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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伴随气候变化地表径流呈极端化分布ꎬ 为水电生态调度带来了挑战ꎮ 为探究气候变化对电站发电和

生态调度的影响、 发电和生态目标间协调关系对气候变化的响应ꎬ 以澜沧江下游梯级电站为例ꎬ 结合多模式多情

景未来径流预估结果及水库发电调度模型ꎬ 针对发电及生态效益目标实施了单 /多目标最优化ꎮ 结果表明: 在气候

变化影响下ꎬ 未来澜沧江径流总量将有所增加ꎬ 水文变率将显著增强ꎬ 河道生态所受影响也将增大ꎻ 电站发电保

证率及生态流量破坏率指标受不同调度方案的影响程度较气候变化影响更高ꎬ 未来发电和生态效益的冲突依然存

在ꎻ 气候变化导致的水文变率增强可加剧发电与生态效益间的冲突ꎬ 导致保持现有发电效益的同时增大对河道生

态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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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已对全球水文循环过程造成重大影响[１￣３]ꎬ 为当地水资源及水能资源开发利用、 洪涝灾害防治

和水生态环境保护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和挑战[４￣６]ꎮ 水电能源与河川径流息息相关ꎬ 因而水电能源是对气候变

化最为敏感的能源之一[７]ꎮ 此外ꎬ 除水电站自身的发电效益外ꎬ 如何减轻其对下游的河道生态、 供水、 航

运等多方面的影响也是水电调度需要考虑的问题ꎮ 在气候变化影响下ꎬ 这一问题或将变得更为复杂和突

出[８￣９]ꎬ 因而针对气候变化对水电调度影响的相关研究ꎬ 尤其是气候变化对发电效益及河道生态效益间协调

关系影响的研究将有重要的科学和现实意义ꎮ
目前国内外已有较多学者针对水库水电调度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进行了研究ꎮ ｖａｎ Ｖｌｉｅｔ 等[７]基于多个全球

气候模式(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Ｍｏｄｅｌꎬ ＧＣＭ)输出的未来气候预测ꎬ 评估了气候变化对全球水能资源的影响ꎻ Ｔａｒ￣
ｒｏｊａ 等[１０￣１１]模拟了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美国加州水电的并网运行情况ꎬ 发现气候变化增强的水文变率不但不

利于水力发电ꎬ 还间接增大火电的温室气体排量ꎻ Ｚｈｏｎｇ 等[１２]基于多模式径流预估模拟了澜沧江梯级电站未

来的发电过程ꎬ 发现其发电量将有所增加ꎻ Ｃｈａｎｇ 等[１３] 和吴书悦等[１４] 分别基于已发生变异的汉江实测径流

和新安江径流未来预估资料ꎬ 提出了针对气候变化改进的水库调度图ꎻ 杨光等[１５] 基于丹江口水库入流预估

探究了气候变化下丹江口水库发电及供水目标的多目标优化ꎮ 以上研究均加深了人们对气候变化下水电调度

响应的理解ꎻ 然而ꎬ 已有研究大多关注于气候变化影响下的水电发电量及其经济效益ꎬ 关于气候变化对电站

下游河道生态需水、 航运、 供水等方面的影响仍关注较少ꎻ 关于水电站发电效益以及下游生态需水等多目标

的协调关系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同样少见报道ꎮ 已有研究发现未来气候变化下澜沧江水文变率将进一步增

强ꎬ 来水将更加不均[１２]ꎬ 发电、 生态等用水部门的冲突或将进一步加剧ꎮ
本文以正在运行的澜沧江下游梯级电站为例ꎬ 结合多气候模式输出模拟的多情景澜沧江径流预估结果、

水库发电调度模型及不同目标优化算法ꎬ 探究未来情景下气候变化对梯级电站实现发电效益和维持河道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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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调度目标的影响以及各目标间的协调关系对气候变化的响应ꎬ 以期为澜沧江水电基地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实

施生态调度、 兼顾发电和生态效益提供参考依据ꎮ

１　 研究资料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澜沧江(图 １)为国际河流澜沧江￣湄公河的上游ꎬ 在中国境内长度约为 ２ １００ ｋｍꎬ 允景洪水文站断面多

