁夏、 内蒙古 ３ 省区， 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 产水量少，
河段年均用水量占黄河流域用水总量的 ４１％， 废污水排放量占 ３２％， 是黄河主要的水资源消耗区和污染物

来源区， 水量水质问题突出。 黄河上游建成龙羊峡、 刘家峡等大型水库， 调节库容超过 ２００ ０ 亿 ｍ３， 具备

开展水量水质一体化调度的基础条件。 研究区位置及概况见图 １。

图 １　 兰州至河口镇河段位置及概况

Ｆｉｇ １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ｔｏ Ｈｅｋｏｕｚｈｅｎ

１ ２　 河段概化　
将河段计算分区、 主要工程节点、 控制节点以及供用耗排水等系统元素， 采用概化的 “点”、 “线” 元

素表达， 绘制描述流域水力联系的系统网络节点图， 并以此作为模拟计算的基础。 为保证模型模拟精度， 河

段概化和节点划分遵循 ５ 条原则： 反映河段产流、 产污特性； 反映水力联系及运动转化过程； 反映取、 用、
排水特性； 反映河段工程条件； 反映河段水质和水量要求。 据调查， 兰州至河口镇河段共有取水口 ２３ 个，
排水口 ４４ 个， 支流 ３ 条， 水文及水质监测站 ２０ 个， 河段水系统概化为径流、 汇流、 电站、 水库、 城镇用

水、 农业灌溉、 径流控制、 湿地、 水文站和水质监测站 １０ 类基本节点。 河段水系统网络节点概化见图 ２。

图 ２　 黄河兰州—河口镇河段概化节点

Ｆｉｇ ２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ｎｏｔｅｓ ｏｆ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ｔｏ Ｈｅｋｏｕｚｈｅｎ ｏｆ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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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水量水质一体化调配模型建立

２ １　 水量模型

以河段节点水力联系和河道水流演进、 转换、 平衡为基础， 建立以网络技术为核心的水量调配模型， 模

拟不同水资源分配策略下的河流水资源系统响应。
（１） 水量模型建立　 以河段缺水量最小并且分布合理为目标， 重点解决水量的时空均衡及不同需水部

门的水量分配问题。 供水量不能满足需水要求时， 通过合理调配、 优化水量时空分布， 增加系统供水量， 使

河段缺水量最小且分布合理［１６］。 目标函数为

Ｗ ＝ ｍｉｎ∑
Ｉ

ｉ ＝ １
∑

Ｊ

ｊ ＝ １
∑

Ｔ

ｔ ＝ １
［ＱＤ（ ｉ，ｊ，ｔ） － ＱＳ（ ｉ，ｊ，ｔ）］ （１）

式中： ＱＤ（ ｉ， ｊ， ｔ）、 ＱＳ（ ｉ， ｊ， ｔ）分别表示第 ｔ 时段第 ｉ 地区第 ｊ 用水户的需水量和取水量； Ｗ 为缺水量； Ｉ 为
省区总数； Ｊ 为用水户总数； Ｔ 为时段总数。

断面生态环境水量控制。 满足河道内生态环境用水需求， 控制河道维持一定的生态环境流量。 以断面生

态环境需水满足程度 Ｅ 来表征：

Ｅ ＝ ｍａｘ ∑
Ｘ

ｘ ＝ １
ϕｘ∏

Ｔ

ｔ ＝ １

ＱＲ（ｘ， ｔ）
Ｄｅ（ｘ， ｔ）{ } （２）

式中： Ｅ 为河道生态环境需水满足度， 其值越大， 表明河道生态需水满足程度越高； ＱＲ（ｘ， ｔ）、 Ｄｅ（ｘ， ｔ）分
别为 ｔ 时段、 ｘ 河段的断面下泄水量和河道生态环境需水量； φｘ为河段权重系数； Ｘ 为河段总数。

