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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 《长江流域防洪规划》， 长江上游已投入运行的、 具有防洪功能的大型控制性水库总预留防洪库容超

３６０ 亿ｍ３， 亟需研究科学实用的防洪调度方法。 在定义防洪库容互用性涵义的基础上， 探讨了长江上游水库群间防

洪库容的互用性， 提出了基于库容互用性的水库群防洪调度方法。 以金沙江下游梯级和三峡水库为例， 分析了二

者之间防洪库容的互用比例。 研究结果显示， 对于 １９８１ 年、 １９８２ 年和 １９９８ 年 ３ 个典型年的洪水， 金沙江下游梯级

水库相对于三峡水库防洪库容的互用比例在 ０ ８０～ ０ ９７ 之间， 并受拦蓄洪量比例和拦蓄时机的影响。 在实时防洪

预报调度中， 可根据水库群所处状态及防洪形势， 基于防洪库容互用性研究成果， 结合水文气象预报， 科学有效

地调度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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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长江上游纳入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联合调度的水库有 ２１ 座， 兴利库容约 ５２０ 亿ｍ３， 防洪库容

约 ３６０ 亿ｍ３。 由于水库的建设主体多元、 开发任务与利益诉求不同， 防洪与兴利的矛盾突出； 特别是各水库

大多单库独立运行， 相互之间缺乏统一协调， 上游水库的调控直接影响下游水库的运行， 甚至可能因同步泄

洪、 集中蓄水而加重水旱灾害， 水库群联合调度已成为当今流域管理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实时防洪预报调度

是以批复的水库（群）调度规程为依据， 以防洪形势分析为基础， 以库水位、 出库流量或防洪保护对象水位

（流量）为控制目标， 结合水文气象预报制定不同的联合调度方案供决策者会商比选。 受长江上游来水的丰

枯变化、 水库运行状况等因素影响， 在实时调度中长江上游水库群可能出现可利用库容大于所划定预留防洪

库容的现象， 或针对不同的洪水组成防洪库容利用效率不高的情况。 这些都给联合防洪调度方案的制定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亟需研究科学实用的水库群联合防洪调度方法， 充分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 国内外诸多学者对水库调度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大量研究， 内容可以大致分为 ３ 个

方面： 调度理论和模型［１⁃２］、 模型求解算法［３⁃４］ 和调度成果应用技术［５］。 针对水库群联合防洪调度， 国内外

学者从汛期运行水位动态控制的角度进行了积极探索。 刘攀等［６］ 开展了单一水库分期汛限水位的优化设计

研究， 郭生练等［７］建立了考虑梯级上下游水库间补偿特性的梯级水库汛限水位设计与运用模型， 张改红

等［８］提出了一种确定梯级水库联合预报调度方式的优化方法， 谭乔凤等［９］ 开展了考虑梯级水库库容补偿和

设计洪水不确定性的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域研究。 上述这些研究主要是从水库设计汛限水位调整和防洪库容重

新分配的角度展开， 没有涉及水库群间防洪库容补偿互用特性的定量分析， 其中文献［７， ９］虽然考虑了梯

级水库之间的补偿作用， 但认为梯级水库间防洪库容的补偿作用是等效的。 本文提出以防洪库容总量满足防

洪要求及防洪库容空间分布符合洪水组成与发生规律为原则， 开展水库群防洪库容互用性探讨研究。 防洪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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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互用性是指若水库群有共同的防洪任务（目标）， 实时调度中， 针对同一场洪水利用不同水库的防洪库容

达到相同防洪效果的性质。 依据防洪库容互用性分析成果， 即可针对不同的洪水组成选择合适的水库拦蓄洪

水， 将超额洪量在各水库间进行科学分配； 同时若水库群可利用库容大于划定预留的总防洪库容， 可对部分

水库水位进行动态浮动控制。

１　 研究对象概况

长江宜昌以上为长江流域上游， 集水面积约 １００ 万ｋｍ２。 长江上游已规划建设了长江三峡、 金沙江溪洛

渡、 向家坝等一批库容大、 调节性能好的水库， 水库群总调节库容约 １ ０００ 余亿ｍ３， 预留防洪库容 ５００ 余亿

ｍ３。 自 ２０１３ 年起，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逐年对各年度的 “长江上游水库群联合调度方案” 进行审查批

