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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变化环境下缺水流域水资源演变与科学调控是国际上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中国水资源安全保障面

临的重大难题。针对剧烈环境变化下黄河流域水资源显著减少、供需矛盾日益尖锐的问题，以提升流域水资源安

全的调控能力为目标，识别了流域水资源供需演变认知—适应性评价—高效输沙—分水方案优化—协同调度的 ５大

关键科学问题，从水资源供需演变机制分析、流域水量分配方案适应性综合评价、河库联动高效输沙水动力条件

塑造技术、流域水资源动态均衡配置理论、复杂梯级水库群水沙电生态多维协同调度等方面，提出了 “黄河流

域水量分配方案优化及综合调度”研究的总体架构和理论方法，构建了黄河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与协同调度技术

体系，为提升缺水流域水资源管理能力与调度水平提供方法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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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下，流域水资源系统发生剧烈变化导致径流性水资源衰减，并引发了一

系列严重的水问题
［１２］
。环境变化流域水资源演变与科学调控一直是国际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国内外开

展了大量研究探索水安全保障的途径
［３１３］
。在影响识别方法方面，建立了系统的评估方法、模型，并取得了

定量的认识
［１４１５］

；在安全保障方面，围绕基础理论、配置模式、决策机制等问题开展了系统研究，识别流

域水资源管理目标的多属性，采用经济、协商等多种手段构建了基于社会公平和合作博弈的决策理论
［１６１７］

，

提出了市场配置、行政配置、用户参与式配置以及综合配置等 ４种水资源配置方式［３］
以及水资源综合管理

（ＩＷＲＭ）模式［１８］
，开发了流域复杂水资源系统模拟与优化模型

［１９２１］
。随着环境变化影响的不断深化，流域

水资源供需系统演化呈现复杂化特征，调控目标更加多元化
［２２２６］

，揭示环境变化的影响并探索调控策略是

破解流域水问题的关键。当前尚存在的科学和技术问题包括：水资源评价多基于静态方法，对环境动态变化

影响考虑不足；对于环境变化流域水循环演变以及需水的外部驱动因素和内部变化规律研究较少，不能揭示

供需演变驱动机制，缺乏水资源供需动态模拟手段；水资源配置多侧重经济效益，对公平性和均衡性关注不

够；水资源多目标调度对多过程耦合关系揭示不够，缺乏仿真手段。

黄河水资源总量不足、时空分布不均，且与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不匹配、经济社会缺水与生态用水保障不

足并存，是中国水资源问题最为突出的区域之一。自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用水刚性需求持续增长，水资源供
需矛盾加剧、下游频繁断流。１９８７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大江大河首个分水方案——— 《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

案》（通常简称 “８７分水方案”），是流域水资源管理和调度的依据，对黄河水资源合理利用及节约用水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黄河流域水资源情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水资源量持续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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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时空分布变异，用水特征和结构变化显著，流域面临用水需求增长和水资源短缺的严峻挑战
［２７］
。本文

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区，针对环境剧烈变化流域面临的水资源供需演变、分水方案适应性、水资源均衡配置和

多维协同调度等科学问题，系统提出解决思路，构建黄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优化及综合调度的科学技术

体系。

１　研究背景

随着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不断深化，环境变化对黄河河川径流量及其时空分布、流域需水量及其结

构的影响直接作用于流域供需关系，改变供用水格局，流域水资源问题变得异常复杂。

（１）黄河径流变化显著
从不同序列评价来看，近 ３０年来黄河天然来水量呈显著减少趋势。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前（１９１９—１９７５

年）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 ５８０亿ｍ３；第二次全国水资源评价黄河多年平均（１９５６—２０００年）天然径流量为 ５３５
亿ｍ３；近期完成的 《黄河流域水文设计成果修订》黄河多年平均（１９５６—２０１０年）天然径流量为 ４８２亿ｍ３。
从降水与径流变化来看，１９５６—１９７９年年均降水量为 ４６９８ｍｍ，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年均降水量为 ４４２２ｍｍ，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年均降水量为 ４５７１ｍｍ，降水量变化幅度小于 ６％，而同期径流量则分别为 ６０６０亿ｍ３、
４７１２亿ｍ３和 ４５６６亿ｍ３，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年均径流量与 １９５６—１９７９年相比减少了 ２４７％，与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
相比，降水量增加 ６６％，而径流量减少了 ３１％，见图 １。近 ６０年来黄河流域降水量和径流量变化表明，３
个阶段降水径流关系偏离水文一致性的假设，黄河水资源持续减少成因及未来演变趋势成为国内外研究的