年平均年径流量约 ６００ 亿ｍ３ꎬ 集水面积约 １４ 万 ｋｍ２ꎬ 澜沧江上下游落差达 ４ ５００ ｍꎬ 水能资源集中ꎮ 由于澜

沧江水电基地上游电站尚未全部完工ꎬ 因而选取了其下游已投入运行的“两库七级”电站中的小湾、 漫湾、
大朝山、 糯扎渡及景洪五座梯级串联电站(表 １)作为研究对象ꎬ 总装机容量为 １４ ８２０ ＭＷꎮ 澜沧江也有着较

高的淡水生物多样性[１６]ꎬ 允景洪站至国界处段为天然的鱼类栖息和繁殖场所ꎬ 除有生态基流需求以外ꎬ 在

鱼类产卵期也有特定的流量范围需求[９ꎬ１７]ꎮ 此外ꎬ 澜沧江下游河段航运流量需求 ８００ ｍ３ / ｓꎬ 澜沧江出中国国

境流量需求 ５０４ ｍ３ / ｓꎮ

图 １　 澜沧江流域概况与下游梯级电站位置

Ｆｉｇ. １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Ｌａｎｃ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表 １　 研究梯级电站基本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ｏｒ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水电站 调节能力
兴利库容 /

亿 ｍ３ 死水位 / ｍ 正常蓄水
位 / ｍ

汛限水位
/ ｍ

装机容量
/ ＭＷ

保证出力
/ ＭＷ

库容调节
系数 / ％

小湾 多年调节 ９８. ９５ １ １６６ １ ２４０ １ ２３６ ４ ２００ １ ８５４ ２５. ５

漫湾 季调节 ２. ５８０ ９８２ ９９４ ９８８ １ ６７０ ７９６ ０. ７

大朝山 季调节 ３. ７６０ ８８２ ８９９ ８８２ １ ３５０ ７０９ ０. ６

糯扎渡 多年调节 １１３. ３ ７６５ ８１２ ８０４ ５ ８５０ ２ ４６７ ２２. ５

景洪 季调节 ３. ０９０ ５９１ ６０２ ５９１ １ ７５０ ８４７ ０. ４

合计 — ２２１. ７ — — — １４ ８２０ ６ ６７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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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实测数据与气候模式预估数据

采用了由中国气象局数据网站(ｈｔｔｐ:∥ｄａｔａ. ｃｍａ. ｃｎ)发布的 ０. ５° × ０. ５°空间分辨率的中国大陆格网化逐

日降水和日最高、 最低和平均气温数据ꎬ 用于水文模型的率定和气候模式预估数据的统计降尺度处理ꎮ 该数

据集由全国 ２ ４００ 多个气象站点的实测数据插值获得ꎬ 经过了严格的质量控制并且在插值中考虑了高程因

素ꎬ 在研究区内具有一定的可靠性ꎮ 收集了澜沧江干流上的昌都、 溜筒江、 旧州、 戛旧、 允景洪和中国境外

的清盛 ６ 个水文站的径流实测资料用于水文模型率定和验证ꎮ
选择了来自耦合模式比较计划第 ５ 阶段(Ｃｏｕｐｌｅ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ｔ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ｐｈａｓｅ ５ꎬ ＣＭＩＰ５)的 ５ 个气

候模式输出的未来气候预估数据: ＣａｎＥＳＭ２、 ＣＮＲＭ￣ ＣＭ５、 ＩＰＳＬ￣ ＣＭ５Ａ￣ ＬＲ、 ＭＩＲＯＣ￣ ＥＳＭ 及 ＭＰＩ￣ ＥＳＭ￣ ＬＲꎬ
分别简称为 Ｃａｎ、 ＣＮＲＭ、 ＩＰＳＬ、 ＭＩＲＯＣ 及 ＭＰＩꎮ 各模式均包含了基于 ３ 种代表浓度路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ꎬ ＲＣＰ)排放情景的未来气候模拟结果ꎬ 分别为 ＲＣＰ２. ６ꎬ ＲＣＰ４. ５ 及 ＲＣＰ８. ５ 情景ꎬ 代表由

