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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流河水库预报调度方式研究
于万涛!伏世红!陈传洋

"大连市水利建筑设计院# 辽宁 大连!$$%#"$$

!摘!要"!本文针对碧流河水库原汛限水位*静态控制法+所造成洪水资源浪费问题#以及上游玉石水库拦截径

流使碧流河水库供水能力降低的实际情况#重点研究碧流河水库汛限水位设计与应用理论'方法#为建立汛限水位

设计与控制的新理念及充分利用洪水资源奠定基础% 将洪水预报总量作为改变水库泄流方式的判别指标#提高水

库的汛限水位#增加洪水资源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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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碧流河水库是大连市最大水库' 水库坝址以上控

制面积 "#8;Y3

"

"水库主坝由堆石坝%混凝土重力坝%

沥青混凝土心墙土坝三种坝型组成' 最大坝高

;'Z;3"坝顶长 &#8Z;3"总库容 9Z'7 亿 3

'

"水库洪水

设计标准为 ;## 年一遇"校核标准为 $#### 年一遇'

原设计汛限水位 %8Z$#3"正常高水位 %9Z##3"设计洪

水位 &$Z##3"校核洪水位 &"Z%#3'

碧流河水库建库初期洪水调度规划方式主要是依

据水库水位的变化而确定"没有考虑洪水预报与降雨

预报' 随着水库流域水情自动测报系统的建设与稳定

运行%气象信息收集与分析手段的改进%流域洪水预报

与降雨预报水平的提高"具备了修改原防洪调度规划

方式的基本条件' 根据碧流河水库的实际状况"本文

提出修改防洪调度规划方式"主要将洪水预报总量作

为改变水库泄流方式的判别指标"在满足原规划设计

指标的前提下"确定水库预报调度规划方式"提高水库

的汛限水位"增加洪水资源的利用率'

%(水库预报调度方式

根据水库以上流域实际发生降雨的预报净雨量"

-('-



推求净雨过程"设计水库的水库预报调度方式'

由于流域内尤其是坝址以上雨量站分布比较均

匀"所以设计降雨量及雨量过程采用各站平均值' 根

据碧流河水库降雨径流相关图"水库 ?

2

m$"#33"在

图中读点"即可将降雨过程转化成净雨过程'

根据预报的净雨总量"判断洪水量级"确定水库的

泄流方式' 通过对不同频率洪水过程的调节计算"确

定水库预报调度方式!

5Z水库以上流域未产生净雨前"库水位必须降至

防洪限制水位' 不允许随意降低水库防洪标准运行'

JZ洪水频率标准的判别"是按照 $( 前累计净雨

量的大小来判别'

4Z最低水位的确定' 由于可能产生净雨量计算

的误差"从而使水库出现(超泄)危险"所以根据净雨

量的大小来限定库最低水位' 这一指标的选取将在调

洪计算中进行'

?Z水库上游防洪目标和指标"与原有调度原则

相同'

AZ水库下游防洪目标和指标'

下游防洪目标和指标采用净雨总量与水位同时控

制"并取其大值' 为了尽量减少下游损失"同频率控制

最大泄量略小于原设计值"详见表 $'

9Z关闸控制时间' 当所知坝址以上控制面积内累

计净雨量与累计下泄水量的差值小于 7#33时"闸门

关闭"通过调节泄流量"保证稳定的汛限水位'

表 *(水库下泄流量控制运用

频率+] 净雨+33 水位+3 泄量+*3

'

+-+

q$#] # %8Z$# 以下

q$#] 7# %8Z$# #

q$#] 8# %9Z&# 9##

$#] $9# %9Z8# $'##

;] "7# &#Z"# $;##

"] '$# &#Z;# ";##

$] 7## &#Z%# 7;##

#Z"#] ;## &$Z## ;###

#Z$#] %## &$Z'# ;;##

p#Z$] %## 以上 &$Z'# 以上 最大泄量

/(洪水调节计算

'Z$!水位,泄量曲线的选择

水库原设计水位,最大泄量曲线详见表 "'

表 %( 水 位'最 大 泄 量 曲 线

水位+3 泄量+*3

'

+-+

水位+3 泄量+*3

'

+-+

%#Z'# # %8Z## 7;#9

%$Z## $%" %9Z## ;799

%"Z## 77$ &#Z## %78#

%'Z## 8%7 &$Z## &788

%7Z## $7#7 &"Z## 8;7$

%;Z## "#7' &'Z## 9%$"

%%Z## "&8$ &7Z## $#&'&

%&Z## '%#9 ! !

