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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保障防洪与河湖生态安全的前提下ꎬ 将汛期洪水尽可能多地蓄存起来以满足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的河道

外用水需求ꎬ 是浅水湖泊洪水资源利用所追求的目标ꎮ 为综合考虑区域来水和需水不确定性、 潜在储水空间和利

用方式ꎬ 合理确定洪水资源开发规模ꎬ 采用模拟与优化相结合的方法ꎬ 建立了浅水湖泊洪水资源适度开发规模优

选模型ꎬ 并将该模型应用于南四湖ꎮ 研究结果表明: 以滨湖反向调节利用方式为主的浅水湖泊洪水资源开发规模ꎬ
受制于泵站启动水位、 抽水能力和河道外蓄水空间的共同作用ꎬ 但并不呈现线性关系ꎬ 存在明显的阈值效应ꎻ 南

四湖洪水资源开发的适度规模为多年平均全年 ３. ６３ 亿 ｍ３、 汛期 １. ５６ 亿 ｍ３ꎬ 开发条件是泵站启动水位为 ３３. ７５ ｍ、
泵站抽水能力为 ４８ ｍ３ / ｓ、 区域蓄水体容积为 ４. ８０ 亿 ｍ３ꎮ 研究可为确定南四湖洪水资源利用规模提供依据ꎬ 为类

似流域提供借鉴和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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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泵站择机抽提本已入湖且要下泄的洪水ꎬ 反向(与天然洪水入湖方向相反)蓄至平原水库、 煤矿塌

陷区等湖泊周边的可能蓄水空间ꎬ 以供非汛期使用的洪水资源开发活动ꎬ 称之为滨湖反向调节洪水资源利

用ꎮ 它既可为沿湖周边地区提供生产、 生活和生态用水ꎬ 又能有效降低湖泊行洪风险ꎬ 是浅水湖泊地区挖掘

洪水资源的常用方式ꎮ 滨湖反向调节洪水资源利用的关键是ꎬ 在保障防洪安全与不再进一步损害河湖生态健

康的前提下ꎬ 综合平衡蓄水体可供水量、 湖泊弃水与所需要的蓄水体容积等多个方面而获得适度的开发利用

规模ꎬ 不是把洪水资源用光ꎮ 受缓解水资源短缺矛盾的强烈需求驱动ꎬ ２１ 世纪初国内率先在海河流域等北

方地区开展了洪水资源利用研究ꎬ 至今已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１￣２]ꎮ 在概念及理论方面ꎬ 王忠静等[３]对洪水

资源利用的适度性进行了分析ꎻ 胡庆芳等[４]对洪水资源利用概念进行了梳理ꎻ Ｄｉｎｇ 等[５]提出了考虑预报不

确定性和可接受风险的水库洪水资源利用分析框架ꎻ 王宗志等[６￣７]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ꎬ 提出了流

域洪水资源利用的概念模型、 理论框架ꎬ 论述了水库汛限水位优化、 蓄滞洪区低标准运用等常见洪水资源利

用方式的基本原理和技术关键ꎮ 在实现技术方面ꎬ Ｌｉ 等[８]以三峡等大型水库为对象开展了水库汛限水位动

态控制方式研究ꎻ Ｙｕｎ和 Ｓｉｎｇｈ[９]探讨了汛限水位分期运用和动态控制对供水能力的影响ꎻ 钟平安等[１０]探索

了梯级水库汛限水位的动态控制阈值计算问题ꎮ 在国外ꎬ 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洪水资源利用概念ꎬ 但为了协调

汛期防洪与非汛期兴利之间的矛盾ꎬ 也采取了一些类似做法ꎮ 例如ꎬ 美国在 １９９３ 年密西西比河大水之后ꎬ
放弃了以往单纯依靠工程建设控制洪水的做法ꎬ 在汛期有意识地利用田间、 蓄滞洪区、 湿地和河道等蓄滞洪

水ꎬ 实施洪水资源利用[１１￣１２]ꎻ １９９８ 年美国陆军工程师兵团提出利用洪水发生的季节性规律ꎬ 进行水库防洪

库容再分配(与国内汛限水位分期设计的意义一致)的倡议[１３]ꎻ 印度通过建设拦河坝滞缓和人工回补地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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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洪水ꎬ 在汛期将洪水尽可能多地转化为地下水ꎬ 来解决印度半岛洪水年内分配严重不均与需求不匹配的问

