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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对环境污染越来越重视，很多国家都加紧潮汐能发电的研发。 通过对国内外潮汐能研究现状的梳理，基于我
国潮汐能研究和开发现状，认为我国潮汐能发电的技术动力不足，政策支持力度不够，一方面需要促进国内外合作，实现
技术突破；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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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在全球范围内的污染越来越严重，传统能源
的劣势越加凸显，而以环保著称的诸多新能源其优势
地位也凸显出来。 同时，在过去的一百年，人类对于以
黑色能源为主的传统能源的采掘与消耗已经接近枯

竭，寻找替代性能源已经成为人类发展未来的重要主
题。 我们所处的地球是一个蓝色海洋的星球，海洋是
人类发展的重要未来，海洋所提供的能源更是我们人
类未来能源的重要选项，其中海洋潮汐所承载的能源
就是一个持续环保的无尽能源。 因此，从新能源、替代
能源和人类发展未来等多个角度看，我们应该高度重
视潮汐能的开发与应用。

１　潮汐能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1．1　国外研究现状

查阅美国 ＥＩ收录文献，以“ ｔｉｄ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为题名或
关键词的文献有 ４ ８００ 多篇，从 １９６９ 持续到 ２０１９ 年，
每年都有新的文献被收录。 １９６９ 年收录的文献只有 ７
篇，例如查理尔等［１ －５］ ，查理尔的两篇文章直接论述到
潮汐能的应用与开发，从 １９７０ 年开始每年收录文献逐
年增加，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收录文献每年都 ２００
篇以上，一些年份接近 ４００ 篇之多。 而最新收录文献
年份已经到了２０１９年，例如，马丁等人在枟可再生能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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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枠发表的文章［６］ ，该文提出了一种用于研究屈曲膜
潮汐能转换器性能的解析线性模型。 可见国外对于潮
汐能的研究，时间上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学术上已
经形成潮汐能研究学术圈。
从实践应用看，英国是目前潮汐能技术研究较为

先进的国家。 美国、法国、挪威、爱尔兰等海洋资源丰
富的国家的潮汐能利用技术水平相对较高。 其学术研
究也相对完善，研究的角度多有不同，大多集中于潮汐
能开发的专业技术、潮汐能开发之于环境的意义、潮汐
能开发的安全性等方面，列举代表性学者的论述和观
点如下：弗洛克等人［７］

认为，要提高潮汐能的应用开
发，关键就要提高和改善潮汐涡轮机技术，而这一技术
并没有成熟起来；同时由于安装、维护、电力传输、负载
条件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潮流水轮机的研发与应用
也很迟缓。 约翰斯通等人［８］

也认为影响潮汐能发电

技术研发的影响因子是多方面，包括：发电成本、发电
厂对需求的响应、资源供应安全性、环境影响和执行风
险。 也有学者从潮汐能开发的可行性分析入手，分析
潮汐能发电的利弊，例如埃利诺．丹尼［９］

从经济学的

角度对比了煤炭发电与潮汐发电的成本，认为潮汐能
发电是不经济的。 而帕特里克［１０］

对北爱尔兰安装的

世界上第一个潮汐能转换器附近的 ２个村的 ２７１ 名居
民进行的问卷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大多居民是肯定潮
汐能存在价值的，当然这些价值可能把环境价值考虑
了进去。 穆西尔［１１］

从清洁能源的角度审视，认为海洋
能源资源是全球范围内的，没有一个单一的能源将能
够独立实现节能减排，清洁能源应该同时发展，以期达

到未来减排目标。
在具体探讨国别潮汐能开发与应用时，一些国家

的学者进行多角度探讨。 例如，格拉贝［１２］
等人在探讨

挪威潮汐能开发应用时，认为挪威潮汐能发电在地理
位置、海洋条件都很优越，未来，挪威可能会成为电力
的主要输出国；绵延的海岸线，众多的海湾、岛屿使得
挪威的潮汐能流量巨大；由于潮汐和潮汐相位在地理
位置上的滞后，亦缓解了潮汐能本身的间歇特性，有利
于合理地分配潮汐能负荷时间。 又如，费兰［１３］

认为在

美国东北部的缅因州地区潮汐能的开发潜力巨大，能
够发展形成潮汐工业产业，从而进行集群发展，这样的
产业集群会对缅因州产生广泛的效益。 再如，哈斯和
凯文

［１４］
认为美国具有广泛的潮汐能开发潜力，应该建

构起一个美国潮汐流能源数据库和潮汐流能地理信息

系统工具，着力推进潮汐能转换技术研发。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国外关于潮汐能研究的持续

时间长、涉及领域广泛，技术相对成熟，总体而言，英国
和美国的潮汐能研究则更为成熟，相关文献数量庞大。

1．2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关于潮汐能发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福建省、

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市、山东省这些东部沿海省份。

基本上在对潮汐能的技术开发、发展前景、资源利用等

方面，而对环渤海地区的潮汐能的研究较少。

从发展前景方面看，主要有以下研究观点：郭成

涛
［１５］
认为，东南沿海地区亟需发展潮汐能。 戎晓

洪
［１６］
认为，通过分析我国的能源现状，虽然潮汐能发

电有一定缺点，但是未来是最有潜力的发电方式之一；

在当前制约我国潮汐能的因素之一就是发电成本的问

题。 张发华［１７］
认为影响我国潮汐发电主要是电价成

本问题，可以通过综合开发，主要包括在周围发展交

通、养殖、旅游等来达到降低发电成本的目的。 王旭

冉、李国栋、鲁笑笑［１８］
认为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潮汐

能技术，包括新型的潮汐发电装置、水下潮汐电站等，

从而达到经济性目的。 邹健健、赵丽萍［１９］
对潮汐能发

电电价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可以优先考虑年发电量

指标较大的方案，再通过其他经济因素，以达到最大经

济性。 张勇、崔蓓蓓、邱宇晨［２０］
认为我国潮汐能源开

发潜力巨大，但是发展速度相对较慢，认为应该从政策

角度加快我国潮汐能的发展。 赵霞、谭思明、姜静［２１］

则从潮汐能技术专利角度提出发展潮汐能的对策建

议，认为技术突破是关键。 石洪源、郭佩芳［２２］
认为，从

我国的地理位置优势、资源优势、技术优势等方面探讨

了潮汐能开发的可行性。 武贺、王鑫、李守宏［２３］
研究

了我国现存的潮汐能电站，分析了我国目前总体状况，

他们认为我国潮汐能在发电技术上、对生态环境的影

响上存在诸多弊端。 刘邦凡、王燕等人对包括潮汐能

在内的海洋能源开发与应用也进行多角度多方面的

研究
［２４ －２７］ 。

从专业技术角度看，主要有以下观点：刘业凤、赵

奎文
［２８］
研究了利用潮汐能代替用电力驱动的水泵来

发电，再利用太阳能和潮汐能进行蒸馏的技术，从而大
大降低了系统的成本，主要是对潮汐能发电。 王勇、于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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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英、贾旭、刘桓龙［２９］
研究了来流速度对潮汐能发电

叶片工作效率的影响，通过一系列的研究确定了适合
该发电装备的来流速度。 通过仿真模拟，确定了最佳
流速。 张俊彪、缪斌、许雪峰、杨万康、张峰、潘冲、施伟

勇
［３０］
首次提出了新式的潮汐能开发方式，潮汐能的全

新开发方式可能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王逸飞［３１］ 、凌长
明

［３２］
提出了一种用潮汐能的聚集能直接产生高压海

水，通过反渗透膜进行海水淡化的新方法，这个方法具
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赵帅帅、陈成军、洪军、董志强［３３］

设计了一种新型的利用潮汐能发电的偏心叶片式潮汐

能发电装置，通过一系列的测试，得出结果，表明：来流

速度为 ５ ｍ／ｓ时，功率系数是最大的。

总体而言，尽管国内外潮汐能研究的角度多有不

同、技术各有突破，较之国外，我国还是存在较大差距，
尤其是潮汐能发电技术研究方面，我国还处于起步
阶段。

２　我国潮汐能 Ｒ＆Ｄ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潮汐能资源丰富的国家之一，主要

用于发电。 我国的潮汐能电站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
区。 比如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几个沿海省份，其中

福建省的潮汐能资源最为丰富，这主要取决于其海岸

线绵长、海底地势等自然条件。 表 １ 是我国部分潮汐

能发电站的基本情况。
表 1　中国部分潮汐发电站的现状

名称 所在地 装机容量／ｋＷ 总发电量／（亿Ｗ· ｈ－１） 发电方式 平均潮差／ｍ
江厦潮汐电站 浙江 ３ ０００ r１００ 览单库双向 ５  ．０８

幸福洋潮汐发电站 福建 １ ２８０ r３１ |．５ 单向退潮式 ４  ．５４

白沙口潮汐电站 山东 ４０ ０００ 墘１ O．０３ 单库单项 ２  ．５

海山潮汐电站 浙江 １５０ L３ e．１ 双库单向 －

岳浦潮汐电站 浙江 － ０  ．００３ １ 单库单向 ３  ．６

浏河潮汐发电站 江苏 １５０ L０  ．００２ ５ 双向发电 －

注：资料收集来源中国知网［２２，３４ －３５］ 。

　　１）福建省潮汐能 Ｒ＆Ｄ现状。 福建省位于东南沿

海地区，从其资源状况来看，石油、天然气、煤等资源贫

瘠，利用的可能性基本为 ０，又鉴于这些能源的污染程

度比较大，不具有发展潜力。 就其风能来说，位于沿

海，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季节性，秋冬季节

风能资源丰富，因此，发展风能不具有稳定性。 而福建

省的潮汐能开发，自然条件比较丰富，地处东南沿海，

海岸线绵长，海湾众多，潮差大，不受季节、地形等条件

的限制；有较好的发展基础，福建省已经建立了多个潮

汐电站；福建省经济发展程度高，有足够的财力来开发

潮汐能源；福建省一些地市政府已经制定了大力推进

潮汐能源开发的政策，国家也正在大力倡导清洁能源

的使用，政策支持上具有优势；经济实力雄厚，Ｒ＆Ｄ经
费能够得到保障，技术创新和应用没有问题。

福建省潮汐资源丰富，我国大部分的潮汐能电站

分布在此，利用潮汐能发电，不仅解决了福建省缺少煤

与油的状况，也保护了环境，节约了资源，给福建省创

造了巨大的收益；在建立潮汐电站的同时，也推进了当

地的养殖、围涂、旅游、交通运输的齐动发展。

２）浙江省潮汐能 Ｒ＆Ｄ 现状。 浙江省海域广阔，

是潮汐能资源最为丰富、开发利用最早、成效最好的省

份之一。 我国最大潮汐电站———江厦潮汐电站就在浙

江省温岭市。 从浙江省潮汐能源开发条件来看，经济、

与自然方面，与福建省差不多。 浙江省的经济总量在

我国省市排名第四位，强有力的经济实力为发展潮汐

能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其经济实力对技术的引进

以及发展都具有良好的带动作用。 因此，浙江省发展

潮汐能的条件和潜力都是充足的。 潮汐能开发的同时

给浙江省的渔业、水产养殖、交通、旅游等都带来了巨

大的经济效益。 但是，它本身存在着投资高、收益较低

的弊端，给海岸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在一定程

度上破坏水生物的生存环境，导致泥沙淤积。 例如，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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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的岳浦潮汐能电站 １０ 年库内淤高 １５ ～３０ ｃｍ。
３）上海潮汐能 Ｒ＆Ｄ现状。 上海市是属于长江三

角洲的地带，海岸线较长，利用潮汐能发电，具有优越

的地理优势。 上海市位于长江口的北支，从潮差来讲，

要比浙江省、福建省小，发展潮汐能的资源相对较弱。

３条港最大潮差为 ５．９５ ｍ，平均潮差为 ３．０４ ｍ。 理论
统计，长江口北支潮汐能总装机容量为７０ 万 ｋＷ，年发

电量可达 ２３亿 ｋＷ· ｈ，具有较好的开发利用前景。

４）江苏省潮汐能 Ｒ＆Ｄ 现状。 江苏省同样位于我

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地理位置相对于浙江、福建省份来

说，比较靠北，与山东省南北相接，江苏省的潮汐能开

发条件、经济基础、技术条件上来说，要比浙江、福建省

弱，但相对于其他能源的开发，其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从自然条件来看，江苏省的海岸线较长，具备开发条