（２） 约束条件　 设置水量模型约束条件， 实现模拟环境和运行边界的仿真。
流量约束　 保证河流功能满足断面流量要求： 　 ＱＲ（ｘ， ｔ） ≥ Ｑｍｉｎ（ｘ， ｔ） （３）
工程约束　 水源工程供水量不超过其供水能力： 　 ＱＭ（ｍ， ｔ） ≤ ＱＰ ｍａｘ（ｍ） （４）
出力约束　 水电站应满足系统出力要求： 　 Ｎｍｉｎ（ｎ） ≤ Ｎ（ｎ， ｔ） ≤ Ｎｍａｘ（ｎ） （５）
安全约束　 水库调度运行安全要求： 　 Ｖｍｉｎ（ｎ） ≤ Ｖ（ｎ， ｔ） ≤ Ｖｍａｘ（ｎ， ｔ） （６）
⑤ 河段水量平衡约束　 ＱＲ（ｘ， ｔ） ＝ ＱＲ（ｘ － １， ｔ） ＋ ＱＲｕ（ｘ， ｔ） － ＱＳｘ（ｘ， ｔ） － ＱＬ（ｘ， ｔ） ＋ ＱＴ（ｘ － １， ｔ） （７）
可利用量约束　 区域耗水总量小于本区分水指标： 　 Ｑｃｏｎ（ ｉ） ≤ ＱＹ（ ｉ） （８）
变量非负约束。

式中： ＱＲ（ｘ， ｔ）为 ｘ 河段 ｔ 时段下泄的流量； Ｑｍｉｎ（ｘ， ｔ）为河段最小下泄的流量需求； ＱＭ（ｍ， ｔ）为 ｍ 工程 ｔ
时段取水量； ＱＰｍａｘ（ｍ）为工程最大取水能力； Ｎ（ｎ， ｔ）为 ｎ 水库 ｔ 时段的出力； Ｎｍｉｎ（ｎ）为 ｎ 水库机组最小出

力； Ｎｍａｘ（ｎ）为装机容量； Ｖ（ｎ， ｔ）为 ｎ 水库 ｔ 时段的蓄水量； Ｖｍｉｎ（ｎ）为死库容； Ｖｍａｘ（ｎ， ｔ）为时段容许的最大

蓄水库容； ＱＲ（ｘ－１， ｔ）为 ｘ 上一河段 ｔ 时段的径流量； ＱＲｕ（ｘ， ｔ）为 ｘ 河段 ｔ 时段的区间入流； ＱＳｘ（ｘ， ｔ）为 ｘ 河

段 ｔ 时段的取水量； ＱＬ（ｘ， ｔ）为 ｘ 河段 ｔ 时段的水量损失； ＱＴ（ｘ－１， ｔ）为 ｘ 上一河段 ｔ 时段的退水量； Ｑｃｏｎ（ ｉ）为
ｉ 地区年度耗水量； ＱＹ（ｉ）为 ｉ 地区分水指标。
２ ２　 水质模型

以河道污染物迁移、 转化模拟为基础， 以水功能区水质达标为控制目标， 建立以数值模拟为核心的水质

模型， 模拟不同水资源分配、 污染物排放情景下的河流环境效应。
（１） 水质模型建立　 为满足河段水功能区水质要求， 以河段水功能区水质指标与目标水质指标的偏差

最小为目标［１７］， 建立函数表达式：

ｍｉｎ Ｆ（ＱＳｘ（ｘ， ｔ）， Ｃｏｂ， θ） ＝ ｍｉｎ∑
ｎ

ｊ ＝ １
∑
１２

ｔ ＝ １
θ ｊ（φ（ＱＳｘ（ｘ， ｔ）） － Ｃｏｂ） ２ （９）

式中： θｊ为 ｊ 河段水质的权重系数； Ｃｏｂ为水功能区目标水质控制指标； φ（ＱＳ ｘ（ｘ， ｔ））为河段取水量为 ＱＳ ｘ（ｘ， ｔ）
情况下的水质指标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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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边界条件处理