焦点
［２８２９］

。

（２）流域供用水量增长态势发生变化
１９８０年黄河供水量为 ４４６３亿ｍ３，随着国民经济发展，供水量不断增加，２０１５年达到 ５３４８亿ｍ３，３５

年间供水量增加了约 ９０亿ｍ３，用水增长主要为工业和城镇生活。从过程来看，流域用水增长呈现出 ２个不
同的阶段，１９８０—１９９５年１６年间黄河流域用水量增加５７亿ｍ３，年均增长率为０８％，同期流域ＧＤＰ增长了
３１９倍，人口增加 ２００８万人；而 １９９６—２０１５年 ２０年间用水量增长了 ３１３０亿ｍ３，年增长率为 ０３％，
ＧＤＰ增长了 ９２９倍，人口增加１３６５万人。见图 ２。流域用水弹性、用水结构和效率发生了较大变化，以往
宏观趋势分析方法不能准确揭示水资源演变的态势，从微观层面认识流域需水驱动机制是当前需水研究的

前沿
［３０３１］

。

图 １　黄河流域降水及径流量（利津站）变化

Ｆｉｇ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ｕｎｏｆｆ

（Ｌｉｊｉ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图 ２　黄河流域用水量变化与 ＧＤＰ增长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ＧＤＰｇｒｏｗｔｈ

（３）入黄泥沙剧烈变化
黄河属多沙河流，有限的水资源还必须承担一般清水河流所没有的输沙任务，减少了可用于经济社会发

展的水量。近 １００年的泥沙监测表明，下垫面及水利工程对黄河水沙产生了显著影响，１９６０年以前潼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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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沙量为 １５９亿ｔ，１９６０—１９８６年减少为 １２１亿ｔ、１９８７—２０１２年进一步减少为 ５４２亿ｔ。近 ６０年黄河（利
津站）输沙量以及所占用的水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１９５０—１９５９年汛期输送 １１５亿ｔ泥沙占用了 ２９８７亿ｍ３

水量，１９６０—１９８６年汛期输送 ７６４亿ｔ泥沙占用 ２３４７亿ｍ３水量，１９８７—２０１２年汛期输送 ２３２亿ｔ泥沙占
用 ８９６４亿ｍ３水量，见表 １。随着来沙量减少，黄河输沙用水量有所减少但输沙效率降低，探索高效输沙模
式减少输沙用水量一直是水沙研究最具挑战的问题之一。

表 １　黄河主要断面水量与沙量关系

Ｔａｂｌｅ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ａｔｅｒａｍｏｕｎｔａｎ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ｍｏｕｎｔｉ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

站名 年份
水量／亿ｍ３ 沙量／亿ｔ

汛期 非汛期 年 汛期 非汛期 年

１９１９—１９５９ ２５９０ １６７１ ４２６１ １３４ ２５２ １５９

潼关 １９６０—１９８６ ２３０３ １７２４ ４０２８ １０１ １９５ １２１

１９８７—２０１２ １１２９ １３３０ ２４５９ ４１０ １３１ ５４２

１９５０—１９５９ ２９８７ １６４９ ４６３６ １１５ １７０ １３２

利津 １９６０—１９８６ ２３４７ １５２９ ３８７６ ７６４ １５３ ９１７

１９８７—２０１２ ８９６４ ６７１５ １５６８ ２３２ ０４５０ ２７７

　　 （４）流域用水格局变化

图 ３　黄河流域各省区黄河分配水量利用情况

Ｆｉｇ３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９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ｎ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８７分水方案”以 １９８０年作为基准年，采用 １９１９—
１９７５年黄河天然径流系列，将 ５８０亿ｍ３径流量中的 ２１０
亿ｍ３留作河道内输沙和生态环境用水，３７０亿ｍ３在各省
区间分配。３０年来，由于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速度
不一致改变了黄河流域的用水格局：甘肃、宁夏、内蒙

古、山东等省区用水量经常性超过 “８７分水方案”分配
的水指标，而山西、陕西等省区用水量则一直未达到分

水指标，详见图 ３。分水方案与流域供需形势存在一定
程度的偏离，对省区用水的指导作用降低，不利于有效

控制全河的取水总量。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黄河流域地表水
资源开发利用率已达 ６９％，目前更是高达 ７９％，超过了
黄河水资源的承载能力。认识流域水量分配方案的适应

性问题并根据环境变化动态优化调整是当前的重大需求。

（５）水库群调度更加复杂
１９８７年随着龙羊峡水库的投入运行标志黄河上游梯级水库形成，具备了径流的年际、年内调节能力，

２００２年小浪底水库投入运行后，显著提高了中下游水库的水沙调控能力，形成了完善流域的梯级水库群系
统。目前黄河干流已建成水库 ３４座，总库容近 ７００亿ｍ３，总装机超过 ２００００ＭＷ。水库群承担了流域防洪
防凌、供水、发电、灌溉等任务，同时还要实现宁蒙河段及下游河道的泥沙冲淤和保障河流生态安全。研究

表明，水库调度运行对流域水资源配置、黄河生态环境、河道输沙产生了深刻影响，龙羊峡水库运行以来，

黄河上游的水文情势发生较大变化，汛期径流减少，非汛期径流增加；上游主要水文站最大 １天、最大 ３天
平均流量降幅达 ２９％～５５％，高流量脉冲的发生次数降幅超过 ２７％，平均持续时间降幅超过 ７５％。水库调度
运行改变径流过程增加河流供水量，但同时造成输沙动力不足，主槽淤积萎缩、断面逐渐变宽变浅，改变河