件；但是其多数为沙滩或者浅滩，给建立潮汐电站带来

困难；其次，就是江苏省的传统能源比较少，比如，煤、

石油、天然气等资源，需要开发新能源带动生产生活；

江苏省还没有建设起潮汐能发电站，在政策、资金、技

术创新等方面有待大力提升。

５）山东省潮汐能 Ｒ＆Ｄ 现状。 山东省位于东部沿

海地区，被渤海和黄海环绕。 山东省沿海地区的海岸

线曲折、具有有利的条件来开发潮汐能；从经济基础上

来说，山东省是我国的经济大省之一，全国经济总量排

名第二，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从技术条件上来看，中国

海洋大学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到目前为止，研究利用潮

汐能发电的项目，中国海洋大学是研究主体之一，因

此，具有有利的研发条件和培养专业人才的优势。 但

是，其弊端主要在于：山东省的潮汐能开发程度并不

高，目前，也就只有乳山口潮汐电站的利用程度比较

好。 其主要原因还是山东省主要的发电方式是煤、石

油等传统方式，据统计，山东省利用煤发电占比达到

９０％以上。 正是煤和石油这些资源的供给充足，所以

开发潮汐能的动力不足。

到目前为止，山东省潮汐能发电站也有了一定的

发展，在乳山口潮汐发电站带动了附近经济的发展，进

行滩涂养殖、水产养殖、海产品批发产业、海产品加工

业等相继发展起来，海上乐园、居民区、旅游度假村等

开始建设发展起来，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巨

大的收益。 但是与其他地区的状况相似，在创造巨大

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破坏。 所以在平衡生

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两者的利弊，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和实践。

３　我国潮汐能发电的发展瓶颈

目前，我国潮汐能电站的发展还处于萌芽阶段。

尽管我国正在倡导利用新能源发电，但总体看我国潮

汐能发电的技术、政策、动力等多方面都显不足。 我国

潮汐能电站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能一蹴而就。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地理位置受限。 潮汐能发电站大多数采用的

是筑坝式发电站，对站址的要求较高、严格，沿海地区

能够建立发电站的站址不多，即使像浙江省、江苏省、

山东省、环渤海等潮汐能源比较丰富的省份或地区，真

正符合建造潮汐电站的站址也并不多，这就客观上限

制了我国潮汐能发电站的建设。

２）技术发展不成熟。 对于潮汐能发电技术，不论

是筑坝式发电技术，还是潮汐能流发电技术，在我国都

不够成熟，比较于一些欧洲国家，在一些核心技术、高

级设备方面有很大的差距，这就导致电站建设和运行

成本都很高，严重制约了我国潮汐能发电技术的进一

步发展。

３）发电成本较高。 潮汐发电的成本比起煤、石油

发电的成本要高。 比如，江夏潮汐发电站，不但初期的

建造成本较大，而且在运行过程中，由于潮汐发电的不

连续性和波动性，发电机组的利用率不高，输出功率变

化比较大。 这两方面导致了潮汐能发电的成本高于火

力发电。 另外，潮汐能发电设备在海水中长时间浸泡，

造成了一些水生物附着在表面，或者浸泡引起的生锈，

需要隔几年进行一次清理，工作起来比较复杂、麻烦、

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较多，这同样造成发电成

本增高。 目前江厦的上网电价是 ２．５８ 元／（ｋＷ· ｈ），
比其他发电的电价高出很多。

４）破坏了生态环境，影响海湾水动力。 长期在海

岸建造水电站，破坏了其原有的海洋生态系统，使得沿

海岸的海洋生物无法生存，严重的话会引起海洋生态

系统的不稳定，并且还会改变原有的海水的流动。 每

个国家目前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英国、法国、加拿大等

国家的电站开发规划和涉及论证长达几十年。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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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海下设备原材料差。 长期在水下运行的机械

设备，长期遭受海水腐蚀，会在表面生锈、附着海生物，

必须进行定期清理，这样会导致运行成本增加。 据了

解，上世纪 ５０年代后期，我国在东南沿海兴建了 ４０ 余

座小型潮汐发电站或动力站。 由于没有科学研究及正

规的勘测设计，不少站址选择不当，加之设备简陋、海

水腐蚀等问题，多数电站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就废

弃了
［３６］ 。

６）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大。 由于建造潮汐发电站

的占用面积、围垦面积比较大，如若与其他港口、码头

等建设项目冲突的话，政府会更多的选择建造其他项

目，主要是由于潮汐电站的收益较其他项目要低。

４　推进我国发展潮汐能发电建设的突
破口

　　进一步推进我国潮汐能发电的经济效益、生态效

益和社会效益，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突破。

１）技术方面。 促进国内外合作，实现技术上的突

破。 我国潮汐能发电站的开发技术虽然有所发展，但
是与国外的核心开发技术相差较大，我国首先要大力

发展潮汐电站的开发技术
［３７］ 。 目前，我国大多采用的

是筑坝式、单双库等形式，这些形式不仅都对生态环境

产生一定不利影响，而且应用这些形式发电成本也比

较高。 而美国、英国、挪威等国家的潮汐发电站开发与

运行技术成熟而完备，初步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

益的双丰收。 英国是目前世界上潮汐发电技术最先进

的国家。 根据报道，２０１４ 年，英国在斯旺西海湾建造
了世界最大的泻湖潮汐发电站，年发电量可达

４２０ ｋＭＷ· ｈ，设计使用年限为 １２０ 年［３８］ 。 这不仅能

够解决英国的用电问题，还可以发展帆船等体育、旅

游、休闲娱乐项目，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

效益的多赢局面。 我国需要大力推进国际合作，与欧

洲国家、美国等国家进行多方面的合作，充分借鉴和吸

收他们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应用到我国潮汐发电

建设与运行中。 可喜的是，我国在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初，一
家公司成为了建造英国的潮汐能电站的第一个中国企

业。 这也是英国首个部分借助中国企业专业技能的基
础设施开发项目。 这为以后双方国家开展项目合作，

为我国实现潮汐能发电技术突破提供了机遇
［３９］ 。

在专业技术方面，要突破一些关键技术和核心技

术。 例如，要发明或更新具有防腐蚀性的潮汐电站海

下原材料，采用一些与海洋植物或者与海洋生物相适

应的原材料或防腐膜，这不仅可以省去定期的清理工

作，节省了人力、物力，减少发电成本，而且还可以减少

对海洋生物的影响。
２）政策方面。 政府应该制定专门的支持政策，进

一步优化政策环境。 我国利用潮汐能发电有较长的时

间，但是国家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大，比较于西方国家的

支持力度有很大差距，导致我国潮汐能发电成本高、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较低。 因此，对于我国潮汐能电

站建设与运行，政府应该在项目开发前、项目开发中、

项目开发后都给予相应的支持和优惠政策
［４０］ 。 在项

目开发前，主要是在潮汐电站的选址、可行性、技术操

作、硬件设施的引进上给予优先政策。 配备专门的专

家队伍对选址进行实地考察和衡量，并提供必要技术

指导。 对硬件设施的引进以及在引进国外的经验和技

术的时候，国家需要从经济上给一些补贴，或者免税政

策。 国家应出台一些保护性政策，在一些适宜建造潮

汐电站的地方，对建造潮汐电站提供必要的优先保
障

［４１］ 。 在电费管理方面，国家需要给予应用潮汐能电

一些优惠补贴，让潮汐能发电的电价与其他发电形式

的电价相一致。
总之，我国的潮汐能发电站的建设前景很好，但就

国情而言，需要克服的难题还有很多，仍需要不断在理

论研究上、在技术专利等方面进行突破。 通过在政策
上进一步推进，技术、理论上进一步研究、提高东部沿

海地区的潮汐能发电的效率和规模，使之在东部沿海

地区形成一个潮汐工业产业
［４２］ ，进行集群化发展，使

东部沿海地区对全国产生一个广泛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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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房沟水电站厂房开挖围岩破坏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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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杨房沟水电站地下厂房开挖区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围岩破坏效应控制是施工组织设计的关键。 通过现场观察与
测试，统计和分析了地下厂房应力分布特征、围岩破坏类型及破坏程度，建立了开挖区地应力与围岩破坏响应的联系，并
用 ３ＤＥＣ模拟了中导洞开挖过程中围岩变形、塑性区分布及主应力的分布特征，为围岩开挖稳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与技术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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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amage Effects of Surrounding Rock during
Powerhouse Excavation in Yangfanggou Hydropower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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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水电开发技术的日益成熟，水电站地下
厂房的开挖规模也越来越大，地下厂房的围岩稳定逐
渐成为施工设计方案成败的关键

［１ －２］ 。 目前，我国已
建成投产和正在兴建中的大中型水电站地下厂房中，
厂房跨度已达 ２５ ～３５ ｍ，高度已达 ７０ ～９０ ｍ［３］ ，且这
些地下厂房均处在较高的地应力环境下，开挖过程中
通常会出现突发大变形，片帮、块体滑落等非线性动力
破坏现象

［４ －６］ 。 雅砻江上的杨房沟水电站主副厂房的
设计跨度约为 ２７ ｍ，高度约为 ７５．５７ ｍ，所处地应力在
１０ ＭＰａ左右，属于中等地应力下的大型地下厂房洞室
群

［７］ 。 地下厂房洞室开挖及围岩的稳定是本工程施
工建设成功的关键，因此，加强对地下厂房开挖过程中

围岩的破坏响应分析，对施工期方案的制定和工程安
全稳定的开展有重大意义。
本文以杨房沟水电站地下厂房开挖为背景，通过

分析和统计开挖过程中洞室围岩的破坏形态和类型，
讨论了在不同围岩类型以及地应力状态下的洞室围岩

破坏特征，针对导洞的实际工程情况进行数值模拟研
究，较为全面的研究了中等地应力下围岩开挖破坏响
应，为施工设计和开挖支护方案提供参考。

１　工程背景
杨房沟水电站位于我国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

里县境内雅砻江中游河段，是该河段规划中的第六级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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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其上游为孟底沟水电站，下游是卡拉水电站。
水电枢纽主要由泄洪消能系统、拦河坝、左岸首部引水
发电系统组成。 其地下厂房布置于距进水口约 １５０ ｍ
左岸山体中，内设 ４ 台单机容量为 ３７５ ＭＷ的发电机
组，总装机容量为 １ ５００ ＭＷ，主副地下厂房洞室的开
挖尺寸为 ２２８．５ ｍ×２７ ｍ×７５．６ ｍ（长×宽×高），而
主变洞设置在主副厂房洞下游，与主副厂房洞平行布
置，洞室间净距约为 ４５ ｍ，主变洞的开挖尺寸为
２１０ ｍ×１８ ｍ×２２．３ ｍ（长×宽×高）。 主变洞下游
４２ ｍ处为尾水调压室。

左岸地下厂房开挖区地形较陡峻，岸坡坡度为
５５°～６５°，所处高程为 ２ ３９０ ～２ ４６０ ｍ，揭露的地层主
要表现为燕山期花岗闪长岩、新都桥组变质粉砂岩和
第四系地层，冲沟局部覆盖为第四系崩坡积层。 围岩
岩性主要为微风化花岗闪长岩，岩体较为坚硬，完整性
良好，弹性模量大，围岩类别以Ⅱ类和Ⅲ类为主，局部
有Ⅳ类围岩存在［８ －９］ 。 厂房开挖区节理比较发育，走
向以 Ｎ７０°～９０°Ｅ和 Ｎ１０°～３０°Ｅ 为主，主要构造为小
断层和节理。 开挖区域主要受地质构造应力场的影响
中等应力水平，图 １ 为杨房沟水电站枢纽布置情况。

图 1　杨房沟水电站枢纽布置

２　地下厂房开挖过程中围岩破坏形态
地下厂房开挖过程中围岩的破坏特征，主要受开

挖区内地应力以及岩体强度的影响。 结合杨房沟水电
站地下厂房开挖后破坏形态的统计，可以判断杨房沟
地下厂房洞室群开挖过程中，主要的围岩破坏类型包
括：片帮破坏、块体破坏和结构面－高应力组合型破坏
三种类型。
杨房沟水电站地下厂房洞室群出现围岩破坏的部

