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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隧洞建设对区域水资源优化的影响
吴小静

!新疆伊犁河流域开发建设管理局"新疆 乌鲁木齐"PQ&&&&$

!摘"要""随着人口不断攀升及工商业的发展"区域用水需求量逐年增加"使得水资源短缺问题日显严重"水工隧

洞成为目前区域性水资源嫁接渠道"日益成为研究焦点& 本文首先利用灰色系统之灰关联分析法!,><L><C=:2./=C

=/=CL?2?$评估区域水资源优化"以得知水工隧洞建设的影响值#另以灰色系统之,J!!" >$模型对水工隧洞建设的

影响值进行模拟预测#最后对实际值与模拟预测值进行相对残差值评析"并进一步提出一种预测效能最优的分析

方法&

!关键词""灰关联分析法!,><L><C=:2./=C=/=CL?2?$#,J!!">$模型#水工隧洞建设影响值#区域水资源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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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工隧洞是水利水电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

业内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随着一批新的重大水利

水电工程特别是调水工程的陆续实施"水工隧洞技

术不断更新和发展"隧洞的埋深)长度和建设难度不

断增加"特别是穿越山脉)河流)海峡等自然障碍的

长隧洞已逐步成为水利水电工程的难点和重点& 以

灰色系统之 ,J#!" >%模型对水工隧洞建设影响值

进行模拟预测"最后对实际值与模拟预测值进行相

对残差值的评析"以评估模型来预测效能& 以通过

此灰色系统了解水工隧洞建设对区域水资源优化影

响的研究"进而减少国内区域严重缺水和用水调度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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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和相关文献研究

#$!"背景分析

根据国家水安全创新工程总体安排"科技部会同

有关部门及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主管部门制

定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水资源高效开发利用+重点

专项实施方案& 本专项紧密围绕水资源安全供给的科

技需求"重点开展综合节水)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

水资源优化配置)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与安全运行)江河

治理与水沙调控)水资源精细化管理等方面科学技术

研究"促进科技成果应用"培育和发展水安全产业"形

成重点区域水资源安全供给系统性技术解决方案及配

套技术装备"形成 %& 亿B

Q 的水资源&

#$#"文献研究

吴泽宁)索丽生结合我国水资源问题"阐述了水资

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对国内外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研究

进展做了评述"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水资源优化配

置研究成果的特点进行归纳& 在此基础上"指出水质

水量联合优化配置和水资源优化配置效果评价的理

论)模型和方法"以及 QH 技术和新优化算法在水资源

优化配置中的应用"是水资源优化配置研究的重要

领域&

,&灰色系统模型'''灰关联分析法(NO

$$) !% 模型

""灰关联分析源自灰色系统理论"具有少数据及多

因素分析特性"而灰关联分析是针对一群离散序列数

据"找出其中一序列对其他序列的关联性"根据灰色理

论定义"灰关联度实际上是表示两个序列间相关程度"

因此"利用离散的测度方式计算距离量度"此测度称为

*灰关联度+"并藉由其序列间的灰关联度数值大小

#重要性%加以排序"以获得重要讯息& 进行灰关联分

析"建立序列的可比性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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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灰色关联度%

""依上"求灰关联度时"传统的方式必须先求出灰色

关联系数& 求出灰关联度后"将结果加以排列"称为灰

色关联序列&

在灰关联系数中"辨识系数的功能主要是作背景

值和待测物之间的对比"数值的大小可以根据实际的

需要做适当调整& 一般而言"辨识系数的数值均取为

&$%"但是为了加大结果的差异性"可以依实际需要做

调整& 由实际的数学证明中得知"辨识系数数值的改

变只会变化相对数值的大小"不会影响灰关联度的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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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式"整体性灰关联度中"由于每一个序列均可

以成为标准序列"因此在求出所有的灰关联度后"可以

用特征值方式#<20</TE<@:.>B<:;.A%加以排序&

0$无因次性#+.>B=C2M=:2./%!不论因子的测定为

何"必须经过处理成无因次性&

C$等级性#H@=C2/0%!各序列均属于同等级#6>A<>%&

1$同极性#a.C=>2M=:2./%!序列中的因子描述应为

同方向&

,J #!" >% 模型序列 E

!

#F%" E

#

#F%" E

Q

#F%"3"

E

>

#F% 中" 假设 E

!

#F% 是系统行为的主行因子" 而

E

#

#F%" E

Q

#F%"3" E

>

#F% 为影响主行为的因子"称为

次行因子"则可利用,J #!" >% 模型做分析& 在本研

究中将水工隧洞建设影响值#]6))b6))HH 放流浓

度%当成主行因子"而将区域水资源优化背景数据如政

府调控)财政支持率#Z%)区域性质#bJ)% 当成次行

因子&

F&实证模型建立与分析

($!"区域水工隧洞条件决定优先推动水资源

优化

""在标准序列 E

&

# O%上"是区域水工隧洞政策调控

,"!,



条件表示$在比较序列 E

1

#O%上"是区域水工隧洞财政

条件表示& 因此"在条件处理方面也可分为区域水工

隧洞决策处理和区域水工隧洞施工处理& 应用灰关联

计算得出结果值!灰关联度越大#接近 !%"表示区域水

工隧洞开工条件较佳时"其区域水资源调控和利用的

潜力强$当灰关联度越小#接近 &%"表示区域水工隧洞

开工条件较差时"显示的是区域水资源调控和利用的

潜力弱&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区域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要以政府政策调控条件和财政支持条件为主导下进行

