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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利工程水文及水利分析
计算中的几点认识

石!浩
!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贵州 贵阳!""$$$J#

!摘!要"!本文根据本人多年工作经验"对水利工程中的径流%设计洪水及水位流量关系计算等水文分析计算&兴

利调节计算方法%不同调度方式的水能计算及防洪与兴利结合等水利计算问题提出几点个人的认识"为相关专业

的规划及设计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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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文规划专业是水利工程设计的基础专业#水文

及水利分析计算为水利工程供水及防洪安全提供保

障( 本文对水利工程水文及水利分析计算中的一些问

题提出个人认识#供各相关专业的设计人员参考(

#(径流计算

径流计算的方法较多#水文比拟法和降水径流同

频率相应法为贵州省最常用的两种径流计算方法( 水

文比拟法常用于大中型水利工程#降水径流同频率相

应法则在小型水利工程中得到普遍运用( 在径流计算

中有些问题存在争议性#对此#本人提出个人的意见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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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径流系数修正的必要性

通常情况下#用水文比拟法进行径流计算时考虑

的修正因子为集水面积和面上降水量#如果再将径流

系数差异修正考虑进去#则成为径流深修正#坝址的径

流深是坝址的面上降水量与径流深的乘积#也就是说

坝址的多年平均径流量与依据站没有直接关联( 故

此#就有必要做径流系数修正( 贵州省属于典型的喀

斯特地区#下垫面及汇流条件差异较大#再加上水文测

站分布稀少#一般情况下水文依据站以上控制流域与

设计流域径流系数普遍存在差异性"即使同一流域#上

下游也有差异$#故考虑径流系数修正是必要的( 个人

认为坝址多年平均径流量与依据站本来就没有直接关

系#不因依据站的变化而变化#依据站只是解决径流的

年际变化及年内分配问题(

JQJ!依据站以上控制流域的面上降水量资料的

收集及分析

!!贵州省在利用水文比拟法进行径流计算时通常同

时考虑集水面积&面上降水量及径流系数的修正( 因

坝址以上的径流系数为多年平均值#为保持一致性#往

往面上降水量修正也是考虑多年平均修正#而不是历

年修正/因此要对依据站以上控制的面上降水量观测

站的资料进行大量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 因为径

流计算中考虑径流系数修正之后#得到的是径流深修

正#而径流深则是实测成果#与面上降水量没有直接关

系/故提出在利用水文比拟法进行径流计算时如果同

时考虑集水面积&面上降水量及径流系数的修正#依据

站以上控制流域的多年平均面上降水量可根据相关等

值线图及相关规划成果确定(

JQK!不同计算方法的多年平均径流量成果差

异性

!!因水文依据站的实测资料系列反映该控制断面以

上的现状用耗水过程#在利用水文比拟法和降水径流

同频率相应法计算坝址处多年平均径流量时通常要求

考虑此差异#也就是说水文比拟法的多年平均径流量

要小于降水径流同频率相应法的成果( 个人认为两种

方法计算的多年平均径流量应该一致#理由是!

!

坝址

多年平均来水量是坝址以上流域的产汇流条件决定

的#与径流计算方法及依据站选择无关/

"

