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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行水库洪水优化调度数学模型存在泄流闸门开度不断调整及时段间流量突变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 将

水库防洪优化调度数学模型分为时段内出库流量线性变化的瞬时出流模型和时段内出流不变的恒定出流模型。 对

于 1 个水库和 1 个防洪控制点所组成的基本防洪系统, 应用矩形入流条件的河道洪水演进方法, 以时段内恒定的出

库流量为决策变量, 构建水库防洪优化补偿调度数学模型。 实例计算结果表明: 恒定出流模型比瞬时出流模型占

用的防洪库容减小 0. 05% ~ 0. 18% 、 最大下泄流量有增有减, 即恒定出流模型既不劣于瞬时出流模型, 也能很好

地解决瞬时出流模型存在的问题。 同时, 实例揭示的水库二次补偿调节比等蓄量调度方式减小防洪库容 10. 6% ,
为确定水库的防洪库容提供了新的方法。

关键词: 水库防洪; 优化调度; 瞬时出流模型; 恒定出流模型; 二次补偿调节

中图分类号: TV1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791(2021)05-0683-11

收稿日期: 2020-12-06; 网络出版日期: 2021-05-18
网络出版地址: https: ∥kns. cnki. net / kcms / detail / 32. 1309. P. 20210517. 1824. 013. html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779177; 51479141)
作者简介: 陈森林(1963—), 男, 湖北孝感人, 教授, 主要从事水文及水资源研究。 E-mail: csl_csl@ 263. net
通信作者: 张亚文, E-mail: ZYW-XX@ outlook. com

水库防洪优化调度问题主要涉及优化数学模型及求解方法 2 个部分。 优化数学模型决定最优决策的适用

性, 模型求解方法仅决定解的稳定性和计算效率。 优化数学模型包括决策变量、 水库出流的表现形式、 河道

洪水演算方法等 3 个方面。 决策变量表现形式和河道洪水演算方法如何选择, 决定了优化数学模型的构建方

法, 而决策变量的表现形式同时也决定了优化数学模型的适用性。 因此, 如何科学合理地构建水库防洪优化

调度数学模型[1], 对于水库防洪优化调度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生产应用价值。
从优化数学模型构建方法看, 关于下游河道洪水演进方法主要聚焦马斯京根法和长办汇流曲线。 钟平安

等[2]提出马斯京根法和迭代试算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河道洪水反向演算, 以简化河库联合调度模型求解方法;
解建仓等[3]采用马斯京根法, 在水库调度和洪水演进的基础上提出正向和反向调节 2 种错峰调度方式;
Zhang 等[4]建立了确定性防洪优化调度数学模型, 利用简化二维动态规划方法进行求解计算, 试图克服动态

规划的后效性与马斯京根法洪水演算的时滞性冲突; 谢柳青和易淑珍[5] 建立了基于马斯京根河道洪水演进

方程与多目标离散微分动态规划的水库群防洪系统多目标优化调度模型; 都金康等[6] 结合马斯京根河道演

算和防洪调度原理, 对单一水库和多水库洪水调度构造线性模型并求解; 罗赟等[7] 提出利用遗传算法求解

马斯京根模型的河段传播时间, 进而优化长办汇流曲线模型的参数 K, 保证参数全局最优; 陈森林等[8]基于

水库调度阶段划分及出流上界分析引入水库出流上下界约束, 建立了水库防洪补偿调节线性规划模型

(RFCR-LP), 实现了水库调度决策和下游河道水流演进的完全耦合, 避免了常规多阶段决策优化方法的后

效性。 从优化数学模型求解方法来看, 现行水库防洪优化调度模型主要围绕线性规划[9-10]、 非线性规划[11]、
动态规划[12]、 多目标决策[13-14]、 粒子群算法[15] 等方法进行研究[16]。 可见, 现行文献都是以时段初(末)水
库出库流量作为决策变量、 并假设水库出流时段内线性变化, 再耦合选择的河道洪水演进方法(最常用的是

马斯京根法)构建水库防洪优化调度数学模型[17-18], 为方便表述, 称这类优化数学模型为“瞬时出流模型”。



684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32 卷　

为适应“瞬时出流模型”决策变量的要求, 陈森林等[8]在优化数学模型的构建中, 将“矩形入流”(时段内入流

不变)的长办汇流系数转换成了“梯形入流”(时段内入流均匀增加或减少)的长办汇流系数。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对水库防洪调度决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水库洪水优化调度构模方