复， 按照批复的“２０１６ 年长江上游水库群联合调度方案”， ２０１６ 年长江上游纳入水库群联合调度的水库共计

２１ 座（如图 １ 所示）， 兴利库容约 ５２０ 亿ｍ３， 防洪库容约 ３６０ 亿ｍ３， 在确保自身枢纽安全的情况下， 多数水

库承担着水库所在流域及长江中下游的防洪任务。 除此之外， 还有 《长江流域综合规划（２０１２—２０３０ 年）》、
《长江流域防洪规划》、 《长江洪水调度方案》、 《长江防御洪水方案》 及各水库年度度汛方案等调度规程及方

案， 均是指导长江上游水库群实时防洪预报调度的基础和准则。 上述调度规程及方案明确了长江上游水库群

联合调度范围、 调度原则与目标、 调度方案、 调度权限、 信息报送及共享等方面的内容， 确定了水库群预留

防洪库容的大小及时间， 规定了各防洪保护对象的代表水文（位）站及防洪标准， 初步制定了针对不同防洪

保护对象、 不同来水组成条件下水库群的启用次序。 然而， 现有调度规程及方案主要是针对设计标准洪水，
发生概率小、 重现期长。 若在实时防洪预报调度时， 能把握参与联合防洪调度的水库群之间防洪库容的互用

性， 可大大提高防洪调度比选方案制作的时效性和科学性， 在兼顾利用防洪库容少和综合效益优的目标下，
将防洪保护对象的超额洪量在各水库之间进行合理分配， 并对部分水库实时运行水位进行动态控制， 这也是

本文的研究目标。

图 １　 ２０１６ 年纳入长江上游水库群联合调度范围的水库概化

Ｆｉｇ 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ｔｙ 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ｅｆｏｒｅ ２０１６

２　 研究方法

在分析长江上、 中游洪水发生规律、 同步性、 地区组成、 防洪需求等基础上， 首先分析单个支流水库（群）
与下游干流水库（群）之间防洪库容的互用性， 然后逐步扩展至分析多个支流水库（群）与下游干流水库（群）之
间防洪库容的互用性， 最后分析整个三峡以上水库群与三峡水库防洪库容的互用性。 基于防洪库容互用性分析



　 第 ３ 期 周新春， 等： 长江上游干流梯级水库群防洪库容互用性初探 ４２３　　

以及长江上游水库群的运行实况， 研究防洪库容在干流与支流以及支流水库（群）之间的实时分配， 以期提高水

库群实时运行水位控制的灵活性， 充分发挥水库群的综合效益。 具体流程见图 ２， 主要内容如下：
（１） 洪水组成分析　 选取长江上游干支流主要控制站（对应于防洪保护对象控制站）历史资料序列中洪

峰流量及洪量排位靠前的洪水， 分析其地区组成特性， 获得不同典型年上游各地区来水对主要控制站洪水中

洪峰与洪量的贡献。 尤其需要对三峡初步设计时选取的典型年洪水进行分析。
（２） 洪水还原与还现　 由于水利枢纽工程的修建等人类活动的影响， 改变了洪水的时空分布特性及演

进规律， 且不同典型年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 运行水平也不尽相同。 为使防洪库容互用性分析结论符合现状

水平年工程建设状况下的洪水特性， 应首先对不同典型年的实测洪水进行还原处理， 即采用水文水力学方法

将实测洪水还原成未建任何工程情景下的天然洪水过程； 然后分析现状水平下的洪水传播及演进特性， 将还

原后的天然洪水过程还现至现状工程建设情景下的现状洪水过程。 进而依据洪水组成分析的成果， 选取长江

上游干支流主要控制站典型年洪水过程， 典型年的选取应包括历史大水年、 上游各支流洪水遭遇、 上游支流

与三峡区间洪水遭遇以及其他特例洪水， 选取时应尽可能囊括所有的洪水组成类型。 采用控制站不同频率设

计洪水成果， 根据其洪水组成的特性， 按照洪量进行同倍比缩放获得不同洪水组成、 不同设计频率洪水情景

下上游干支流洪水过程以及水库群入库洪水过程。
（３） 建立洪水演进体系　 根据长江上游水库群建成后的资料， 分析现状条件下的洪水演进规律， 采用马斯

京根法构建长江上游洪水演进体系（使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实时作业预报的参数）， 具体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标示了长江上游水库群河道洪水演进的主要站网（节点）， 对部分梯级水库进行了适当的简化处理： 将金沙江中