侧向入流　 主要包括 ３ 类： ① 支流入流， 径流量和污染物浓度采用长期观测数据； ② 入河排污口排放

的污水， 定期监测排水量和排放浓度； ③区间进入的面流， 汇入水量和污染物浓度采用分布式模型分析。 进

入均衡域的侧向污染物质量为

ｍ１ｔ ＝ ∑
Ｌ

ｌ ＝ １
ｃｌｔＱＲｕ（ ｌ， ｔ） （１０）

式中： ｍ１ｔ为侧向入流带入的污染物质量； ＱＲｕ（ ｌ， ｔ）为 ｘ 河段内第 ｌ 个侧向入流点的流入水量； ｃｌｔ为第 ｌ 个侧

向入流点污染物质浓度； Ｌ 为河段入流的总数

边界出流　 主要指断面取水量， 概化为具有空间坐标的取水节点， 取水的污染物浓度根据水质模型推

演。 引出污染物质量与取水量及引出污染物的浓度有关， 引出的污染物质量为

ｍ２ｔ ＝ ∑
Ｉ′

ｉ ＝ １
∑
Ｊ′

ｊ ＝ １
ｃｉｊｔＱｓ（ ｉ， ｊ， ｔ） （１１）

式中： ｍ２ ｔ为引出的污染物质量； ｃｉｊｔ为第 ｉ 地区 ｊ 用户 ｔ 时段取水的污染物浓度； Ｉ′、 Ｊ′分别为河段内的地区和

用户总数。
考虑污染物降解、 沿河污染物排放以及取水等， 根据物质平衡原理建立河流水质模型：

　 φ（ＱＳｘ（ｘ， ｔ）） ＝ ｃｘ－１， ｔＱＲ（ｘ － １， ｔ）ｅｘｐ
－ ＫｐＺ
ｕ

æ

è
ç

ö

ø
÷ ＋ ∑

Ｌ

ｌ ＝ １
ｃｌｔＱＲｕ（ ｌ， ｔ）ｅｘｐ

－ ＫｐＺｌ

ｕ
æ

è
ç

ö

ø
÷ － ∑

Ｉ′

ｉ ＝ １
∑
Ｊ′

ｊ ＝ １
ｃｉｊｔＱＳ（ ｉ， ｊ， ｔ）æ

è
ç

ö

ø
÷ ／ ＱＲ（ｘ， ｔ） （１２）

式中： ｃｘ ⁃１为 ｘ 上一断面 ｔ 时刻污染物浓度； Ｚ 为上下断面的河段长度； Ｋｐ为污染物 ｐ 的降解系数； Ｚ ｌ为第 ｌ
侧向入流距 ｘ 断面的河段长度； ｕ 为河段水流速度， 一般与流量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
２ ３　 模型耦合与控制

水量水质联合控制是一体化调配的基础， 数据传递、 耦合和协调是实现联合控制的关键。 采用分解、 协

调、 耦合和控制方法， 将模型分解为水量模型 Ｍ１ 和水质模型 Ｍ２， Ｍ１ 完成水库调度、 水量演进、 河段配水

和断面平衡等计算， 输出断面下泄流量、 节点引（排）水作为水质模型 Ｍ２ 的基本输入， Ｍ２ 以 Ｍ１ 输出的结

果为基础， 模拟污染物迁移转化过程并向 Ｍ１ 反馈断面污染物质的浓度， 两模型间以数据传递方式建立实时

联系， 实现过程的同步耦合。 协调控制模型 Ｍ０ 对水量模型输出的河段取水量、 断面下泄流量以及水质模型

输出的水功能区水质等进行辨识， 根据系统信息辨识控制目标的满足程度， 向 Ｍ１ 与 Ｍ２ 反馈水量水质调配

的目标偏差， 并控制调整修正的方向， 引导模型逐步优化。 模型组成见表 １。

表 １　 水量水质一体化调配模型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模型 建模目标 解决问题 核心模块 模型参数 输出变量

Ｍ０ 协调控制模型 控制与协调 协调、控制 Ｎ δ

Ｍ１ 水量调配 河段水量分配 水量平衡、水库调度、河段配水 α ＱＳ（ ｉ， ｊ， ｔ）， ＱＲ（ｘ， ｔ）

Ｍ２ 水质模拟 污染物入河分配 迁移转化、 物质平衡、 污染控制 Ｋ ｃｊｔ

　 　 Ｍ０ 协调控制是以断面取水量控制、 断面下泄流量控制和水功能区水质为辨识控制变量， 通过水量水质

自上而下的正向演算以及水量水质自下而上的反向控制， 在线调整、 滚动修正河段取水量和污染物入河量，
直至调配目标实现。 模型框架及控制流程见图 ３。

（１） 正向演算　 根据刘家峡水库以下河段需水、 区间来水及损失， 初步确定龙羊峡水库、 刘家峡水库

初始调度线， 按照预置流量下泄， 逐时段逐河段演进， 计算河段各个节点水量平衡、 分析各个断面的出流

量， 数据实时向水质模型传递， 水质模型模拟断面污染物浓度。
（２） 反向控制　 在龙羊峡水库、 刘家峡水库允许增加下泄流量的情况下， 以满足河段用水需求、 保证