位如图 ２所示。 在通风兼安全洞、主变排风洞以及厂

房中导洞的开挖过程中，在局部位置均出现了片帮破
坏，且通风兼安全洞片帮破坏的程度要略强于主变排
风洞。 另外，通风兼安全洞片帮破坏出现在隧洞截面
上，主要分布在临江侧拱肩一带，与河谷地应力特征相
一致。

图 2　杨房沟水电站地下厂房围岩破坏部位
通风兼安全洞临江侧（西侧）拱肩一带的围岩应

力破坏的形态如图 ３ 所示。 从图 ３ 中可以看出，此处
的片帮破坏并非典型的应力型破坏，而是受到陡倾角
节理的影响，部分破坏边界受陡倾节理的影响，总体呈
现出结构面－高应力组合型的破坏形态。

图 3　通风兼安全洞临江侧拱肩围岩破坏特征
图 ４为主厂房中导洞临江侧（西侧）拱肩区域的

岩体局部出现的片帮破坏的现场照片。 这一类片帮破
坏在目前的主厂房中导洞开挖过程中，并没有呈现成
片、连续出现现象，而是局部地零星地出现。
另外，从现场巡视来看，洞室开挖后洞壁成型较为

良好，爆破半孔率较高，围岩局部偶有小块滑落。 统计
还显示，围岩的三种破坏形态中，片帮和块体滑落略多
于结构面－高应力组合破坏，位置也相对集中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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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主厂房中导洞型西侧局部出现的片帮破坏现象

３　开挖区地应力分布特征
杨房沟水电站的区域地应力特征可以根据实际地

应力分布图以及水压致裂法进行确定和分析。 厂区的
地应力测试成果显示，地应力大主应力（σ１）的方向为
ＮＷＷ 方向。 根据图 ２ 中各支洞的轴线方向可以看
出，通风兼安全洞与σ１ 以大角度相交，而主变排风洞
与σ１以小角度相交，因此，理论上通风兼安全洞的应
力型破坏要略强于主变排风洞，而现场观测到的围岩
破坏特征也符合这一认识规律。
采用地应力水压致裂法在左岸厂区平硐进行了相

关测试工作，测试工作包括 ２ 组二维地应力测试和 ３
组三维地应力测试（３孔交汇方法）。 测试结果如表 １
和表 ２所示。

表 1　二维地应力测试结果 ＭＰａ　
位置

剖面线 岸别 钻孔

最大水平主应力

范围值 平均值 方向

最 Ｉ小水平主应力
范围值 平均值

引水发电系统 左岸
ＺＫ１５２ 厖８ 热．４６ ～１５．４８ １１ f．６８ Ｎ７９°Ｗ ５  ．２３ ～８．７４ ６ 儋．８３

ＺＫ１７２ 厖５ 热．３４ ～１５．５２ １１ f．４１ Ｎ８５°Ｗ ４  ．１７ ～９．７６ ７ 儋．６０

表 2　三维地应力测试结果

测点埋深

／ｍ
第一主应力（σ１）

值／ＭＰａ 方位角／° 倾角／°

第二主应力（σ２）

值／ＭＰａ 方位角／° 倾角／°

第三主应力（σ３）

值／ＭＰａ 方位角／° 倾角／°

２６１ 谮１２ �．８３ １０１ 儋１３ 摀１０ �．８３ １７６  －４６ 镲５ 儋．４ ２３  －４１  
３１６ �．７ １３ �．０４ １０１ 儋１８ 摀１１ �．０８ １７１  －４６ 镲５ 侣．０８ ２６  －３８  
３２６ 谮１２ �．６２ １１９ 儋－２５ 侣１１ �．０３ ４５ 镲４０ 览８ 侣．０４ １７９ 3４０ 眄

　　根据二维地应力测试成果可以看出（表 １），在地
下厂房洞室开挖区，最大水平地应力为 １５．４８ ＭＰａ，平
均值为 １１．５４ ＭＰａ，最大水平主应力方向范围
Ｎ７６°Ｗ～Ｎ８６°Ｗ。 而三维地应力测试结果显示，围岩
第一主应力（σ１）值为 １２．６２ ～１３．０４ ＭＰａ，方位 Ｓ６１ ～
７９°Ｅ，倾角 １３°～１８°；第二主应力（σ２ ）为 １０．８３ ～
１１．８１ ＭＰａ，方位 Ｓ４ ～９°Ｅ，倾角 －４６°；第三主应力
（σ３ ）为 ５．０８ ～８．０４ ＭＰａ，方位角 Ｎ２３ ～２６°Ｅ，倾
角－３８°～－４１°。
地应力测试结果表明，厂房区地应力以水平应力

为主，受区域地质构造应力影响较为明显，二维测试成
果揭示的水平最大主应力方向为 ＮＷＷ，这也与三维
测试成果显示的最大主应力方位基本一致。 厂区最大
主应力量值在 １２ ～１５ ＭＰａ，地应力属中等应力水平。
无论是地应力测试成果，还是现场隧洞围岩破坏

揭示的现象均表明杨房沟地下厂房区域处于中等地应

力条件下，大主应力σ１ 方向为 ＮＷＷ 方向，与厂房轴
线大角度相交。 而通风兼安全洞、主厂房中和主变排
风洞所出现的围岩破坏特征与地应力水平基本吻合，
围岩破坏响应主要以零星、局部的片帮破坏为主的中
等地应力下的围岩破坏，同时也有少许陡倾节理导致
的结构面－高应力组合型破坏。

４　中导洞开挖数值模拟分析
根据地下厂房开挖区域应力分布特征以及岩体地

质参数，采用 ３ＤＥＣ 模拟了中导洞开挖后岩体响应。
沿厂房轴线方向和典型Ⅱ和Ⅲ类岩体断面上的围岩变
形特征、应力分布特征和塑性区如图 ５所示。
从图 ５和图 ６ 可以看出，中导洞顶拱范围主要展

布陡倾结构面，并且这些结构面大部分与主厂轴线呈
较大角度相交，厂房顶拱部位的围岩变形，受结构面影
响较小。 预计此类长大裂隙组合在后续开挖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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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墙部位可产生块体稳定问题。

图 5　中导洞沿厂房轴线方向的变形、
塑性区和大主应力分布

图 6　中导洞 II类岩体洞段围岩开挖响应特征

从数值模拟还可看出，中导洞开挖后顶拱变形量、
塑性区深度均相对较小，顶拱应力集中区量值不高，顶
拱围岩的稳定性较好。 顶拱变形量值在 ５ ～２０ ｍｍ之
间，其中Ⅱ类围岩洞段顶拱变形约为 ５ ～１０ ｍｍ，Ⅲ类
围岩洞段顶拱变形量值在 １０ ～２０ ｍｍ 左右。 底板表
现出卸荷松弛为主的回弹变形特征。
中导洞开挖后，顶拱应力集中区主要分布在稍微

偏向上游侧部位，应力集中程度总体不高。 中导洞顶
拱最大应力在 ２０ ～２５ ＭＰａ之间，其中Ⅱ类围岩洞段应
力集中程度相对Ⅲ类围岩洞段要高，局部洞段会出现
零星的片帮破坏。 主厂房顶拱围岩塑性区深度一般
２ ～３ ｍ，开挖完成后顶拱塑性区深度有所增加，一般
２ ～４ ｍ。
５　结　语

通过对杨房沟水电站地下厂房开挖后围岩破坏形

态以及地应力测试的分析和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
１）杨房沟水电站地下厂房围岩破坏类型主要有

片帮破坏、块体破坏和结构面－高应力组合型破坏三
种类型，且以块体滑落，片帮居多。 厂房洞室群开挖过
程中，成片连续的片帮破坏出现的可能性较低，更多地
表现为零星的、局部的片帮现象；但局部较为特殊的结
构面可能会导致结构面－高应力组合型破坏，比如部
分洞段的顶拱和拱肩的陡倾结构面附近的局部应力

场，可能会加剧片帮破坏，施工过程中需要对这一类围
岩破坏类型引起重视。

２）杨房沟水电站地下厂房实测最大主应力 １２ ～
１５．４８ ＭＰａ，花岗岩单轴强度 ８０ ～１００ ＭＰａ，其应力－
强度比值在 ０．１２ ～０．１９ 之间；地应力大主应力方向为
ＮＷＷ方向，与厂房轴线大角度相交。 通风兼安全洞、
主厂房中和主变排风洞所出现的围岩应力型破坏，无
论是各个支洞之间片帮破坏程度的差异，还是片帮在
隧洞断面上的分布特征，均与地应力的水平具有对应
联系。

３）中导洞开挖后顶拱变形量、塑性区深度均相对
较小，顶拱应力集中区量值不高，顶拱围岩的稳定性较
好。 洞室围岩变形、应力和塑性区均在合理的范围内。
表明数值模拟能够较好地反映洞室开挖过程，为设计
动态调整支护参数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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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武夷山市温林二级电站和温林三级径流电站的实际情况，对其在不同降雨条件下的联合运行方式进行分析，

探讨解决防洪与兴利、调峰与水资源高效利用间矛盾的最优方案，保障温林二级电站和温林三级径流电站的安全、经济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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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梯级水电站联合调度问题，已有的研究多集中在
长江、黄河、清江等流域梯级水电站中，具体对武夷山
市水电站的联合调度则鲜有研究。 随着多个电站的投
入运行，防洪与兴利、调峰与水资源高效利用间的矛盾
愈发突出。 科学合理地进行水库调度，才能充分发挥
电站的综合利用效益。 因此，开展对温林二级电站和
温林三级径流电站联合运行方式的研究工作十分

必要。
水电站联合运行要针对各级水电站的工程实际，

充分考虑上下游水库的运行特点以及各水库之间的水

力联系，在水电站安全运行的基础上，进行调节［１ －１１］ 。
本文以温林二级电站和温林三级径流电站的联合运行

为例，确定不同降雨条件下两站的联合运行方式。

１　运行原则和目标

1．1　运行原则

１）尽量使下游无调节引水电站的拦河坝不弃水；

２）尽量使上游年调节水库电站在合理的水位区

间运行，尽量做到拦河坝不弃水；

３）当两电站不弃水原则有矛盾时，尽量确保高水

头电站不弃水或少弃水。

1．2　运行目标

１）尽量使两电站总的发电量为最大；

２）尽量使两电站总的弃水量为最小。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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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温林二级、三级电站近 ５ 年实际运行
情况

　　温林二级水库集雨面积 １７．５ ｋｍ２ ，多年平均来水
量为 １ ９９３ 万 ｍ３ ，水库总库容 ３１８．９１４ 万 ｍ３ ，兴利库
容 ２６９．３８６ 万 ｍ３ ，库容系数 ０．１３５，温林二级电站，毛
水头 ４０５ ｍ，设计水头 ３９２．４ ｍ，多年平均发电量 １ ９２０
万 ｋＷ· ｈ，装机 ２ ×３ ０００ ｋＷ。 温林三级电站是径流
电站，在二级水库电站下游区间集雨面积 ６．３５ ｋｍ２ ，

合计集雨面积 ２３．８５ ｋｍ２ ，多年平均来水量为 ２ ７１６．２
万 ｍ３ ，电站毛水头 １０５ ｍ，设计水头 ９７．４６ ｍ，电站装
机 ２ ×１ ２５０ ｋＷ，多年平均发电量 ８００ 万 ｋＷ· ｈ。
近 ５年温林二级、三级电站联合运行实际情况如

表 １所示。 温林二级、三级电站近 ５ 年基本上按上述
原则进行联合运行，取得良好的效果，发电量平均达
２ ７３３．７０ 万 ｋＷ· ｈ，大于设计 ２ 电站多年平均发电量
（为 ２ ７２０ 万 ｋＷ· ｈ），水量利用率达 ９８．３％。