游梯级（梨园、 阿海、 金安桥、 龙开口、 鲁地拉和观音岩）、 雅砻江下游梯级（锦屏一级、 二滩）、 金沙江下游梯

级（溪洛渡、 向家坝）、 嘉陵江梯级（碧口、 宝珠寺、 亭子口和草街）、 乌江梯级（构皮滩、 思林、 沙沱和彭水）
分别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进行调洪演算， 即不考虑这 ５ 个串（并）联梯级水库群内部防洪库容的互用性。

（４） 区间来水计算　 假定水库群均按出入库平衡的控泄方式， 自上而下进行洪水演算， 下站的洪水过

程减去上站的演算流量即为区间真实入流。 以攀枝花演算至溪洛渡为例， 若攀枝花、 溪洛渡典型年洪水过程

分别为 Ｑｐ ＝［ｑｐ，１，ｑｐ，２，…，ｑｐ，ｎ］ Ｔ、 Ｑｘ ＝［ｑｘ，１，ｑｘ，２，…，ｑｘ，ｎ］ Ｔ， Ｑｐ 演算至溪洛渡后的洪水过程为 Ｑ′ｐ ＝ ［ｑ′ｐ，１，ｑ′ｐ，２，
…，ｑ′ｐ，ｎ］ Ｔ， 则攀枝花—溪洛渡区间入流按式（１）进行计算：

Ｑｐｘ ＝ ［ｑｐｘ，１，ｑｐｘ，２，…，ｑｐｘ，ｎ］ Ｔ ＝ ［ｑｘ，１，ｑｘ，２，…，ｑｘ，ｎ］ Ｔ － ［ｑ′ｐ，１，ｑ′ｐ，２，…，ｑ′ｐ，ｎ］ Ｔ （１）
式中： Ｑｐｘ为攀枝花—溪洛渡区间来水过程； ｎ 为计算时段数。

（５） 调洪演算　 选择不同典型年不同设计频率的洪水过程， 针对长江上游水库群， 设置多种控泄方案，
将控泄后流量自上而下演算至各节点及下游控制水库， 叠加区间来水得到控泄后的各水库（站点）洪水过程。
将典型年不同频率设计洪水过程和各控泄方案洪水过程作为下游控制水库调洪演算的入库洪水过程， 计算各

水库针对共同防洪保护对象所需要动用的防洪库容（调洪计算时确保各方案达到相同的防洪标准）， 按式（２）
计算上下游水库（群）间防洪库容的互用比例系数。 通过互用比例系数可定量表达不同水库的防洪库容针对

某一防洪保护对象的防洪补偿作用， 其值大者补偿作用相对较强。

Ｉｉ，ｊ ＝
ΔＳ ｊ

ΔＳｉ

（２）

式中： ΔＳｉ 为 ｉ 水库（群）动用防洪库容量， ΔＳ ｊ 为 ｉ 水库（群）不动用防洪库容及动用 ΔＳｉ 防洪库容两种方案间

ｊ 水库（群）所动用防洪库容的差值（保持其他水库运行条件不变）； Ｉｉ，ｊ为 ｉ 水库（群）相对于 ｊ 水库（群）防洪库

容的互用比例。
（６） 综合分析　 对同一联合防洪保护对象相同典型年不同设计频率各水库（群）间防洪库容的互用比例

进行统计， 分析水库（群）间防洪库容的互用性。
在实时预报调度中， 若水文气象预报将发生防洪保护对象设计标准以下洪水， 水库群不需要进行防洪调

度， 而实时可利用库容大于预留总防洪库容， 可对水库群实时运行水位进行动态控制。 例如， 金沙江中游及

雅砻江梯级为两个并联梯级水库群， 分别需为长江中下游预留 １７ ７８ 亿ｍ３和 ２５ ００ 亿ｍ３的防洪库容， 若雅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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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梯级实际可利用库容为 ３０ ００ 亿ｍ３， 根据短中期水文气象预报， 雅砻江不会发生较大涨水过程， 水库将维

