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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水库枢纽工程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
及其洪水调节计算研究

张利君
!绥中县西甸子水利服务站" 辽宁 绥中!"JLJ###

!摘!要"!本文针对六股河流域的青山水库枢纽工程历年洪水洪量等实际情况"对 J#J# 年水资源供需平衡进行

预测"通过采用典型年法对地区洪水进行调节"分析了不同频率下的洪水洪量调节效果"并对青山水库的水位$洪

量$洪峰情况提出了合理性分析"指导六股河流域地区及其洪水多发区防洪枢纽工程设计和施工%

!关键词"!枢纽工程& 水资源& 供需平衡& 洪水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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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问题不仅关系到地区经济和社会稳定#还关

系到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减少水土流失和污染浪费#并

逐渐成为制约地区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J̀,

' 因此#

积极深入研究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和计算洪水调节

调配管理#合理利用洪水洪量极为必要'

目前#针对水资源供需平衡及其供水调节的研究

主要包括!公臣+I,基于临沂市浚河三和水库工程进行

推演演算#对频率 Eb"M)EbJM情况下进行洪水调

节#为三和水库的洪水调整提供了借鉴-韩吉旭+E,分析

了李金水库的洪水洪峰变化规律#通过流量计计算了

洪水洪量值#并确定了调节结果#为除险加固工程建设

提供理论支撑和数据支持-胡应权+L,介绍了乌江梯级

思林)沙沱电站具有大区间日调节水库的特征#分析出

开展调度工作的原因#阐述了洪水调度的制约因素#强

调洪量预报法在快速决策中的作用#并进行了应用分

析及实例验证-蒋涛+H,计算了不同方案下的头屯河水

库除险加固设计成果#确定了洪水调整成果#得出了设

计水位与校核水位等' 此外# 雷武奎)程富)刘森+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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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G,

)罗骏燕+K,

)秦守田等+"#,也对该问题进行了研

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但是#以往的研究中在水资源供需平衡以及洪水

调节方面仍存在较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因此#针对六股

河流域青山水库枢纽工程进行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及

其洪水调节分析#展开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对地区水环

境的调配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流域水资源概况

"D"!流域概况

六股河干流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IIEF#DF 万 <

I

#工

农业回归水 ELHDF 万 <

I

#可利用水量 IIKJFDE 万 <

I

#

设计水平年需水量为 KJJKD# 万<

I

#多年平均供水量为

"HKFHDG 万<

I

"平山水源工程多年平均从六股河流域

取水 JH"#DJ 万 <

I

$#多年平均缺水 ILFDE 万 <

I

#多年

平均蒸发渗漏损失为 JHI"DJ 万<

I

'

六股河流域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LEIEHDE 万 <

I

#回

归水量为 LHIDG 万 <

I

#多年平均可利用水量 LEK"#DJ

万<

I

#设计水平年地表水总需水量为 "I#KJD# 万 <

I

#

多年平均供水量为 "KLKHDF 万 <

I

"其中!平山水源工

程多年平均从六股河流域取水 JH"#DJ万<

I

$#大中型水

库蒸发渗漏损失为 II#"DJ万<

I

#流域内缺水LJKDK万<

I

#

多年平均入海水量为 IEJ"KDL 万 <

I

#J#J# 年设计水平

年六股河流域地表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为 EJD"IM'

"DJ!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成果

青山水库建成后#六股河流域设计水平年 J#J# 年

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成果见表 "'

表 $& #(#( 年六股河流域水资源供需平衡成果表 单位! 万<

I

分!!区

需!水!量 供!水!量

平山

调水
人畜

工业及

生活
农业 小计

利用

区间水

水 库 供

直供 补水
小计

水库

损失

平 衡 结 果

余水
缺!水

山区 干流

马道子水库以上 I"D# "#LD# "IHD# KEDJ KEDJ GJEDI IEDG

马道子(平山 IFG"DE FHKD# EEFD# "LHFD# HLHEDE EKFGDH "GDF "ILGDH HILLDK G"DH "LIKEDL HLDJ

平山(青山 EHD# "IEDH "G#DH "G#DH# H"FKDJ JE#"DF GFH"DL# JLEKDH GHHFDJ #DE

青山(高家岭 HD# "LHD# "HJD# LHDE LHDE GFKGD#

高家岭(半拉山 "ILD# KED# LLKD# FGGD# LG#DE LG#DE "JHL"DE "E"DL

半拉山(绥中 "LKD# HFD# GELD# "#F"D# GJIDJ GJIDJ JH#GJDJ ""LDL

绥中(河口 IJFD# IJFD# I#LDJ I#LDJ IJ#"JDI

八一水库以上 "GED# HGD# EKFD# FEKD# HKJDH HKJDH FKKKD" JIDI

八一水库以下 "#GD# "HD# E"FD# LE"D# EGJDE EGJDE "#KHKDG "K ""DG

龙屯水库以上 "JF IL I#J EHED# EEEDE EEEDE EJHEDL

龙屯水库以下 J#I "EGJ HHE JIEKD# ""FHDF "FGDI FFGDK J"IIDK HF#D# LLGKDF ""GDE

合计 IFG"DE "FHG JIEIDH LEIK "IIIJD# KG"EDF HIFHDJ ELIKDJ J#FI#D" II#"DJ IJ#"JDI L"GD" ""DG

#&地区防洪标准

根据%辽宁省葫芦岛市六股河流域规划报告&#青

山水库建成后将绥中县城防洪标准由 I# 年一遇提高

到 L# 年一遇#青山水库以下两岸农田防洪标准由 "#

年一遇提高到 J# 年一遇+"",

' 根据六股河流域地区防

洪要求)堤防防洪标准及安全泄量#青山水库控制运用

条件为!