低到高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ꎮ 气候预估数据类型包括降水和日平均、 日最高及最低气温ꎬ 用于通过水文模型

模拟澜沧江流域未来情景下的径流预估ꎮ 各模式历史时期及 ＲＣＰ 情景下的气候模拟输出均已基于实测数据

通过分位图偏差校正法降尺度到了澜沧江流域各子流域尺度上ꎮ 考虑到水文年的划分要求ꎬ 本文以 １９７５—
２００４ 年为历史基准时期ꎬ ２０３１—２０６０ 年作为未来气候变化时期ꎮ

２　 研究方法

２. １　 ＧＲ４Ｊ 水文模型

本文采用了 Ｐｅｒｒｉｎ 等[１８]研发的 ＧＲ４Ｊ(Ｇéｎｉｅ Ｒｕｒａｌ ４ ｐａｒａｍèｔｒ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ｅｒ)４ 参数日尺度概念性水文模型ꎬ
用于澜沧江流域未来情景径流预估模拟ꎬ 进而模拟水力发电调度ꎮ 该模型具有结构简单和适应性强等特点ꎬ 已

在国内外多个地区得到了检验及应用ꎮ 鉴于澜沧江流域上游积融雪过程对径流过程的影响较大ꎬ 因而还耦合了

Ｖａｌéｒｙ 等[１９]为 ＧＲ４Ｊ 模型配套开发的 ＣｅｍａＮｅｉｇｅ 积融雪模型进行溜筒江站以上地区的径流模拟ꎮ ＧＲ４Ｊ 模型所需

的蒸发能力输入ꎬ 由日最高 /最低气温通过胡庆芳等[２０]修正的 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 公式计算ꎮ 本文将溜筒江站、 戛旧站

及清盛站作为率定站ꎬ 其余水文站则作为验证站ꎬ 自上而下分子流域进行模型率定: 多数站点验证期的月径流

纳西系数均在 ０. ９ 左右ꎬ 月径流模拟相对误差均不超过 １％ꎬ ＧＲ４Ｊ 模型对澜沧江流域的适用性较好ꎮ
２. ２　 水库发电调度模型

根据水量平衡建立了基于 ＧＲ４Ｊ 模拟径流的澜沧江流域水库水力发电调度模型ꎮ 该模型可概化如下:
Ｖｔ ＋１ ＝ Ｖｔ ＋ Ｑｉｎ － Ｑｏｕｔ (１)
Ｎ ＝ ｍｉｎ(ＮｉｎｓｔꎬηＱｏｕｔ

ｈ) (２)

ｈ ＝
Ｈ(Ｖｔ) ＋ Ｈ(Ｖｔ ＋１)

２ － Ｈｄ (３)

Ｈｍｉｎ ≤ Ｈｔ ≤ Ｈｍａｘ (４)
式中: Ｖｔ 和 Ｖｔ ＋１ 分别为时段初和时段末水库水量ꎻ Ｑｉｎ 和 Ｑｏｕｔ 分别为水库入流和出流ꎻ Ｎ 为发电出力ꎻ Ｎｉｎｓｔ 为