题[１４￣１５]ꎮ 综上所述ꎬ 已有洪水资源利用相关研究集中在概念梳理与以水库汛限水位优化为主的挖掘技术和

经验应用等方面ꎬ 但在流域特别是浅水湖泊流域洪水资源开发规模优选方面较为薄弱ꎬ 尚未与洪水资源利用

的具体方式、 区域需水和蓄水空间统一起来考虑ꎬ 往往导致评价结果偏大ꎬ 可操作性不强[４ꎬ７ꎬ１７]ꎮ
本文以滨湖反向调节作为洪水资源利用方式ꎬ 建立浅水湖泊洪水资源适度开发规模优选模型ꎬ 通过比选

泵站启动水位、 抽水能力、 区域需水与需要的蓄水体容积、 湖泊可供水量和弃水量之间的响应关系ꎬ 获得平

衡风险与效益的洪水资源开发利用规模ꎬ 并以南四湖为例开展应用研究ꎮ

１　 模型构建

浅水湖泊洪水资源适度开发规模优选模型ꎬ 在本质上是湖泊流域洪水资源配置调度模型ꎬ 包括模拟规则

和优化模型两部分ꎬ 模型结构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表明ꎬ 首先利用 ｍ 个泵站ꎬ 从具有 ｋ 条入流(Ｑ１ꎬＱ２ꎬ ꎬ
Ｑｋ)的湖泊中抽提洪水资源ꎬ 并蓄至相应的 ｍ 个区域蓄水体ꎻ 再把储存在 ｍ 个蓄水体中的水供给 Ｎ 个用水

户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使用ꎮ

图 １　 浅水湖泊洪水资源适度开发规模优选模型结构示意

Ｆｉｇ. １ Ｍｏｄｅ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ｓｉｚｅ ｕｓｉｎｇ ｆｌｏｏｄ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ａ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ｌａｋｅ

１. １　 模拟规则

① 计算时间尺度为日ꎻ ② 起调时段为 ６ 月 １ 日(汛期开始)ꎻ ③ 为保证湖泊防洪安全ꎬ 泵站启动水位为

低于汛限水位某一深度的湖泊水位(对应库容为 Ｓｃ)ꎬ 即当湖泊水位高于该水位ꎬ 泵站启动抽水ꎬ 否则泵站

不工作ꎬ 不改变湖泊调度规则ꎻ ④ 湖泊末库容 Ｓｅ与初始库容 Ｓ０相等ꎮ
模拟规则主要包括抽水泵站运行规则和区域蓄水体供水规则两部分ꎮ

１. １. １　 泵站运行规则

(１) 如果湖泊洪水资源可利用量 Ｓ ＋ ＱΔｔ < Ｓｃꎬ 此时湖泊不具备洪水资源利用条件ꎬ 泵站停止运行ꎬ 泵

站时段抽水量 Ｗｐ ＝ ０ꎮ 其中ꎬ Ｓ 为湖泊时段初库容ꎬ Ｑ 为时段湖泊入流量ꎬ 即图 １ 中从 Ｑ１至 Ｑｋ的所有入流之

和ꎬ Δｔ 为计算时段长ꎬ Ｓｃ为启动库容ꎮ
(２) 如果湖泊洪水资源可利用量 Ｓ ＋ ＱΔｔ≥Ｓｃꎬ 并且 Ｓ ＋ ＱΔｔ < Ｓｕｂ(Ｓｕｂ为湖泊汛限水位或正常高水位对应

的库容)ꎬ 那么泵站时段抽水量 Ｗｐ ＝ ａＰｃΔｔꎬ 其中 ａ ＝
(Ｓ ＋ ＱΔｔ) － Ｓｃ

Ｓｕｂ － Ｓｃ
ꎬ Ｐｃ为泵站抽水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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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如果湖泊洪水资源可利用量 Ｓ ＋ ＱΔｔ≥Ｓｕｂꎬ 那么泵站时段抽水量为 Ｗｐ ＝ ＰｃΔｔꎬ 即按照抽提能力抽水