持目前水位运行， 假设考虑最不利的情况， 雅砻江梯级水库相对于金中梯级水库防洪库容互用比例为 ０ ８，
则金中梯级可浮动利用 ４ ０００ 亿ｍ３的防洪库容， 即预留 １３ ７８ 亿ｍ３防洪库容即可， 但需保证观音岩水库为攀

枝花市预留的 ２ ５３０ 亿ｍ３防洪库容。 若水文气象预报将发生防洪保护对象设计标准洪水， 则可根据预报来水

组成、 各水库可拦蓄水量， 优先选择相对于下游水库互用比例较大的水库拦蓄洪水， 并制作多组拦蓄方案供

决策者比选， 在保证防洪安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水库群的综合效益。

图 ２　 研究技术路线

Ｆｉｇ 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ｏｕｔｅ

３　 实例应用

以金沙江下游（简称金下）梯级水库（溪洛渡、 向家坝）与三峡水库为例， 选用 １９８１ 年、 １９８２ 年和 １９９８
年 ３ 个典型年宜昌（三峡入库）实测和 ５％、 １％的设计频率洪水及屏山站（金下梯级入库）实测及相应频率同

倍比放大洪水。 其中， １９８１ 年洪水由嘉陵江、 岷沱江洪水遭遇形成， 洪水历时短， 屏山站来水在 １０ ０００ ～
２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之间； １９８２ 年洪水由长江上游干支流与寸滩至宜昌区间的洪水遭遇形成， 区间洪峰流量达

２４ ６００ ｍ３ ／ ｓ， 宜昌形成双峰洪水过程， 屏山站来水在 １０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 ｍ３ ／ ｓ 之间； １９９８ 年长江上游干支流均发

生较大洪水， 并不同程度遭遇， 宜昌站来水长时间在 ５０ ０００ ～ ６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之间波动， 屏山站来水在 ２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左右波动。 在上述典型年洪水过程中， 金沙江来水均起底水作用。

依据长江上游水库群联合防洪调度方式， 溪洛渡、 向家坝的防洪任务为在确保枢纽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提高川渝河段宜宾、 泸州的防洪标准， 减轻重庆主城区的防洪压力， 配合三峡水库承担长江中下游防洪任

务。 三峡水库防洪调度方式包括对荆江河段补偿调度及兼顾城陵矶地区补偿调度， 若水库水位不高于 １５５ ０
ｍ 则按控制城陵矶水位 ３４ ４０ ｍ 进行补偿调节； 当水库水位高于 １５５ ０ ｍ 之后， 按对荆江河段进行防洪补偿

调度。 其中， 兼顾城陵矶地区的防洪补偿调度适用于长江上游洪水不大、 三峡水库尚不需为荆江河段防洪大

量蓄水， 而城陵矶（莲花塘）水位将超过长江干流堤防设计水位， 需要三峡水库拦蓄洪水以减轻该地区分蓄

洪压力的情况； 对荆江河段补偿调度适用于长江上游发生大洪水的情况， 汛期在实施防洪调度时， 若三峡水

库水位低于 １７１ ０ ｍ， 按沙市站水位不高于 ４４ ５ ｍ 控制水库下泄流量， 相应枝城流量为 ５６ ７００ ｍ３ ／ ｓ（三峡出

库流量按 ５４ ５００ ｍ３ ／ ｓ 控制）， 若库水位在 １７１ ０～１７５ ０ ｍ 之间， 控制枝城站流量不超 ８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在配合采

取分蓄洪措施条件下控制沙市站水位不高于 ４５ ０ ｍ， 当库水位达到 １７５ ０ ｍ 后转为保枢纽安全方式调度。
综合上述分析， 金下梯级水库与三峡水库有共同的防洪保护对象———长江中下游， 且以三峡水库为核

