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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
框架的探讨

和青云
%迪庆藏族自治州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站& 云南 迪庆!%(**&&'

"摘!要#!在水利建设项目立项!取水许可证申请和审批过程中&水资源论证是一个重要环节&是对区域水资源管

理制度进行深化的一项重要举措( 为了提高河流水资源的管理水平&更好地对水资源进行保护和利用&需要对水

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确保水资源可以持续地开发和利用( 基于此&本文对水利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框架进行探讨(

"关键词#!水利建设项目) 水资源论证)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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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绍

浪都河位于香格里拉东北部格咱乡境内"为金沙

江三级支流"两条主要支流特浪涌及浪他涌河分别发

源于格咱乡境内的下格咱山后及翁上村山后"河道长

分别为 "*QH'+#QH"在浪都行政村汇合后称为浪都河"

向东流 $*T+)QH注入四川省稻城县的东义河# 浪都河

全长 **T+)QH" 天然落差约 "'(#H" 河道比降约

+&T$]"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约 $$T(+ 万 QY"是迪庆

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迪庆州&-水能资源比较富集

的中小型河流# 本项目编制水资源论证的目的是为了

合理利用浪都河流域的水能资源"促进水资源在本区

域的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利用"加强流域内各级电站之

间对水资源的联合利用能力"并作为审批浪都河一级

水电站取水许可证的技术依据/$0

#

#(水资源论证范围

浪都河一级水电站位于云南省香格里拉市格咱

+#!+



乡"取水水源为浪都河# 浪都河发源于格咱乡云岭山

脉中部,高程 *$&*T#H-"流经施坝与霞若村公所至珠

巴龙河"最后在拖顶汇入金沙江# 浪都河一级水电站

取水地点位于高程 "$()H的天然河床上"坝轴线以上

约 #T)QH处为施坝村公所"坝轴线以下约 %QH为霞若

村公所# 浪都河一级水电站是利用浪都河流域内的天

然地表水利资源# 由于坝址以上无水利工程"确定坝

址以上范围为其水资源论证范围# 故论证取水面积范

围为电站坝址以上控制面积 "#+T)QH

"

#

%(迪庆州能源资源开发及利用情况

迪庆州境内河流众多"分布着金沙江'澜沧江干流

及 ""$ 条流量在 #T$H

+

-<以上的一级支流"多数支流

有着水量充沛'汛期长'枯期流量稳定'水质好'落差大

而集中等特点# 金沙江'澜沧江两干流的水资源理论

蕴藏量 $+(+#XY"可开发利用 '*)#XY# 其他支流的

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 "'#%XY"可开发利用 $"##XY"

现已开发利用 $)(T%**XY"仅占可开发利用量的

$"T(^# 尚有很大的潜能待开发# 丰富的水能资源是

迪庆州资源优势之一"加快水能资源开发步伐"变资源

优势为经济优势"使之成为强州'兴县'富民的支柱

产业#

迪庆州现有电站基本上为径流式小型水电站"既

无调节丰'枯能力"也无调峰能力# 系统内电站丰枯出

力悬殊"造成枯期电站出力严重不足"丰期空闲容量较

多的局面# 并且迪庆电网日负荷率低"峰谷差较大"而

多数电站无调峰能力"枯水期夜间低谷也会弃水"已建

电站不能充分发挥效益# 为了发挥本地区的资源优

势"应择优开发具有良好调节性能的水电站/"0

#

'(取水水源论证

*T$!径流

*T$T$!径流特性

浪都河流域无实测水文气象资料""##* 年 $" 月

+$ 日在二级站取水口选一较规范断面进行实测"实测

流量为 +T+'H

+

-<# 由于二级站取水口至一级站取水口

有支流汇入"且流域面积增加"因此二级站取水口附近

实测流量较大#

在设计中只能借,移-用邻近站"气候和下垫面条

件相似的腊普河流域塔城水文站 $&%$.$&') 年共 ")

年的流量资料作为径流分析计算的依据# 浪都河径

流"汛期 % _$# 月主要由降水形成"降水占全年的 (#^

左右"枯期为雪山融雪补给"" _* 月由于受地区的低

槽控制"流域有一定的降雨和降雪补给"称为%桃花

汛&#

*T$T"!设计径流计算

采用水文比拟法'年径流系数法'等值线法计算浪

都河二级电站设计径流/+0

#

0T用水文比拟法# 根据塔城水文站 $&%$.$&')

年实测径流系列"按 % 月至次年 ) 月的划分进行水文

系列统计"系列年限为 ") 年"按数学期望公式!

