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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显著地改变了河川径流及洪水的时空分配过程ꎬ 直接影响下游断面的设计洪水ꎮ 本文

综述水库对下游水文情势的影响ꎬ 提出梯级水库运行期设计洪水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ꎻ 重点探讨非一致性洪水频

率分析和基于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最可能地区洪水组成法ꎬ 比较各种方法的实用性ꎻ 推荐采用运行期设计洪水及汛控水

位指导水库调度运行ꎬ 建议进一步加强水库运行期设计洪水计算理论和方法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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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 ＳＬ４４ － ２００６»(以下简称«规范») [１]定义的设计洪水ꎬ 是指水利水电

工程规划、 设计、 建设施工中所指定的各种设计标准的洪水ꎬ 是确保水库防洪能力和大坝安全的设计值ꎮ
«规范»针对单一水电工程ꎬ 采用年最大洪水取样并假定水文资料系列满足可靠性、 代表性和一致性要求ꎬ
推荐采用皮尔逊Ⅲ型分布和经验适线法估计洪水设计值ꎬ 选择偏不利典型年洪水按同频率放大法推求设计洪

水过程线ꎬ 确定水库防洪库容及汛限水位指导水库调度运行ꎬ 通常称为“建设期设计洪水”ꎮ 郭生练等[２] 系

统总结了国内外设计洪水计算方法ꎬ 包括抽样方法、 分布线型、 经验频率、 参数估计、 设计洪水过程线、 历

史洪水、 区域洪水频率、 ＰＭＰ / ＰＭＦ、 分期和梯级水库设计洪水等方面的研究进展ꎻ 重点阐述了中国近 ３０ 年

来的主要研究成果ꎬ 讨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ꎬ 并展望了中国设计洪水计算未来的研究重点和方向ꎮ 水

库运行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在保证防洪安全前提下充分发挥水库的综合利用效益ꎮ 设计洪水计算如何充分考虑

上游水电工程的影响及水库群防洪库容之间的相互补偿作用ꎬ 以适应流域下垫面及河道汇流条件的改变ꎬ 是

当前梯级水库联合调度运行管理中亟待解决的工程技术难题ꎬ 也是水文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ꎮ
研究探讨梯级水库运行期设计洪水理论和方法ꎬ 定量估算上游水库群调蓄对下游断面设计洪水和防洪安

全标准的影响ꎬ 并推求水库运行期的防洪控制水位(简称汛控水位)ꎬ 不仅有利于协调防洪、 兴利矛盾ꎬ 实

现洪水资源高效利用ꎬ 还能为进一步补充修订«规范»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ꎮ

１　 梯级水库对下游水文情势的影响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３]ꎬ 中国已建成各类水库 ９８ ８２２ 座ꎬ 水库总库容 ８ ９５３ 亿 ｍ３ꎬ 其中大型水库 ７３６ 座ꎬ 总

库容 ７ １１７ 亿 ｍ３ꎬ 占全部总库容的 ７９. ５％ ꎻ 中型水库 ３ ９５４ 座ꎬ 总库容 １ １２６ 亿 ｍ３ꎬ 占全部总库容的

１２ ６％ ꎮ 这些水库的调蓄作用显著地改变了河川径流及洪水的时程分配过程ꎮ 张建云等[４] 分析了 １９５６—
２０１８ 年中国主要江河实测径流量和中国十大水资源区地表水资源的变化和演变特征ꎬ 发现: ① 除长江大通

站外ꎬ 中国主要江河代表性水文站实测年径流量均呈现下降趋势ꎻ ② 黄河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年唐乃亥站实测径流

量较基准期 １９５６—１９７９ 年减少 ５. ９％ ꎬ 花园口站减少 ４１％ ꎻ ③ ２１ 世纪以来ꎬ 海河、 黄河、 辽河地表水资源

明显减少ꎬ 进一步加重了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ꎮ 黎云云等[５] 采用变异范围法(ＲＶＡ)定量分析了黄河干流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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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梯级水库联合运行对下游水文情势的影响ꎬ 发现龙羊峡、 刘家峡、 三门峡和小浪底四库联合调度后汛期

流量剧减ꎬ 低流量频繁出现ꎬ 导致河道的生物量和多样性急剧下降ꎬ 严重危害河流生态健康ꎮ 段唯鑫等[６]

根据长江上游大型水库群建设运行实际情况ꎬ 利用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检验法划分了宜昌站建库前后的流量序列ꎬ
用来评估长江上游大型水库群对宜昌站水文情势的改变情况ꎬ 发现宜昌站的水文情势已经发生了中等程度的

改变ꎬ 随着长江上游更多的水库建成运行ꎬ 长江中下游河道径流还将发生进一步的改变ꎮ 张康等[７] 选择北

碚、 高场、 宜昌站作为水库群串、 并、 混联运行下的控制断面ꎬ 通过水文变化指标法(ＩＨＡ)筛选了受水库群

联合调度影响的 １４ 个水文指标ꎬ 分析了串并混联运行模式下的水文指标变化趋势和整体水文变异程度ꎬ 研

究发现ꎬ 水库群联合运行会造成年最大(小)流量呈减少(增加)趋势ꎬ 最大流量发生时间延迟和洪峰流量坦

化ꎮ 熊丰等[８]研究了金沙江下游梯级水库受上游水库调蓄的影响ꎬ 向家坝水库千年一遇设计洪峰、 ３ ｄ、
７ ｄ、 ３０ ｄ洪量的削减量(削减率)分别为 １５ ４００ ｍ３ / ｓ (３５％ )、 ３５. ６ 亿 ｍ３ (３３％ )、 ７０. ２ 亿 ｍ３ (３０％ )和