心， 二者之间防洪库容的互用性即为确保长江中下游达到相同防洪标准时， 金下梯级水库拦蓄洪量与其减少

三峡水库拦蓄洪量之间比例的倒数。 该实例为本文提出的长江上游水库群防洪库容互用性探讨研究技术路线

的示例性应用， 对部分流程进行了简化处理， 如对三峡水库进行调洪演算时未考虑对城陵矶的补偿调节， 仅

考虑其对荆江河段的补偿调度。



　 第 ３ 期 周新春， 等： 长江上游干流梯级水库群防洪库容互用性初探 ４２５　　

３ １　 方案设置

因三峡水库调洪演算时仅考虑对荆江河段进行补偿调度， 即三峡水库最大出库流量按 ５４ ５００ ｍ３ ／ ｓ 控泄，
对于 １９８１ 年、 １９８２ 年和 １９９８ 年 １００ 年一遇设计洪水过程， 三峡水库分别需拦蓄 ９７ ０１ 亿ｍ３、 １５０ １ 亿ｍ３和

１０２ ０ 亿ｍ３洪水。 相对于三峡水库天然情况下的拦蓄过程， 针对金下梯级水库拦蓄洪量设置了 ４ 组方案， 其

中拦蓄洪量方案分别为 ５ 亿ｍ３、 １０ 亿ｍ３、 ２５ 亿ｍ３、 ５０ 亿ｍ３。 根据“关于 ２０１６ 年度长江上游水库群联合调

度方案的批复———国汛［２０１６］１２ 号”中长江中下游联合防洪调度方式， 当长江中下游发生大洪水时， 三峡水

库根据长江中下游防洪控制站沙市、 城陵矶等站水位控制目标， 实施防洪补偿调度， 当三峡水库拦蓄洪水

时， 上游水库群配合拦蓄洪水， 减少三峡水库的入库洪量， 因此， 拦蓄时机按 ２ 种情景考虑， 情景 １ 为金下

梯级与三峡水库同步拦蓄， 情景 ２ 为金下梯级拦蓄时长取三峡水库的 ７５％（取拦蓄量较大的时段集中拦蓄），
并按洪水传播时间进行错时。 金下梯级水库各时段拦蓄量按三峡水库的拦蓄过程同倍比放大（倍比系数 ＝金

下梯级水库拦蓄量 ／荆江河段超额洪量）。
３ ２　 结果分析

各典型年不同拦蓄方案下金下梯级与三峡水库拦蓄洪量见表 １， 二者防洪库容的互用比例见图 ３（图例中

同步和集中分别代表拦蓄时机的情景 １ 和情景 ２）。 由图 ３、 表 １ 数据可见， 在拦蓄洪量相同的情况下， 金下

梯级水库拦蓄时间越集中， 其防洪库容相对于三峡水库防洪库容的互用比例越高， 说明金下梯级水库在三峡

水库入库洪峰附近集中进行拦蓄时对三峡水库入库洪水的消减作用较明显； 而随着金下梯级水库拦蓄洪量的

增加， 若拦蓄时机相同， 其防洪库容相对于三峡水库的互用比例又呈下降趋势； 进一步分析计算结果， 发现

当金下梯级水库拦蓄洪量占总拦蓄洪量的比例越大时， 防洪库容的互用比例越小； 在超额洪量相差不大的情

况下， 单峰洪水（１９８１ 年）的互用比例要略高于复峰洪水（１９８２ 年、 １９９８ 年）； 总体而言， 对于 １９８１ 年、
１９８２ 年和 １９９８ 年的典型洪水金下梯级水库和三峡水库防洪库容的互用性比例在 ０ ８０ ～ ０ ９７ 之间（除金下梯

级拦蓄量相对较大的方案外）， ３ 个典型年间差别不大， 若金下梯级水库拦洪量占总体拦洪量比例较大（如图

３（ｂ）所示）或拦蓄时间选择不当时， 互用比例可能会偏低。

表 １　 不同金沙江下游梯级水库拦蓄方案下三峡水库拦蓄洪量 亿ｍ３

Ｔａｂｌｅ１ Ｒｅｔａｉｎｅｄ ｆｌｏｏｄ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ＴＧＲ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ｉｎ ｌｏｗｅｒ Ｊｉｎｓｈａ Ｒｉｖｅｒ