等值线图的

径流深为天然径流深#则坝址处无论哪种计算方法得

到的径流量均为天然的径流成果#与依据站流域内的

用耗水量及过程无关/

#

依据站实测径流过程及流域

内用耗水过程只是影响年际变化及年内分配问题#不

影响坝址处的多年平均径流量(

JQR!扣除流域内用耗水

通过计算确定坝址径流成果后#在兴利调节计算

中#需扣除设计水平年的流域内耗水过程( 在贵州省#

采用降水径流同频率相应法计算时#应扣除设计水平

年以上的全部耗水#而水文比拟法则只需要扣除设计

水平年与现状水平年之间新增的耗水量( 个人认为两

种方法应该均扣除设计水平年以上的全部耗水#原因

是径流深等值线图为还原的天然径流深#坝址的径流

成果为天然径流成果(

%(设计洪水

设计洪水计算方法较多#流量法和雨洪法是最为

常见的两种( 流量法常用于大中型水利工程#雨洪法

则在小型水利工程中得到普遍运用( 设计洪水计算包

括洪峰流量&洪量及洪水过程线计算#在此提出一些关

于洪水计算的个人认识(

KQ#!洪水计算方法

大中型水利工程设计洪水一般需要两种或两种以

上的方法进行比较#一般采用流量法&雨洪法及地区综

合法进行比较#然后合理地确定设计洪水计算方法及

成果( 洪峰流量&洪量&洪水过程线是设计洪水的三要

素#贵州省偏重对洪峰流量的计算#忽略其他两个要

素#特别是洪量的计算( 因此在设计洪水计算时要结

合工程的性质#合理地确定洪水计算方法及成果( 如

防洪工程#偏重洪峰流量/水库工程则要同时考虑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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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通常情况下#设计洪水的三个要素采用同一种

方法计算的成果#但从工程安全角度考虑#建议交叉使

用对工程不利设计洪水计算方法及成果(

KQJ!应用雨洪公式计算需注意的问题

在应用贵州省雨洪公式计算设计洪水时#流域参

数&暴雨点面分区&暴雨衰减指数等参数基本上是确定

的#应该注意的是汇流系数分区及取值&暴雨统计参数

的确定(

根据设计流域上下游及邻近水文测站的实测洪水

成果#采用雨洪法拟定其汇流系数 +

#

的分区及取值/

从工程的安全角度考虑#汇流系数分区尽量不要取
$

J

区( 当汇流系数分区确定后#根据历史洪水调查成果#

结合其他计算方法的设计洪水成果#上下游及邻近其

他工程的设计洪水成果及设计岩溶情况等合理确定汇

流系数+

#

的取值#通常情况下#尽量采用该区均值(

根据设计流域及邻近流域的暴雨统计参数#结合相关

等值线图确定设计暴雨统计参数( 通常情况下#如果

设计流域及周边实测的暴雨统计参数小于等值线图成

果#一般采用等值线图成果/如果设计流域及周边实测

的暴雨统计参数大于等值线图成果#一般采用实测的

分析成果(

KQK!区间相应洪水洪峰流量计算

贵州省区间相应洪水洪峰流量计算通常采用水文

站典型洪水过程线同频率放大"或概化过程线$#然后

考虑洪水过程线的变形#错时段相减而得( 因过程线

变形及不同频率洪水错开时段的确定较为困难#多为

经验性#故不同的设计人员计算出来的区间相应洪峰

流量差异性较大#若区间河流水系较为发育#难以确定

区间洪峰流量的合理性#在资料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

建立依据站资料的峰量相关分析#如相关性较好#然后

采用外包线拟合#根据相应洪量推求区间相应洪峰

流量(

KQR!施工分期洪水

施工分期设计洪水成果是施工组织设计的依据及

施工安全的保障#在施工分期设计洪水频率分析计算

中当施工分期设计洪水 4m"S VJ$S洪水标准下的

适线效果不好#局部偏离实测点据较大时#应考虑调整

分期洪水的均值及变差系数 ,

.

#尽可能地使频率曲线

通过实测点据#保证施工分期洪水设计成果的可靠性

及安全性( 当依据站与设计坝址集水面积差异在 "S

以内#可采用面积直接比拟依据站的经验频率确定的

设计成果/当依据站与设计坝址集水面积差异大于

"S#建议采用面积比拟依据站调整均值及变差系数,

.