８５. ０ 亿 ｍ３(１１％ )ꎻ 在不降低防洪标准的前提下ꎬ 下游各水库在运行期汛控水位相比汛限水位可适当抬高ꎬ
白鹤滩、 溪洛渡、 向家坝水库的汛控水位(汛限水位)分别为 ７８８. ８２ ｍ(７８５. ００ ｍ)、 ５７０. ６７ ｍ(５６０. ００ ｍ)和
３７１. ３６ ｍ(３７０. ００ ｍ)ꎬ 汛期年均发电量分别增加 ２. １％ 、 ６. １％和 １. ４％ ꎬ 年增发电量 １７. １ 亿 ｋＷｈꎮ 郭生

练等[９]研究了长江上游干支流梯级水库的调蓄对三峡水库运行期的设计洪水影响ꎬ 三峡运行期千年一遇设计

日平均流量、 ３ ｄ、 ７ ｄ、 １５ ｄ、 ３０ ｄ 洪量为 ７９ ６００ ｍ３ / ｓ、 １８８. ２ 亿 ｍ３、 ３８６. ３ 亿 ｍ３、 ７２７. ４ 亿 ｍ３、 １ ３２０. ９
亿 ｍ３ꎬ 相比建设期设计值的削减率分别为 １９. ４％ 、 ２３. ８％ 、 ２０. ６％ 、 ２０. ２％和 １６. ９％ ꎻ 在保证防洪标准不

变的前提下ꎬ 三峡水库运行期汛控水位(１５５. ００ ｍ)比汛限水位(１４５. ００ ｍ)抬高了 １０ ｍꎬ 不仅有利于库区航

运和生态环境ꎬ 还可增发电量 ４１. ６ 亿 ｋＷｈ / ａ( ＋ ８. ７％ )ꎬ 减少蓄水期对洞庭湖和鄱阳湖的影响ꎬ 经济社

会和生态环境效益巨大ꎮ

２　 梯级水库运行期设计洪水研究方法和内容

２. １　 梯级水库组成及防洪任务

最常见的梯级水库是由上、 下游两个水库组成ꎬ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ꎬ 因为多级水库可以看成是两级水库

的各种组合ꎮ 当干支流串联水库并联到一起ꎬ 即形成了混联梯级水库群ꎬ 通常可归纳为以下 ４ 种类型[１０]:
(１) 两串联水库均不承担下游防护对象的防洪任务ꎮ 如图 １(ａ)所示ꎬ Ｂ 水库的洪水是经 Ａ 水库调洪后

的下泄洪水与区间洪水组合而形成ꎬ 在进行 Ｂ 水库的防洪设计时ꎬ 需要推求 Ｂ 受 Ａ 水库调洪影响后的设计

洪水ꎮ
(２) 两串联水库下游有防洪对象ꎮ 如图 １(ｂ)所示ꎬ 如果所要设计的工程是 Ａ 水库工程ꎬ 为研究 Ａ、 Ｂ

两个梯级水库对防护对象 Ｃ 的防洪效果ꎬ 需要推求 Ｃ 断面受上游 Ａ、 Ｂ 两水库调洪综合影响后的设计洪水ꎻ
如果所要设计的工程是 Ｂ 水库工程ꎬ 需要推求 Ｂ 受 Ａ 水库调洪影响的设计洪水ꎬ 同时还要推求 Ｃ 断面受 Ａ、
Ｂ 两水库调洪共同影响的设计洪水ꎮ

(３) 两串联水库之间有防洪对象ꎮ 如图 １(ｃ)所示ꎬ 在设计 Ａ 水库时ꎬ 为研究 Ａ 水库对防护对象 Ｃ 的防

洪作用ꎬ 需要推求 Ｃ 断面受 Ａ 水库调洪影响后的设计洪水ꎮ 在设计 Ｂ 水库时ꎬ 需要推求 Ｂ 受 Ａ 水库调洪影

响后的设计洪水ꎮ
(４) 梯级水库群下游有防洪对象ꎮ 如图 １(ｄ)所示ꎬ 当两条河流上的梯级水库共同承担 Ｃ 断面的防洪任

务时ꎬ 需要推求 Ｃ 断面受上游干流 Ａ￣Ｂ 梯级水库和支流 Ａ′￣Ｂ′梯级水库组成的混联水库群联合调蓄影响后的

设计洪水ꎮ

２. ２　 梯级水库运行期设计洪水主要研究内容

梯级水库运行期设计洪水计算理论和方法ꎬ 需要考虑全球变化及人类活动(水电工程、 土地利用和植被

变化等)对水文情势的影响ꎬ 推求受上游水库调蓄影响后下游控制断面的设计洪水ꎮ 目前主要有两种研究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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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ꎬ 即非一致性洪水频率分析和洪水地区组成方法ꎬ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１) 流域洪水遭遇特性与地区组成规律ꎮ 从气候成因角度ꎬ 结合统计学的方法ꎬ 分析流域暴雨洪水特性

以及上下游范围内暴雨洪水的各种成因、 地域分布、 强度、 时间的分布ꎻ 分析上下游洪水遭遇特性以及遭遇

时洪峰、 洪量组成规律ꎬ 全面揭示流域洪水的地区组成规律ꎮ

图 １　 梯级水库及承担防洪任务组成结构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ａｎｄ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非一致性洪水频率分析ꎮ 水文资料还原或还现处理ꎬ 洪水样本系列可靠性审查和一致性检验ꎻ 非一