拦蓄时机 典型年 设计频率
溪洛渡、向家坝联合蓄洪量

０ ５ 亿ｍ３ １０ 亿ｍ３ ２５ 亿ｍ３ ５０ 亿ｍ３

与三峡
水库同
步拦蓄
（错时）

拦蓄时
长为三
峡水库
的 ７５％
（错时）

实测 ３３ ９１ ２９ ５２ ２５ ２５ １３ ７９ —
１９８１ 年 ５％ ５３ ７０ ４９ １０ ４４ ５５ ３１ ２９ １２ ３６

１％ ９７ ０１ ９２ ２４ ８７ ４９ ７３ ４０ ５０ ８１
实测 ６ ９２８ ３ ３８６ — — —

１９８２ 年 ５％ ７０ ０６ ６５ ４８ ６１ ０１ ４７ ９５ ２８ ３１
１％ １５０ １ １４５ ３ １４０ ５ １２６ ２ １０２ ８
实测 ３６ ２５ ３２ １４ ２８ １０ １７ ４２ —

１９９８ 年 ５％ ３９ ３０ ３４ ６８ ３０ １１ １８ ６１ —
１％ １０２ ０ ９７ ３５ ９２ ６８ ７８ ７４ ５５ ８５

实测 ３３ ９１ ２９ ４２ ２５ ０１ １３ ３２ —
１９８１ 年 ５％ ５３ ７０ ４８ ９８ ４４ ２８ ３０ ４０ １１ ２１

１％ ９７ ０１ ９２ １５ ８７ ３１ ７２ ８３ ４９ ０１
实测 ６ ９２８ ３ ２６３ — — —

１９８２ 年 ５％ ７０ ０６ ６５ ４１ ６０ ８７ ４７ ５８ ２７ ６１
１％ １５０ １ １４５ ２ １４０ ３ １２５ ７ １０１ ６
实测 ３６ ２５ ３２ ０５ ２７ ９２ １７ １３ —

１９９８ 年 ５％ ３９ ３０ ３４ ５７ ２９ ８６ １８ ２０ —
１％ １０２ ０ ９７ ３１ ９２ ６０ ７８ ５４ ５５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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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金沙江下游梯级水库与三峡水库防洪库容互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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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 １９８１ 年 １％频率的设计洪水， 若金下梯级拦蓄 ２５ ００ 亿ｍ３（同步错时拦蓄）， 金下梯级和三峡水库

调度过程见图 ４。 由于洪水波在河道中传播时的坦化作用（河道槽蓄）， 在金下梯级水库开始和结束拦蓄时，
金下梯级拦蓄的部分水量并没有有效减少三峡水库的超额洪量（如图 ４ 中箭头所示区域）， 这也是导致二者

之间防洪库容互用比例不为 １ 的原因， 且水库之间相距越远， 洪水波的坦化作用越显著， 互用比例可能越

小。 进一步分析， 若金下梯级水库在三峡入库洪峰附近集中拦蓄， 则图中箭头所示区域面积会缩小； 而随着

金下梯级水库拦蓄洪量相对于三峡水库拦蓄洪量比值的增加， 则图中箭头所示区域面积会增大， 这也验证表

１ 和图 ３ 中的结论。

图 ４　 １９８１ 年金下梯级同步错时拦蓄 ２５ 亿ｍ３方案下调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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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 本文的计算结果基本合理， 金下梯级与三峡水库防洪库容的互用比例在 ０ ８０ ～ ０ ９７ 之间，
互用性较强， 相关结论对金下梯级与三峡水库联合防洪预报调度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上述实例为两串联梯级