表 1　温林二级、三级电站近 5 年来的发电、水量利用情况表

年份

年降

雨量

／ｍｍ

二级发电

用水量

／万 ｍ３ 牋

二级

弃水量

／万 ｍ３ C

三级发电

用水量

／万 ｍ３ 邋

三级

弃水量

／万 ｍ３ 垐

合计

来水量

／万 ｍ３ *

二级电站

发电量

／（万 ｋＷ· ｈ）

三级电站

发电量

／（万 ｋＷ· ｈ）

２台机合
计发电量

／（万 ｋＷ· ｈ）
年径流

系数

年水量

利用率

／％

２０１３ 敂３ ３３２ 技．０ ２ ５４２ H．２６ ５８３ 哪．７６ ４ １７３ 崓．０５ ８７ 苘．２６４ ４ ２６０ 换．３１４ ２ ２１６ 蜒．８１ ９０３ 儋．７９ ３ １２０ -．６０ ０ }．５３７ ９７  ．９

２０１４ 敂１ ６６３ 技．０ １ ４１６ H．７０ － ２ ０４７ 崓．１６ ２５ 篌．９２ ２ ０７３ 乙．０８ １ ２３５ 蜒．３６ ４４３ 儋．３７ １ ６７８ -．７３ ０ }．５２３ ９９  ．２

２０１３ 敂２ ６０３ 技．５ ２ ６３２ H．５２ － ３ ２２６ 崓．９２ － ３ ２２６ 乙．９２ ２ ２９５ 蜒．５６ ６９８ 儋．８８ ２ ９９４ -．４４ ０ }．５２０ １００ J
２０１６ 敂２ ７２３ 技．５ １ ７５５ H．６２ － ３ ４０２ 崓．０１ － ３ ４０２ 乙．０１ １ ９８４ 蜒．０５ ７３６ 儋．８０ ２ ７２０ -．８５ ０ }．５２４ １００ J
２０１７ 敂２ ７４８ 技．１ ２ ６３５ H．６１ ４１９ �．９０４ ３ ９５０ 崓．６８ ２１３  ．５５ ４ １６４ 乙．２３ ２ ２９８ 蜒．２５ ８５５ 儋．６３ ３ １５３ -．８８ ０ }．６０７ ９４  ．８

平均 ２ ６１４ ゥ．０２ ２ １９６ H．５４ ２００ �．７３３ ３ ３５９ 崓．９６ ６５ 苘．３４７ ３ ４２５ 乙．３１ ２ ００６ 蜒．００ ７２７ 儋．６９ ２ ７３３ -．７０ ０ }．５４２ ９８  ．３

３　运行方式研判

3．1　不降雨时的运行方式
不降雨（包括日降雨不大于 １０ ｍｍ）时，由于前期

土壤未能饱和，大部分降雨被植被和土壤吸收，没有出
现地面径流，只有地下渗流，入库流量很小，区间流量
更小，只有 ０．０３ ～０．３５ ｍ３ ／ｓ。 这时二级水库电站（高
水头）满发 １ 台机，流量 ０．９５ ｍ３ ／ｓ，再加上区间来水，
三级电站也发 １ 台机对应 （流量在 ０．９８ ～
１．３０ ｍ３ ／ｓ），发电功率可达 ７７５ ～１ ０２６ ｋＷ ＜单机
１ ２５０ ｋＷ。

如果二级水库水位离溢流顶只有 ３ ～５ ｍ，则可发
２ 台，流量为 １．９０ ｍ３ ／ｓ，再加上区间流量合计有
１．９３ ～２．２５ ｍ３ ／ｓ，三级径流电站可对应发 ２ 台机，发
电功率平均可达 ７６２ ～８８８ ｋＷ（２ ×１ ２５０ ｋＷ装机）。

3．2　日降雨量在 10 ～25 ｍｍ时运行方式
日降雨量在 １０ ～２５ ｍｍ 时，首先要判断降雨后

２ ｄ内，二级水库入库总水量为 ８．７５ ～２１．８８ 万 ｍ３，水
库正常高水位以下，每升高 １ ｍ容积为 ２３．１６２ 万 ｍ３ ，
说明这样的一场降雨，在二级水库电站不发电时，２ ｄ
内最多水位上涨 １ ｍ。 当二级水库电站满发 １ 台机
０．９５ ｍ３ ／ｓ，区间来水 ０．５０６ ～０．９６９ ｍ３ ／ｓ，这时三级径

流电站也相应发 １ 台 １ ２５０ ｋＷ 机组，发电功率在
１ １４９ ～１ ３３７ ｋＷ（起发 ７％）。

如果二级水库水位较高，则可发 ２台，三级电站可
对应发 ２台。

3．3　日降雨量大于 25 ｍｍ时运行方式
日降雨量大于 ２５ ｍｍ时，也应该首先判断降雨后

２ ｄ内，二级水库来水量大于 ２１．８８ 万 ｍ３ ，水库水位在
没有发电情况下可能上涨 １ ｍ以上。 这时可考虑二级
水库电站发 ２ 台机，三级径流电站也对应发 ２ 台机。
所以二级水库在汛期时尽量在低于正常高水位以下

５ ｍ运行，这样使水库有更大的容量容纳降雨入流。
应该指出，高水头的电站 ＜４０５ ｍ，在毛水头 ４０５ ～
４００ ｍ，单位转速和单位流量都在高效区运行，即水轮
效率都在 ８８％～９０％运行，所以腾出库容对水轮机效
率影响不大。
参考文献：
［１］王刚， 甘成勇， 薛万军．梯级水电站水库联合调度运行分
析及控制措施 ［ Ｊ］．水电站机电技术， ２０１６， ３９ （１０）：
８１ －８５

［２］张睿， 张利升， 王学敏， 等．汉江流域梯级水电站联合调
峰运行方式研究［Ｊ］．水力发电， ２０１６， ４２（６）： ６６ －６９

［３］王昱倩．我国流域梯级水电站水库群联合优化运行模式探
（下转第 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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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率特性是水轮机的基本动力特性，是评价该机

优劣的主要指标之一。 但在现场效率试验时，难度最

大，工作量最大的莫过流量的测定，甚至有的水电站根

本不具备测流条件。 勉强进行的话，不是测试精度不

高，就是付出代价过高。 于是人们就采用其他新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现场效率试验中常用相对法的指

数试验以查证现场效率曲线是否具有模型试验的曲线

形状，并以此指导水力机组的经济运行。

用相对法（又称指数试验）的本质在于不测流量

的绝对值（当然相应的效率也不是绝对值），而是以一

种能反映流量相对值的量来进行效率相对值的计算。

采用相对法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具有一个现成的、与流

量成固定关系的差压，这在水力机组流道系统中是容

易找到的
［１ －５］ 。

１　相对效率试验的原理

水力机组的相对效率是通过机组的出力、水头及

指数流量计算出来的。 在相对效率试验中，采用蜗壳

差压测流法得到指数流量。

用蜗壳差压法测量水轮机流量时，在蜗壳流量系

数未知的条件下，无法测得流量的精确值。 为区别于

真实的流量值，称这样测得的水轮机流量为指数流量

Q倡，Q倡
与蜗壳压差值Δh关系式为

Q倡 ＝k Δh （１）

因此，发电机出力为 PE：

PE ＝ρgQ倡HηTηE ＝ρgk ΔhHηTηE （２）

称水轮机效率为指数效率η倡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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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倡
T ＝

PE

ρgk ΔhHηE
（３）

用下标 m表示指数效率最高的工况，用最高指数
效率η倡

T，m遍除每一工况的指数效率，即获得水轮机相

对效率ηT，水轮机相对效率最大值为 １００％。

ηT ＝
η倡
T

η倡
T，m

＝
PE ΔhmHmηg

PE，m ΔhHηg，m
（４）

水轮机工作水头是指蜗壳进口和尾水管出口单位

能量之差，按下式计算：

H＝（Z１ ＋
p１
γ＋

V２
１

２g） －（Z２ ＋
p２
γ＋

V２
２

２g） （５）

式中：Z１、Z２ 为蜗壳进口（压力传感器）和尾水管出口
的高程；p１、p２ 为蜗壳进口（压力传感器）和尾水管出
口的压力；V１ 、V２ 为蜗壳进口和尾水管出口测压断面

的平均速度；V１ ＝Q／S１ ，S１ 为蜗壳进口测压断面面积；
V２ ＝Q／S２，S２ 为尾水管出口测压断面面积；Q 为通过
水轮机的流量。
从而水轮机的工作水头表达式为

H＝（Z１ －Z２ ＋
p１ －p２

γ ） ＋Q
２

２g（
１
S２
１
－１
S２

２
） （６）

式中，第 １ 项为静水头，由差压传感器测量和计算确
定。 静水头表达式为

HP ＝Z１ －Z２ ＋
p１ －p２

γ （７）

第 ２项为动水头，由计算获得。 动水头表达式为

HV ＝Q
２

２g（
１
S２
１
－１
S２
２
） ＝BQ２ ＝Bk２Δh （８）

于是相对效率可以写为

ηT ＝A
Hm

H ＝
HP，m ＋Bk２Δhm
HP ＋Bk２Δh

（９）

２　试验目的

轴流转桨机组相对效率试验的主要目的是查找不

同水头下，不同桨叶开度和导叶开度下水轮机的最高
效率点，形成轴流转桨机组的协联曲线，保证机组在优
效率下运行。 同时，在协联工况下，机组的振动也较
小，也可保证机组的安全稳定。

３　试验方法及步骤

一般通过定桨叶调整导叶进行变负荷试验，查找
该水头、该桨叶开度下的最高效率点。 绘制单个水头

下的所有桨叶开度下的最高效率点的包络线，即是该
水头的协联曲线。 对电站全水头重复上述试验，假定
全部工况水轮机最高效率点为 １００％，计算得到蜗壳
差压系数，进而计算其他各工况点的水轮机效率，即可
得到机组全部运行范围内的协联曲线。

４　试验实例

某电站对轴流转桨机组进行了增容改造，改造后
需要复核厂家给出的协联曲线，开展了真机的相对效
率试验。

１）电站参数。 最低水头：９．１ ｍ ；最高水头：２７ ｍ。
２）机组参数。 额定出力： １５３ ＭＷ；转轮直径

（Ｄ１）：１０ ２００ ｍｍ；额定转速：６２．５ ｒｐｍ；转轮叶片数：５
个；额定水头：１８．６ ｍ；额定容量：１６６．６７ ＭＶＡ；额定功
率：１５０ ＭＷ。

３）试验水头及试验数据。 试验水头如表 １ 所示，
表 ２ ～表４为H＝１５．１ ｍ，H＝１８．７ ｍ和H＝２５．６ ｍ时
定桨叶开度，调整导叶开度的出力情况，以及在厂家给

出的协联曲线工况点进行的变负荷试验数据。
表 1　15．1 ～25．6 m相对效率试验水头统计表 ｍ　

序号 上游水位 下游水位 毛水头

１ 8６４ 8．６３ ４０ 妹．３７ ２４ N．２６

２ 8６５ 8．５１ ３９ 妹．７６ ２５ N．７５

３ 8６６ 8．００ ４７ 妹．３０ １８ N．７０

４ 8６４ 8．３９ ４４ 妹．５０ １９ N．８９

５ 8６５ 8．８３ ４９ 妹．１６ １６ N．６７

６ 8６４ 8．６３ ４９ 妹．５０ １５ N．１３

７ 8６５ 8．８６ ４８ 妹．７２ １７ N．１４

８ 8６４ 8．７０ ４２ 妹．８０ ２１ N．９０

　　４）试验结果分析。 通过表 ２ ～表 ４ 试验数据算出
各水头各定桨下的最优效率点，绘制各水头下厂家协
联曲线和真机实测最高效率曲线对比图。 图 １ ～图 ３
分别为 H＝１５．１ ｍ，H ＝１８．７ ｍ和 H ＝２５．６ ｍ不同工
况下计算得到的水轮机效率与水轮机出力关系图。
试验数据证明：在整个负荷区间内，真机相对效率

试验曲线和厂家预期协联曲线有相同的趋势。 随着负
荷的增加，效率增加；其他各水头下的曲线也具有相同
趋势，说明厂家预期协联关系改进空间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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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H＝15．1 m试验数据