面, 泄流闸门操作安全问题与防洪库容占用问题一样得到重视[19-20]。 由此导致瞬时出流模型存在 2 个难以

解决的问题: ① 最优决策只能是瞬时流量, 必然存在很多时段内的出库流量变化幅度较大, 从而导致闸门

必须连续操作(实际上是洪水调节的全过程); ② 防洪调度软件系统的人工交互(对最优解进行调整)中, 为

避免闸门频繁操作, 如果将瞬时流量改为时段固定流量(实际操作中也是这样的), 势必造成时段初(末)流
量突变, 从而导致“瞬时出流模型”耦合的河道演算方法失效。 由于不能演算, 交互后的出流过程也无法保

证防洪控制点的合成流量峰值不超过安全流量。
本文提出“恒定出流模型”概念, 即以时段内恒定的出库流量为决策变量(符合河道演算的矩形入流条

件), 选择长办汇流曲线作为河道洪水演进方法, 耦合构建水库防洪优化调度数学模型, 并通过实例应用证

明其解决以上问题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1　 水库防洪优化调度的恒定出流模型

1. 1　 优化准则与目标函数

以 1 个水库和下游单个防洪控制点所组成的基本防洪系统为研究对象, 对于任意一场洪水过程, 以时段

内恒定的出库流量为决策变量, 调节洪水所占用的水库防洪库容最小为准则, 相应的目标函数为

V∗
fh = min { Δt∑

T

t = 1
( It - Ôt) } (1)

式中: V∗
fh 为水库调节洪水所占用的最小防洪库容, m3 ; It 为 t 时段平均入库流量, m3 / s ; Ôt 为 t 时段内恒定的

出库流量, m3 / s ; Δt 为计算时段长度, s; T 为入库洪水总时段数。

1. 2　 约束条件

(1) 水库水量平衡约束:

Vt +1 = Vt + ( It - Ôt)Δt (2)
式中: Vt 、 Vt +1 分别为 t 时段初、 末水库蓄水量, m3 。

(2)出库流量约束。 为保障水库泄流设施安全运行和下游河道冲刷威胁堤防安全, 可设置如下约束:

Ôt +1 - Ôt ≤ ΔO (3)

式中: ΔO 为任一相邻时段间出库流量的最大允许变幅, m3 / s 。
对于式(3), 2 种模型具有本质性的差别: 对于瞬时出流模型, 该式对时段初、 末出库流量的变幅进行

限制, 是为了避免“每个”时段内连续不断的调整闸门孔数或开度; 对于恒定出流模型, 该式则是限制“相
连”时段之间出库流量的变幅, 是为了避免时段之间闸门(孔数或开度)的变动太大。 从闸门操作安全来讲,
即使时段之间出库流量变幅很大(主要是孔数的调整)也不存在问题, 所以, ΔO 应该是在下游河道冲刷威胁

堤防安全论证的基础上才能确定(从天然洪水看, 峰前后涨跌速度一般都很快), 这属于河道治理专业的研

究范畴, 不能因为水库调度人员的个人偏好(闸门变化越小越安全)决定。
(3) 水库泄流能力约束。 对于实时洪水调度的起涨段和补偿段, 水库出库流量应满足泄流能力约束:

Ôt ≤ fxl
Vt + Vt +1

2( ) (4)

式中: fxl(·) 为水库泄流能力曲线。
(4) 水库出库流量约束。 为保证式(1)的线性化, 设置如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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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 ≤ It (5)
对于式(5), 水库调节一场洪水过程, 可分为 3 段: ① 洪水起涨段。 对于设计洪水, 水库来多少泄多

少; 对于实时洪水, 既可以考虑预泄, 也可以不考虑预泄。 如果考虑预泄涉及的问题会更多(比如预见期长

短、 精度等), 这里不便讨论预报预泄问题。 ② 水库调控段。 入库流量一定大于出库流量。 ③ 退水段。 不

论是设计洪水、 还是实时洪水, 只要退水段的出库流量大于或等于入库流量, 都不可能增加水库调节这场洪

水占用的防洪库容, 即这一阶段如何泄流已经不属于防洪库容占用的研究问题, 主要涉及后期兴利与下游行

洪安全问题, 因此, 式(5)是合理的, 增加式(5)约束后, 最优解的退水段一定是出库流量等于入库流量,
这样就可以保证线性表达式(1)的正确性。

(5) 河道汇流约束。 对于多支流汇入的河道, 不失一般性的河道汇流约束为[21]