运行ꎮ
泵站运行规则如图 ２(ａ)所示ꎮ

１. １. ２　 区域蓄水体供水规则

(１) 如果区域蓄水体可利用水量(ＳＲ０ ＋Ｗｐ)满足 ０≤ＳＲ０ ＋ Ｗｐ < Ｗｄꎬ 那么外供水量 Ｗｓ ＝ ＳＲ０ ＋ Ｗｐꎮ 其中ꎬ
ＳＲ０为区域蓄水体的时段初库容ꎬ Ｗｄ为时段河道外需水ꎮ

(２) 如果区域蓄水体可利用水量(ＳＲ０ ＋Ｗｐ)满足 Ｗｄ≤ＳＲ０ ＋Ｗｐ <Ｗｄ ＋ ＳＲｃꎬ 那么外供水量 Ｗｓ ＝ Ｗｄꎮ 其中ꎬ
ＳＲｃ为区域蓄水体最大容积ꎮ

(３) 如果区域蓄水体可利用水量 ＳＲ０ ＋Ｗｐ≥Ｗｄ ＋ ＳＲｃꎬ 那么 Ｗｓ ＝Ｗｄꎬ 蓄水体弃水 Ｗｑ ＝ ＳＲ０ ＋Ｗｐ －Ｗｓ － ＳＲｃꎮ
区域蓄水体供水规则(如图 ２(ｂ))类似于水库的供水标准规则[１８]ꎮ

图 ２　 滨湖反向调节洪水资源利用中泵站抽水与蓄水体供水规则

Ｆｉｇ. 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ｐｕｍｐ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ｎａｌ ｓｔｏｒ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ｆｌｏｏｄ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 ２　 优化模型

１. １ 节中ꎬ 在给定 Ｓｃ、 Ｐｃ和 ＳＲｃ的条件下ꎬ 阐述了泵站抽水规则和蓄水体供水规则的建立过程ꎬ 构成了

模型的“模拟模块”ꎬ 本节将以 Ｓｃ、 Ｐｃ和 ＳＲｃ为决策变量ꎬ 构建模型的“优化模块”ꎮ

１. ２. １　 目标函数

(１) 区域缺水量最小

ｆ ＝ ｍｉｎ∑
Ｔ

ｔ ＝ １
∑
Ｍ

ｉ ＝ １
(Ｗｄｉꎬｔ － Ｗｓｉꎬｔ) (１)

式中:Ｗｄｉꎬｔ 为时段 ｔ 第 ｉ 个用户的需水量ꎻ Ｗｓｉꎬｔ 为蓄水体时段 ｔ 向第 ｉ 用户的供水量ꎻ Ｔ 和 Ｍ 分别为计算时段和

用户数目ꎮ
(２) 区域蓄水体弃水量最小

ｇ ＝ ｍｉｎ∑
Ｔ

ｔ ＝ １
∑
Ｎ

ｊ ＝ １
Ｗｑｊꎬｔ (２)

式中: Ｗｑｊꎬｔ 为蓄水体 ｊ 时段 ｔ 的弃水量ꎻ Ｎ 为区域蓄水体数目ꎮ

１. ２. ２　 约束条件

(１) 时段抽水量不大于抽水能力

∑
Ｎｋ

ｊ ＝ １
Ｗｐｋꎬｊꎬｔ ≤ Ｐｃｋ (３)

式中: Ｗｐｋꎬｊꎬｔ 为时段 ｔ 泵站 ｋ 向蓄水体 ｊ 的供水量ꎻ Ｎｋ 为泵站 ｋ 服务的蓄水体数目ꎻ Ｐｃｋ 为泵站 ｋ 的时段抽水能

力ꎮ
(２) 供水量不大于区域河道外需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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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ｓｉꎬｔ ≤ Ｗｄｉꎬｔ (４)
(３) 所有变量非负

１. ３　 模型求解

浅水湖泊洪水资源适度开发规模优选模型是一个模拟与优化相结合的复杂非线性多目标优化模型ꎬ 常规

方法求解十分困难ꎮ 多目标遗传算法(ＮＳＧＡ￣ ＩＩ)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多目标遗传算法ꎬ 它降低了非劣排序