水库群， 对于多个串并联水库群来说可分以下两种情景讨论。 情景 １： 对于两并联梯级水库， 如金下梯级和

大渡河瀑布沟水库， 可按实例中所示方法分别计算金下梯级和瀑布沟水库相对于三峡水库防洪库容的互用比

例 Ｉ１、 Ｉ２， 则金下梯级相对于瀑布沟水库的互用比例 Ｉ＝ Ｉ１ ／ Ｉ２； 也可将金下梯级和瀑布沟的出库流量直接演算

至二者共同的防洪保护对象（川渝河段、 长江中下游）， 分析二者拦蓄洪量对减小防洪保护对象超额洪量的

作用， 计算二者防洪库容相对于不同防洪保护对象的互用性。 情景 ２： 对于多个串联梯级水库， 如金中梯

级、 金下梯级及三峡水库， 可按实例中方法分别计算金中梯级相对于金下梯级水库防洪库容的互用比例 Ｉ１
以及金下梯级相对于三峡水库防洪库容的互用比例 Ｉ２， 则金中梯级相对于三峡水库防洪库容的互用比例 Ｉ ＝
Ｉ１Ｉ２； 也可将金中梯级拦蓄后的过程直接演算至三峡水库， 不考虑金下梯级的拦蓄作用， 按实例中的方法直

接计算金中梯级相对于三峡水库防洪库容的互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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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本文提出基于可利用防洪库容总量满足防洪需求及可利用防洪库容分布符合洪水组成与发生规律的原

则， 开展水库群防洪库容互用性探讨研究， 提出了防洪库容互用性的定义： 若水库群有共同的防洪任务， 实

时调度中， 针对同一场洪水利用不同水库的防洪库容达到相同防洪效果的性质。 以金下梯级和三峡水库为

例， 通过设置不同的拦蓄方案， 经河道洪水演进和水库调洪演算后， 分析计算了二者之间防洪库容的互用

性。 研究结果显示， 对于 １９８１ 年、 １９８２ 年和 １９９８ 年典型洪水， 金下梯级水库相对于三峡水库防洪库容的互

用比例在 ０ ８０～０ ９７ 之间， 其中金下梯级拦蓄洪量占总拦蓄量的比例越大， 互用比例越小， 拦蓄时间相对

集中， 互用比例较大。 由于上述 ３ 个典型年金沙江来水均起底水作用， 造峰作用不强， 各典型年间互用比例

相差不大。
本文以金下梯级和三峡水库为例研究了二者之间防洪库容的互用性， 同时探讨了多个串并联梯级水库群

间防洪库容互用比例的计算方法， 下阶段将扩展研究长江上游其他水库与三峡水库及各水库之间防洪库容的

互用性； 由于互用比例与拦蓄方案的设置密切相关， 因此， 在下阶段的工作中可建立优化模型， 对拦蓄方案

进行优化， 进一步分析拦蓄方案与互用比例之间的相关关系， 以充分挖掘长江上游水库群的防洪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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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伦理与学术不端声明

《水科学进展》 作为一本严格执行同行评议的学术性期刊， 一直致力于抵制学术不端行为， 营造学术期刊良好的学术氛

围。 为加强科技道德规范， 促进科研诚信， 提高我国科技工作者和科技期刊编辑出版队伍的职业道德水平， 保障我国科技事

业的健康发展， 期刊编辑委员会声明如下：
（１） 进一步完善同行专家评议机制， 从源头上严把论文评审关口， 确保学术评价的科学性、 权威性和公信力。
（２） 作者所投稿件必须是原创性研究成果， 无任何学术不端行为 （剽窃、 伪造、 篡改、 不当署名、 一稿多投、 重复发表

和拆分发表等）， 符合有关法规和政策的要求， 不存在涉密内容； 作者在文章中引述他人观点和成果等应注明出处， 应对非涉

密研究项目获得的经费支持及来源予以标明； 所有的作者都应该在工作中有所贡献， 作者署名及排序无争议。
（３） 审稿人应严格执行稿件学术质量审查规范， 客观、 公正、 公平对待每篇稿件， 严禁审稿人利用审稿谋取私利乃至剽

窃所审稿件内容。
（４） 编辑工作应该参照出版伦理委员会 （ＣＯＰＥ） 制定的期刊编辑行为准则和实践指南， 稿件的送审、 录用与拒稿应坚

持公平公正原则； 编辑有义务保护作者的知识产权， 论文发表前不向稿件处理无关人员泄露论文信息。

《水科学进展》 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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