致性条件下洪水频率分布函数和时变参数估计方法ꎬ 重现期定义ꎬ 设计洪水估计ꎬ 多变量分析计算ꎮ
(３) 洪水地区组成方案ꎮ 分析梯级水库调蓄作用对下游断面洪水的影响效果ꎬ 拟定上游水库控制流域及

区间流域的洪水地区组成方案ꎮ 采用«规范»推荐的同频率地区组成方法确定梯级水库各分区的洪量分配方

案ꎬ 重点研究探讨具有统计基础、 切实可行的地区组成新方案ꎬ 多方案相互比较分析ꎮ
(４) 梯级水库运行期设计洪水计算方法ꎮ 结合拟定的设计洪水地区组成新方案ꎬ 根据梯级水库的防洪调

度规则ꎬ 推求下游断面受梯级水库联合调度影响后的设计洪水ꎬ 分析梯级水库对流域洪水的削减作用以及对

下游断面防洪标准和防洪风险的影响ꎮ
(５) 梯级水库运行期汛控水位ꎮ 根据水库运行期设计洪水过程线ꎬ 通过调洪演算推求水库运行期的汛控

水位ꎬ 分析梯级水库对河川径流及洪水时空分配过程的影响ꎬ 验证防洪风险和综合利用效益ꎬ 编制方案指导

梯级水库联合调度运行ꎮ

３　 非一致性洪水频率分析方法

传统的洪水频率分析计算基于独立随机同分布假设ꎬ 其中同分布是指洪水样本在过去、 现在和未来均服

从同一总体分布ꎬ 即样本应具有一致性[１１]ꎮ 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的影响ꎬ 无法保证水文资料系列

一致性ꎬ 传统方法推求的设计洪水成果的可靠性受到质疑ꎮ 非一致性洪水频率分析已成为前沿水文科学问

题ꎬ 包括非一致性洪水频率分布估计以及非一致性条件下设计洪水推求[１２]ꎮ

３. １　 非一致性洪水频率分布参数估计

针对该问题ꎬ «规范»推荐使用还原法将非一致性洪水序列修正为满足一致性的序列ꎬ 在此基础上采用

传统的方法估计序列的频率分布ꎮ 类似于还原法ꎬ 还可以将水文序列修正为现状条件下满足一致性的序列ꎬ
即还现法[１１]ꎮ 然而ꎬ 无论是还原还是还现ꎬ 仅能实现非一致性水文序列向现状或历史上某一时期的一致性

修正ꎬ 无法反映不同时期环境的变化ꎬ 特别是未来某个水平年的洪水序列频率分布ꎮ 宋松柏等[１３] 在变点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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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基础上应用全概率公式与混合分布推求了非一致性水文序列的频率分布ꎬ 该方法可直接估计具有跳跃变

异的序列的分布ꎬ 无需对原序列进行修正ꎮ
相对于还原 /还现方法ꎬ 时变矩法是近些年来国内外研究最为广泛的非一致性洪水频率分布估计方法ꎬ

其主要思路是构建洪水序列频率分布统计参数与时间或其他物理协变量的函数关系ꎬ 进而描述洪水序列统计

特征随时间的变化[１４]ꎮ 比如对于年最大洪水随机变量 Ｘ ꎬ 其非一致性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表示如下:
Ｘ ｔ ~ ｆ(ｘｔ ｜ μｔꎬσｔꎬνｔ) (１)

式中: ｆ() 表示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ꎻ μｔ、σｔ 和 νｔ 分别表示第 ｔ 年分布的位置、 尺度和形状参数ꎮ 根据时变

矩法ꎬ 洪水频率分布的时变参数可以表达为

μｔ ＝ ｇ１(χ１ꎬｔ)　 　 σｔ ＝ ｇ２(χ２ꎬｔ)　 　 νｔ ＝ ｇ３(χ３ꎬｔ) (２)
式中: ｇ１()、 ｇ２() 和 ｇ３() 分别表示各个时变分布参数 μｔ、 σｔ 和 νｔ 与相应解释变量向量 χ１ꎬｔ、 χ２ꎬｔ 和 χ３ꎬｔ 之
间的函数关系ꎮ Ｒｉｇｂｙ 和 Ｓｔａｓｉｎｏｐｏｕｌｏｓ[１５] 提出了适用于位置、 尺度和形状参数的广义可加模型(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ꎬ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Ｓｈａｐｅꎬ ＧＡＭＬＳＳ)ꎬ 作为(半)参数回归模型ꎬ ＧＡＭＬＳＳ 模型可以灵活地

描述随机变量分布的任何统计参数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或非线性关系ꎬ 为时变矩法的研究应用提供了强大

和便捷的工具ꎬ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非一致性洪水频率分析[１２]ꎮ
由于时变矩法可以灵活地选取与洪水序列相关的解释变量来描述分布的变化ꎬ 因而可以比较明确地描述

洪水序列的非一致性ꎬ 并且能够对非一致性进行归因分析ꎮ Ｌóｐｅｚ 和 Ｆｒａｎｃéｓ[１６] 在考虑水库集水面积以及调

蓄库容的基础上定义了水库系数(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ｄｅｘꎬ ＩＲ)的概念ꎬ 以此来量化水库调蓄作用对下游洪水过程的