协联工况桨叶开度

出力

／ＭＷ
蜗壳差压

／ｋＰａ
流量

／（ｍ３ · ｓ －１ ）

－１５°

出力

／ＭＷ
蜗壳差压

／ｋＰａ
流量

／（ｍ３ · ｓ －１）

－１１°

出力

／ＭＷ
蜗壳差压

／ｋＰａ
流量

／（ｍ３ · ｓ －１）

－１０°

出力

／ＭＷ
蜗壳差压

／ｋＰａ
流量

／（ｍ３ · ｓ －１ ）

５ P１ h．５ ４０３ 摀５ f１ ~．４ ３８４ ┅１１ 拻１ 敂．７ ４３２ 靠２０ è１ *．９ ４４５ 照
２０ f１ h．５ ３９５ 摀１０ |１ ~．６ ４１６ ┅１４ 拻２ 敂．０ ４６２ 靠２５ è１ *．７ ４２６ 照
４０ f２ h．３ ４９５ 摀１２ |１ ~．７ ４２５ ┅１８ 拻１ 敂．７ ４３０ 靠３０ è１ *．８ ４３９ 照
６１ f３ h．６ ６２０ 摀１６ |１ ~．８ ４４０ ┅１９ 拻１ 敂．８ ４３４ 靠３２ è１ *．９ ４４９ 照
７９ f５ h．３ ７５１ 摀１８ |１ ~．７ ４２１ ┅２２ 拻１ 敂．５ ４０４ 靠３５ è２ 鬃４６２ 照
９１ f７ 晻８６７ 摀２０ |１ ~．６ ４１０ ┅２４ 拻１ 敂．６ ４２０ 靠３６ è２ *．２ ４８３ 照
９９ f８ h．１ ９３２ 摀
１０４ }９ h．３ ９９７ 摀
１１３ }１１ ~．３ １ ０９８ 构

－７°

出力

／ＭＷ
蜗壳差压

／ｋＰａ
流量

／（ｍ３ · ｓ －１ ）

－４°

出力

／ＭＷ
蜗壳差压

／ｋＰａ
流量

／（ｍ３ · ｓ －１）

－１°

出力

／ＭＷ
蜗壳差压

／ｋＰａ
流量

／（ｍ３ · ｓ －１）

２°

出力

／ＭＷ
蜗壳差压

／ｋＰａ
流量

／（ｍ３ · ｓ －１ ）

２９ f２ h．０ ４５９ 摀４３ |２ ~．６ ５３１ ┅５１ 拻３ 敂．１ ５７６ 靠５９ è３ *．９ ６４６ 照
３３ f２ h．１ ４７１ 摀４８ |２ ~．７ ５４０ ┅５６ 拻３ 敂．４ ６０３ 靠６４ è４ *．１ ６５９ 照
３９ f２ h．２ ４８６ 摀５１ |２ ~．９ ５５８ ┅６０ 拻３ 敂．５ ６１２ 靠６６ è４ *．３ ６７８ 照
４２ f２ h．３ ５０１ 摀５３ |３ ~．０ ５６７ ┅６３ 拻３ 敂．７ ６２８ 靠７０ è４ *．４ ６８９ 照
４５ f２ h．５ ５１９ 摀５６ |３ ~．１ ５７６ ┅６７ 拻３ 敂．９ ６４５ 靠７２ è４ *．５ ６９３ 照
４７ f２ h．８ ５５１ 摀５７ |３ ~．５ ６１４ ┅６８ 拻４ 敂．１ ６６６ 靠７６ è４ *．７ ７０８ 照

８０ è５ *．３ ７５５ 照
５°

出力

／ＭＷ
蜗壳差压

／ｋＰａ
流量

／（ｍ３ · ｓ －１ ）

８°

出力

／ＭＷ
蜗壳差压

／ｋＰａ
流量

／（ｍ３ · ｓ －１）

１０  ．２°

出力

／ＭＷ
蜗壳差压

／ｋＰａ
流量

／（ｍ３ · ｓ －１）

１２ 6．４°

出力

／ＭＷ
蜗壳差压

／ｋＰａ
流量

／（ｍ３ · ｓ －１ ）

７０ f５ 晻７３３ 摀７８ |６ ~．２ ８１６ ┅８７ 拻７ 敂．４ ８８８ 靠８７ è８ *．１ ９２９ 照
７３ f５ h．３ ７４９ 摀８３ |６ ~．６ ８３９ ┅９１ 拻７ 敂．７ ９１０ 靠９２ è８ *．４ ９４８ 照
７７ f５ h．５ ７６７ 摀８７ |６ ~．７ ８４９ ┅９６ 拻８ 亮９２３ 靠９８ è８ *．７ ９６７ 照
８０ f５ h．６ ７７３ 摀９２ |７ ~．１ ８７３ ┅１００ ┅８ 敂．２ ９３５ 靠１０４ 靠９ *．２ ９９４ 照
８４ f５ h．８ ７８６ 摀９６ |７ ~．４ ８９２ ┅１０３ ┅８ 敂．６ ９６１ 靠１０７ 靠９ *．５ １ ０１０ �
８５ f５ h．９ ７９２ 摀９８ |７ ~．６ ８９９ ┅１０６ ┅９ 敂．１ ９８４ 靠１１１ 靠１０ 览．０ １ ０３６ �
８７ f６ h．５ ８３４ 摀１００ 摀８ ~．１ ９３０ ┅１１０ ┅９ 敂．４ １ ００３ 邋１１４ 靠１０ 览．４ １ ０５５ �
８８ f６ h．６ ８４０ 摀１０２ 摀８ ~．１ ９３１ ┅
８９ f６ h．５ ８３７ 摀

５１



水 电 与 新 能 源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期

表 3　H＝18．7 m试验数据

协联工况桨叶开度

出力

／ＭＷ
蜗壳差压

／ｋＰａ
流量

／（ｍ３ · ｓ －１ ）

－１５°

出力

／ＭＷ
蜗壳差压

／ｋＰａ
流量

／（ｍ３ · ｓ －１）

－１１°

出力

／ＭＷ
蜗壳差压

／ｋＰａ
流量

／（ｍ３ · ｓ －１）

－１０°

出力

／ＭＷ
蜗壳差压

／ｋＰａ
流量

／（ｍ３ · ｓ －１ ）

６ P０ h．３ １８７ 摀６ f０ ~．３ １７２ ┅１３ 拻０ 敂．４ ２０５ 靠７ 拻０ *．４ ２１８ 照
２１ f０ h．６ ２４３ 摀１３ |０ ~．４ ２０７ ┅１９ 拻０ 敂．５ ２３７ 靠１４ è０ *．７ ２６４ 照
４０ f１ h．０ ３２１ 摀１５ |０ ~．５ ２３１ ┅２４ 拻０ 敂．６ ２５４ 靠２０ è０ *．７ ２８０ 照
６１ f１ h．７ ４３０ 摀１９ |０ ~．５ ２２１ ┅２７ 拻０ 敂．６ ２５２ 靠２５ è０ *．８ ２９６ 照
８０ f２ h．８ ５４８ 摀２３ |０ ~．５ ２２３ ┅２９ 拻０ 敂．６ ２６０ 靠３１ è０ *．８ ２９９ 照
９１ f３ h．４ ６０７ 摀２５ |０ ~．６ ２５８ ┅３１ 拻０ 敂．７ ２６４ 靠３６ è０ *．８ ２９９ 照
１０１ }４ h．２ ６７３ 摀３２ 拻０ 敂．７ ２７２ 靠４０ è０ *．９ ３１５ 照
１１３ }５ h．３ ７５０ 摀３３ 拻０ 敂．８ ２９６ 靠４３ è１ *．１ ３３６ 照
１２０ }５ h．９ ７９３ 摀４５ è１ *．１ ３４０ 照
１３４ }７ h．５ ８９６ 摀４６ è１ *．２ ３５５ 照
１４１ }８ h．３ ９４１ 摀４６ è１ *．２ ３５９ 照
１５１ }９ h．７ １ ０２０ 构

－７°

出力

／ＭＷ
蜗壳差压

／ｋＰａ
流量

／（ｍ３ · ｓ －１ ）

－４°

出力

／ＭＷ
蜗壳差压

／ｋＰａ
流量

／（ｍ３ · ｓ －１）

－１°

出力

／ＭＷ
蜗壳差压

／ｋＰａ
流量

／（ｍ３ · ｓ －１）

２°

出力

／ＭＷ
蜗壳差压

／ｋＰａ
流量

／（ｍ３ · ｓ －１ ）

２０ f１ h．１ ３３８ 摀５８ |１ ~．８ ４３９ ┅２９ 拻１ 敂．４ ３８０ 靠２１ è１ *．５ ４０６ 照
２８ f１ h．０ ３３２ 摀６２ |１ ~．９ ４５５ ┅４９ 拻１ 敂．８ ４４０ 靠３０ è１ *．７ ４２８ 照
３６ f１ h．０ ３２９ 摀６３ |２ ~．０ ４６１ ┅６３ 拻２ 敂．２ ４８７ 靠４５ è２ *．１ ４６９ 照
４４ f１ h．２ ３５７ 摀６５ |２ ~．０ ４６７ ┅６８ 拻２ 敂．４ ５１０ 靠５９ è２ *．６ ５２２ 照
４８ f１ h．３ ３７１ 摀６８ |２ ~．２ ４８５ ┅７３ 拻２ 敂．６ ５３０ 靠７０ è２ *．９ ５５５ 照
４９ f１ h．３ ３７４ 摀７０ |２ ~．３ ５００ ┅７７ 拻２ 敂．８ ５５２ 靠７７ è３ *．２ ５８１ 照
５１ f１ h．４ ３８６ 摀７２ |２ ~．５ ５２１ ┅８２ 拻３ 敂．０ ５６９ 靠８３ è３ *．４ ６０４ 照
５３ f１ h．５ ２９４ 摀８４ 拻３ 敂．１ ５８０ 靠９２ è３ *．８ ６３８ 照
５５ f１ h．５ ４０６ 摀９８ è４ *．１ ６６５ 照
５８ f１ h．７ ４２５ 摀
５９ f１ h．８ ４３５ 摀
６０ f１ h．８ ４４０ 摀

５°

出力

／ＭＷ
蜗壳差压

／ｋＰａ
流量

／（ｍ３ · ｓ －１ ）

８°

出力

／ＭＷ
蜗壳差压

／ｋＰａ
流量

／（ｍ３ · ｓ －１）

１０  ．２°

出力

／ＭＷ
蜗壳差压

／ｋＰａ
流量

／（ｍ３ · ｓ －１）

７２ f３ h．３ ５９８ 摀６０ |３ ~．６ ６２０ ┅５３ 拻３ 敂．８ ６４２ 靠
８４ f３ h．９ ６４３ 摀７５ |４ ~．２ ６６９ ┅７６ 拻４ 敂．６ ７０４ 靠
９２ f４ h．２ ６７１ 摀８６ |４ ~．７ ７０８ ┅９５ 拻５ 敂．５ ７６９ 靠
９８ f４ h．５ ６９２ 摀９７ |５ ~．２ ７４２ ┅１０５ ┅６ 敂．０ ７９９ 靠
１０５ }４ h．９ ７２６ 摀１０２ 摀５ ~．５ ７６６ ┅１１４ ┅６ 敂．５ ８３３ 靠

１０９ 摀５ ~．８ ７８４ ┅１２１ ┅６ 敂．９ ８５９ 靠
１１７ 摀６ ~．２ ８１３ ┅１２８ ┅７ 敂．４ ８９０ 靠

１３２ ┅７ 敂．６ ９０３ 靠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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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H＝25．6 m试验数据