流生境。宁蒙河段的冲淤变化及巴彦高勒断面的形态变化见图 ４和图 ５。研究河流输沙、生态需水过程及其
与供水发电之间的复杂竞争与协作关系，协调多过程的协同调度是当前水库调度研究难点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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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水库运行前后宁蒙河段冲淤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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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巴彦高勒断面历年河道大断面套绘图

Ｆｉｇ５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ｄｒａｗｉｎｇｏｆ

ｂａｙａｎｇａｏｌｅ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

２　科学问题识别

针对剧烈环境变化下黄河流域水资源显著减少、供需矛盾日益尖锐的问题，以提升流域水资源安全保障

能力和调控水平为目标，识别了流域水资源供需演变认知—适应性评价—分水方案优化—协同调度五大科学

问题。

（１）水资源问题的本质是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下所产生的供需综合效应超出承载能力，认识
供需演变规律是破解流域水资源问题的基础。随着全球变化影响深入、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水利工程运行，流

域水资源供需格局呈现显著的自然和人工二元驱动特征，需要以 “自然人工”二元水循环演变模式为指导，
从供需双侧研究自然和人工作用下的供需关系演变。从可供水量来看，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水循环过程

并改变了水资源形成和转化规律，需要明晰自然和人工各项影响因素对水循环的影响程度及作用方式，揭示

水循环演变的驱动机制，并预测水循环演变趋势。从需水来看，水资源需求是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工

程、管理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需要识别水资源需求的关键驱动因子和主要胁迫要素，描述内在关联

关系，揭示多因素作用下需水演变机理。变化环境下水资源供需系统演变异常复杂，凝练第一个科学问题：

变化环境下流域水资源供需演变驱动机制。

（２）环境变化持续改变流域水资源供需格局并影响水资源系统的稳定性，水量分配方案评价面临要素
不断变化、目标多元化等挑战，变化环境下流域水资源系统的演化规律识别、方向判断以及水量分配方案对

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分析面临认知瓶颈。需要融合系统科学与水资源等多学科，建立复杂大流域水量分配方案

适应性的评价理论与准则，从可靠性、弹性和脆弱性等方面构建流域分水方案适应性评价的分层指标体系，

认识流域分水方案对环境变化各项扰动的适应性。凝练第二个科学问题：环境变化流域水量分配方案适应性

综合评价方法。

（３）提高河流输沙效率、减少输沙水量是优化河道内外水量分配、实现水资源高效利用的关键。黄河
下游淤积的根本原因在于 “水沙关系不协调”，有效的途径是通过水库调节改变进入下游河道的水沙关系，

面临的三大关键技术难题：一是塑造水库异重流，二是确立河道水沙关系，三是建立河库联合的水动力条

件。首先需要科学认识高效输沙洪水的动力来源与阻力特性的相互作用，揭示高效输沙机理与高效输沙洪水

阈值；其次是要研究适应未来水沙情势的泥沙多年调节方法和相应水库运用方式，关键是创建年际变动、丰

枯机动的自然变化人工干预二元作用机制下黄河动态高效输沙模式，塑造动态高效输沙水沙过程。凝练第
三个科学问题：自然变化与人工干预二元机制下黄河动态高效输沙过程塑造。

（４）流域水资源受环境扰动影响变化剧烈，水资源供需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和相互作用关系，因此，是
个动态系统。环境剧烈变化导致缺水流域水资源问题更加尖锐，加剧了水资源配置的复杂性，静态的水资源

配置通常不能反映用水公平与效率的时空变化，引起配置失衡。需要充分认识水在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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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价值，采用动态交互式分析水资源配置的主要平衡关系，包括社会经济增长、水资源量的需求与供

给、水环境污染与治理的动态关联性分析，实现水资源在区域、行业之间高效利用与公平分享，引导水资源

在多类相互竞争的用水中分配。凝练第四个科学问题：缺水流域水资源动态均衡配置理论。

（５）水库调度改变了河道自然径流过程，也改变了大坝下游河流的水动力特性，对下游河道输沙能力
以及河流水生生境造成一定影响。为了减轻水利工程对河流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需要优化水库调度方式，

在实现防洪、发电、供水和灌溉等目标的前提下，兼顾河流生态系统的需求。当前国内外关于生态需水量计

算方法的研究相对较多，多目标生态调度的应用实例研究较少。河流梯级水库群之间存在水力、电力联系和

水文补偿、库容补偿关系，河流系统供水、发电、输沙冲淤和生态环境对水量及流量有不同的需求，对梯级

水库群调度过程存在不同响应关系，河流水沙电生态存在复杂高维、非线性关系，需要科学认识梯级水库
群水沙电生态竞争与协作关系，揭示其耦合机制，建立系统协同控制原理和方法。凝练第五个科学问题：
复杂梯级水库群系统耦合机制与协同控制原理。