影响ꎮ 在时变矩法的框架下ꎬ 通过构建水库系数与分布参数的函数关系ꎬ 即可估计受水库调蓄影响的洪水序

列的频率分布[１２ꎬ１６]ꎮ
Ｊｉａｎｇ 等[１７]研究了西江干流大湟江口水文站的洪水过程受水库调蓄与城市化(主要由修建城市堤防引起

的洪水归槽)的双重影响ꎬ 选择水库系数( ＩＲ)和城市人口数量(ＰＣ)作为年最大日流量序列分布参数的解释变

量ꎮ 经过模型优选ꎬ 发现广义极值分布(ＧＥＶ)对年最大日流量序列的拟合效果最好ꎬ 洪水频率分布的位置

参数与解释变量存在如下关系:
μｔ ＝ ｅｘｐ(１０. ０５０ － ０. ３９２ＩＲ ＋ ０. ０２１ ２ＰＣ) (３)

图 ２ 绘出大湟江口水文站年最大日流量非一致性频率分布ꎬ 结合式(３) 可知: 洪水分布的位置参数与水

库系数存在负相关关系ꎬ 表明水库调蓄可以显著削减下游的洪水ꎬ 并引起了序列均值向下的跳跃ꎻ 洪水分布

的位置参数与城市人口数量存在正相关的关系ꎬ 说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会导致洪水序列上升的趋势ꎮ

图 ２　 西江大湟江口水文站年最大日流量非一致性频率分布

Ｆｉｇ. ２ Ｎ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ｌｏｏｄ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ｔ Ｄａ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ｋｏｕ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时变矩法虽然可以建立洪水频率分布非一致性与驱动因子的相关关系ꎬ 但这种相关关系并不一定正确描

述非一致性的水文机理ꎮ 为从水文机理的角度揭示洪水非一致性ꎬ 基于水文模型的方法开始用于估计非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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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洪水频率分布ꎮ 根据对径流过程描述的方法不同ꎬ 又可以分为两种方法ꎮ 一种是连续模拟方法ꎬ 把观测的

或者由模拟生成的降水时间序列驱动输入到一个水文模型ꎬ 模拟得到一个长系列并且连续的径流资料ꎬ 然后

从中提取洪水序列ꎬ 并在此基础上估计洪水频率分布ꎻ 该方法主要考虑了水文输入变化对洪水序列的影响ꎬ
并且可以预测未来情境下非一致性洪水频率分布ꎮ 另外一种方法是理论推导法ꎬ 该方法建立一个简单的降

水—径流模型来描述洪水变量与降雨(暴雨)变量的关系ꎬ 通过降雨(暴雨)变量的频率分布推导洪水变量的

频率分布ꎮ 理论推导法可以同时考虑降雨变量的非一致性以及水文模型参数的非一致性对洪水频率分布的影

响[１２]ꎮ 与连续模拟方法相比ꎬ 理论推导法忽略了径流形成过程的一些细节ꎬ 只考虑了控制性因素和主要

过程ꎮ

３. ２　 非一致性条件设计洪水推求

传统的设计洪水推求方法一般基于重现期的概念ꎬ 在一致性条件下某一事件的重现期等于其超过概率的

倒数ꎮ 然而在非一致性条件下ꎬ 洪水序列的频率分布会随时间发生变化ꎬ 导致一个给定重现期对应的设计洪

水值也会相应发生变化ꎬ 因而很难应用于具体工程实际当中ꎮ 针对传统重现期方法在非一致性条件下不适用

的问题ꎬ 一些水文学者开始引入新的重现期定义与计算方法推求设计洪水ꎮ Ｗｉｇｌｅｙ[１８] 采用期望等待时间来

定义重现期ꎬ 即从初始年起直到下一次出现超过某一洪水事件设计值的平均时间间隔ꎮ Ｐａｒｅｙ 等[１９]提出了期

望超过次数来定义重现期ꎬ 即在重现期内超过事件发生次数的期望值为 １ꎮ 以上两种定义中ꎬ 重现期在数值

上不再简单地等于某一年洪水事件超过设计值概率的倒数ꎬ 而是在计算时需要考虑未来时期每一年洪水事件

超过设计值的概率ꎮ
由于传统的重现期概念无法考虑工程的设计运行年限ꎬ 一些学者开始摒弃重现期并引入一些新的概念来

进行设计洪水的推求ꎮ Ｒｏｏｔｚéｎ 和 Ｋａｔｚ[２０]提出了设计年限水平的概念ꎬ 用来估计工程设计年限内给定可靠度

的设计值ꎮ Ｒｅａｄ 和 Ｖｏｇｅｌ[２１]总结了当前存在的一致性和非一致性水文设计理论和方法ꎬ 并提出了一种基于

年平均可靠度的设计洪水推求方法ꎬ 其中年平均可靠度在数学上等于工程设计年限内洪水事件不及概率的多

年平均值ꎮ 梁忠民等[２２]提出了等可靠度的概念ꎬ 该方法认为非一致性条件下水利工程设计年限内的可靠度

应该和一致性条件下的可靠度相同ꎮ Ｙａｎ 等[２３] 系统地对比了期望超过次数、 设计年限水平、 年平均可靠度

以及等可靠度 ４ 种非一致性设计洪水推求方法的结果及其不确定性ꎬ 在实际应用中推荐采用年平均可靠度和

等可靠度这两种方法ꎮ
以基于年平均可靠度的设计洪水推求方法为例ꎬ 假设某水利工程的设计运行年限从 Ｔ１年到 Ｔ２年ꎬ 那么

在此运行期间ꎬ 某一量级的设计洪水值 ｘｑ对应的年平均可靠度 ＲＡＡꎬＴ１—Ｔ２(ｘｑ) 可以表达为

ＲＡＡꎬＴ１—Ｔ２(ｘｑ) ＝ １
Ｔ２ － Ｔ１ ＋ １∑

Ｔ２

ｔ ＝ Ｔ１

[Ｆ ｔ(ｘｑ)] (４)