Qt = α~ O Q
~

t
T + ∑

K

k = 1
α~ k (q~ t

k) T + qt (6)

式中: O
~

t = ( Ôt, Ôt -1, …, Ôt -nÔ+1) 、 α~ O = (αO
1 , αO

2 , …, αO
nO) 分别为水库时段恒定出流向量及水库出流演算

至防洪控制点的矩形入流的长办汇流系数(个数为 nO )向量; q~ k
t = (qk

t , qk
t-1, …, qk

t-nk+1) 、 α~ k = (αk
1, αk

2, …,
αk

nk) 分别为第 k( = 1 ~ K) 支流控制站时段平均流量向量及相应演算至防洪控制点的矩形入流的长办汇流系

数(个数为 nk )向量; qt 为无控制站 t 时段初的其他区间入流量, m3 / s 。
(6) 防洪控制点安全泄流约束:

Qt ≤ Qaq (7)
式中: Qaq 为防洪控制点安全泄流量, m3 / s 。

(7) 非负约束:

Ôt ≥0 (8)

式(8)联合式(2)—式(5)的限制后, 就不会造成除 Ôt 以外的其他变量为负值。 此外, 为避免出现时段

间跳跃式的出库流量过程, 也可以设置恒定泄流的连续时段数限制。
式(1)—式(8)构成了水库防洪优化调度数学模型“恒定出流模型”。 如果水库泄流能力约束式(4)进行

线性化处理[22], 则该模型属于典型的线性规划模型, 可应用具有全局最优解、 且算法稳定的 LP 求解方法进

行求解(如 Matlab 等软件)。
对于任一防洪系统的任意实际场次(或设计)洪水, 只要符合以上数学模型约束条件的算法表达, 就一

定存在最优的占用防洪库容 (V∗
fh ) 和出库流量过程 ( Ô∗

t ) , 这是线性规划模型 LP 决定的。 所以, 该模型的

适应性和通用性较强。

1. 3　 恒定出流模型与瞬时出流模型的区别

恒定出流模型与瞬时出流模型(以文献[8]为例)的本质区别在于:

(1) 决策变量的性质不同。 恒定出流模型的决策变量 Ôt 为时段内恒定的水库出库流量(决策变量个数为

T ), 而瞬时出流模型的决策变量 Ot 为时段初(末)水库出库流量(瞬时流量, 决策变量个数为 T + 1 )、 且必

须满足时段内出库流量线性变化。
(2) 河道洪水演进方法的入流条件不同。 恒定出流模型的河道洪水演进方法的入流条件为矩形(如图 1

(a)所示), 适用于阶梯型出库流量过程(即任一时段都是以时段长、 时段初(末)流量分别为长、 宽的矩形)
的河道洪水演进; 而瞬时出流模型中常用河道洪水演进方法马斯京根法的入流条件为三角形(如图 1(b)所
示), 只适用于折线型出库流量过程(即任一时段都是以时段长为高, 时段初、 末流量分别为上底和下底的

直角梯形)的河道洪水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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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单位入流示意

Fig. 1 Unit inflow diagram

　 　 (3) 河道洪水汇流系数的个数相差 1 个。 恒定出流模型的汇流系数个数为 n̂O , 而瞬时出流模型的汇流

系数个数 nO = n̂O + 1 。 以长办汇流曲线为例, 矩形入流的河道汇流系数向量为 α~̂ O = ( α̂O
1 ,α̂O

2 ,…,α̂O
n̂O) , 则

转换成梯形入流的河道汇流系数向量 α~ O = (αO
1 ,αO

2 ,…,αO
nO) = α̂O

1

2 ,
α̂O

1 + α̂O
2

2 ,…,
α̂O

n-1 + α̂O
n

2 ,
α̂O

n

2( ) 。

(4) 最优出库流量过程不同。 基于第(1)、 (2)条, 瞬时出流模型只能得到折线型出库流量过程, 但恒

定出流模型可以得到阶梯型的出库流量过程, 更符合水库调度实际。

1. 4　 水库出库流量过程评价指标

为更好地比较恒定出流模型与瞬时出流模型关于闸门操作方面的差异, 定义出库流量相对偏差, 即时段

初、 末出库流量之差的绝对值与之和的比值:

δt =
Ot +1 - Ot

Ot +1 + Ot
(9)

式中: δt 为 t 时段出库流量相对偏差, δt ∈ [0,1] ; Ot 、 Ot+1 分别为 t 时段初、 末出库流量, m3 / s 。
对于一场洪水而言, 为了描述水库补偿期间逐时段出库流量变化情况, 定义平均出库流量相对偏

差, 即:

δ = ∑
te

t = tb

δt / Tbc (10)

式中: δ 为水库补偿期间逐时段平均出库流量相对偏差; tb 、 te 、 Tbc 分别为水库补偿调节(拦蓄洪水期间)的开

始与终止时段号、 总时段数( Tbc = te - tb + 1 )。
对于恒定出流模型, δt 、 δ ≡0 ; δt 和 δ 主要用于衡量瞬时出流模型的出库流量过程与实际应用需求的偏

离程度。 δt 越大, 说明“时段内”出库流量变化越剧烈, 则需要水库闸门连续不断的调整孔数或开度。

2　 实例应用研究

2. 1　 研究区防洪系统概况

亭子口水库控制了嘉陵江中游地区洪水的主要来源, 提高嘉陵江中下游地区防洪能力是亭子口水库重要

的工程任务之一, 其坝址控制流域面积为 61 089 km2, 占防洪控制点南充以上流域面积的 81. 4% 。 亭子口—
南充 449 km 河段可分为 2 段, 亭子口—南部区间面积为 6 605 km2, 区间较大支流东河从左岸汇入; 南部—
南充区间面积为 8 119 km2, 区间较大支流西河从右岸汇入, 如图 2 所示。 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 南部和南

充相应安全泄流量分别为 24 100 m3 / s 和 25 100 m3 / s, 水库出流和支流入流的河道汇流演算方法采用长办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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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亭子口水库防洪系统示意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flood control
system of Tingzikou Reservoir

流曲线。
该防洪系统具有水库和区间不同遭遇组合的 3 种典型设计洪水:

峰高量大的“56·6”型洪水、 全流域峰高尖瘦(量不是很大)的“81·7”
型洪水及水库以上来水较小、 区间入流较大的“73·9”型洪水(表 1
所示)。

表 1　 各典型洪水的洪峰流量组成　 　 m3 / s
Table 1 Flood peak flow of different typical flood　 　

洪型 南充 亭子口 亭子口—南部区间 南部—南充区间

“56·6” 31 530 22 370 10 980 6 080

“73·9” 32 790 20 290 17 630 7 520

“81·7” 32 170 25 300 9 020 5 990

2. 2　 模型应用

分别以南部和南充作为控制点, 且分别应用恒定出流模型与瞬时出流模型[8], 对于各型设计洪水, 推

求保证相应控制断面防洪安全所需要的防洪库容及水库出流过程。
(1) 以南部为防洪控制点, 各型设计洪水的统计指标见表 2, 流量过程如图 3—图 5 所示。

表 2　 以南部为防洪控制点的计算结果

Table 2 Flood routing results of Nanbu station

洪型 优化实现模型
蓄水历时 /

h
起蓄

时段号

最大
下泄流量 /
(m3·s - 1)

控制点
洪峰流量 /
(m3·s - 1)

占用的
防洪库容 /

亿 m3
δ

“56·6”
瞬时出流模型 15 108 22 200 24 100 4. 027 0. 113

恒定出流模型 12 111 21 900 24 100 4. 020 0

“81·7”
瞬时出流模型 13 72 24 700 24 100 4. 054 0. 084

恒定出流模型 14 72 24 600 24 100 4. 047 0

“73·9”
瞬时出流模型 12 64 16 500 24 100 4. 676 0. 164

恒定出流模型 12 63 15 000 24 100 4. 671 0

图 3　 “56·6”型洪水水库出入流过程和南部流量过程

Fig. 3 Inflow and outflow of reservoir and its process at Nanbu using type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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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81·7”型洪水水库出入流过程和南部流量过程

Fig. 4 Inflow and outflow of reservoir and its process at Nanbu using type “81·7”