断面流量和污染物浓度为控制， 进行反向演算， 确定最小的水库下泄流量。 以河段取水、 断面流量和水质指

标要求为控制条件， 在结果输出不满足控制条件时则自动改变龙羊峡水库和刘家峡水库下泄流量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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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水量水质一体化调配模型框架与控制流程

Ｆｉｇ ３ Ｍｏｄｅｌ ｆｒａｍ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如此迭代， 直至断面流量、 水质满足要求。
（３） 过程调整　 辨识河段取水量、 断面下泄流量以及水功能区水质参数， 如不满意， 则协调控制以一

定折扣比例减少临近河段取水量与减少上游污染物入河量； 如仍不满足， 则向上反馈调整参数。
（４） 滚动修正　 逐时段更新水量水质模拟结果、 系统状态， 根据上时段水量结算、 污染物控制情况，

重新计算余留期调配方案， 即对方案进行修正， 以此滚动至序列终止。

３　 模型率定和验证

３ １　 模型参数

（１） 水量参数　 水量演进参数是水量模型的重要参数， 考虑兰州至河口镇河段水流相对复杂， 采用马

斯京根演算法计算， 涉及的主要参数包括： 流量传播时间和流量比重因子， 由河段流量、 流速关系以及上下

断面距离确定。
（２） 水质参数　 污染物衰减系数是反映河流污染物质变化的重要参数之一。 根据相关研究成果， 黄河

河道 ＣＯＤ 衰减系数变化范围为 ０ １５～０ ２５， 氨氮衰减系数变化范围为 ０ ３ ～ ０ ６［１８］。 影响污染物衰减系数的

因素很多， 影响因子的波动会引起污染物衰减系数的变化， 通过灵敏度分析， 将污染物浓度、 水体温度、 水

力特征和悬浮物作为影响水质模型综合衰减系数的关键因子［１９⁃２１］。 河段污染物衰减系数由基础系数和影响

系数两部分组成：

Ｋｐ，ｔ ＝ Ｋｐ，０ ＋ ∑
４

ｊ ＝ １
ｋｑ，ｐｔΔｑ，ｐｔ （１３）

式中： Ｋｐ， ０为污染物 ｐ 衰减系数的基础值； ｋｑ，ｐｔ、 Δｑ，ｐｔ分别为 ｑ 因子在 ｔ 时刻对污染物 ｐ 衰减的影响系数及其

变动量。 主要污染物衰减系数影响因子设置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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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率定和验证

表 ２　 兰州至河口镇河段水质模型主要污染物衰减系数影响因子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ｋｅｙ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ｌｅｔｈａｒｇ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ｆｒｏｍ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ｔｏ Ｈｅｋｏｕｚｈｅ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参数名称 率定值 影响因素 符号

温度系数 ＣＯＤ １ ０２２、 氨氮 １ ０２６ 温度 ｋ１，ｔ
水力流速系数 ０ １ 流速、河道宽深比 ｋ２，ｔ

污染物浓度系数 －１ ０１８ 污染物初始浓度 ｋ３，ｔ
悬浮物影响系数 ２ ２５×１０－４ 径流含沙量 ｋ４，ｔ

（１） 参数率定　 以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时段开展模

型主要参数的率定。 以兰州断面实测径流作为模

型的基础入流， 以河段统计的取水量、 取水过程

以及污染物排放量为基本输入， 将模型输出的不

同断面流量过程以及污染物浓度与黄河兰州至河

口镇河段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断面实测的水量水质数据

进行对比、 调整参数， 直至拟合精度达到要求，
完成参数率定。

（２） 模型验证　 以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为验证时段， 对模型的可靠性进行验证。 水量模型模拟下河沿、 石嘴

山、 河口镇等 １４ 个主要断面流量、 月下泄水量平均偏差均小于 ８％， 断面水量模拟的 Ｎａｓｈ 系数均在 ０ ８４ 以

上； 水质模型模拟的主要断面主要污染物浓度、 水质类别及变化趋势与实测基本一致， ＣＯＤ 和氨氮的相对

误差均小于 ２０％， 表明模型精度符合标准。

４　 算例分析

以黄河 １９５６—２０００ 年序列天然径流作为模型的基础输入， 以 ＣＯＤ 和氨氮为典型污染物， 以月为计算步

长开展 ２０２０ 水平年黄河兰州至河口镇河段水量水质一体化调配。
４ １　 基础资料分析

（１） 水资源量　 １９５６—２０００ 年 ４５ 年径流系列， 黄河唐乃亥断面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为 ２０５ ２ 亿 ｍ３， 兰