３　方法探讨

３１　变化环境下流域水资源供需演变驱动机制
（１）强烈人类活动影响下流域广义水资源评价。采用分布式模型技术、变时间步长细分方法，耦合自

然主循环系统与人工侧支系统，模拟超渗、蓄满和混合等各种产流机制的产汇流过程，实现大气水、地表

水、土壤水以及地下水的全过程转换与联合动态分析，建立闭合流域的水量平衡关系：

∑
Ｉ

ｉ＝１
∑
Ｊ

ｊ＝１
Ｐｉｊ＝

１
Ｊ∑

Ｊ

Ｊ＝１
∑
Ｉ

ｉ＝１
（ＲＳｉｊ＋Ｒｇｉｊ＋ＥＩｉｊ＋ＥＴｉｊ＋ＥＳｉｊ＋ＥＤｉｊ＋ΔＳｉｊ） （１）

广义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水以及作物利用的水分，广义水资源量评价采用：

Ｗ＝
１
Ｊ∑

Ｊ

ｊ＝１
∑
Ｉ

ｉ＝１
ＲＳｉｊ＋Ｒｇｉｊ＋ＥＩｉｊ＋ＥＴｉｊ＋ＥＳｉｊ＋ΔＳｉｊ( ) （２）

式中：Ｐｉｊ为流域内 ｉ地区 ｊ年的降水量；Ｗ为广义水资源总量，包括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水；ＲＳｉｊ为 ｉ地区
ｊ年的地表径流量；Ｒｇｉｊ为ｉ地区ｊ年的地下水不重复量，即由降水入渗形成的地下水量；ＥＩｉｊ为ｉ地区ｊ年的植
被冠层及地表节流蒸发量；ＥＴｉｊ为 ｉ地区 ｊ年的植物蒸腾量，ＥＳｉｊ为 ｉ地区 ｊ年棵间蒸发量；ＥＤｉｊ为 ｉ地区 ｊ年裸
露蒸发量，△Ｓｉｊ为土壤蓄水变化量。

（２）多因子作用下流域需水预测。将流域水资源需求分生活、工业和农业三大类，将需水影响因素分
为两部分，一是拉动需水增长的驱动因子，如经济指标、生活水平、城镇化等；另一方面是抑制需求增长的

胁迫因子，如技术进步、水价、排污管理等，建立需水驱动分析模型：

ＷＤ ＝ＷＤＩ＋ＷＤａ＋ＷＤｄ＝∑
Ｌ

ｌ＝１
ａＩｌｑＩｌｈＩｌ－∑

Ｍ

ｍ＝１
ηＩｍｑＩｍｈＩｍ( )＋

∑
Ｎ

ｎ＝１
ａａｎｑａｎｈａｎ －∑

Ｐ

ｐ＝１
ηａｐｑａｐｈａｐ( )＋ ∑

Ｓ

ｓ＝１
ａｄｓｑｄｓｈｄｓ－∑

Ｕ

ｕ＝１
ηｄｕｑｄｕｈｄｕ( )

（３）

式中：ＷＤ为流域总需水；ＷＤＩ、ＷＤａ、ＷＤｄ分别为工业、农业和生活需水；αＩｌ、ａａｎ、ａｄｓ分别为驱动工业、农
业、生活需水的驱动系数；ｑＩｌ、ｑａｎ、ｑｄｓ分别为工业、农业、生活需水驱动因子的量；ｈＩｌ、ｈａｎ、ｈｄｓ分别为工
业、农业、生活需水驱动因子的贡献率；ｌ、ｎ、ｓ为工业、农业和生活需水驱动因子个数；ηＩｍ、ηａｐ、ηｄｕ分
别为驱动工业、农业、生活需水的胁迫系数；ｑＩｍ、ｑａｐ、ｑｄｕ分别为胁迫工业、农业、生活需水的胁迫因子的
量；ｈＩｍ、ｈａｐ、ｈｄｕ分别为工业、农业、生活需水胁迫因子的贡献率；ｍ、ｐ、ｕ为工业、农业和生活需水胁迫
因子个数。

（３）流域供需演变分析。广义水资源评价通过模拟变化环境下降水以各种形式存在水量转换机制和平
衡关系，评价可供水量变化；多因子作用下流域需水预测通过筛选影响需水的主要因子，建立需水驱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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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预测经济社会需水量变化，综合可供水量与需水变化研判流域供需演变规律与态势。

３２　环境变化流域水量分配方案适应性综合评价方法
（１）评价指标体系。按照公平、效率和可持续原则，从分水方案对变化环境引起水资源量变化干扰的

适应能力、对流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水的支撑保障能力以及对生态环境修复改善的作用能力 ３个方面，构建包
含 ９项指标的流域分水方案综合适应性评价分层指标体系，见表 ２。

表 ２　基于可持续定向理论的流域水量分配方案适应性评价指标构建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目标 准则 指标 变量 物理意义

流域水

量分配

方案适

应性综

合评价

可利用的水资源 Ｃ１１ 水资源系统受到干扰后，再恢复正常的能力

对变化环境适应能力 Ｅ１ 非常规水源的比例 Ｃ１２ 洪水资源的多样化和供水结构的合理性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Ｃ１３ 资源的占有量，能够适应外界条件的多变性与不确定性