式中: Ｆ ｔ()表示运行期内每年的洪水累积概率分布函数ꎮ 在非一致性条件下ꎬ 水利工程运行期内的洪水

发生规律不再服从基于历史资料的频率分布ꎬ 可以在预测未来洪水频率分布参数解释变量的基础上ꎬ 通过时

变矩等方法进行估计[２４]ꎮ 因此ꎬ 能否对未来水利工程运行期内的解释变量做出准确预测ꎬ 是决定设计洪水

成果可靠性的重要影响因素ꎮ

３. ３　 多变量非一致性洪水频率分析

目前针对非一致性洪水频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变量洪水序列ꎬ 然而ꎬ 一个完整的洪水事件一般具有多

方面的特征属性ꎬ 需要同时知道若干个变量(例如洪峰、 洪水总量和洪水历时)的信息才能准确描述ꎮ 由于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可以描述多个水文变量间的相关性结构ꎬ 能够构建任意边缘分布之间的联合分布ꎬ 已经开始被用

于多变量非一致性洪水频率分析的研究ꎮ 冯平和李新[２５] 在对单变量洪水进行变点分析的基础上用混合分布

分别拟合了洪峰、 洪量的边缘分布ꎬ 并用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构建了峰量的联合分布ꎬ 推求了两变量设计洪水ꎮ
Ｘｉｏｎｇ 等[２６]提出了一个基于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多变量水文序列非一致性的诊断方法框架ꎬ 首先通过对单个水文

变量进行非一致性诊断ꎬ 然后采用合适的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构建相关性结构ꎬ 在此基础上基于似然比检验对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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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结构的非一致性进行诊断ꎮ Ｊｉａｎｇ 等[１７]应用时变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构建非一致性多变量洪水频率分布ꎬ 然后基于

年平均可靠度方法推求了非一致性条件下的多变量设计洪水ꎮ

４　 基于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洪水地区最可能组成法

４. １　 洪水地区组成方法

«规范»推荐ꎬ 洪水地区组成一般采用典型年和同频率组成两种方法ꎮ 对于单库ꎬ 一般多考虑同频率组

成及典型年组成ꎻ 梯级水库则大多采用典型年组成ꎬ 或通过自下而上逐级分析的方法拟定ꎬ 即各级设计洪量

可以采用不同的典型洪水进行分配ꎬ 也可混合采用典型年法及同频率组成法分配洪量ꎮ
由于受到多维联合分布方法的限制ꎬ 实际应用中只能寻求特定条件下的近似计算ꎬ 如以上提到的同频率

法和典型年法等ꎮ 近年来随着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在水文领域的成功应用[２７]ꎬ 使得其推求设计洪水的地区组成成为

可能ꎮ 李天元等[２８]以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理论为基础ꎬ 构造了水库断面洪量与区间洪量的联合分布ꎬ 推求了条件概

率函数的显式表达式ꎬ 提出了基于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改进离散求和法ꎬ 通过直接对条件概率曲线进行离散ꎬ 克

服了«规范»中离散求和法需要进行变量独立性转换的问题ꎮ 刘章君等[２９]利用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建立了各分区洪水

的联合分布ꎬ 基于联合概率密度最大原则ꎬ 推导得到最可能地区组成法的计算通式ꎬ 并用来推求梯级水库下

游断面的设计洪水ꎮ
上述方法在工程实践中都有应用ꎬ 但都存在较明显的缺陷ꎮ «规范»中的地区组成法虽然简便易行ꎬ 但

人为不确定性较大ꎻ 频率组合法需要对分区的频率曲线进行离散求和ꎬ 在独立性转换中难免出现数据失真ꎻ
对于复杂的梯级水库群ꎬ 随机模拟法难以保持各分区的洪水涨落特性ꎮ 基于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梯级水库设计洪

水方法具有较强的统计基础ꎬ 且所得设计结果客观合理ꎬ 但其应用也存在一些问题ꎬ 如当梯级水库较多时ꎬ
基于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的最可能地区组成法需要应用高维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ꎬ 计算难度较大ꎮ 此外ꎬ 当上下游水库距离