州断面为 ３２９ ９ 亿 ｍ３， 兰州至河口镇区间地表水资源量为 １７ ６８ 亿 ｍ３， 区间河道蒸发渗漏损失为 １５ ８２ 亿

ｍ３， 河口镇断面天然径流量为 ３３１ ８ 亿 ｍ３， 地下水可开采量为 ４０ ５５ 亿 ｍ３。
（２） 需水量 　 预测 ２０２０ 水平年兰州至河口镇区间 ５０％、 ７５％和 ９０％需水总量分别为 １９１ ４ 亿 ｍ３、

２００ ０ 亿 ｍ３和 ２０７ ３ 亿 ｍ３， 其中农业需水占 ５０ ％以上。 河段需水量见表 ３。

表 ３　 兰州至河口镇区间需水总量预测 亿 ｍ３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ｔｏ Ｈｅｋｏｕｚｈｅｎ

分区

生活需水 生产需水

城镇 农村 小计 城镇
农村

ｐ＝ ５０％ ｐ＝ ７５％ ｐ＝ ９０％

生态环境需水

城镇 农村 小计

总计

ｐ＝ ５０％ ｐ＝ ７５％ ｐ＝ ９０％

兰州至下河沿 １ ０９０ ０ ４００ ０ １ ４９０ ４ ２３０ １２ ２７ １３ ２９ １４ ９４ 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 １３０ ０ １８ １２ １９ １４ ２０ ７９
下河沿至石嘴山 １ ２５０ ０ ５６０ ０ １ ８１０ ７ ９６０ ６５ ７４ ６８ ６４ ７１ ９７ ０ ３５０ ０ ０ ２７０ ０ ０ ６２０ ０ ７６ １２ ７９ ０２ ８２ ３６
石嘴山至河口镇 ２ ４４０ ０ ６４０ ０ ３ ０８０ １２ ４８ ７９ １８ ８３ ８２ ８６ １６ ０ ３３０ ０ ２ ０９０ ２ ４２０ ９７ １７ １０１ ８ １０４ １

河段合计 ４ ７９０ １ ６００ ６ ３８０ ２４ ６６ １５７ ２ １６５ ７ １７３ １ ０ ７８０ ０ ２ ３９０ ３ １７０ １９１ ４ ２００ ０ ２０７ ３

　 　 （３） 污染物排放量　 河段污染物主要来自城镇生活排放的污水、 工业废水以及农业灌溉退水。 根据污

染物现状排放水平及行业用水、 排水技术发展趋势， 结合河段各行业用水需求预测 ２０２０ 年兰州至河口镇区

间 ＣＯＤ 年均排放量为 ５３ ８ 万 ｔ， 氨氮排放量为 ６ ３２ 万 ｔ。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见表 ４。
表 ４　 兰州至河口镇河段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预测 万 ｔ

Ｔａｂｌｅ 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ｔｏ Ｈｅｋｏｕｚｈｅｎ

区间
ＣＯＤ 氨氮

生活污水 工业废水 农业退水 城镇生活排水 工业排污 农业退水

兰州至下河沿 １ ７０ ２ ５５ ０ ５４０ ０ ４６０ ０ ５１０ ０ ０３０
下河沿至石嘴山 ２ １３ ９ ２０ ２０ ４ ０ ５７０ １ ０２ ０ ９７０
石嘴山至河口镇 ３ ９４ １１ ０ ２ ２９ １ ０６ １ ５８ ０ １１０

河段合计 ７ ７６ ２２ ８ ２３ ２ ２ １０ ３ １１ １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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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断面流量及生态水量控制　 根据 《黄河水量调度条例实施细则》， 下河沿、 石嘴山和头道拐断面最

小控制流量分别为 ２００ ｍ３ ／ ｓ、 １５０ ｍ３ ／ ｓ 和 ５０ ｍ３ ／ ｓ， 河口镇断面年度下泄水量不少于 １９７ ０ 亿 ｍ３。
（５） 水功能区水质目标　 兰州至河口镇河段共涉及 ５ 个水功能一级区， ２２ 个水功能二级区， 水功能区