装机容量ꎻ η 为出力系数ꎻ ｈ 为时段平均水头ꎻ Ｈ(Ｖ) 为水位—库容函数ꎻ Ｈｄ 为下游水头ꎻ Ｈｍｉｎ 和 Ｈｔ 分别为

死水位和实际水位ꎻ Ｈｍａｘ 为正常高水位ꎬ 若处于汛期则为汛限水位ꎮ 水库入流 Ｑｉｎ 为上游水库出流与上下游

水库间子流域的区间入流叠加获得ꎮ
本文中的水库调度图形式及其优化与 Ｃｈａｎｇ 等[１３]的研究一致ꎬ 采用定出力调节方法ꎬ 为基于特定的调度目

标通过最优化算法获得ꎮ 为简化发电模拟ꎬ 仅对小湾及糯扎渡两座多年调节电站使用调度图调度ꎬ 其余电站由

于库容较小视为径流式电站ꎬ 设置单一加权平均水头计算出力ꎮ 本文中水库发电调度模拟在月尺度上进行ꎮ
２. ３　 生态流量范围确定方法

澜沧江研究河段的生态流量ꎬ 参考 Ｚｈｏｕ 和 Ｇｕｏ[８]的研究ꎬ 基于 Ｔｅｎｎａｎｔ 法ꎬ 以历史时期多年平均径流量

的 ５０％和 ３０％分别作为丰水期和枯水期的生态流量下限ꎻ 参考 Ｊｉａｎｇ 等[２１] 的研究ꎬ 以历史时期发生频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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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的月均流量作为基于变异范围法(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ꎬ ＲＶＡ)的各月份生态流量下限ꎻ 根据

Ｚｈａｎｇ 等[９]和高超[１７]的基于物理栖息地法针对不同鱼类产卵期的研究成果ꎬ 在维持 ９０％以上的栖息地加权

可用面积的情况下ꎬ 允景洪站周边河道 ６ 月份的生态流量范围为 １ ３２０ ~ １ ６００ ｍ３ / ｓꎬ ７ 到 ９ 月份则为 ２ ５００ ~
４ １００ ｍ３ / ｓꎮ 最终获得的允景洪河段的综合生态流量范围为以上 ３ 种方法获得的范围与航运及出境要求流量

范围的交集ꎮ

２. ４　 优化目标与最优化方案

为探究气候变化对澜沧江发电与生态效益的影响以及对这两个目标间协调关系的影响ꎬ 设置了不同的调

度目标如下:
调度目标一: 发电效益最大目标ꎮ 为更接近水电并网运行的实际情况ꎬ 本文以最大程度将实际出力保持

于设计保证出力水平作为发电效益目标ꎮ 为此ꎬ 定义了发电缺额 ＧＤ ꎬ 即实际出力低于保证出力时少发的总

发电量用以量化实际出力与保证出力的相差程度:

Ｎｍ
Ｄｔ ＝

Ｎｍ
ｆｉｒｍ － Ｎｍ

ｔ 　 　 　 Ｎｍ
ｔ < Ｎｍ

ｆｉｒｍ

０　 　 　 　 　 　 Ｎｍ
ｔ ≥ Ｎｍ

ｆｉｒｍ
{ (５)

ＧＤ ＝ ∑
Ｍ

ｍ ＝ １
∑

Ｔ

ｔ ＝ １
Ｎｍ

ＤｔΔｔ (６)

式中: Ｎｍ
ｔ 及 Ｎｍ

Ｄｔ 分别为电站 ｍ 于时段 ｔ 的实际发电出力、 出力相对保证出力的缺额ꎻ Ｎｍ
ｆｉｒｍ 为电站 ｍ 的保证出

力ꎻ Δｔ 为时段长度ꎻ Ｍ 为电站总数ꎻ Ｔ 为时段总数ꎮ
调度目标二: 生态流量破坏率最小目标ꎮ 当调度后流量偏离生态流量范围时ꎬ 生态流量破坏率 ＣＥ 由兰

氏距离量化如下[９]:

Ｄｔ ＝

Ｑｔ － ＱＵ

Ｑｔ ＋ ＱＵ
　 　 Ｑｔ > ＱＵ

０ 　 　 ＱＵ ≥ Ｑｔ ≥ ＱＬ

ＱＬ － Ｑｔ

Ｑｔ ＋ ＱＬ
　 　 Ｑｔ < ＱＬ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７)

ＣＥ ＝ ∑
Ｎ

ｔ ＝ １
Ｄｔ / Ｔ × １００％ (８)

式中: Ｑｔ 为允景洪断面实际流量ꎻ ＱＵ 和 ＱＬ 分别为生态流量范围上下限ꎻ Ｄｔ 为时段 ｔ 的生态流量破坏程度ꎮ
设置最优化方案如下:
方案一: 仅考虑发电效益目标ꎮ 以各水库调度图中各调度曲线作为优化变量ꎬ 仅针对发电保证程度最大