较远时ꎬ 现有的马斯京根洪水演进方法的精度难以满足要求ꎮ
地区组成法概念清晰、 计算简便ꎬ 是计算梯级水库设计洪水最常采用的方法ꎬ 包括典型年和同频率地区

组成两种方法ꎮ 其中ꎬ 典型年法的设计成果人为性大ꎬ 选择恰当的洪水典型是其关键问题ꎻ 同频率地区组成

法假设某一分区与设计断面洪水同频率ꎬ 是否符合洪水地区组成规律ꎬ 要视该分区与设计断面洪水的相关性

密切程度而定ꎮ 频率组合法研究各分区洪水的所有可能情况ꎬ 能够较好地反映上游水库对不同概率洪水的调

洪效应ꎬ 但该法对洪水频率曲线的精度要求较高ꎬ 且计算工作量随着水库数量的增加呈幂指数增加ꎮ 随机模

拟法可生成长系列的多站同步洪水过程线ꎬ 直接进行调洪计算得出水库下游洪水的概率分布ꎬ 不必简化调洪

函数ꎬ 也不必处理复杂的洪水组合遭遇问题ꎬ 其精度主要取决于所建立的随机模型是否能反映设计流域洪水

的客观规律ꎮ

４. ２　 基于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理论的最可能洪水地区组成法

如图 ３ 所示ꎬ Ｃ 为设计断面ꎬ 其上游有 ｎ 个水库 Ａ１、 Ａ２、 、 Ａｎꎻ ｎ 个区间流域 Ｂ１、 Ｂ２、 、 Ｂｎꎮ 随

机变量 Ｘ、 Ｙｉ和 Ｚ 分别表示水库 Ａ１、 区间流域 Ｂ ｉ和断面 Ｃ 的天然来水量ꎬ 取值依次为 ｘ、 ｙｉ和 ｚ( ｉ ＝ １ꎬ
２ꎬ ꎬ ｎ)ꎮ

图 ３　 ｎ 个梯级水库和设计断面示意

Ｆｉｇ. ３ Ｓｋｅｔｃｈ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ｎ￣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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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宝伟等[３０]将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理论应用于设计洪水地区组成研究ꎬ 推导了最可能洪水地区组成ꎮ 不同洪水

组合发生的相对可能性大小ꎬ 可以用 Ｘ 和 Ｙｉ( ｉ ＝ １ꎬ２ꎬꎬｎ) 的联合概率密度函数值 ｆ(ｘꎬｙ１ꎬꎬｙｎ) 大小来度

量ꎮ 联合概率密度函数值越大ꎬ 表明该地区组成发生的可能性越大ꎮ 欲得到最可能地区组成ꎬ 即为求解 ｆ(ｘꎬ
ｙ１ꎬꎬｙｎ) 在满足水量平衡约束下的最大值ꎬ 即

ｍａｘ ｆ(ｘꎬｙ１ꎬꎬｙｎ) ＝ ｃ(ｕꎬｖ１ꎬꎬｖｎ) ｆＸ(ｘ)∏
ｎ

ｉ ＝ １
ｆＹｉ(ｙｉ)

ｓｔ. 　 ｘ ＋ ∑
ｎ

ｉ ＝ １
ｙｉ ＝ ｚｐ

(５)

式中: ｃ(ｕꎬｖ１ꎬ ꎬ ｖｎ) 、 ｆＸ(ｘ) 和 ｆＹｉ(ｙｉ) 分别表示 Ｃｏｐｕｌａ、 Ｘ 和 Ｙｉ( ｉ ＝ １ꎬ ２ꎬ ꎬ ｎ ) 的概率密度函数ꎻ
ｕ、 ｖｉ 分别表示 Ｘ 和 Ｙｉ( ｉ ＝ １ꎬ ２ꎬ ꎬ ｎ) 的累积概率密度函数ꎻ ｚｐ 为设计断面给定重现期下的设计洪水值ꎮ

刘章君等[２９]通过数学推导ꎬ 得到梯级水库最可能地区组成的计算通式如下:

ｃ１ ｆＸ(ｘ) － ｃ２ ｆＹ１(ｙ１) ＋ ｃ
é

ë

ê
ê

ｆ ′Ｘ(ｘ)
ｆＸ(ｘ)

－
ｆ ′Ｙ１(ｙ１)
ｆＹ１(ｙ１)

ù

û

ú
ú

＝ ０

ｃ１ ｆＸ(ｘ) － ｃ３ ｆＹ２(ｙ２) ＋ ｃ
é

ë

ê
ê

ｆ ′Ｘ(ｘ)
ｆＸ(ｘ)

－
ｆ ′Ｙ２(ｙ２)
ｆＹ２(ｙ２)

ù

û

ú
ú

＝ ０

　 　 　 　 　 　 　 　 　 

ｃ１ ｆＸ(ｘ) － ｃｎ＋１ ｆＹｎ(ｙｎ) ＋ ｃ
é

ë

ê
ê

ｆ ′Ｘ(ｘ)
ｆＸ(ｘ)

－
ｆ ′Ｙｎ(ｙｎ)
ｆＹｎ(ｙｎ)

ù

û

ú
ú

＝ ０

ｘ ＋ ∑
ｎ

ｉ ＝ １
ｙｉ ＝ ｚｐ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６)

式中: ｃ１ ＝ ∂ｃ / ∂ｕꎬ ｃｉ ＋１ ＝ ∂ｃ / ∂ｖｉ( ｉ ＝ １ꎬ２ꎬꎬｎ )ꎻ ｆ ′Ｘ(ｘ)、 ｆ ′Ｙｉ(ｙｉ) 分别表示相应密度函数的导函数ꎮ
式(６)求解ꎬ 首先需要选择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构建联合分布ꎬ 当研究对象仅有 ２ ~ ３ 座梯级水库时ꎬ 推荐采用

Ｇｕｍｂｅｌ￣Ｈｏｕｇａａｒｄ 极值型 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ꎬ 适合描述水文极值变量的相关结构[２９]ꎬ 其数学表达式为

Ｃ(ｕꎬｖ) ＝ ｅｘｐ{ － [( － ｌｎｕ) θ ＋ ( － ｌｎｖ) θ]} １ / θꎬθ ＝ １ / (１ － τ)　 　 θ ≥１ (７)
式中: τ 是两变量的 Ｋｅｎｄａｌｌ 相关系数ꎻ 当 θ ＝ １ 时ꎬ 两变量 ｕ 、 ｖ 相互独立ꎬ Ｃ(ｕꎬｖ) ＝ ｕｖ ꎮ