水质目标均为Ⅲ类， 对应的目标水质控制指标为： ＣＯＤ 不大于 ２０ ｍｇ ／ Ｌ、 氨氮不大于 １ ｍｇ ／ Ｌ。
４ ２　 水量水质一体化调配

模型采用模拟—反馈—协调—控制的流程， 在断面下泄水量和水功能区水质目标的控制引导下， 通过反

馈、 调整和控制取水量并减少污染物入河量， 实现水质与水量的一体化调配目标。
（１） 水量调配　 通过控制取水量及过程满足断面下泄水量及水功能区水质要求， 水量调配结果： 河口

镇以上多年平均供水量为 ２０２ ５ 亿 ｍ３， 其中地表供水量为 １６６ ５ 亿 ｍ３， 地下供水量为 ２３ ５９ 亿 ｍ３， 再生水

利用为 １２ ４２ 亿 ｍ３， 河段缺水量为 ２２ ４１ 亿 ｍ３。 取水得到合理控制， 兰州断面年均天然径流量为 ３２９ ９ 亿

ｍ３， 兰州以上年均取水为 ３０ ６７ 亿 ｍ３， 耗水为 ２２ ０２ 亿 ｍ３， 兰州断面年均下泄水量为 ３１５ ９ 亿 ｍ３； 兰州至

河口镇河段多年平均地表耗水量为 １２５ ２ 亿 ｍ３， 与 “８７ 分水方案” 分配的地表耗水指标相比减少耗水量为

６ ７２０ 亿 ｍ３； 断面下泄水量满足要求， 兰州断面年均入境水量为 ３０７ ９ 亿 ｍ３， 下河沿、 石嘴山和河口镇断

面下泄水量分别为 ２８８ ０ 亿 ｍ３、 ２６３ ７ 亿 ｍ３和 ２０６ ６ 亿 ｍ３。 河段水量调配见表 ５。

表 ５　 河段水量调配 亿 ｍ３

Ｔａｂｌｅ ５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ｔｏ Ｈｅｋｏｕｚｈｅｎ

河段 ／ 省区 需水量
供水量 用水量

地表水 地下水 再生水 小计 工业生活 农业及生态环境 小计
排水量 耗水量 ８７ 分水指标

兰州以上 ４１ ９５ ３０ ６７ ２ ２４０ ２ １６０ ３５ ０７ １０ ３８ ２４ ７０ ３５ ０７ ８ ６５０ ２２ ０２ ２２ １７

兰州至下河沿 ２８ ６５ ２３ ５２ ０ ０９０ １ ９６０ ２５ ５７ １３ ７４ １１ ８４ ２５ ５７ ５ ５９０ １７ ９３ １８ ２５

下河沿至石嘴山 ７２ ０９ ５０ ４３ ８ ２２０ ５ ５１０ ６４ １６ ９ ３５０ ５４ ８１ ６４ １６ １８ ３６ ３２ ０７ ３５ １７

石嘴山至河口镇 ９４ １８ ６１ ９１ １３ ０４ ２ ８００ ７７ ７５ １４ ６８ ６３ ０７ ７７ ７５ ８ ７４０ ５３ １７ ５６ ３３

河段合计 ２３６ ９ １６６ ５ ２３ ５９ １２ ４２ ２０２ ５ ４８ １５ １５４ ４ ２０２ ５ ４１ ３４ １２５ ２ １３１ ９

　 　 （２） 水质调配　 通过控制断面下泄水量提高环境容量、 控制区间污染物入河量， 改善水功能区水质。
水质调配结果： 河段废污水排放量控制为 ４１ ３４ 亿 ｍ３， 其中工业和生活污水排放量为 １７ ２８ 亿 ｍ３， 农业退

水为 ２４ ０５ 亿 ｍ３； 主要污染物 ＣＯＤ 入河量控制为 ２６ ５ 万 ｔ， 控制减少 ２７ ３ 万 ｔ， 控减率为 ５０ ６％； 氨氮入

河量控制为 ２ １７ 万 ｔ， 控制减少 ４ １５ 万 ｔ， 控减率为 ６５ ７％。 河段 １４ 个水功能区水质均达到Ⅲ类， 实现水

质控制目标。 污染物入河控制见表 ６。

表 ６　 主要污染物入河控制 万 ｔ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ｋｅｙ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ｅｎｔｒｙ ｉｎｔｏ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河段 ／ 省区
ＣＯＤ 排放量 氨氮排放量