0D绥中县城防洪标准为 L# 年一遇#安全泄量为

GF##<

I

N;'

DD青山水库以下六股河两岸农田防洪标准为 J#

年一遇#安全泄量为 L#J#<

I

N;'

,&地区洪水调节计算

ID"!洪水调节流量成果计算

六股河流域设计洪水地区组成采用典型年法#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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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典型的选择考虑了以下两种情况!

"

暴雨中心在青

山水库以上#有 "KFF 年)"KKG 年 J 个典型年-

#

暴雨中

心在青山水库以下区间#有 "KHE 年 F 月)"KHE 年 G 月)

"KHK 年)"KFL 年 E 个典型年' 采用上述 H 个典型洪水

成果#按水库控制运用条件及青山水库防洪调度运用

方式#对不同正常蓄水位方案进行地区洪水调节计

算+"J,

' 经计算!频率 EbLM时#水库水位 GHDHG<#相

应库容 IDLH 亿<

I

-频率EbJM时#水库防洪高水位为

GFDKJ<#相应库容 IDKE 亿 <

I

' 六股河绥中站控制断

面的组合流量见表 J'

表 #&六股河绥中站洪水组合流量成果表

频率NM

青山水库演进流量N

"<

I

N;$

青龙绥区间遭遇流量N

"<

I

N;$

龙屯水库放流N

"<

I

N;$

绥中站组合流量N

"<

I

N;$

安全泄量N

"<

I

N;$

绥中站天然流量N

"<

I

N;$

J# "GGH HHL JLL" JFEJ

"# IJKJ """# EE#J ELGG

L ""I# IKG# L""# L#J# HHEJ

J I#"F EF"# KGJ GF#K GF## KLJG

" I#EF HKH# GLE "#GH" ""G#I

IDJ!枢纽洪水调节成果

采用地区洪水调节计算确定的水库调度运行规

则#分别进行各正常蓄水位方案的水库枢纽洪水调节

计算' 不同正常蓄水位方案洪水条件计算成果见

表 I'

表 ,&水库枢纽洪水调节计算成果表

正常蓄

水位N<

频率N

M

最大洪峰N

"<

I

N;$

最大泄量N

"<

I

N;$

最高水位N

<

最大库容N

""#

H

<

I

$

GLDF

J# "IG# "IG# GLDF# IJK

"# JHK# JHF# GHDEG IL"

L EJL# IIL# GHDHG ILH

J HLF# E"JF GFDKJ IKE

" GEL# EHKJ GKD"E EII

#DJ "I"## H"IE K"DG# LJE

#D#J J#"## GIIL KLDE# HH"

!!通过表 I 可知!在正常蓄水位为 GLDF<时#分别就

频率为 J#M)"#M)LM)JM)"M)#DJM和 #D#JM对青

山水库枢纽洪水进行调节#随着频率的逐渐减小#最大

洪峰值逐渐增大的同时最大泄量也在逐渐增大#与此

相应的最大水位也在逐渐增大#三者之间成正相关关

系' 但是#最大洪峰)最大泄量和最高水位没有统一的

本构关系' 根据统计结果#计算出不同频率下的最大

库容量'

图 $&青山水库$!WGX%洪水调节过程线

图 #&青山水库$!W#X%洪水调节过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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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青山水库$!W(%#X%洪水调节过程线

图 .&青山水库$!W(%(#X%洪水调节过程线

根据近些年洪量实际情况#绘制了 EbLM)Eb

JM)Eb#DJM)Eb#D#JM的水库洪水调节过程示意

图#如图 " P图 E 所示' 根据青山水库枢纽洪水调节计

算成果#水库 L## 年一遇设计洪水位为 K"DG#<#相应

库容 LDJE 亿 <

I

-水库 L### 年一遇校核水位为

KLDE#<#相应库容 HDH" 亿 <

I

' 洪水设计水位校核变

化为 IDKIM#库容变化为 JHD"M#可见频率对洪水调

节成果至关重要'

.&结&语

洪水发生频率高)破坏性大#不仅严重威胁人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而且极易造成水土流失)水资源污染等

恶劣问题#极大地影响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本文针对六股河流域的青山水库枢纽工程历年洪水洪

量等实际情况#预测了六股河流域设计水平年 J#J# 年

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成果#为该流域的洪水设计提供

数据支撑-此外#通过采用典型年法对地区洪水进行调

节#对不同频率 J#M) "#M) LM) JM) "M) #DJM和

#D#JM作用下的洪水洪量进行调节#对青山水库的水

位)洪量)洪峰情况进行了合理性调整#为六股河流域

地区的洪水调节提供借鉴#同时研究成果可为洪水多

发区洪水设计和措施调整提供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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