化进行单目标最优化ꎮ 显然ꎬ 该方案应以最小化发电缺额 ＧＤ 为目标函数:
ｆ ＝ ｍｉｎ ＧＤ (９)

方案二: 仅考虑生态效益目标ꎮ 仅针对生态流量破坏率进行单目标最优化ꎬ 以最小化生态流量破坏率

ＣＥ 为目标函数:
ｆ ＝ ｍｉｎ ＣＥ (１０)

方案三: 兼顾发电和生态效益目标ꎮ 以水库调度图曲线为优化变量ꎬ 同时以最小化发电缺额 ＧＤ 和最小

化生态流量破坏率 ＣＥ 为目标函数进行多目标最优化ꎬ 获得一系列 Ｐａｒｅｔｏ 非劣解从而分析各目标协调情况:

ｆ ＝
ｍｉｎ ＧＤ

ｍｉｎ ＣＥ
{ (１１)

本文分别采用遗传算法(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ꎬ ＧＡ)和改进的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Ｎｏｎ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ｇｅ￣
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Ⅱꎬ ＮＳＧＡ￣Ⅱ) [２２]进行单目标和多目标最优化ꎮ 目前 ＧＡ 和 ＮＳＧＡ￣Ⅱ算法均已广泛应用于单 /
多目标的水库调度问题中[９ꎬ１３ꎬ１５ꎬ１７ꎬ２３]ꎮ 为保证收敛和结果多样性ꎬ 两种优化算法均设置种群数量为 １００ꎬ 迭

代代数为 ５ ０００ 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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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还选择了总发电量和发电保证率(实际出力不低于保证出力的频率)指标以评估发电调度效益ꎮ 梯

级电站的总发电量 Ｅ 计算如下:

Ｅ ＝ ∑
Ｍ

ｍ ＝ １
∑

Ｔ

ｔ ＝ １
Ｎｍ

ｔ Δｔ (１２)

为更合理地考虑梯级电站整体的发电保证率ꎬ 以各电站保证率基于其保证出力加权平均作为梯级整体的

发电保证率 Ｒ :

Ｒｍ ＝ ∑
Ｔ

ｔ ＝ １
‹Ｎｍ

ｔ ≥ Ｎｍ
ｆｉｒｍ› / Ｔ × １００％ (１３)

Ｒ ＝ (∑
Ｍ

ｍ ＝ １
ＲｍＮｍ

ｆｉｒｍ) / (∑
Ｍ

ｍ ＝ １
Ｎｍ

ｆｉｒｍ) (１４)

式中: Ｒｍ 为电站 ｍ 的发电保证率ꎻ ‹› 为指示函数ꎬ 条件成立时取 １ꎬ 否则取 ０ꎮ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澜沧江自然径流过程对气候变化响应

首先以允景洪站断面为例ꎬ 分析自然状态下(无水库调度)由气候模式输出模拟的澜沧江径流过程及其

生态流量破坏率在未来情景下的变化情况ꎮ 参考相关研究[４]ꎬ 以多年平均径流量 Ｑ 及年径流量标准差 σ 分别

作为衡量径流总量及水文变率的指标ꎬ 并计算了未来情景 Ｑ与 σ 分别相对其历史时期的变化量( Δσ 与 Δ Ｑ) 的

比值以比较径流总量和水文变率变化的影响程度ꎮ 历史时期及未来情景下各径流统计指标及生态流量破坏率

ＣＥ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历史时期及各 ＲＣＰ 情景下澜沧江各项径流量统计指标与生态流量破坏率

Ｆｉｇ.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Ｌａｎｃ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ｆ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ＲＣＰ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结果表明ꎬ 所有模式和情景下澜沧江径流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ꎬ 与 Ｉｍｍｅｒｚｅｅｌ 等[１１]和 Ｚｈｏｎｇ 等[１２]的发