生活污水 工业废水 农业退水 总量 生活污水 工业废水 农业退水 总量

兰州以上 １ １０ １ ７４ ０ ５７０ ３ ４１ ０ １２０ ０ ２３０ ０ ０６０ ０ ４１０

兰州至下河沿 １ ３０ ２ １０ ０ ３７０ ３ ７７ ０ １３０ ０ ２８０ ０ ０２０ ０ ４３０

下河沿至石嘴山 ０ ２５０ １ ８１ １２ ９ １４ ９ ０ ０２０ ０ ２４０ ０ ６１０ ０ ８８０

石嘴山至河口镇 ０ １３０ ２ ７８ １ ５０ ４ ４１ ０ ０１０ ０ ３７０ ０ ０７０ ０ ４５０

河段合计 ２ ７９ ８ ４２ １５ ３ ２６ ５ ０ ２９０ １ １２ ０ ７６０ ２ １７

４ ３　 水量水质调配效果

（１） 河段配水　 模型地下水按照现状开采量控制开采 ２３ ５９ 亿 ｍ３， 在满足断面下泄水量、 水质目标的

前提下， 兰州至河口镇河段多年平均供水量为 ２０２ ５ 亿 ｍ３， 缺水量为 ２７ ４５ 亿 ｍ３， 缺水率为 １４ １％， 缺水

时空分布均匀， 实现了缺水量最小化的控制目标。
（２） 断面下泄量　 河口镇断面年均下泄径流量为 ２０６ ６ 亿 ｍ３， 超过黄河水量调度的 １９７ ０ 亿 ｍ３控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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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断面最小下泄流量 ２６９ ｍ３ ／ ｓ 超过最小控制流量 ２５０ ｍ３ ／ ｓ， １４ 个控制断面下泄流量均满足过程要求。
（３） 水功能区水质　 河段主要污染物 ＣＯＤ 和氨氮的浓度得到严格控制， ＣＯＤ 最高不超过 ２０ ｍｇ ／ Ｌ， 氨

氮最高不超过 ０ ８ ｍｇ ／ Ｌ， 主要断面和水功能区水质均达到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 水功能区水质目标达标率

达到 １００％。 主要断面 ＣＯＤ 浓度变化过程见图 ４。

图 ４　 水量水质一体化调配主要断面 ＣＯＤ 浓度

Ｆｉｇ ４ ＣＯ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５　 结　 　 论

本文针对黄河兰州至河口镇河段引（退）水点多、 量大和过程复杂等特征， 采用概化手段将河段实体抽

象简化为参数表达的概念性元素， 并通过数学语言描述各类元素之间水力联系， 建立了河段水系统网络。 采

用分解、 协调、 耦合和控制方法， 建立水量水质一体化调配模型， 通过水量模型与水质模型的数据实时传递

实现水量水质的同步耦合， 通过断面下泄水量、 河段分配水量以及水功能区水质的在线辨识控制实现过程反

馈、 协调控制。
以黄河兰州至河口镇河段 ２０２０ 水平年为算例， 开展典型河段水量水质的一体化调配， 结果表明： 模型

通过对河段取水量与断面下泄流量的辨识， 控制兰州至河口镇河段地表取水量 １６６ ５ 亿 ｍ３、 地表耗水量

１２５ ２ 亿 ｍ３， 较黄河 “８７ 方案” 分配的地表水耗水指标减少 ６ ７２０ 亿 ｍ３， 实现河段水量的优化调配目标，
满足河流断面下泄水量和控制流量要求； 通过对水功能区水质的辨识， 优化 ＣＯＤ 和氨氮入河量控减率分别

为 ５０ ６％和 ６５ ７％， 有效改善河段水功能区水质， 满足水功能区水质目标。
黄河水资源系统复杂， 本文仅对黄河兰州至河口镇河段进行了一体化调配研究， 今后还需要将黄河干支

流纳入调配系统。 另外， 本文主要考虑河段缺水量、 断面生态环境需水满足程度、 水质控制指标与目标水质

指标的偏差 ３ 个目标， 没有考虑发电和泥沙控制， 模型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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