协联工况桨叶开度

出力

／ＭＷ
蜗壳差压

／ｋＰａ
流量

／（ｍ３ · ｓ －１ ）

－１５°

出力

／ＭＷ
蜗壳差压

／ｋＰａ
流量

／（ｍ３ · ｓ －１）

－１１°

出力

／ＭＷ
蜗壳差压

／ｋＰａ
流量

／（ｍ３ · ｓ －１）

－１０°

出力

／ＭＷ
蜗壳差压

／ｋＰａ
流量

／（ｍ３ · ｓ －１ ）

５ P０ h．２ １２９ 摀５ f０ ~．１ １２２ ┅３７ 拻０ 敂．５ ２４０ 靠５８ è０ *．９ ３０５ 照
２１ f０ h．３ １７４ 摀１６ |０ ~．２ １６０ ┅４２ 拻０ 敂．６ ２６２ 靠６７ è１ *．１ ３４６ 照
４２ f０ h．６ ２５０ 摀２６ |０ ~．４ １９６ ┅４４ 拻１ 敂．０ ３２５ 靠７０ è１ *．２ ３６０ 照
６１ f０ h．９ ３１８ 摀３０ |０ ~．４ ２１０ ┅４７ 拻０ 敂．６ ２５５ 靠７１ è１ *．３ ３７６ 照
８２ f１ h．５ ４０４ 摀３３ |０ ~．４ ２１９ ┅４８ 拻０ 敂．６ ２４９ 靠７３ è１ *．５ ３９８ 照
９３ f２ h．０ ４５７ 摀３８ |０ ~．６ ２４６ ┅５０ 拻０ 敂．６ ２６３ 靠７４ è１ *．６ ４１３ 照
１０３ }２ h．３ ５００ 摀４０ |０ ~．５ ２４２ ┅６４ 拻０ 敂．９ ３１２ 靠
１０６ }２ h．５ ５１３ 摀４１ |０ ~．６ ２４３ ┅
１１３ }２ h．８ ５４３ 摀４２ |０ ~．６ ２４９ ┅
１１８ }２ h．９ ５６０ 摀４３ |０ ~．６ ２４９ ┅
１２３ }３ h．２ ５８７ 摀４５ |０ ~．６ ２５４ ┅
１２８ }３ h．４ ６０７ 摀４７ |０ ~．７ ２６６ ┅
１３２ }３ h．６ ６２４ 摀４８ |０ ~．９ ３０４ ┅
１３９ }４ h．０ ６５４ 摀
１４３ }４ h．２ ６７４ 摀

－７°

出力

／ＭＷ
蜗壳

差压

／ｋＰａ

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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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 }２ 9．５ ５１５ 痧１０４ |２ 8．５ ５１５ 镲１１７ {３ 7．０ ５６３ 铑１２９ z３ 6．６ ６１７ 眄１５１ y４ 5．７ ７０５ 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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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８ }５ 9．１ ７４１ 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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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H＝15．1m 水轮机相对效率曲线－协联数据对比图

图 2　H＝18．7m 水轮机相对效率曲线－协联数据对比图

５　结　语

通过试验实例可知，真机的能量指标与模型的能
量指标比较接近，可以保证机组在最高效率下及稳定
工况下运行。

图 3　H＝25．6m 水轮机相对效率曲线－协联数据对比图

　　整个试验过程也存在待改进的地方，整个试验由
于现场原因，时间跨度长达 ２年，蜗壳压差测流管路发
生了局部堵塞的情况，外加电站低水头的特点，导致个
别水头数据出现差异。 此外，本次试验仅测试了 １ 台
机组，缺少同类型机组的横向对比。 因此，在以后的试
验中，应尽量控制整个试验时间 １年内完成试验，确保
试验数据有效性，至少 ２ 台机组以上的相对效率试验
研究可以用来进行多台机组运行方式的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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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中游梯级水库联合消落优化控制

夏传明
１，许银山２

（１．云南华电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２８；２．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１２）

摘要：按照枟长江流域防洪规划枠和枟长江流域综合规划枠，金沙江中游已建的 ６ 座梯级水库（梨园、阿海、金安桥、龙开
口、鲁地拉和观音岩）在 ７月 １日前需消落至汛限水位，共预留防洪库容 １７．７８亿 ｍ３ 。 分别采用判别系数和库群联合优
化调度分析了金沙江中游梯级水库的消落次序，其中判别系数法的结果合理性较差，进而依据库群联合优化调度结果提
出了金沙江中游梯级水库的消落方案。

关键词：梯级水库；消落次序；判别系数；优化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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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the Joint Drawdown Scheme for
Cascade Reservoir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Jinsha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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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枟长江流域防洪规划枠和枟长江流域综合规
划枠，金沙江中游已建的 ６ 座梯级水库（梨园、阿海、金
安桥、龙开口、鲁地拉和观音岩），７ 月份共预留防洪库
容 １７．７８亿 ｍ３ ，即在 ７ 月 １ 日前需消落至汛限水位。
防洪任务是配合三峡水库承担长江中下游防洪压力，
必要时，配合金沙江下游水库减轻川渝河段防洪压力，
其中观音岩水库 ７ ～９ 月份还应减轻下游攀枝花市的
防洪压力。 目前金中梯级水电站已全部投产运行，正
式由建设期转入运行管理期。 在实时调度运行中，金
中梯级水库通常采用汛前集中消落的方式控制。 然
而，金中梯级水库具有以下特性：①调节性能差（周调

节以下）；②梯级之间首尾相连，尾水顶托明显；③汛
前来水量级相对较大，其中控制站石鼓、攀枝花水文站
６ 月 ２６ 日 ３０ 日的日平均流量分别在 ２ ３００、
２ ６００ ｍ３ ／ｓ左右，而金中各水电站满发流量仅在
２ ４００ ～３ ２００ ｍ３ ／ｓ。 若金中梯级水库汛前集中、无序
消落可能会导致如下问题：加大弃水风险、形成人造洪
峰、增加防洪压力、水头效益利用不充分等。 因此，有
必要研究金中梯级水库的消落规则，在保障防洪安全
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梯级水库群的综合效益。
国内外在制定水库群消落规则时，常规的方法是

采用判别系数法确定水库群消落次序，并结合水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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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调度图确定各水库的消落过程。 例如，熊斯毅在
对几种常用蓄放水判别式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
用于并联水库群优化调度的偏离损失系数判别法，该
方法能考虑径流的随机性、时段间的相互影响和各电
站动力特性的差异

［１］ 。 谢如昌等在为解决应用判别
系数法确定梯级水库群蓄供水次序时，可能造成水电
系统运行不稳定的问题，引入蓄供水控制线约束对其
予以改进和完善

［２］ 。 对于以发电为目标的串联水库
群，按判别系数 K［３］

确定蓄放水次序时，K值大的水库
先蓄后放，K值小的水库先放后蓄，一般而言上游水库
K值要小于下游水库［４］ 。 而判别系数法主要应用于调
节性能较好的水库群，如对于金沙江下游梯级的 ４ 座
水库来说，下游或库容较小的水库 K值较小［５］ 。 考虑
防洪、供水、生态、航运等综合利用目标时，水库群蓄放
水次序的确定将更为复杂。
蓄放水次序作为水库群调度规则的一部分，理论

上可根据水库群优化调度
［６］
及优化调度规则

［７］
等研

究方法确定。 然而，尽管国内外学者在水库群优化调
度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如何依据其成果制
定蓄放水次序和方案的研究较少。 本文在深入调查分
析金沙江中游梯级水库特性的基础上，分别依据判别

系数 K和库群优化调度确定汛前消落次序和消落方
案，并分析比较了两者的适用性。

１　研究对象及其基本特性
金沙江中游一库八级梯级水电站（即龙盘、两家

人、梨园、阿海、金安桥、龙开口、鲁地拉和观音岩），位
于金沙江石鼓至攀枝花的中游河段，总装机容量超过
２ ０００ 万 ｋＷ，梯级保证出力 ７００ 万 ｋＷ。 其中梨园、阿
海、金安桥、龙开口、鲁地拉、观音岩等水电站建成后，
根据枟长江流域防洪规划枠，分别预留 １．７３、２．１５、
１．５８、１．２６、５．６４ 亿 ｍ３

和 ５．４２ 亿 ｍ３
的防洪库容，合

计防洪库容 １７．７８ 亿 ｍ３ 。 已建水库特性资料见表 １。
为配合三峡水库分担长江中下游防洪压力，按

枟长江流域防洪规划枠和长江防汛总指挥部审批的金
中梯级各电站“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在 ７ 月 １ 日前金
中梯级各水库应消落至汛限水位。 然而，已建的金中
梯级水库调节性能均较差，防洪库容相对于汛期来水
较小。 且据考察调研和资料分析结果，梨园、阿海、金
安桥水库尾水水位流量关系均不同程度的受下游水库

回水顶托影响，尤以阿海水库最为明显，更增加了汛前
消落问题的复杂性。

表 1　金沙江中游已建梯级水电站主要指标

项目 梨园 阿海 金安桥 龙开口 鲁地拉 观音岩

正常蓄水位／ｍ １ ６１８ E１ ５０４ ⅱ１ ４１８ �１ ２９８ [１ ２２３ 贩１ １３４ 垐
死水位／ｍ １ ６０５ E１ ４９２ ⅱ１ ３９８ �１ ２９０ [１ ２１６ 贩１ １２２ 垐
汛限水位／ｍ １ ６０５ E１ ４９３ t．３ １ ４１０ �１ ２８９ [１ ２１２ 贩１ １２２ �．３／１ １２８．８

调节库容／亿 ｍ３ [１ �．７３ ２  ．３８ ３ g．４６ １ 哪．１３ ３  ．７６ ５ 耨．５０

死库容／亿 ｍ３ ,５ �．５４ ５  ．６８ ５ g．０１ ３ 哪．９４ １１ 7．７２ １５  ．４９

防洪库容／亿 ｍ３ [１ �．７３ ２  ．１５ １ g．５８ １ 哪．２６ ５  ．６４ ５ �．４２／２．５１

装机容量／ＭＷ ２ ４００ E２ ０００ ⅱ２ ４００ �１ ８００ [２ １６０ 贩３ ０００ 垐
调节性能 日 日 周 日 周 周

额定水头／ｍ １０６  ７７ e１１１ 刎６７  ８０ {１０４ b
额定满发流量／（ｍ３ · ｓ －１ ） ２ ５２０ E２ ８５９ t．５ ２ ４２０ �３ ０２１ [３ ０３６ 贩３ ２２５ 垐

注：观音岩防洪库容的预留期分为两个阶段，７月初～８月初汛限水位为 １ １２２．３ ｍ，８月初～９月为 １ １２８．８ ｍ。
２　基于判别系数法的消落次序分析

梯级水电站联合调度运行时，用于发电的水量由
两部分组成，即经水库调蓄的水量和上游的来水量
（包括天然来水和上游水库调蓄水量），这两部分水量

产生的电能分别称为蓄水电能和不蓄电能，其大小分
别由水库的调蓄能力和水头决定。 水库群较优的蓄放
水次序是在满足水库群出力（或供水等其他综合利用
要求）的前提下，根据梯级不蓄电能损失期望最小（时
段末蓄水电能最大）原则计算出的判别系数来确定，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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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增加发电效益。

2．1　常用的判别式及其计算原理
国内外学者对水库蓄放水判别式做了大量的研

究，总体而言这些判别式在本质上和结构形式上具有
一定的相似性。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前常用的判别式有
倪克勤判别式、柯瓦连柯判别式、弗列克谢尔判别式
等，目前国内通常所说的判别系数法也是在上述判别
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１）倪克勤判别式

K１ ＝
W１

F１H１
，K２ ＝

W２

F２H２
（１）

式中：W１ 、W２ 为水库 １、２ 自计算时刻起到供水期末的
总天然来水量；F１ 、F２ 为水库 １、２ 的水面面积；H１ 、H２

为两水库水头；K１、K２ 为两水库判别式值。 倪克勤判
别式适用于两个调节性能较好的并联水电站联合运

行，K值小的水库不蓄电能损失小，应先供后蓄。
２）柯瓦连柯判别式

K１ ＝
Q１

F１H１
，K２ ＝

W２

F２H２
（２）

式中：Q１ 、Q２ 为水库 １、２ 来水流量；F１ 、F２ 为水库 １、２
的平均水面面积；H１ 、H２ 为两水库平均水头；K１ 、K２ 为

两水库判别式值。 该判别式是针对无水力联系的两并
联水库提出来的，与倪克勤判别式原理基本相似，使用
规则也相同。

３）弗列克谢尔判别式

K１ ＝
F１H１

Q１
，K２ ＝

F２H２

Q２
（３）

式中：Q１ 、Q２ 为水库 １、２ 计算时刻至调节期末的天然
平均流量；F１ 、F２ 为水库 １、２ 调节期内的平均水面面
积；H１、H２ 为调节期内两水库平均水头；K１ 、K２ 为两水

库判别式值。 该判别式是从分析水电站调节损失出
发，针对两个并联的季调节水库提出的蓄供水判别系
数，值大的水库不蓄电能损失小，应先供后蓄。

４）现行通用判别式

K＝W＋∑V
F∑H （４）

式中：W表示某一时刻至蓄水或供水期末的天然来水
量；∑V表示上游水库累计可供水量（需水量）；F表示
水库水面面积；∑H 为本电站及其下游电站的累计水
头。 该判别式反映了单位电能所引起的能量损失，同
时也是梯级中各水电站供水（蓄水）顺序的判别表达
式。 在实际的计算中，主要按照“供水期以判别系数
小的水库先供水，蓄水期以判别系数大的水库先蓄
水”的原则进行控制。