遗传算法的复杂性ꎬ 具有运行速度快、 收敛性好等优点[１９]ꎬ 已在多个水资源工程中得到成功应用ꎮ 本文采

用 ＮＡＧＡ￣ ＩＩ进行求解ꎬ 它可以比较方便地分析泵站启动水位、 泵站抽水能力、 区域蓄水体容积及区域洪水

资源供水量之间的动态博弈关系ꎮ

２　 实例应用

２. １　 南四湖简介

南四湖属于沂沭泗水系ꎬ 为中国第六大淡水湖ꎬ 流域面积 ３１ ７００ ｋｍ２ꎬ 正常条件下湖泊水面面积

１ ２６６ ｋｍ２ꎬ 湖区承接苏、 鲁、 豫、 皖 ４ 省 ３２ 个县(市、 区)来水ꎬ 汇集大小河流共有 ５３ 条ꎬ 湖东 ２８ 条ꎬ 湖

西 ２５ 条ꎬ 来水经南四湖调蓄后ꎬ 经韩庄运河和不牢河下泄入中运河ꎬ 再下排骆马湖ꎮ 流域多年平均降雨量

６８４. ０ ｍｍꎬ 年内分配高度不均ꎬ 汛期 ６—９ 月降水约占全年的 ７５％ ꎬ ７—８ 两月约占全年的 ５７％ ꎮ 据 １９６２—
２００５ 年的实测资料分析ꎬ 南四湖多年平均入湖水量 ２７. １３ 亿 ｍ３ꎬ 其中汛期 ２１. ２８ 亿 ｍ３ꎬ 占全年的 ７８. ４％ ꎻ
多年平均出湖水量(出境水量)１６. ５７ 亿 ｍ３ꎬ 汛期 １１. ５８ 亿 ｍ３ꎬ 占全年的 ６９. ９％ ꎮ

２. ２　 数据来源及处理

２. ２. １　 用水需求分析

经过多次调研和专家咨询确定了可能采用滨湖反向调节方式实施洪水资源利用的区域ꎬ 经预测沿湖周边

河道外生活、 生产和生态环境的需水量过程如表 １ 所示ꎬ 反向调节可能供水区如图 ３ 所示ꎮ
经预测ꎬ 滨湖供水区现状年(２０１５ 年水平年)５０％和 ７５％条件下的需水量分别为 １３. ４８ 亿 ｍ３ 和 １５ ０８ 亿

ｍ３、 规划水平年 ２０２０ 年分别为 １４. ７５ 亿 ｍ３ 和 １６. ４４ 亿 ｍ３ꎮ 要满足这些用水需求ꎬ 除滨湖反向调节利用湖

泊水之外ꎬ 还需要当地地表水、 地下水、 引黄水、 引江水及非常规水ꎬ 仅依靠滨湖反向调节难以完全满足ꎮ
本研究旨在获得不受需求约束下的滨湖反向调节方式的最大可供水量ꎬ 因此ꎬ 对于本次调节计算而言ꎬ 需水

过程的形状比数量大小更为重要ꎬ 故可选择上述任何一个过程ꎬ 作为模型的用水需求输入ꎮ

表 １　 不同水平年在 ５０％和 ７５％保证率下的滨湖反向调节可能供水区用水需求 万 ｍ３ / ｄ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ｌａｋｅｓｉｄｅ ａｒｅａ ｉｎ Ｎａｎｓｉ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２０２０

月份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５０％ ７５％ ５０％ ７５％
月份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２０ 年