供水能力 Ｃ２１ 供水能力越强，发生工程性缺水的可能性越小

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能力 Ｅ２ 供水效益 Ｃ２２ 供水效益越高，对流域发展支撑能力越大

供水保证率 Ｃ２３ 水资源系统的结构是完整的

再生水利用率 Ｃ３１ 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结合程度

对生态环境修复改善作用 Ｅ３ 生态用水满足程度 Ｃ３２ 对生态环境需求

年输沙量 Ｃ３３ 保障河流系统健康

　　 （２）综合评价方法。评价 “８７”分水方案实施 ３０年流域水资源变化、经济社会发展、用水效率变化
以及生态环境状况变化引起的 ９项指标值变化，对单项指标采用模糊隶属度方法进行归一化，各评价指标线
性加权计算准则层的适应度：

Ｅｋ（ｔ）＝∑
３

ｊ＝１
ωｊｋＣｊｋ（ｔ） （４）

式中：Ｅｋ（ｔ）（ｋ＝１，２，３）为 ｔ时刻 ３个准则的适应能力；Ｃｊｋ（ｔ）（ｋ＝１，２，３；ｊ＝１，２，３）为评价指标项；ωｊｋ
为指标权重，采用主客观权重相结合方法赋值。

对 ３个准则适应能力采用几何加权积合成综合适应性评价：
ＳＤ（ｔ）＝Ｅ１（ｔ）

β１Ｅ２（ｔ）
β２Ｅ３（ｔ）

β３ （５）
式中：ＳＤ（ｔ）为 ｔ时刻综合适应性评价值，分别给定 ３个准则的指数权重 β１、β２、β３，考虑等权重即 β１＝β２＝

β３＝１／３。
３３　河库联动高效输沙过程塑造技术

（１）高效输沙阈值识别。黄河下游河道相同水流条件下的两种平衡输沙模式：一般含沙水流、高含沙

图 ６　黄河下游河道淤积比与水沙组合关系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

洪水平衡输沙模式。根据黄河下游花园口河道历史上发

生的 “７７７”、“７３８”高含沙洪水实测资料，绘制 “下
游淤积比等值线图”，建立河道潜在淤积比与流量、含沙

量之间的量化关系，见图 ６。高低含沙水流的分界含沙
量（含沙量临界阈值），随泥沙级配变细、主槽断面窄深

呈减小趋势：黄河下淤分界含沙量约为２００ｋｇ／ｍ３，１００～
３００ｋｇ／ｍ３含沙量级洪水泥沙最不易输送。

（２）高效水沙过程塑造技术。提高输沙效率关键在
于多利用洪水，包括两个途径：一是充分利用自然洪水，

高效冲刷水库、高效利用下游河道排沙；二是利用黄河

骨干水库调蓄，主动造峰，冲刷三门峡、小浪底前期淤

积物，塑造高含沙水流，调水调沙、高效输沙。高效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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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的挟沙力计算：

Ｓｖ ＝ｐ
ｌｇ（μｒ＋０１）

κ２
（ｆｍ）

３
２
γｍ

γｓ－γｍ

Ｕ３

ｇＲω[ ]
Ａ

（６）

式中：Ｓｖ为挟沙力；ｐ为量纲一参数；相对黏滞系数 μｒ与含沙量有关；κ为卡门常数；ｆｍ为阻力系数；γｍ为
浑水容重；γｓ为泥沙容重；Ｒ为水力半径；ｇ为重力加速度；ω为泥沙沉速；Ａ为指数常数。
３４　缺水流域水资源动态均衡配置理论

采用能值理论将水资源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统一为综合价值，作为水资源配置的效率驱动；

将配水的时空均衡协调性用基尼系数度量，作为水资源配置的协调控制，建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缺水流

域水资源动态均衡配置理论。

（１）综合价值驱动。生态经济学能值理论认为水资源的价值源泉就是各种不同质的能量，即能值，其
价值体现为积聚在水资源中的自然能值和人类劳动能值的总和，在水资源系统中参与循环的物质和能量都可

以用太阳能值统一度量，将水资源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价值统一为能值表达的综合价值：

经济价值能值核算：ＥＥＣ＝∑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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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价值能值核算：ＥＳ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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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价值能值核算：ＥＥＬ＝∑
Ｉ

ｉ＝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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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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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采用能值以综合价值最大为目标建立引导水资源配置的效率准则：

ｍａｘＥＭＴ＝ｍａｘ（ＥＥＣ ＋ＥＳＯ ＋ＷＥＬ） （１０）
式中：ＥＥＣ、ＥＳＯ、ＥＥＬ分别为流域水资源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ＷＥＣ（ｉ，ｔ）、ＷＳＯ（ｉ，ｔ）、ＷＥＬ
（ｉ，ｔ）为 ｉ地区 ｔ时刻生产用水行业用水量；τＥＣ（ｉ，ｔ）、τＥＣ（ｉ，ｔ）、τＥＣ（ｉ，ｔ）为用水行业的能值转化率；ＥＹＥＣ
（ｉ，ｖ）、ＥＹＳＯ（ｉ，ｖ）、ＥＹＥＬ（ｉ，ｖ）为 ｉ地区 ｖ行业投入总能值；ＥＵＥＣ（ｉ，ｖ）、ＥＵＳＯ（ｉ，ｖ）、ＥＵＥＬ（ｉ，ｖ）为 ｉ地区 ｖ行
业总产出的能值。