５）判别式基本原理分析
当两个有调节性能的并联水电站联合运行时，假设某
时段不蓄不供电能不足以满足系统出力（供水等）需
求，两个电站分别需要独立加大下泄ΔQ１ 、ΔQ２ ，引起
水位变幅为 ΔH１ 、ΔH２ ，引起的不蓄电能损失用 ΔE１、
ΔE２ 表示，则

ΔE＝０．００２ ７２ηW′ΔH （５）
式中：W′表示电站不蓄水量；η为电站效率系数。
当时ΔE１ ＜ΔE２ ，水电站 １ 先供后蓄，即：

ΔE１ ＝０．００２ ７２η１W１′ΔH１ ＜ΔE２ ＝０．００２ ７２η２W２′ΔH２

（６）
假设电站效率系数相同，式（６）可改写为式（７）：

W１′ΔH１ ＜W２′ΔH２ （７）
因此，水电站 １ 先供后蓄的有利条件可改写为

式（８）：
W１′
F１H１

＜
W２′
F２H２

（８）

令判别系数 K＝W′
FH，则两并联水库的蓄放水次序

可根据 K值大小判断。
对于串联水库蓄放水次序的原理与两并联水库一

样，但上游水库的不蓄水量的作用水头不仅包括自身，
还应包括其下游水电站水头；而下游水库的不蓄水量
应该包括上游水库的可供水量。 则由 ２个水库组成的
串联水库群不蓄电能损失可写成式（９）：

ΔE１ ＝０．００２ ７２η１W１′（ΔH１ ＋ΔH２） ＜ΔE２ ＝
０．００２ ７２η２（W２′＋V）ΔH２ （９）

式（９）经化简可得式（１０）：
W１′（ΔH１ ＋ΔH２） ＜（W２′＋V）ΔH２ （１０）

同理，串联水库的判别式可用式（４）来表示。
基于上述分析，判别式（１） ～（４）计算原理基本相

同，但判别式（１） ～（３）仅适用于两并联水库群，在推
广应用中有着明显的局限性，而判别式（４）对水库群
水利联系方式没有严格的要求，也是目前通用的判别
式计算方法。

2．2　判别系数法在金中梯级水库中的应用
金中梯级水库为串联水库群，判别系数可按式

（４）进行计算，且判别系数小的水库先消落。 在实际
计算时，根据实际情况对式（４）进行了适当简化。 金
中梯级的消落目标为腾空预留的防洪库容，以防洪库
容表示消落期水库可供水量；为提高水资源利用，应尽
量维持高水头运行，因此将 ６ 月份定为消落期，即 W
为 ６月份各水库不同时间节点的天然来水量；各水库
的水头分别按汛限水位和正常蓄水位的均值计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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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水面面积采用汛限水位和正常蓄水位对应水库水面

面积的均值表示。 通过上述简化，计算了各水库不同
时间节点的判别系数间的消落次序，实际运行时可根
据水库运行所处的时间、库水位以及预报未来入库水
量进行计算。 计算结果见表 ２。

表 2　金中梯级蓄放水判别系数表

开始

消落时间
梨园 阿海 金安桥 龙开口 鲁地拉 观音岩

６月 １日 ０ :．６１ ０ Q．５５ ０ �．７１ １ 哪．５０ ０  ．５８ １ O．２９

６月 １１日 ０ :．４５ ０ Q．４１ ０ �．５４ １ 哪．１６ ０  ．４５ １ O．０３

６月 ２１日 ０ :．２６ ０ Q．２５ ０ �．３４ ０ 哪．７４ ０  ．２９ ０ O．７１

６月 ２６日 ０ :．１４ ０ Q．１４ ０ �．２１ ０ 哪．４７ ０  ．１９ ０ O．５０

　　由表 ２中的数据可见，梨园、阿海、金安桥、鲁地拉
水库 K值相差不大，龙开口和观音岩水库 K值相对较
大，总体而言呈上游小于下游的趋势。 按判别系数值，
梨园、阿海最先消落，其次为金安桥、鲁地拉，龙开口和
观音岩最后消落。 判别式反映了单位电能所引起的能
量损失

［８］ ，当梯级水库完全按判别式控制蓄放水次序
时，可使水库群尽可能保持在总水头最高的情况下运
行。 然而，判别系数法也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该方
法未考虑各水库间的水力电力联系、防洪任务等；其次
也未考虑弃水、尾水顶托等因素；而且判别系数的提出
主要用于调节性能较好的水库群。 单纯以时段末水库
群蓄水电能最大为目标，并不能得到实用且较优的蓄
放水规则。

３　基于中长期优化调度的消落方案
通过建立金沙江中游梯级水库联合优化调度模

型，计算分析消落期（６月份）的优化运行过程，总结提
炼金沙江中游梯级水库的联合消落次序及消落方案。

3．1　联合优化调度模型
１）目标函数。 在给定控制期内径流过程的条件

下，优化调度模型的目标函数选为调度期内满足保证
出力要求的梯级发电量最大，具体表达式如下：

ｍａｘF＝∑
T

t ＝１
∑
N

j ＝１
Et，j ＝∑

T

t ＝１
∑
N

j ＝１
Pt，j· Δt （１１）

式中：t 为时段编号； j 为水库编号，自上而下为 １，
２，⋯，N；N为梯级水库数量；T为调度时段总数；Et，j为

j水库 t时段发电量；Pt，j为电站出力；Δt为计算时段小
时数。
在目标函数中考虑保证率约束，则目标函数可

写成：

ｍａｘF＝∑
T

t ＝１
∑
N

j＝１
［Pt，j －Aδ（GPj －Pt，j ＋M）］Δt （１２）

式中：GPj 为电站保证出力；A、M均为大于 ０的惩罚系
数，在计算中根据实际情况选择；δ为 ０ ～１ 变量，其取
值规则为

δ＝
０　Pt，j≥GPj

１　Pt，j ＜GPj
（１３）

２）约束条件。 包括水库水位约束、出力约束、下
泄流量约束、水量平衡约束、上下游水力联系、边界条
件等。

３）模型求解算法。 逐次优化算法（ＰＯＡ）的基本
思想是将多阶段决策问题分解成一系列两阶段优化问

题，逐次求解，经多轮迭代后得到优化解。 ＰＯＡ 的优
点是在求解多状态变量、多阶段决策问题时，无需将状
态变量离散化，从而避免了产生“维数灾”，算法易于
实现，适用于库群联合调度的确定性入流优化计算。
逐次逼近动态规划（ＤＰＳＡ）是将原来的多维状态向量
的动态规划问题分解成只有一个状态变量的多个子问

题，通过循环迭代计算，使这些子问题的优化序列收敛
于原问题的解，因而其计算工作量只随维数成线性增
长而不是成指数增长。 本文采用 ＰＯＡ 和 ＤＰＳＡ 相结
合的算法 ＰＯＡ－ＤＰＳＡ对混联水库群长期优化调度模
型进行求解，即先用 ＰＯＡ 法将多阶段优化问题分解，
然后采用 ＤＰＳＡ求解两阶段多变量的优化问题。

3．2　消落期优化运行轨迹分析
控制时段初、末水位分别为正常蓄水位和汛限水

位，以日为时段，对 １９８０ ～２０１４ 年金中梯级水库消落
期运行过程进行优化。 经优化后各水库的平均消落过
程见图 １，图 １ 中纵坐标表示平均相对消落深度
（１９８０ ～２０１４ 年均值），具体计算方法见式（１４）。

P＝
Zt －Zx

Zm －Zx
（１４）

式中：P为相对消落深度；Zt 表示 t 时刻平均水位；Zm

为正常蓄水位；Zx 为信息水位。
由图 １可见金中梯级的消落次序大致为下游早于

上游，月底为集中消落期。 由于金安桥水电站尾水水
位流量关系受龙开口顶托影响较小，同时其满发流量
较上下游的水电站都小，因此以金安桥为界，将金中梯
级分成两段。 其中梨园、阿海、金安桥为一段，下游水
库开始消落时间早于上游水库；而龙开口开始消落的
时间又晚于金安桥，龙开口以下，下游水库的消落时间
也早于上游。
根据判别系数法，金中梯级的消落次序为梨园、阿

海最先消落，其次为金安桥、鲁地拉，龙开口和观音岩
２２



夏传明，等：金沙江中游梯级水库联合消落优化控制 ２０１８ 年 １１月

图 1　金中梯级 6月平均相对消落深度
最后消落，与优化运行轨迹的结果相差甚远。 分析其
原因，金中梯级水库不仅上下游衔接，尾水顶托明显，
且调节性能较差、库水位较低时出力受阻情况严重；梨
园－龙开口梯级日均增加 ２００ ｍ３ ／ｓ 的下泄流量对应
差不多１ ｍ的库容，若出现出力受阻的现象，水量效益
要小于水头效益，此时若维持高水位运行能获得较优
的发电效益；下游水库对上游水库的尾水产生顶托时，
自下而上进行消落，降低下游库水位，相应降低上游尾
水，增大上游水电站的水头，可获得较优的发电效益。
金中梯级 ６月来水量级较大，石鼓、攀枝花水文站 ６ 月
２６ 日 ３０ 日的日平均流量分别在 ２ ３００ ｍ３ ／ｓ、
２ ６００ ｍ３ ／ｓ左右，而金中梯级半数电站的满发流量不
到 ３ ０００ ｍ３ ／ｓ，在消落期末，当来水较大，且水库加大
下泄集中消落时，下泄流量可能会超过满发流量，从而
产生弃水，而金中梯级的满发流量相差不大，若上游水
库弃水，则有可能产生整个梯级全面弃水的不利局面。
对 ３５年的来水过程进行排频，分别选择来水频率

１５％、２５％、５０％、７５％、８５％作为丰水年、偏丰年、平水
年、偏枯年、枯水年，每种来水年份选择 ３ ～４ 个典型
年，求其优化过程的平均值，作为各来水频率对应的优
化运行过程。 各水库不同来水年份开始消落时间见表
３。 由表 ３中数据可见，不同来水年份的消落次序大致
相同，与平均消落过程的分析结果相差不大。 在实时
调度时，可结合中长期水文气象确定消落时间及控制
水位，若无预报来水，则可按平均消落过程控制。

４　结　语
本文分别采用判别系数和库群联合优化调度分析

了金沙江中游梯级水库的联合消落次序，采用判别系
数法时，除鲁地拉外，其他水库基本按自上而下的顺序
消落；而优化计算的结果与之差别较大，基本呈现相反

表 3　金中梯级水库不同来水年份开始消落时间表（６月份）

水电站 枯水年 偏枯年 平水年 偏丰年 丰水年

梨园 ２５ 日 ２４日 ２６日 １９ 日 １０日

阿海 ２４ 日 ２４日 ２４日 １７ 日 ９日

金安桥 ２２ 日 ２２日 １３日 １３ 日 ６日

龙开口 ２６ 日 ２６日 ２６日 ２４ 日 １５日

鲁地拉 １８ 日 １８日 １５日 １２ 日 ５日

观音岩 １６ 日 １６日 １２日 １０ 日 ６日

的趋势，即以金安桥为界分成两段，均表现为自下而上
的消落趋势。 主要因为金中梯级水库不仅上下游衔
接，尾水顶托明显，且调节性能较差、库水位较低时出
力受阻情况严重，同时金安桥水库的满发流量较上下
游水库要小。 综合分析，按优化调度计算结果分析得
到的消落次序合理性更强。
长江上游已逐步形成巨型混联梯级水库群，其蓄

放水特性更为复杂，亟需提出一种直观简单、操作性强
的蓄放水规则制定方法。 因此，有必要在传统方法的
基础上，结合水库群优化调度理论方法，优化分析不同
特性水库群的联合蓄放水过程，进而总结提炼出实用
性较强的理论方法，这也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参考文献：
［１］熊斯毅．混合电力系统中并联水库的最优控制［ Ｊ］．水电
能源科学， １９８３， １（１）： ７１ －７８