５０％ ７５％ ５０％ ７５％

１ １５４. ２４ １５４. ２４ １８７. １５ １８７. １５ ７ ４００. １５ ３２９. ３４ ３９４. ８３ ３４５. ７３

２ ３６７. ４６ ３６０. ３４ ４６１. ６７ ４３２. ５０ ８ ５０５. ０３ ７５２. ３３ ５５１. ６７ ７９７. ８３

３ ３３８. ８４ ３１５. ３５ ４４６. ７１ ４１７. ８９ ９ ５１６. ７１ ５５３. ３４ ５６３. ７９ ６０３. ４２

４ ８８１. ８９ ８６５. ６１ ７３９. ７１ ７６３. ７１ １０ ２８３. ６０ ３１５. ３５ ３７０. １５ ４１７. ８９

５ １５４. ２４ ４４２. ４９ １８７. １５ ４７２. ３２ １１ １５４. ２４ １５４. ２４ １８７. １５ １８７. １５

６ ５８１. ６１ ６３０. ０６ ６４０. ２０ ６６７. ５２ １２ １５４. ２４ １５４. ２４ １８７. １５ １８７. １５

２. ２. ２　 蓄水空间调查

南四湖流域矿藏资源特别是煤炭资源丰富、 量大面广ꎬ 分布面积达 ３ ９２０ ｋｍ２ꎬ 赋存厚度达 ８ ~ １２ ｍꎬ 累

计探明煤炭资源储量 １５１ 亿 ｔꎮ ２０２０ 年总塌陷面积为 ７６９. ５４ ｋｍ２ꎬ 除部分经治理变为耕地外ꎬ 其他可作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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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调节蓄水场所的面积为 ３９４. ３４ ｋｍ２ꎮ 采煤塌陷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ꎬ 造成了诸如河道断流、 地下水系破坏

等现象ꎬ 但为雨洪水集蓄提供了空间ꎮ 南四湖煤矿塌陷区分布如图 ４ 所示ꎮ «济宁市采煤塌陷地治理规划»
明确塌陷区设计水深 ２ ~ ３ ｍ蓄水养鱼、 供水为宜ꎬ 据此核算南四湖流域内煤矿塌陷区反调节蓄水容积约为

７. ８９ 亿 ~ １１. ８３ 亿 ｍ３ꎮ 此外ꎬ 济宁市现有中小型水库总库容约 ２. ８８ 亿 ｍ３ꎬ 总兴利库容约 １. ７８ 亿 ｍ３ꎬ 加上

即将建成的孟宪洼水库库容为 ０. ０９８ ７ 亿 ｍ３ꎬ 则已建和在建的中小水库总库容与兴利库容合计分别为 ２ ９８
亿 ｍ３和 １. ８８ 亿 ｍ３ꎬ 加上煤矿塌陷区可用容积ꎬ 总结可用于滨湖反向调节的总蓄水容积为 ９. ６７ 亿 ~ １３. ６１
亿 ｍ３ꎮ

图 ３　 滨湖反向调节的可能供水区

Ｆｉｇ. 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ｒｅａ ｕｓｉｎｇ ｆｌｏｏｄｗａｔｅｒ ｂｙ
ｌａｋｅｓｉｄ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图 ４　 南四湖流域主要煤矿塌陷区分布

Ｆｉｇ. ４ Ｍａｉｎ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ａｒｅａ ｉｎ Ｎａｎｓｉ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２. ３　 结果与讨论

从模型建立过程可知ꎬ 南四湖洪水资源潜力挖掘取决于泵站抽水能力(Ｐｃ)、 泵站抽水时机即启动抽水

位(Ｈｃ)(对应蓄水量 Ｓｃ)、 区域蓄水体容积(ＳＲｃ)和河道外需水量(Ｗｄ)ꎮ 前已述及模型中输入的需水过程远

远大于实际情况ꎬ 故决定河道外可供水量的制约因素在于前 ３ 个因素ꎮ 为直观分析 Ｐｃ、 Ｈｃ和 ＳＲｃ对河道外供

水的制约关系ꎬ 分别进行如下模拟:
(１) 保持泵站启动水位不变ꎬ 分析区域蓄水体容积、 泵站抽水能力与可供水量、 弃水量和湖泊弃水量的

响应关系ꎮ 设置上级湖泵站启动水位 ３３. ７ ｍ(汛限水位为 ３４. ２ ｍ)ꎬ 下级湖泵站启动水位为 ３３. ０ ｍ(汛限水

位 ３２. ５ ｍ)ꎻ 泵站抽水能力从 ０ 到 １５０ ｍ３ / ｓꎬ 每隔 ５ ｍ３ / ｓ取一个数据ꎬ 区域外蓄水体容积从 ０ 到 １５ 亿 ｍ３ꎬ
每隔 ０. ５ 亿 ｍ３ 设置 １ 个方案ꎮ 采用 １９６２ 年 １ 月 １ 日—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逐日入湖数据连续模拟ꎮ 模拟结果