>:?

!

@A$

B$##^

!!计算经验频率以 R.

!

型曲线为线型"用适线法

确定年径流"统计参数见表 $#

表 $(塔城水文站历年平均流量计算 H

+

-<

资料年限
统 计 参 数 频 率 设 计 值

均值 4

=

4

1

C4

=

$#^ )#^ &#^

流域

面积

$&%$.$&') $%T% #T" "T# "#T&" $%T* $"T)

("*QH

"

!!在采用水文比拟法推求浪都河取水口年径流时"

由于浪都河取水口以上高程与腊普河流域的平均高程

不同"降水量不同"采用面积比加降水的修正方法"移

用到浪都河一级站取水口处"浪都河流域降雨从迪庆

州多年平均降雨量等值线图查得"二级取水口降雨量

为 '## _$"##HH"取降雨量为 $$##HH# 用面积比加降

水修正公式计算/*0

!

D浪都河 ?E

F浪都河

F塔城

D塔城

!!据以上公式求得二级取水口多年平均流量为

)T#(H

+

-<# 折合径流深为 (')HH#

AT经流深等值线法# 从坝址以上流域重心查)迪

庆州水资源分析评价*及)云南省地表水资源手册*多

年平均径流深等值线图"查得二级坝址取水口径流深

为 *## _&##HH"取水径流深 (&#HH# 求得!二级坝址

多年平均流量为 )T#&H

+

-<#

+$!+



BT径流系数法# 在)云南省地表水资源手册*中

查年平均降水量等值线和年径流系数等值线"多年平

均降雨量为!二级坝址以上降雨量为 $$##HH"径流系

数为 #T% _#T("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径流系数取

#T(# 据此计算流域二级坝址径流深为 ('$HH# 根据

径流深计算得!二级坝址以上多年平均流量为

)T#*H

+

-<# 不同方法求得成果比较见表 "#

表 #(不同方法求得成果比较

计算方法
二!级!取!水!口

面积-QH

" 降雨量-HH 径流深-HH流量-,H

+

-<-

水文比拟法 "#+T) $$## (') )T#(

等值线法 (&# )T#&

径流系数法 ('$ )T#*

!!注!径流系数为 #T(

!!三种方法求得的二级坝址以上径流深为 ('$.

(&#HH"相差较小"推荐各坝址多年平均流量采用水文

比拟法计算所得成果# 4

=

'4

1

值与塔城站取用一致#

*T"!径流的合理性分析

浪都河多年平均流量随流域面积的增加而增加"

年径流量的分析计算采用气候条件和下垫面相似的因

素"具有 ") 年实测资料的塔城站作为参证站"经分析

论证后得出设计流域的设计年径流量"从塔城站的年

降水量E

G

'E

=

计算成果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增长"系

列均值模数,E

G

-和变差系数模数,E

=

-的变幅越来越

小"变化处于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料具有较好

的代表性")迪庆州水资源分析与评价*是全州综合成

果"资料可靠"通过以上的综合分析"径流成果可靠"可

满足设计要求#

*T+!电站可供水量

浪都河一级水电站来水过程为天然来水# 电站的

引用流量 (T$%H

+

-<"平均水头 $*%H"因此电站可供水

量的计算以日平均流量为基本计算时段进行统计计

算# 可供水量是指在不同水平年'不同保证率或不同

频率情况下"考虑需水要求"供水工程设施可能提供的

水量# 浪都河一级水电站可供水量的决定性因素为供

水水源的保证程度'来水过程和用水要求# 用 D

,3-

表

示取水断面逐日流量过程"D设表示设计发电引用流

量"D道表示下游河道过水流量的要求,即满足下游用

户用水和河道生态环境用水等-#

根据可供水量公式计算"多年平均发电可供水量

$T%# 亿H

+

"电站: $̀#^典型年可供水量为"T#"亿H

+

"