的适线成果#并同时考虑依据站与设计坝址的变差系

数变化差异( 此外#暴雨洪水计算方法是小流域普遍

采用的设计洪水计算方法#在施工分期暴雨频率分析

计算中也同样存在上面提到的问题#因此也适用于施

工分期暴雨频率分析计算(

'(水位流量关系

天然控制断面水位流量关系一般采用曼宁公式进

行计算!通过实地查勘#结合河道实际情况#参照%我国

天然河流河道糙率参考表'#确定河道的糙率/低水比

降参照测时水边比降#高水比降根据历史洪水调查成

果确定/用M*U&M*\曲线及低水测流验证水位流量

关系成果( 在水位流量关系计算中#河道糙率对水位

流量关系成果影响较大#且河道糙率一般为经验值#贵

州省水文站断面的河道糙率一般为 $Q$K" V$Q#"#且多

为 $Q$" 以上( 因此#一般情况下建议用曼宁公式推求

天然河道控制断面水位流量关系时河道糙率取值不宜

低于 $Q$"/有条件的地方#建议设专用站对其控制断

面水位流量关系进行观测校核率定(

G(兴利调节计算

兴利调节计算是确定水库规模的依据#结合水库

的功能特性#简单谈谈兴利调节计算中的一些个人

认识(

"Q#!兴利调节计算方法

兴利调节计算常用的方法为时历法及概率法(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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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法又分长系列法及代表年法#概率法又分库容相加

法和频率组合法#时历法中的长系列法为兴利调节计

算中普遍采用的计算方法(

因以前的实测资料系列较短#资料的代表性不足#

故在兴利调节计算中年调节以内的水利工程也常用典

型年法/但随着观测年限的增加#资料系列基本上都超

过规范规定的 K$ 年#一般都有 R$ V"$ 年的资料系列

长度#资料的代表性较好#已经采用长系列兴利调节计

算的水利工程#个人认为再做典型年法兴利调节计算

没有太大必要#主要原因是!

!

典型年选择的人为性/

"

灌溉用水过程的不确定性/

#

不同保证率条件下削

减的任意性/

%

典型年法成果的合理性/

&

典型年法与

长系列法成果差异较大时的取舍性(

同理#多年调节水库也没有必要用概念法中库容

相加法进行验证(

在长系列法兴利调节计算中库容排频最为常用#

当水库没有防洪库容时#该方法兴利计算成果是可靠

的/当水库兴利库容与防洪库容重叠时#兴利库容为综

合值( 因此#当水库因汛期汛限水位低#后汛期水位蓄

不上来#且该年的兴利库容又小于设计保证率需要的

兴利库容出现时#建议采用长系列法供水量排频来进

一步复核兴利库容的合理性(

如果水库的调节性能为多年调节#采用长系列库

容排频统计兴利库容时#遇到连续枯水年组时#建议考

虑每年统计一个兴利库容和根据亏水时段统计兴利库

容进行比较#推荐偏安全的兴利调节计算成果(

"QJ!不同调度方式的水能计算

许多大中型水利工程的规模是根据设计水平年的

需水规模及过程&设计保证率来确定的( 在很多时候

水库在保证供水并下放环境水的情况下#汛期仍有较

多的弃水#为了充分利用水力资源#设计时通常考虑在

坝后装一附属电站#利用环境水及弃水发电( 水调和

电调是两种不同的调度方式#因工程的主要任务为供

水#发电为附属功能#从供水安全考虑#理论上应按电

调服从水调来计算附属电站的能量指标/从优化调度

及利益最大化考虑#设计时按水调服从电调及电调服

从水调两种调度方式进行附属电站的能量指标分析计

算#如电调服从水调能量指标较优#则附属电站采用该

调度方式的能量指标/当水调服从电调能量指标较优#

则建议兼顾考虑两种调度方式#并以两者的均值作为

附属电站能量指标(

"QK!防洪与兴利的结合

防洪和兴利的结合方式有三种!

!

防洪库容与兴

利库容完全结合/

"

防洪库容与兴利库容部分结合/

#

防洪库容与兴利库容完全不结合( 从节约工程投资

的角度尽可能地让防洪与兴利结合( 根据水库的来水

及需水过程#在不设置防洪限制水位的情况下#以满足

需求而确定的正常蓄水位为基础#在设计保证率下如

后汛期"汛限时段外$主要蓄水期保证供水后能蓄满#

水库应采取防洪与兴利完全结合的方式/如保证供水

后仍有多余水量#但不能蓄满#水库应采取防洪与兴利

部分结合的方式/如保证供水后无多余水量或保证不

了供水需求#水库应采取防洪与兴利完全不结合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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