图 5　 “73·9”型洪水水库出入流过程和南部流量过程

Fig. 5 Inflow and outflow of reservoir and its process at Nanbu using type “73·9”

　 　 (2) 以南充为防洪控制点, 各型设计洪水的统计指标见表 3, 流量过程如图 6—图 8 所示。

表 3　 以南充为防洪控制点的计算结果

Table 3 Flood routing results of Nanchong station

洪型 优化数学模型 蓄水历时 / h 起蓄时段号
最大下泄流量 /
(m3·s - 1)

控制点洪峰 /
(m3·s - 1)

占用的防洪库容 /
亿 m3

δ

“56·6”
瞬时出流模型 9 110 21 300 25 100 5. 595 0. 052

恒定出流模型 7 112 21 500 25 100 5. 495 0

“81·7”
瞬时出流模型 9 74 24 700 25 100 6. 057 0. 053

恒定出流模型 7 76 24 900 25 100 6. 016 0

“73·9”
瞬时出流模型 14 64 16 500 25 100 7. 773 0. 055

恒定出流模型 14 65 16 900 25 100 7. 77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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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56·6”型洪水水库出入流过程和南充流量过程

Fig. 6 Inflow and outflow of reservoir and its process at Nanchong using type “56·6”

图 7　 “81·7”型洪水水库出入流过程和南充流量过程

Fig. 7 Inflow and outflow of reservoir and its process at Nanchong using type “81·7”

图 8　 “73·9”型洪水水库出入流过程和南充流量过程

Fig. 8 Inflow and outflow of reservoir and its process at Nanchong using type “73·9”

2. 3　 模型结果分析

(1) 防洪控制点越近, 水库补偿能力越强。 南充控制断面合成流量(水库出流与区间入流, 如图 6—图

8)接近其安全流量的历时很短(“点接触”), 而南部控制断面合成流量(如图 3—图 5)接近其安全流量的历时

较长(“线接触”)、 基本实现了防洪控制点流量过程的“削平头”或“削峰”。
(2) 防洪控制点越近, 水库越可能存在二次补偿调节。 水库补偿调节可以通过图 9 进行解释, 对于南部

防洪点来说, 人们已经习惯了水库补偿出流过程为图 9 中 a- b- c- d- e 所标识的流量过程线(补偿期间是“V”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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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水库防洪补偿调节示意

Fig. 9 Schematic diagram of reservoir flood
control compensation regulation

b- c- d), 防洪控制断面流量过程为 a-F-G-e, 即以防洪控制点

安全流量为上限, 根据汇流时间(水库出流和区间入流分别到

防洪控制点)差别扣除区间入流过程(倒置的红线 b- c- d 标识

的过程), 剩余部分即为水库能够泄流的过程 a- b- c- d- e。 教

科书等文献这样解释补偿调度, 实际上是只考虑水库出流和

区间入流至防洪控制点的平移、 不考虑坦化, 水库离防洪控

制点有一定距离时则不可能这样。
从图 3 至图 5 可见, 水库对南部补偿调节期间, 各型洪

水的出库流量过程均呈现“W”形。 为了解释这一规律, 以

“56·6”型洪水为例, 绘制南部合成流量过程如图 10 所示,
水库出流呈现 3 个峰值, 但演算至南部断面的流量过程只出

现 2 个峰值(“U”型, 由于水库出流的第 2 个峰形持续时间很

短, 经过河道调蓄的影响, 在南部断面已经坦化)、 恰好避开

了区间来流(即在防洪控制点恰好符合图 9 的补偿规律), 由

此在南部形成了 3 个不太明显的峰值。 所以, 水库只有进行

二次(很可能还存在多次)补偿调节, 才“可能接近”实现防洪控制点流量过程的“削平头”或“削峰”。 这种二

次补偿调节之前没有发现的主要原因, 可能是计算方法导致: 一是由于无法得到防洪控制点的最优解流量过

程, 所以根据河道汇流演算方法反推水库出流的方法[2] 难以发现; 二是现有文献采用各种非线性规划算法

(包括各种智能算法)难以保证与 LP 一样获得全局最优解; 三是过多的限制条件导致难以发现, 比如时段之

间流量变幅(式(3))等。 从实例看, 二次补偿规律主要出现在防洪控制点离水库距离较近(距离到底多少需

要大量的进一步论证)的情形, 可以推断: 这种规律与洪水类型(实际或设计)或量级无关; 离水库较远的防

洪控制点南充则只能是“错峰”调度(图 6—图 8)。

图 10　 “56·6”型洪水水库出流和区间入流演算至南部的流量过程

Fig. 10 Process of constant outflow model using type “56·6” and its flow process at flood control point