'Z"!洪水调节计算

调洪计算中最低水位的选择是按照净雨量的大小

来判别的' 初定!当流域内平均净雨量小于 7#33时"

按水位控制泄流"要求来水量等于泄水量"即保持汛限

水位不变' 当净雨量大于 7#33时按表 ' 执行' 为了

保证供水安全将水库最低水位定为 %8Z$#3"即原防洪

限制水位'

表 /( 最 低 水 位 控 制

累计净雨总量+33 7# 以下 7# \8# 8# 以上

最低水位+3 %9Z## %8Z;# %8Z$#

!!调洪成果详见表 7'

.(防洪限制水位的确定

由调洪计算过程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防洪限制水位的高低对各频率洪水的最高洪水位影响

很小' 主要考虑浸没或淹迁因素"将防洪限制水位选

择在 %9Z##3以下' 要求水库水位不小于原防洪限制

水位的情况下"提高防洪限制水位为 %9Z##3"同时适

当减小了下游防洪压力' 仅 $# 年一遇洪水的洪水位

比原设计高出 #Z#;3"其持续过程较短"对水库影响

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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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调 洪 成 果

频 率+] 净雨总量+33 最大泄流流量+*3

'

+-+ 原设计最大泄流量+*3

'

+-+

最 高 水 位 +3 原设计洪水位+3

汛限水位+3 %8Z$# %8Z;# %9Z## %8Z$#

$#Z# $9#Z9 $;## $;&8 %9Z7' %9Z%; %9Z8; %9Z8

;Z# "7$Z$ ";## "%9$ %9Z9" &#Z$7 &#Z"# &#Z"

"Z# '$'Z% 7;## 78## &#Z'$ &#Z77 &#Z77 &#Z;

$Z# '%$Z7 ;;## &7;7 &#Z"' &#Z'; &#Z'; &#Z%

#Z" 7&#Z% &#Z&9 &#Z&9 &#Z9# &$Z#

#Z$ ;$%Z; &$Z"7 &$Z"7 &$Z"% &$Z'

#Z#$ %%&Z" &$Z9' &$Z9' &$Z9' &"Z%

!!但是"如表 '%表 7 所示"对于各最低水位对应限定

的累计净雨量而言"其对各频率洪水的最高洪水位影响

较大' 经过综合分析"确定的各参数是合理的' 各主要

频率最高洪水位均小于并接近原设计最高洪水位'

因此"按照该次研究论证拟订的调洪原则"水库采

用 %9Z##3防洪限制水位是合理%可行的'

,(水库控制运用方案

根据该次采用新的调洪原则"对于碧流河水库今

后的控制运用有如下要求"具体见表 ;'

表 ,(水库控制运用参照

累计净雨

总量+33

控制水位+

3

调度泄量+

*3

'

+-+

库控制最低

水位+3

# \7# %8Z$# 以下 来水流量 %9Z##

7# \8# %8Z$# \%9Z&# $### %8Z;#

8# \$9# %9Z&# \%9Z8# $'## %8Z$#

$9# \"7# %9Z8# \&#Z"# $;## %8Z$#

"7# \'$# &#Z"# \&#Z;# ";## %8Z$#

'$# \7## &#Z;# \&#Z%# 7;## %8Z$#

7## \;## &#Z%# \&$Z## ;;## %8Z$#

;## \%## &$Z## \&$Z'# ;;## %8Z$#

%## 以上 &$Z'# 以上 最大泄流 %8Z$#

!!注!$Z关闸控制时间同调洪原则第 % 项'

"Z当起始水位小于防洪限制水位 %9Z##3时"其库容差值

需折算成净雨量"并在累计净雨量中扣除'

'Z当 '( 洪量大于前 '( 洪量时"认为洪水过程开使"此时

开始计算累计下泄总量'

#(复核分析成果

水库建成至今发生了两次较大的洪水"即 $98; 年

和 $997 年大洪水"洪水过程均呈现(峰高量大)的特

征"尤其是 $98; 年洪水"不仅来水量大且集中"其汇流

时间也远远小于正常值' 所以该次设计将按照新的调

洪原则对两次已发生的洪水进行调洪检测' 各特征年

洪水特征值详见表 %"调洪计算成果详见表 &'

表 #(各特征年洪水特征值

特征年
降雨量+

33

净雨总

量+33

洪峰流量+

*3

'

+-+

' 日洪量+

亿3

'

; 日洪量+

亿3

'

$9%" 年 $&' $&# '9"# 'Z"' 'Z;;

$98; 年 "#9 "#$ ;'"# 'Z%" 7Z$7

$997 年 $8# $7' ;&;# "Z87 "Z9&

表 $( 各 特 征 年 调 洪 成 果 单位!3

典型年 最!高!洪!水!位

$98; 年 &#Z7# &#Z"&

$997 年 &#Z$; &#Z"#

备注 该次设计调洪原则 原设计调洪原则

!!该次采用的调洪原则通过对 $98;年及 $997年实际

降雨及洪水过程的检验"只有$98;年超过按原设计调洪

原则计算出的最高洪水位"高出 #Z$'3"分析其原因"主

要是因其汇流时间比一般情况较短"所以带有一定的偶

然性"所以这一检测成果还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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