电站: )̀#^典型年可供水量为 $T)' 亿 H

+

": &̀#^

典型年时可供水量为 $T$* 亿H

+

#

*T*!电站取水口设置的合理性

浪都河一级水电站取水地点位于高程 "$()H的天

然河床上"坝轴线以上约 #T)QH处为施坝村公所"坝轴

线以下约 %QH为霞若村公所# 考虑到坝址地形'地质

等因素"浪都河一级水电站采用河床式枢纽布置'混凝

土重力坝方案"挡水建筑物总长为 "'T$H# 其工程枢

纽主要由左岸非溢流坝'中部溢流坝'右岸冲沙底孔及

右岸非溢流坝等建筑物组成#

电站进水口采用河床式布置"按照)水电站进水口

设计规范*,Ma"')."##+-的规定"计算确定其底板高

程为 "$("T)'H# 取水口闸室尺寸为 ,长 b宽 b高-

'T)Hb"T##Hb"T##H# 电站引用流量为 (T$%H

+

-<

,单机引用流量 +T)'H

+

-<-"整体采用钢筋混凝土

结构/)0

#

由于浪都河下游河段来水较丰富"电站为引水式

电站"充分考虑了冲沙"来水量能满足电站设计对水量

的要求"对其他取水户无影响(电站发电取水不消耗水

量"不改变原水功能的要求/%0

# 取水河流的水功能区

属于保留区"满足电站取水水功能目标要求#

综上所述"浪都河一级水电站取水口设置是合

理的#

*T)!电站取水的可靠性与可行性

水电站机组设计最大取水流量为 (T$%H

+

-<"单机

取水流量为 +T)'H

+

-<# 浪都河一级水电站历时保证率

:`$#^的流量为 %T*"H

+

-<":`)#^的流量为

+T))H

+

-<": &̀#^的流量为 $T&%H

+

-<# 建设项目用水

为发电"通过修建拦河坝拦截水流"经隧洞输水至电站

厂房进行发电"电站设计装机容量为 " b)###QY"净水

头为 $*%H"设计发电引用流量为 (T$%H

+

-<# 在扣除电

站取水口下游少量农田灌溉引水流量外"在 : &̀#^

保证率下枯水年最枯月份的来水流量 &下转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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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一!级 二!级 范 围 及 解 释 说 明

* 管理与服务

运行维护 工程调度"运行操作"检修维护"降等"报废"安全鉴定等

行政管理 行政许可"行政监管"行政执法"信用管理等

定额 计价定额'计量定额等

公共服务 窗口服务"热线服务"应急抢险"信息公开"减灾救援'劳动卫生与人员安全等

) 信息化

信息资源 分类目录"编码代码'开放共享'整编处理'分析研究'信息安全等

信息系统 采集传输'交换接口'存储计算'系统安全等

WPX技术应用 数据编码'成果交付'运营维护等

% 仪器与检测
仪器与计量 监测'检测仪器及实验器具或装置"计量方法"检定规程"计量仪器的检验'校验等

监测检测 观测"测验"监测"质量检测等

D(建设上海市水务行业标准体系的意义

)T$!促进上海水务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的重要

手段

!!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是上海水务科技发展的根本

动力"充分发挥水务标准的技术扩散作用"推动科技成

果向生产力的转化"推出水务新的节水'低耗产品"形

成新的水务产业"促进水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T"!推进上海标准化发展和完善法治水务建设

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水务的根本要求"是推动上

海水务全面发展的必要保证"建立和完善与上海水务

标准化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形成上海水务特色的技

术法规体系"是上海水务工作依法建设与管理'全面发

展的法律保障#

)T+!进一步促进水务社会化管理

建立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上海水务管理改革的

基本目标"涉及水务政府职能的定位和管理方式的变

革# 水务政府管理的基本职能是高效'可靠地提供水

务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将可以由水务市场和企业提

供的水务产品和服务"尽量交给企业自主完成# 水务

管理方式也应由直接干预水务市场和企业行为"转变

到为水务市场和企业的良好运转提供法律保证'政策指

导和规范服务# 完善上海地方水务标准体系的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实现水务标准化管理模式的根本转变"

不仅是上海水务内部的或水务行政工作的需要"而且也

是实现上海水务社会化管理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

总之"建设上海水务标准体系"将有助更好地发挥

上海水务的科技智力资源优势'促进水务科技进步和

成果转化'提高水务产品质量'规范水务市场秩序"更

有助于减少水资源消耗'提高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提

升上海水务的科学管理水平和服务社会的能力"推进

上海经济和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

#

&上接第 $) 页' 为 $T&%H

+

-<"电站保证出力为 "*##QY"

年利用小时数为 *(#$G"满足规划要求# 在特枯年份"取

水口下游的地下水可能减少"这时应减少发电取水量以

保障下游出露泉水的径流量"以维持生态环境的用水#

D(结(语

本文通过实际案例"对区域水资源的基本情况进

行了分析"然后对取水的合理性'取水的可靠性等进行

了分析# 经过论证"浪都河一级水电站取水口设置是

合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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