(3) 等蓄量调度方式是一种偏保守的完全补偿调度方式简化。 以南部控制点为例, 对于“56·6”型洪

水, 等蓄量调度方式[23]将二次补偿调节简化为类似“U”型调节, 这样虽然可以避免区间入流峰现时间不确

定造成的风险, 但也造成等蓄量调度方式调洪占用的防洪库容(4. 446 亿 m3)比恒定出流模型(4. 020 亿 m3)
偏大约 10. 6% , 这种为多少年才能出现或者永远无法出现的洪水情形预留偏多的防洪库容, 如果长期应用

于兴利目的, 则可能对中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
(4) 恒定出流模型与瞬时出流模型的比较。 水库补偿调节期间, 对于每一个时段, 瞬时出流模型的出库

流量相对偏差较大, 都需要闸门长时间的连续调整孔数和开度(图 11 所示), 以实现时段内流量的大幅度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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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变化。 而恒定出流模型最多仅需要每个时段调整 1 次即可。 此外, 对于不同典型设计洪水, 以南部为防洪

控制点, 瞬时出流模型防洪库容比恒定出流模型偏大 0. 1% ~ 0. 17% , 最大下泄流量偏大 100 ~ 1 500 m3 / s,
蓄水历时(或起蓄时刻)因洪水类型不同而呈现不同变化; 以南充为防洪控制点, 瞬时出流模型防洪库容比

恒定出流模型偏大约 0. 05% ~0. 18% , 最大下泄流量减少 200 ~ 400 m3 / s, 蓄水历时增加 0 ~ 2 h, 起蓄时间

需要提前 1 ~ 2 h。

图 11　 各型洪水的瞬时出流模型 δt 过程

Fig. 11 δt Value of Nanbu using different flood type

3　 结　 　 论

根据决策变量的表达形式不同, 本文将水库防洪优化调度数学模型划分为瞬时出流模型与恒定出流模型

2 种类型, 拓展了水库防洪优化调度模型的构建途径和方法, 并在恒定出流模型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主

要结论如下:
(1) 以时段内水库恒定出流为决策变量, 选择长办汇流曲线作为河道洪水演进方法, 耦合构建水库防洪

优化调度数学模型, 采用能保证全局最优解的 LP 算法求解。 实例应用表明, 恒定出流模型比瞬时出流模型

占用的防洪库容减小 0. 05% ~0. 18% 、 最大下泄流量有增有减。 由此说明, 恒定出流模型既不劣于瞬时出

流模型, 也能很好地解决瞬时出流模型存在的问题。
(2) 通过实例应用, 发现了水库二次补偿调节方式, 比等蓄量调度方式减小占用的防洪库容 10. 6% ,

既丰富了水库补偿调度规律的认知, 也为水库防洪库容的确定提供了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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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nstant outflow model for reservoir flood control oper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CHEN Senlin1,2, ZHANG Yawen3, LI Da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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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optimal operation of reservoir floods,
such as continuous adjustments of the discharge gate and sudden change in discharge between time periods. In
response to these problems, the model of the optimal operation of reservoir flood control is divided into the
instantaneous outflow model and the constant outflow model. In a basic flood control system consisting of a reservoir
and a flood control station, with a constant outflow rate considered the decision variable, a compensative reservoir
flood control regulation is developed through the confluence curve of the Yangtze Water Resources Commission; this
system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refinement and safety. Compared with the instantaneous outflow model, the
results of the constant outflow model show that the flood storage capacity decreased by 0. 05%—0. 18% , while the
maximum discharge shows the behavior of both increasing and decreasing, indicating that the constant outflow model
is not inferior to the instantaneous outflow model.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regulation of secondary
compensation reduces the flood control storage capacity by 10. 6% compared with that obtained with the equal-storage
operation model; this result provides a new method for determining the flood control storage capacity of a reservoir.

Key words: reservoir flood control; optimal dispatch; instantaneous outflow model; constant outflow model;
secondary compensation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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