（２）区域协调控制。采用地区、部门、河段供水的基尼系数表征综合协调度，对地区、部门之间的水
资源配置进行均衡控制，体现公平的原则：

ｍｉｎＧｉｎ＝
１
ｎ２∑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ＷＳ（ｉ）
ＷＤ（ｉ）

－
ＷＳ（ｊ）
ＷＤ（ｊ）

（１１）

式中：Ｇｉｎ为流域供水的基尼系数；ＷＳ（ｉ）、ＷＳ（ｊ）分别为 ｉ、ｊ地区的供水量；ＷＤ（ｉ）、ＷＤ（ｊ）为 ｉ、ｊ地区的需
水量。

（３）动态均衡配置。采用近似理想点法对两个互斥的目标进行归一化处理，线性加权集成，建立综合
价值驱动、区域均衡协调控制的流域动态均衡模型：

ｍａｘＢ＝σ
ＥＭＴ

ＥＭＴ－Ｅ
－
ＭＴ

( )＋（１－σ） Ｇｉｎ
Ｇｉｎ －Ｇ

－
ｉｎ

( ) （１２）

式中：Ｂ为流域水量分配的综合效用；ＥＭＴ、Ｅ
－
ＭＴ分别为流域理想方案和负理想方案的供水综合价值；Ｇ


ｉｎ、

Ｇ－ｉｎ分别为流域理想方案和负理想方案的基尼系数值；σ为权重系数。
（４）供需联动的调控策略。面向未来 ３０～５０年从供给侧研究非常规水源利用、水沙置换等调控措施，

分析对增加黄河流域水资源有效供给的作用与投入；从需求侧研究高效节水、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规模等调

控措施，分析对减少潜在需水的作用与投入。建立流域水资源供需双侧联动的分析方法，构建流域水资源调

控的方案集（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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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黄河流域水资源供需联动的调控方案集 亿ｍ３

Ｔａｂｌｅ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ｌａｎｓｅｔｓｆｏｒ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ｌｉｎｋａｇｅｉｎ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方案
供给侧调控 需求侧调控

再生水回用 雨水利用 微咸水开发 水沙置换增加可利用量 发展规模 三产结构 强化节水

Ｓ１ １０ １ ４ １０ 高 外延 ５

Ｓ２ １５ ２ ５ １２ 中 中 ８

 

Ｓｎ ２０ ３ ６ １５ 低 优 １０

　　运用动态均衡配置理论对各种调控策略的方案分析，推荐系统解决黄河流域缺水问题的措施方案，为黄
河水量分配方案优化和中长期调控提供依据。

３５　复杂梯级水库群系统耦合与多维协同调度
考虑流域供水、河道输沙、系统发电、河流生态等不同需求，协调梯级水库群调度过程实现河流系统综

合效用最优。耦合河流系统中流域供水、河道输沙、系统发电、河流生态等目标对水库下泄流量过程，建立

梯级库群多维协同调度模型，采用长短嵌套方法，将水量调度的年月旬总水量作为发电、泥沙和生态调度过

程控制量，细化到日过程，将河段水量调度总量与断面、节点过程对接，实现不同时空尺度的嵌套转换与多

过程协调。

（１）优化梯级水库出库流量过程，满足流域供水需求实现流域缺水量最小：

ｍｉｎＦ１＝∑
Ｗ

ｗ＝１
∑
Ｔ

ｔ＝１
（Ｄｓ（ｗ，ｔ）－Ｑｓ（ｗ，ｔ））＋∑

Ｘ

ｘ＝１
∑
Ｔ

ｔ＝１
（Ｄｅ（ｘ，ｔ）－Ｑｅ（ｘ，ｔ）） （１３）

（２）优化梯级水库出库流量过程，塑造良好水力冲刷能力实现河流泥沙输移最大：

ｍａｘＦ２＝∑
Ｙ

ｙ＝１
∑
Ｔ

ｔ＝１
ξ（ｙ，ｔ）Δｔ （１４）

（３）优化梯级水库出库流量过程，创造良好的水头实现系统发电量最大：

ｍａｘＦ３＝∑
Ｚ

ｚ＝１
∑
Ｔ

ｔ＝１
Ｎ（ｚ，ｔ）Δｔ （１５）

（４）优化梯级水库出库流量过程，保障河道内流量尽可能满足生态流量需求：

ｍｉｎＦ４＝∑
Ｙ

ｙ＝１
∑
Ｔ

ｔ＝１
（Ｄｅ（ｙ，ｔ）－Ｑｅ（ｙ，ｔ）） （１６）

式中：Ｄｓ（ｗ，ｔ）、Ｑｓ（ｗ，ｔ）分别为 ｗ节点 ｔ时刻的需水量和供水量；Ｄｅ（ｘ，ｔ）、Ｑｅ（ｘ，ｔ）分别为 ｘ断面 ｔ时刻
的需水量和径流量；ξ（ｙ，ｔ）为 ｙ河道 ｔ时刻输沙能力；Ｎ（ｚ，ｔ）为第 ｚ个水电站在第 ｔ时段的平均出力；Δｔ为
时段长；Ｄｅ（ｙ，ｔ）为 ｙ河道 ｔ时刻流量；Ｑｅ（ｙ，ｔ）为 ｙ河道 ｔ时刻生态需水量。