当水库数目较多时(ｎ≥４)ꎬ 非对称 Ａｒｃｈｉｍｅｄｅａｎ Ｃｏｐｕｌａ 嵌套方式的不确定性和误差随水库数目的增加而

显著增大ꎬ 会对分析结果产生较大影响ꎻ 求解高维非线性方程组的解不稳健ꎮ 推荐采用 ｔ￣Ｃｏｐｕｌａ 函数建立各

分区的联合分布ꎬ 其分布函数的表达式为

Ｃ(ｕꎻ Σꎬ ｖ) ＝ ∫ Φ － １

－ ¥
∫ Φ － １

－ ¥

Γ(ｖ ＋ ｎ
ｖ )

Γ ｖ
２ (πｖ) ｎ Σ{ ö

ø
÷

(１ ＋ １
ｖ ω

ＴΣ － １ω)ｖ ＋ ｎ
２ ｄω (８)

式中: Σ 为相关性矩阵ꎻ ω 为被积函数变量矩阵ꎻ Φ － １为 ｔ 分布的反函数ꎻ Γ()为伽马函数ꎻ ｖ 为自由度ꎮ
高维梯级水库流域洪水的最可能地区组成ꎬ 可以采用蒙特卡洛法和遗传算法(ＧＡ)求解ꎮ 蒙特卡洛法属

于统计试验方法ꎬ 通过随机抽样来求解复杂的优化问题ꎮ 当试验次数足够大时ꎬ 其理论上可以获得问题的精

确解ꎻ ＧＡ 法是一种有效的全局并行优化搜索工具ꎬ 具有简单、 通用、 鲁棒性强等优点ꎮ 当迭代搜索次数足

够大时ꎬ 其理论上可以求得全局最优解[８]ꎮ

４. ３　 长江上游梯级水库群建设期和运行期设计洪水

选择长江上游梯级水库群干支流的 ４ 座水库(金沙江向家坝水库、 嘉陵江草街水库、 乌江彭水水库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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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水库)为研究对象ꎬ 分析其设计洪水地区组成ꎬ 并对比其建设期和运行期千年一遇设计洪水特征值和削减

率ꎬ 见表 １ 和图 ４ꎮ 结果表明: ① 各支流下游水库受上游梯级水库的调蓄影响ꎬ 在运行期的设计洪水均有所

削减ꎻ 金沙江梯级水库群的防洪库容较大ꎬ 对向家坝水库洪水可以起到很强的削减作用ꎬ 因此对其设计洪水

的影响较显著ꎮ ② 洪峰和短时段洪量受梯级水库调蓄影响较大ꎬ 而长时段洪量受调蓄影响相对较小ꎮ ③ 三

峡运行期千年一遇设计日平均流量和 １５ ｄ 洪量为 ７９ ６００ ３ / ｓ 和 ７２７. ４ 亿 ｍ３ꎬ 相比建设期设计值的削减率分

别为 １９. ４％和 ２０. ２％ ꎮ 长江上游各支流梯级水库的调蓄作用ꎬ 对三峡水库运行期的设计洪水影响显著ꎮ

表 １　 水库建设期和运行期千年一遇设计洪水特征值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１ ０００￣ｙｅａ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ｌｏｏ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水库
洪峰流量 / (ｍ３ｓ － １) Ｗ３ / 亿 ｍ３ Ｗ７ / 亿 ｍ３ Ｗ１５ / 亿 ｍ３ Ｗ３０ / 亿 ｍ３

建设期 运行期 建设期 运行期 建设期 运行期 建设期 运行期 建设期 运行期

向家坝 ４３ ７００ ２８ ３００
( － ３５. ３％ ) １０８. ０ ７２. ４

( － ３３％ ) ２３７. ０ １６６. ８
( － ２９. ６％ ) ４６７. ６ ３７１. ８

( － ２０. ５％ ) ７５９. ０ ６７４. ０
( － １１. ２％ )

草街 ６３ ４００ ５１ ９００
( － １８％ ) １０９. ９ ９６. ４

( － １２. ３％ ) ２０９. ４ １９８. ３
( － ５. ３％ ) ３５２. ０ ３５２. ０

(０) ４３７. ０ ４３７. ０
(０)

彭水 ３１ ６００ ２６ ７００
( － １５. ４％ ) ６７. ９ ６３. ４

( － ６. ６％ ) １２２. ０ １２０. ９
( － ０. ９％ ) ２７２. ０ ２７２. ０

(０) ３３５. ０ ３３５. ０
(０)

三峡 ９８ ８００ ７９ ６００
( － １９. ４％ ) ２４７. ０ １８８. ２

( － ２３. ８％ ) ４８６. ８ ３８６. ３
( － ２０. ６％ ) ９１１. ８ ７２７. ４

( － ２０. ２％ ) １ ５９０ １ ３２１
( － １６. ９％ )

注: Ｗ３、Ｗ７、Ｗ１５、Ｗ３０ 分别为 ３ ｄ、 ７ ｄ、 １５ ｄ、 ３０ ｄ 洪量ꎻ 运行期栏括号数字为相对建设期的变化率

图 ４　 水库建设期和运行期千年一遇设计洪水过程线比较

Ｆｉｇ.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１ ０００￣ ｙｅａ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ｌｏｏｄ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ｉ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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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方法比较和讨论

５. １　 洪水地区组成法和非一致性洪水频率分析比较

(１) 水文序列的非一致性问题ꎮ 水文序列的非一致性不能简单地根据统计检验的结果得出ꎬ 还需要从机

理方面支撑检验结果ꎮ 时变矩法是描述水文序列非一致性的有力数学工具ꎬ 研究以物理因子作为解释变量是

该法的进一步研究方向ꎮ 在使用非一致性估计方法时ꎬ 也要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分析途径ꎬ 对于气候环境