现一致ꎻ 澜沧江年径流标准差的增加更为显著ꎬ 其中 Ｃａｎ、 ＩＰＳＬ 及 ＭＩＲＯＣ 模式部分情景下 σ 值甚至达到了

历史时期的两倍ꎬ 表明未来澜沧江水文变率增强显著ꎬ 年际来水将更加不均ꎻ ＩＰＳＬ、 ＭＩＲＯＣ 及 ＭＰＩ 模式的

部分情景下 Δσ 与 Δ Ｑ 的比值超过了 １ꎬ 说明这些情景下水文变率增强带来的影响可大于径流总量增加的影

响ꎮ 即便无水库调度ꎬ 未来情景下允景洪河段生态受到的影响也同样会增大ꎬ 部分模式下生态流量破坏率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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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从历史时期的 ２％~３％增加到 ４％以上ꎮ

３. ２　 方案一 /二下澜沧江发电及生态调度结果对气候变化响应分析

各模式历史时期和未来情景下分别按照方案一及方案二的调度目标进行单目标最优化的调度结果如图 ３
所示ꎮ 如图可知ꎬ 除年均发电量外ꎬ 两种方案下发电缺额、 发电保证率及生态流量破坏率均有较大区别ꎬ 如

方案一下历史时期及未来情景下年均发电缺额均不超过 １. ５ × １０９ ｋＷｈꎬ 发电保证率均为 ８０％以上ꎬ 而方

案二下则分别达到了(２. ５ ~ ７. ５) × １０９ ｋＷｈ 和 ５０％ ~７０％的水平ꎻ 方案一下生态流量破坏率普遍为 ４％ ~
５％的水平ꎬ 而方案二下则均在 ２％以内ꎬ 甚至低于自然状态下的生态流量破坏率ꎮ 未来情景下这几项指标

虽较历史时期有一定差别ꎬ 但这些差距相比各方案间的总体差距相对较不明显ꎮ 梯级电站的总发电量则相

反ꎬ 在总径流量普遍增加的影响下ꎬ 两种方案的年均发电量均有明显增加ꎬ 气候变化对其影响大于调度方案

不同的影响ꎮ 以上结果表明ꎬ 除总发电量外ꎬ 调度方案不同对电站发电调度的影响大于气候变化的影响ꎬ 未

来情景下仍将存在发电及生态效益间的冲突ꎮ

图 ３　 分别根据方案一 /二调度的历史时期及未来情景下梯级电站各发电效益指标及生态流量破坏率

Ｆｉｇ. ３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ＲＣＰ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ｃｈｅｍｅ Ⅰ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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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方案三下澜沧江发电及生态目标协调情况对气候变化响应分析

图 ４ 为历史时期及未来情景下ꎬ 通过 ＮＳＧＡ￣Ⅱ进行多目标最优化后获得的 Ｐａｒｅｔｏ 前沿上各结果对应的发

电效益指标与生态流量破坏率关系图ꎬ 用于反映气候变化下发电与生态效益的协调情况ꎮ 由图可知ꎬ 除年发

电量与生态流量破坏率关系较不明显以外ꎬ 发电缺额及发电保证率与生态流量破坏率有着明显的相互制约关

系ꎬ 负相关性显著ꎬ 降低发电缺额和增大发电保证率的同时将增大生态流量破坏率ꎮ

图 ４　 基于历史时期及各 ＲＣＰ 情景下由 ＮＳＧＡ￣Ⅱ获得的 Ｐａｒｅｔｏ 前沿上的调度结果

Ｆｉｇ. ４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ｅｔｏ ｆｒｏｎｔ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ｂｙ ＮＳＧＡ￣Ⅱ ｆ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ＲＣＰ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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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基于历史时期及各 ＲＣＰ 情景下由 ＮＳＧＡ￣Ⅱ获得的 Ｐａｒｅｔｏ 前沿上的调度结果(续)
Ｆｉｇ. ４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ｅｔｏ ｆｒｏｎｔ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ｂｙ ＮＳＧＡ￣Ⅱ ｆ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ＲＣＰ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对比不同模式和情景下的发电效益指标与生态流量破坏率的关系可知ꎬ 多数情况下未来情景的发电与生