以上 ４个方程中，都暗含有一个共同的水库下泄水量过程，优化的关键在于协调水库下泄过程使 ４个目
标的集成效用最优，采用时空降维技术对多目标问题进行降维求解。

４　研究展望

预期在变化环境下水资源供需演变规律揭示、分水方案适应性评价、高效输沙水沙过程塑造技术、水资

源动态均衡配置理论方法以及梯级水库群多维协同调度等方面实现突破。

（１）流域水资源供需演变方面：流域广义水资源动态评价技术，识别流域水循环过程对环境变化的响
应，揭示广义水资源演变趋势；明晰经济社会需水的驱动因子和胁迫要素，构建具有物理机制的水资源需求

精细预测技术；水资源供需演变规律识别研判技术，辨识未来水资源供需演变态势。

（２）环境变化流域水量分配方案适应性综合评价方法方面：从可靠性、弹性和脆弱性等方面构建分层
指标体系，提出变化环境下流域分水方案适应性综合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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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河库联动高效输沙水动力条件塑造技术方面：认识高效输沙的水沙临界阈值，揭示变化环境下高
效输沙机理，建立高效输沙水沙过程的水库联合调度技术；提出水库群泥沙多年调节方式。

（４）流域水资源动态均衡配置方法方面：创建综合价值的概念和分析方法；耦合供水子系统与需水子
系统，提出流域水资源供需联动分析技术；统筹公平与效率、收益与风险等，集成均衡调控手段与方法，完

善缺水流域水资源动态配置方法。

（５）复杂梯级水库群水沙电生态多维协同调度方法方面：揭示复杂梯级水库群水沙电生态耦合机制，
明晰其竞争与协作关系；耦合水沙电生态等多过程，采用多模型集成、多尺度叠加及多过程融合技术，建
立梯级水库群多维协同调度仿真系统。

５　结　　语

在环境剧烈变化和人类高强度活动干扰下，黄河径流、流域需水、入黄泥沙、用水格局以及水调度等均

发生了显著变化，面临供需矛盾日益深化、多种问题交织的挑战，亟需破解变化环境下水资源优化配置与综

合调度的复杂难题。

从流域水资源供需演变规律认知、变化环境下分水方案适应性评价、高效输沙过程塑造技术、动态均衡

配置理论以及梯级水库群多维调度等方面，凝练了 ５大科学问题，按照系统分析—动态评价—精细预测—均
衡配置—协同调度的整体思路，系统探讨了理论基础、技术方法、模型手段，集成流域水资源动态配置与协

同调度技术体系，提出适应新时期环境变化的黄河水量分配与综合调度方案，实现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与科

学调度，提高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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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ｖｉｅｗ［Ｊ］．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１３（５）：４８３４９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ＣＪ，ＤＩＬＬＩＮＧＬ．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ＵＳ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ｗａ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Ｊ］．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５２（４）：２９５１２９６４．

［１３］ＣＯＲＥＮＴＩＮＧ，ＪＥＡＮＤＲ，ＭＡＮＵＥＬＰＶ．Ｓｈ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ｓｔｏｆ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ｓｔｏ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ｓｏ

ｃｉ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ｙ［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５２（１０）：７９４５７９６２．

［１４］ＨＯＵＪ，ＹＥＡ，ＹＯＵＪ，ｅｔａｌ．Ａ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

ｔｈｅＭｉｎ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８，６３５：９０１９１２．

［１５］ＺＨＵＡＮＧＸＷ，ＬＩＹＰ，ＮＩＥＳ，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ｎ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ｕｎｄｅｒ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ｕｓｉｎｇ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５５６：５２３５３８．

［１６］ＦＵＪＳ，ＺＨＯＮＧＰＡ，ＺＨＵＦＬ，ｅ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ＮａｓｈＨａｒｓａｎｙｉｌｅａｄ

ｅｒ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ｇａｍｅｍｏｄｅｌ［Ｊ］．Ｗａｔｅｒ，２０１８，１０（２７０）：１１８．

［１７］付湘，陆帆，胡铁松．利益相关者的水资源配置博弈［Ｊ］．水利学报，２０１６，４７（１）：３８４３．（ＦＵＸ，ＬＵＦ，ＨＵＴＳ．Ｇａｍｅｔｈｅ

ｏｒｙｉｎ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６，４７（１）：３８４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李原园，曹建廷，黄火键，等．国际上水资源综合管理进展［Ｊ］．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８，２９（１）：１２７１３７．（ＬＩＹＹ，ＣＡＯＪＴ，