和流域下垫面变化驱动的河川径流缓适性演化过程ꎬ 现有非一致性洪水频率分析方法是可行的ꎻ 但由于人类

活动造成的流量突变(如水库建成蓄水、 山体滑坡堵塞河道、 水库应急调度)情况ꎬ 则不宜直接采用非一致

性洪水频率分析途径ꎮ 目前国内外非一致性水文频率分析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单变量情形ꎬ 对多变量的研究

还处于起步阶段ꎮ 多变量水文序列的非一致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ꎬ 即边缘分布的非一致性和相关结构的非一

致性ꎮ 针对多变量水文序列非一致性的诊断、 非一致性条件下的频率分析方法、 多变量洪水重现期和联合设

计值的推求等问题ꎬ 仍需要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ꎮ
(２) 梯级水库设计洪水问题ꎮ 地区组成随着水库数量的增加变得越来越复杂ꎬ 最可能组成法和多站洪水

模拟是两种具有良好前景的方法ꎮ 另外ꎬ 无资料地区的梯级水库设计洪水、 梯级水库分期设计洪水以及梯级

水库溃坝设计洪水等ꎬ 都是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ꎮ
(３) 设计洪水不确定性研究ꎮ 当前的单变量洪水频率分析主要针对样本抽样、 线型选择和参数估计的一

个或两个方面ꎬ 亟待建立一套同时考虑三类不确定性的综合评价方法ꎮ 现有的设计洪水地区组成计算方法仅

考虑获取洪水地区组成的一个确定数值(点估计值)ꎬ 无法反映点估计值的精度和可靠程度ꎻ 如何对边缘分

布和联合分布进行耦合是研究的难点[３１]ꎬ 多变量设计洪水估计的不确定性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ꎬ 应该加强

研究以补充完善设计洪水不确定性分析理论体系ꎮ

５. ２　 洪水地区组成同频率法和最可能组成法比较

(１) 同频率地区组成法和最可能地区组成法的差异ꎮ 同频率地区组成法在假定水库控制流域或区间流域

发生的洪水与设计断面同频率ꎬ 即认为各分区洪水事件是完全相关的(相关系数为 １)ꎻ 最可能地区组成推求

的是发生可能性最大的洪水地区组成方案ꎮ 作者采用蒙特卡罗试验研究了不同洪水统计特性、 不同边缘分布

和联合分布、 不同水库数量、 不同洪水相关性情形下同频率地区组成和最可能地区组成的差异ꎮ 结果表明ꎬ
各分区洪水相关性是影响同频率组成和最可能组成差异的主要因素ꎬ 洪水的统计特性、 边缘分布和联合分布

的选择以及水库数量对两者的差异没有影响ꎮ 各分区洪水相关性越强ꎬ 同频率地区组成和最可能地区组成法

的差异越小ꎮ 当各分区洪水相关系数等于 １ 时ꎬ 同频率地区组成和最可能地区组成是等效的ꎮ 此外ꎬ 区间流

域与设计断面同频率的地区组成方案一般对防洪最不利ꎬ 水库控制流域与设计断面同频率的地区组成方案对

防洪有利ꎬ 而最可能地区组成方案的设计成果一般介于上述两种同频率方案之间ꎮ
(２) 同频率地区组成法和最可能地区组成法的适用性ꎮ 同频率组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ꎬ 但它既不是最可

能出现的地区组成ꎬ 也不一定是最恶劣的地区组成ꎮ 蒙特卡罗试验结果表明ꎬ 当分区与设计断面洪水相关性

高于 ０. ７ 时ꎬ 同频率地区组成和最可能地区组成的差异很小ꎮ 即当各分区洪水相关性较强时ꎬ 同频率组成方

案可以近似认为是发生可能性最大的方案ꎬ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ꎮ 但当分区洪水与设计断面相关性较弱时ꎬ 则

不宜采用同频率地区组成方案ꎮ 最可能组成法基于各个分区的洪水相关性ꎬ 求解发生可能性最大的一种组

成ꎮ 由于该方法弱化了同频率法中各分区洪水相关系数等于 １ 的假定约束ꎬ 因此ꎬ 其结果应更科学合理ꎮ 另

一方面ꎬ 对于 ｎ 维梯级水库ꎬ 同频率地区组成需拟定 ２ｎ － １种组成方案ꎬ 而具体选用何种方案具有较大的不确

定性ꎮ 而最可能地区组成法的方案数唯一ꎬ 不随水库数目的增加而增加ꎬ 避免了方案选择的任意性ꎮ 因此ꎬ
在梯级水库运行期设计洪水分析计算中ꎬ 推荐选择最可能洪水地区组成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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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　 　 语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运行和气候环境变化ꎬ 造成流域下垫面和天然河川径流发生了较大的改变ꎬ 水文资料

系列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受到质疑ꎬ 现有水库的设计洪水及水位特征值无法满足水资源高效利用的需求ꎬ 本文

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建议如下:
(１) 提出梯级水库运行期设计洪水理论方法和主要研究内容、 非一致性洪水频率分析和最可能地区洪水

组成法的适用条件ꎮ
(２) 推荐采用运行期设计洪水及汛控水位指导水库调度运行ꎬ 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ꎬ 提高梯级水库

的综合利用效益ꎮ
(３) 建议进一步研究探讨水库运行期设计洪水计算理论和方法ꎬ 补充修改和完善中国设计洪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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