态效益的冲突状况较历史时期无明显变化ꎬ 甚至有所缓解ꎬ 如 ＣＮＲＭ 及 ＭＩＲＯＣ 模式的 ＲＣＰ４. ５ 及 ＲＣＰ８. ５
情景下的发电缺额与生态流量破坏率的 Ｐａｒｅｔｏ 前沿明显低于历史时期ꎬ 表明发电与生态效益的冲突有明显改

善ꎬ 在相同的生态影响下可获得更低的发电缺额ꎮ 而 ＩＰＳＬ 模式的 ＲＣＰ２. ６ 和 ＲＣＰ８. ５ 情景则相反ꎬ 未来情景

的 Ｐａｒｅｔｏ 前沿明显高于历史时期ꎬ 表明发电与生态效益的冲突有所加剧ꎬ 维持相同生态流量破坏率将更不利

于发电效益ꎮ
图 ５ 为从图 ４ 中各 Ｐａｒｅｔｏ 非劣解集中选择的保持与天然径流相同的生态流量破坏率(如图 ２ 所示)情况下

的发电调度结果ꎮ 图 ５ 表明ꎬ 在保持历史原有生态流量破坏率的情况下ꎬ 多数模式在未来时期均有不差于历

史时期的发电调度结果ꎬ 发电缺额更低ꎬ 发电保证率更高ꎬ 进一步说明发电与生态目标冲突的缓解情况ꎻ 然

而在 ＩＰＳＬ 模式下ꎬ 保持历史原有生态流量破坏率时发电效益有明显降低ꎬ 发电缺额有明显增加ꎬ 进一步说

明了发电与生态目标的冲突加剧状况ꎮ
结合图 ２ 可发现ꎬ 未来情景下发电与生态效益冲突情况变化或与该情景下水文变率变化有关ꎮ 发电和生

态冲突缓和的情景ꎬ 如 ＣＮＲＭ 模式的 ＲＣＰ４. ５ 和 ＲＣＰ８. ５ 情景ꎬ 年径流量标准差 σ 值或 Δσ /Ｑ 值通常更低ꎻ
而发电和生态冲突加剧的情景ꎬ 如 ＩＰＳＬ 模式的 ＲＣＰ２. ６ 和 ＲＣＰ８. ５ 情景ꎬ σ 值和 Δσ / ΔＱ 值则明显更高ꎬ 说

明气候变化下水文变率的增强程度可影响电站发电与生态目标的协调情况ꎮ 当水文变率的增强程度影响程度

大于径流总量的增加程度时ꎬ 不但可影响发电效益和发电保证程度ꎬ 还可加剧发电效益目标与生态目标的冲

突程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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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保持与天然径流相同生态流量破坏率情况下的梯级电站发电调度结果

Ｆｉｇ. ５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ｓｃａｄ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ｔｒｅａｍｆｌｏｗ

４　 结　 　 论

本文以澜沧江下游梯级电站为例ꎬ 结合多模式多情景未来径流预估结果、 水库发电调度模型以及单 /多
目标最优化算法ꎬ 探究了气候变化对梯级电站发电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影响以及各目标间的协调关系对气候变

化的响应ꎬ 结论如下:
(１) 气候变化影响下ꎬ 未来情景下澜沧江径流总量将有所增加ꎬ 水文变率有显著增强ꎻ 即使无发电调

度ꎬ 澜沧江下游河道生态流量破坏率也将增大ꎮ
(２) 除总发电量受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更高外ꎬ 澜沧江梯级电站的发电缺额、 发电保证率及生态流量破

坏率指标受不同调度方案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气候变化ꎬ 表明未来情景下发电及生态效益间仍将存在冲突

关系ꎮ
(３) 多数情况下未来情景发电与生态目标间的协调程度将不变甚至有所改善ꎬ 而在部分模式下这两个目

标间的冲突却有所加剧ꎻ 发电与生态目标间的协调程度或与水文变率有关ꎬ 当水文变率增强程度大于径流总

量的增加程度时ꎬ 其冲突关系将可能加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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