如图 ５(ａ)所示ꎬ 随着泵站抽水能力、 区域外蓄水体容积增大ꎬ 区域蓄水体可供水量并不是呈线性增加关系ꎬ
而是在蓄水容积约为 ４. ５ 亿 ｍ３ 存在一个明显的平面ꎬ 泵站抽水能力在 ５０ ｍ３ / ｓ时存在明显的拐点ꎮ

图 ５(ｂ)反映了泵站启动水位固定(上级湖 ３３. ７ ｍꎬ 下级湖 ３３. ０ ｍ)时ꎬ 区域蓄水体弃水随泵站抽水能力

和启动水位的关系ꎬ 从该图可以明显看出ꎬ 当泵站抽水达到一定量级时ꎬ 区域蓄水体存在明显的弃水现象ꎬ
产生能源浪费ꎮ

(２) 保持区域蓄水容积不变ꎬ 分析泵站启动水位、 泵站抽水能力与蓄水体供水量、 弃水量与湖泊弃水量

的响应关系ꎮ 设置区域蓄水体容积为 ５ 亿 ｍ３ꎬ 泵站启动的湖泊水位从 ３３. ７ ｍ 到 ３４. ２ ｍ(汛限水位)每隔

０ ０２ ｍ作为 １ 个方案ꎻ 泵站抽水能力从 ０ 到 １５０ ｍ３ / ｓꎬ 每隔 ５ ｍ３ / ｓ 取 １ 个数据ꎮ 采用 １９６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逐日入湖数据连续模拟ꎮ 模拟结果如图 ６(ａ)所示ꎬ 随泵站抽水能力和启动水位变化ꎬ 蓄

水体年均供水量存在明显的平台效应ꎬ 此时区域蓄水体年均供水量约为 ３. ６ 亿 ｍ３、 泵站抽水能力 ５０ ｍ３ / ｓꎬ
泵站启动水位为 ３３. ９ ｍꎮ 图 ６(ｂ)反映了区域蓄水体和南四湖上级湖弃水随泵站抽水能力和启动水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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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ꎬ 从该图可以明显看出ꎬ 当泵站抽水达到一定量级时ꎬ 区域蓄水体存在明显的弃水现象ꎬ 这表明泵站启

动水位、 泵站抽水能力和区域蓄水体容积存在一个合理区间ꎮ

图 ５　 泵站启动水位固定时区域蓄水体可供水量、 弃水与泵站抽水能力和蓄水体容积的关系

Ｆｉｇ. ５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ｗａｔｅｒ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ｏｒａｇｅｓ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ｔｏｔａｌ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ｕｍｐ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ｐｕｍｐ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图 ６　 区域蓄水体容积固定时区域蓄水体可供水量、 弃水与泵站抽水能力和泵站启动水位的关系

Ｆｉｇ. ６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ｗａｔｅｒ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ｏｒａｇｅｓ ｔｏ ｐｕｍｐ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ｐｕｍｐ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ａｒｔ￣ ｕｐ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３) 多目标综合分析ꎮ 采用 １９６２—２００５ 年长系列逐日入湖资料ꎬ 利用建立的浅水湖泊洪水资源适度开

发规模优选模型进行综合分析ꎮ 区域缺水量最小与区域蓄水体弃水最小 ２ 个目标函数之间的竞争关系如图 ７
所示ꎮ 当年均缺水量 ２. ２５ 亿 ｍ３ 和区域蓄水体弃水为 ０. １７５ 亿 ｍ３ 时ꎬ 目标函数加权(等权)平均最小ꎬ 可认

为是最适宜规模ꎬ 此时泵站启动水位 ３３. ７５ ｍ、 泵站抽水能力为 ４８ ｍ３ / ｓ、 区域蓄水体容积 ４. ８ 亿 ｍ３ꎮ 图 ８
为该条件下 １９６２—２００５ 年来水情况下的全年和汛期供水量年际变化图ꎬ 从该图可以看出湖泊可供水量年际