灰关联排序来完成&

($#"水资源优化评析

依据第 ($! 节的灰关联分析决定优先推动区域性

地区水资源优化"研究结果显示!在区域水资源调控和

利用的潜力为 *区域水资源优化时"此标准序列 E

&

#F%都是固定的区域"其水资源优化水质为 ]6)c

RB0UV)b6)c!#B0UV) HH cQ$!B0UV$在比较序列

E

1

#F%上"基于最具区域水资源调控和利用的潜力"依

序为城市用水和农业用水"其灰关联度值都为 &$%PR("

反之"而最不具区域水资源调控和利用的潜力"依序为

工业补给水及工艺与产品用水"其灰关联度值都为

&$(#("见下表& 就现阶段来看"区域水资源优化的用

水用途中"以城市供水最普遍&

中 国 区 域 水 资 源 优 化 用 水 分 类 之

灰 关 联 度( 灰 关 联 序 表

排序

结果
用水项目

]6)

U#B0UV%

b6)

U#B0UV%

HH

U#B0UV%

灰关联度

UZ

! 城市用水 Q& !&& Q& &$%PR(

! 农业用水 Q& !&& Q& &$%PR(

# 工业补给水 !& R& Q& &$(#(

# 工艺与产品用水 !& R& Q& &$(#(

($Q",J#!" >%模型对区域水资源优化的影响

对水工隧洞建设影响值进行模拟预测" 由

,J#!" >% 建模解出系数dJ

1

d"对将来具区域水资源调

控和利用潜力的显著影响因子"模型中参数主要受dJ

Q

d财政支持率#Z%影响较为显著"再依序为dJ

(

d区域特

性#bJ)%)dJ

#

d政府政策调控&

与相关研究 J*a\比较" 以建模 数据 集作

,J#!" >%预测模式"得知现有区域水资源调控和利用

潜力]6))b6))HH对水工隧洞建设影响值的预测值"

建模值 J*a\差异最小为 HH)差异最大为 ]6)"建模

值J*a\介于 PZ [!!Z间"误差不大& 就建模值

J*a\而言"本研究与#何宪等"#&!%%建模值 J*a\介

于 QRZ [(#Z间)#a=2<:=C$" #&&%%建模值 J*a\介

于 Q#Z [SSZ间)#蔡嘉等"#&!Q%建模值 J*a\介于

P'Z [!#!Z间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本研究的建模值

J*a\皆低于三位学者的研究结果"与蔡嘉的建模值

J*a\结果差异最大&

,J #!" >% 模式的测试数据集"得知将来具区域

水资源调控和利用潜力 ]6))b6))HH 的水工隧洞建

设影响值的预测值"其测试值J*a\差异最小为]6))

差异最大为 b6)"测试值 J*a\介于 !&Z [(SZ间&

就测试值J*a\而言"本研究与#何宪等"#&!%%测试值

J*a\介于 (!Z [!''Z间)#a=2<:=C$" #&&%%测试值

J*a\介于 ''Z [!#QZ间)#蔡嘉等"#&!Q%测试值

J*a\介于 (RZ [!%QZ间的研究结果比较"本研究的

建模值J*a\皆低于三位学者的研究结果"与 a=2<:

=C$的预测结果差异最大"因此"本研究测试值 J*a\

可算误差不大"唯一例外的是何宪的 b6)测试值

J*a\为 (!Z"其研究结果优于本研究 b6)测试值

J*a\为 (SZ& 因此"就整体预测效果显示"给予最佳

预测效果分析法"以灰关联法排序 ,J #!">%的预测

结果确实优于三位学者的研究预测模式&

G&结论与建议

本文论述的水工隧洞建设对水资源优化的影响目

前还处于探索阶段"需要对水工隧洞概念和内涵进行

进一步的研究& 首先利用灰色系统的灰关联分析法评

估出最具区域水资源调控和利用潜力的水工隧洞建设

影响值"再与我国区域水资源优化的标准值进行灰关

联排序比较& 另以灰色系统 ,J#!"+%模型对于区域

水资源优化下的水工隧洞建设影响值进行预测"建立

起隧洞建设区域与调水区域的配置模型是合理的"且

优化配置结果可行"对同类行业具有一定的参考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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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大数据应用平台结构图

根据前文标准提出的各项数据进行水生态评价时"测

量搜集这些数据成为水生态恢复评价的基础"因此水

利大数据的作用逐渐在此突显出来& 大数据因其囊括

的大量且关系复杂的数据网络"可以客观地描述水生

态环境的动态演化模式"因此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水

生态环境的发展规律"为水生态恢复评价做出某一时

刻的参照&

利用水利大数据庞大数据源的同时"结合水利大

数据的数据挖掘技术对众多评价指标进行影响分析"

排除干扰"增加数据资源的可用性和有效性"使最终的

评价更为可靠&

F&结&语

水生态恢复评价是水生态恢复工程的重要环节"

其准确)有效的评价对水生态恢复工程的开展有着至

关重要的意义& 水利信息化作为水利行业的发展大趋

势"将其应用于水生态恢复评价中可以使评价的动态

性)准确性以及有效性都有所提高"对水生态恢复评价

工作的开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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