ＨＵＡＮＧＨＪ，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２９（１）：１２７

１３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白涛，阚艳彬，畅建霞，等．水库群水沙调控的单多目标调度模型及其应用［Ｊ］．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６，２７（１）：１１６１２７．

（ＢＡＩＴ，ＫＡＮＹＢ，ＣＨＡＮＧＪＸ，ｅｔａｌ．Ｓｉｎｇｌｅ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ｂｙｃａｓｃａｄ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２７（１）：１１６１２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ＨＡＢＩＢＩＤＡＶＩＪＡＮＩＭ，ＢＡＮＩＨＡＢＩＢＭＥ，ＮＡＤＪＡＦＺＡＤＥＨＡＮＶＡＲＡ，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ａｒｉｄｒｅｇ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６，

３０（３）：９２７９４６．

［２１］王浩，刘家宏．国家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系统协同配置探讨［Ｊ］．中国水利，２０１６（１７）：７９．（ＷＡＮＧＨ，ＬＩＵＪＨ．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ｗｉｔｈｅｃｏｓｏｃ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Ｃｈｉｎａ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１６（１７）：７９．（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２２］ＧＵＯＹ，ＳＨＥＮＹ．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ｄｅｍ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ｓｕｎｄｅ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ｆｕｔｕｒ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ａｒｉｄ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５４０：２５７２７３．

［２３］ＡＲＳＩＳＯＢＫ，ＴＳＩＤＵＧＭ，ＳＴＯＦＦＢＥＲＧＧＨ，ｅｔ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ｗｔｈ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ｏｆＡｄｄｉｓＡｂａｂａ，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Ｊ］．Ｃｌｉｍａｔｅ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１８：２１３３．

［２４］ＬＩＵＪ，ＭＡＯＧ，ＨＯＥＫＳＴＲＡＡＹ，ｅ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ｗａｔｅｒｆｏｏｄｎｅｘｕｓｆｏｒ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１８，２１０：３７７３８１．

［２５］彭少明，郑小康，王煜，等．黄河流域水资源能源粮食的协同优化［Ｊ］．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７，２８（５）：６８１６９０．（ＰＥＮＧＳＭ，

ＺＨＥＮＧＸＫ，Ｗ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ｗａｔｅｒｆｏｏｄ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７，２８（５）：６８１６９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王本德，周惠成，卢迪．我国水库（群）调度理论方法研究应用现状与展望［Ｊ］．水利学报，２０１６，４７（３）：３３７３４５．（ＷＡＮＧ

ＢＤ，ＺＨＯＵＨＣ，ＬＵ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ｙｓｔｅｍ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６，４７（３）：３３７３４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７］张建云，贺瑞敏，齐晶，等．关于中国北方水资源问题的再认识［Ｊ］．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３，２４（３）：３０３３１０．（ＺＨＡＮＧＪＹ，

ＨＥＲＭ，ＱＩＪ，ｅｔａｌ．Ａｎｅ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ｎｗａｔｅｒ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２４（３）：３０３３１０．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８］ＺＨＡＮＧＱ，ＰＥＮＧＪ，ＳＩＮＧＨＶＰ，ｅｔ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ｒｉｄａｎｄｓｅｍｉａｒｉｄ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ａ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Ｊ］．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４，１１４：３８４９．

［２９］胡春宏．黄河水沙变化与治理方略研究［Ｊ］．水力发电学报，２０１６，３５（１０）：１１１．（ＨＵＣＨ．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ｒｕｎｏｆｆａｎｄ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ｌｏａｄｓ

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ａｎｄｉｔ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６，３５（１０）：１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地质制版　＼ＤＺ１５＼Ｄ＼书版＼２０１８水科学进展 ０５＼　５校样：陆姣　时间　２０１８／１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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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侯保灯，高而坤，吴永祥，等．水资源需求层次理论和初步实践［Ｊ］．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４，２５（６）：８９７９０６．（ＨＯＵＢＤ，ＧＡＯ

ＥＫ，ＷＵＹＸ，ｅ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ｅｍａｎｄ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２５

（６）：８９７９０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１］陈晓宏，王佳雯，何艳虎，等．基于水资源需求场理论的需水驱动力影响分析［Ｊ］．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８，２９（３）：３５７３６４．

（ＣＨＥＮＸＨ，ＷＡＮＧＪＷ，ＨＥＹＨ，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ｄｅｍａｎ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ｗａｔｅｒｄｅｍａｎｄｆｉｅｌｄ［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２９（３）：３５７３６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Ｋｅｙ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

ＷＡＮＧＹｕ１，ＰＥＮＧＳｈａｏｍｉｎｇ１，２，ＺＨＥＮＧＸｉａｏｋａｎｇ１

（１．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Ｃｏ．，Ｌｔｄ．，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０３，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ｂａｓｉｎｓ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ａ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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