差异大ꎬ 最大值可到 ６. ２ 亿 ｍ３ꎬ 但有的年份则取不到水ꎬ 例如枯水年组 １９８７—１９８９ 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年等ꎬ
多年平均供水量 ３. ６３ 亿 ｍ３ꎬ 多年平均汛期供水量 １. ５６ 亿 ｍ３ꎬ 相当于超过 ２ 年一遇以上降水条件发生时才

能取到水ꎬ 远低于文献[１７]方法的评价结果 ６. ７８ 亿 ~ ７. ３３ 亿 ｍ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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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区域缺水量最少和蓄水体弃水最小目标函数间的竞争关系

Ｆｉｇ. ７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ｎａｌ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ｔｅｒ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ｒｅａ

图 ８　 汛期和全年洪水资源可利用量

Ｆｉｇ. ８ Ｆｌｏｏｄｗａｔｅｒ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ｓ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ｌｌ ｙｅａｒ

３　 结　 　 论

针对目前浅水湖泊洪水资源开发规模评价ꎬ 较少考虑区域来水和需水不确定性与工程调度方式ꎬ 评价结

果往往偏于乐观ꎬ 导致工程建设规模偏大ꎬ 易于造成浪费等问题ꎮ 本文基于浅水湖泊滨湖反向调节洪水资源

利用方式ꎬ 建立了模拟与优化相结合的湖泊洪水资源适度开发规模优选模型ꎬ 详细论述了模型的建立过程ꎬ
并以南四湖流域为例开展了应用ꎬ 具体结论如下:

(１) 评价了南四湖滨湖区可用于反向调节利用洪水的蓄水体分布与容积ꎬ 容积总量为 ９. ６７ 亿 ~
１３. ６１ 亿 ｍ３ꎬ 包括煤矿塌陷区容积 ７. ８９ 亿 ~ １１. ８３ 亿 ｍ３、 中小型水库兴利库容 １. ８８ 亿 ｍ３(总库容 ２. ９８ 亿

ｍ３)ꎮ
(２) 调查了南四湖滨湖地区潜在用水户分布ꎬ 并对 ２０２０ 年需水量进行了预测ꎮ ５０％和 ７５％条件下需水

量分别为 １４. ７５ 亿 ｍ３ 和 １６. ４４ 亿 ｍ３ꎬ 这些需求由当地地表水、 地下水、 引黄水、 引江水与湖泊水等多水源

共同提供ꎮ
(３) 利用 １９６２—２００５ 年长系列逐日入湖资料ꎬ 模拟了湖泊洪水资源开发规模(河道外可供水量)与工程

建设规模(泵站抽提能力、 区域蓄水体容积)的互动关系ꎬ 发现其并不呈现线性增加关系ꎬ 存在明显的阈值

效应ꎮ
(４) 泵站启动水位 ３３. ７５ ｍ(上级湖)、 抽水能力为 ４８ ｍ３ / ｓ、 区域蓄水体容积 ４. ８０ 亿 ｍ３ 时ꎬ 利用规模

最为适宜ꎬ 多年平均全年供水量 ３. ６３ 亿 ｍ３、 汛期 １. ５６ 亿 ｍ３ꎬ 相当于超过 ２ 年一遇降水条件发生时汛期才

能取水ꎬ 否则可能会影响下游生态与供水安全ꎮ
通过实例研究ꎬ 对浅水湖泊流域洪水资源利用实践得到的启示: 对于调蓄能力不高且与周边水量交换频

繁的浅水湖泊ꎬ 例如南四湖、 太湖、 鄱阳湖、 洞庭湖等ꎬ 滨湖反向调节挖掘洪水资源利用潜力ꎬ 兼具普遍性

和安全性ꎬ 但平衡工程建设规模、 河道外供水和河湖生态安全ꎬ 寻求洪水资源“适度”开发规模是非常必要

的ꎻ 同时在实施过程中ꎬ 要加强水文预报与精细化调度ꎬ 既要充分利用好本应下泄的入湖洪水ꎬ 也要防止因

事先过多占用坡面“防洪库容”而增加内涝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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