［２］谢如昌， 纪昌明， 王春超， 等．基于改进判别系数法的水
库群蓄能调度图绘制 ［ Ｊ］．水力发电， ２０１３， ３９ （５）：
６２ －６４

［３］周之豪， 沈曾源， 施熙灿， 等．水利水能规划［Ｍ］．２ 版．
北京： 水利水电出版社， １９９７

［４］黄草， 王忠静， 鲁军， 等．长江上游水库群多目标优化调
度模型及应用研究（Ⅱ）： 水库群调度规则及蓄放次序［Ｊ］．
水利学报， ２０１４， ４５（１０）： １ １７５ －１ １８３

［５］欧阳硕， 周建中， 周超， 等．金沙江下游梯级与三峡梯级
枢纽联合蓄放水调度研究［ Ｊ］．水利学报， ２０１３， ４４（４）：
４３５ －４４３

［６］许银山， 梅亚东， 杨娜， 等．大规模混联水库群长期优化
调度［Ｊ］．水电自动化与大坝监测， ２０１０， ３４（４）： ５８ －６３

［７］许银山， 梅亚东， 钟壬琳．等．大规模混联水库群调度规
则研究［Ｊ］．水力发电学报， ２０１１， ３０（２）： ２０ －２５

［８］罗斌， 钱凯霞， 李安强， 等．乌江梯级水库联合优化调度
方案研究［Ｊ］．人民长江， ２０１０， ４１（２２）： ８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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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洛渡库区黄坪村隧道溶洞处理方案浅析

韩　炼１，胡　俊２，吴雨薇２

（１．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００，２．海南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海南 海口　５７０２２８）

摘要：溶洞是云贵川地区隧道施工中常见的不良地质现象，如何制定相应合理可行的处治方案和应急措施是关键技术

难题。 针对溪洛渡库区黄坪村隧道施工开挖出的溶洞，依据地形地貌特征、岩性及其地质构造，提出了溶洞顶部和底部

的治理方案，主要包括锚喷挂网支护、注浆回填洞渣以及衬砌设计；实践证明治理方案行之有效，确保了隧道顺利穿过此

段岩溶区域。

关键词：溪洛渡库区；黄坪村隧道；隧道溶洞；溶洞治理；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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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reatment of Karst Caves in Huangping Village Tunnel
in Xiluodu Reservoir Area
ＨＡＮ Ｌｉａｎ１ ， ＨＵ Ｊｕｎ２ ， ＷＵ Ｙｕｗｅｉ２

（１．Ｊｉｎｇｚｈｏｕ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Ｊｉｎｇｚｈｏｕ ４３４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 Ｈａｉ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ａｉｋｏｕ ５７０２２８，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Ｋａｒｓｔ ｃａｖｅ ｉｓ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ｕｎ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ｔｕｎｎｅ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Ｓｉ-
ｃｈｕａｎ ａｒｅａ， ｗｈｏｓ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ａｎｇ-
ｐｉ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ｔｕｎｎｅｌ ｉｎ Ｘｉｌｕｏｄｕ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ｒｅａ， ｋａｒｓｔ ｃａｖｅｓ ａ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ｏｐ ａｎｄ ｂｏｔｔｏｍ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ｖｅｓ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ｎｃｈｏｒｅｄ
ｓｈｏｔｃｒｅｔｉｎｇ ｎｅ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ｇｒｏｕ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ｄｒｅｄｇｅ ｂａｃｋｆｉ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ｕｎｎｅｌ ｌｉｎ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ｈｉｃｈ ｅｎｓ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ｕｎｎｅｌ ｉｎ ｔｈｉｓ ｋａｒｓｔ ａｒｅａ．
Key words： Ｘｉｌｕｏｄｕ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ｒｅａ； Ｈｕａｎｇｐｉ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ｔｕｎｎｅｌ； ｋａｒｓｔ ｃａｖｅ ｉｎ ｔｕｎｎｅｌ； ｋａｒｓｔ ｃａ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ｃｈｅｍｅ

　　岩溶是可溶性岩层（包括碳酸盐、硫酸盐、硝酸盐
等，如石灰岩、白云岩、石膏等）受具有溶解能力的水
的长期作用而产生的。 当隧道穿过可溶性岩层时，有
的溶洞位于隧道底部，填充物松软且深，隧道基底难于
处理。 有的溶洞岩质破碎，容易发生坍塌；有时遇到大
的水囊和暗河，岩溶水或泥沙夹水会大量涌入隧道，当
含水填充物不断涌入隧道时，甚至会发生地表开裂下
沉，使山体压力剧增。 有的溶洞、暗河迂回交错，错综
复杂，范围宽广，处理起来十分困难［１ －１２］ 。本文结合

黄坪村隧道施工，对其施工中开挖出的溶洞进行处理，
针对地形地貌特征、岩性以及构造条件，提出了溶洞顶
部和底部的治理方案，实际证明治理方案可行且效果
好，确保了隧道顺利穿过此段岩溶区域，为类似溶洞处
理工程提供了参考依据。

１　工程概况
黄坪村隧道属于溪洛渡库区黄码公路黄坪塌岸改

线工程，桩号Ｋ４０ ＋９８０ ～Ｋ４４ ＋２５３．４７２，本合同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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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全长 ３ ２７３．４７２ ｍ，包含隧道 ３．５１３ ｋｍ（大石包隧道
２．９６７ ｋｍ，连接线隧道长 ０．５６４ ｋｍ），明线路基
０．３０６ ｋｍ，属于四级专用公路，设计时速为 ２０ ｋｍ／ｈ。

工程区在区域地貌上为中山地貌，位于青藏高原
和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地质总体呈
西高东低之势，山脉走向受地质构造控制，以近南北及
北东向为主。 区内海拔高程多在 ２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ｍ 以
上，山高谷深，山势巍峨。 金沙江总体呈北东向流经本
区，谷坡陡峻，河道狭窄，其切割深度大于 １ ０００ ～
１ ５００ ｍ。

工程区断裂构造较为发育，其主干断裂有 ＳＮ 向
展布的峨边 －金阳断裂带和 ＮＥ 向展布的莲峰断裂
带，另有伴生的 ＮＷ向小断层。 ①峨边－金阳断裂是
一条喜马拉雅运动早期强烈活动的断裂，但自晚更新
世以来活动较弱，南段相对北段更为微弱。 ②莲峰断
裂带在新生代早中期有过多期活动，具有稳定蠕滑特
征，但自晚更新世以来活动显示很弱。 ③北西向断裂
在库区发育规模不大，成带性不强，走向 Ｎ４５°Ｗ，具波
状现象，倾角 ６５°至近直立，主要表现为张性、张扭性
断层。
本标段地质概况：中山地貌，岩性主要为粉砂岩、

灰岩、玄武岩、泥灰岩和页岩，其中粉砂岩、灰岩和玄武
岩属较坚硬岩石，泥灰岩、页岩属较软岩。 围岩等级主
要为Ⅲ级和Ⅳ级。
工程区地表水为金沙江及其支流河水，其中金沙

江河水多年平均流量为 ４ ５７０．０ ｍ３ ／ｓ。 地下水根据其
赋存条件可分为第四系松散堆积物孔隙水和基岩裂隙

水两类，其中松散堆积物孔隙水主要分布在两岸第四
纪堆积体内。

２　溶洞情况描述
大石包隧道 Ｋ４１ ＋７６０．００ ～Ｋ４１ ＋８００．００ 段原设

计预判为Ⅲ级围岩，采用Ⅲ Ｔ ７．０ 型衬砌开挖支护。
开挖揭示：大石包隧道 Ｋ４１ ＋７６０．００ ～Ｋ４１ ＋８００．００
段岩体为中厚层状灰褐色中风化灰岩，节理裂隙较发
育，层间夹泥及层面水锈，局部存在少量点滴状裂隙
水，围岩自稳能力一般；其中 Ｋ４１ ＋７７９．００ ～Ｋ４１ ＋
７９５．００ 段开挖揭示为溶蚀空腔（影响）段落（见图 １、
图 ２），该空腔呈通道形态，与洞轴线斜交，通过隧道底
部朝背山侧方向延伸，延伸长度约 ６０ ｍ，垂直深度
２０ ～３０ ｍ，溶洞内无水，斜井段影响长 ６９ ｍ（Ｋ４１ ＋
７８０ ～Ｋ４１ ＋８５０，平距），最大高度约 ２９ ｍ，最大宽度约
３６ ｍ，溶洞表层不同程度出现风化迹象，从石钟乳以及
地板地质情况可以推断溶洞的发育及大小。 该溶洞连
通性较好，上部全部为风化成泥形态，底部淤泥淤积较
厚，经过水的冲刷形成泥沟。 溶洞与正洞平面相交，在
正洞底部穿过，正洞岩层厚度约 ７ ｍ。 综合判断
Ｋ４１ ＋７６０．００ ～Ｋ４１ ＋７９５．００ 段为Ⅳ级围岩、Ｋ４１ ＋
７９５．００ ～Ｋ４１ ＋８００．００ 段为Ⅲ级围岩

图 1　K41 ＋779．00 ～K41 ＋795．00岩溶空腔平面图

３　隧道溶洞处理方案
岩溶隧道施工具有极大的风险，其中，溶洞的突

泥、突水以及溶腔极大地危害到了隧道的施工安全以
及施工进度，同时，由于施工措施不当造成的建成后运
营环境恶劣、地表环境恶化，也会影响到当地人们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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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K41 ＋779．00 ～K41 ＋795．00岩溶空腔断面图
产生活，给社会带来重大的损失。 因此，制定合理的施
工方案，降低和排除施工风险，安全穿越溶洞是施工过
程的重要手段。

3．1　溶洞顶部处理方案

隧道施工过程中遭遇溶洞，常见的施工方法为：跨
越法

［１０］ 、填堵法［１１］ 、引排水法［１２］
以及绕避法（引、堵、

越、绕）等。 由于溶洞四壁全部为泥质，且出现强风化
状态，为了确保溶洞顶稳定，对溶洞顶部采用锚喷挂网
进行防护，锚杆采用矱２２药卷锚杆，单根长３００ ｃｍ，间
距 １ ×１ ｍ，单层矱６．５ 钢筋网，网眼间距 ２０ ×２０ ｃｍ，
Ｃ２０ 喷混凝土厚 １０ ｃｍ。
3．2　溶洞底部处理方案

溶洞底部较深，底部距斜井底部高度较高，对溶腔
防护层、结构防护层，初支加强层、结构保护层、缓冲层
以及结构排水层进行综合考虑，下部采用洞碴回填，洞
碴顶部正洞下方浇筑厚 １ ｍ 的 Ｃ２５ 钢筋混凝土；洞碴
顶部其他地方采用 ５０ ｃｍ厚 Ｍ７．５ 浆砌片石回填以防
止洞顶滴水冲刷。

3．3　衬砌设计

考虑该段溶洞顶部可能掉块的冲击荷载对斜井结

构的破坏，该段斜井二衬外设置套拱，加强支护以提高
其抗变形能力。 套拱采用 ２０ ｃｍ厚的 Ｃ２０喷射混凝土
和 １８ 号工字钢支护，１８ 号工字钢纵向间距 ７５ ｃｍ，环
向联结钢筋采用 矱２２ 钢筋，间距 １ ｍ；二次衬砌厚度
变更为４０ ｃｍ，并在内外层铺设两层矱１２钢筋网，以防
止冲击荷载导致二衬开裂（见图 ３）。

3．4　洞碴防沉降与斜井防滑移的技术措施

该溶洞洞碴回填高度较高，施工作业空间较小，洞

图 3　溶蚀空腔段处置示意图
内难以利用机械设备碾压，同时溶洞倾角较大，为了防

止回填后沉降和碴体向下滑动，同时避免以后水对基
底侵蚀，对该段采取注浆处理，施工缝之间设置接茬钢

筋。 洞碴内部预埋矱４２ 注浆小导管，单根长 ３ ｍ，间
距为 ２．０ ×２．０ ｍ，对洞碴进行注浆加固处理。 混凝土

和浆砌片石之间采用矱１２接茬钢筋，单根长 １ｍ，间距
为 ３０ ×３０ ｃｍ。

１）注浆范围及深度。 洞碴回填部分进行注浆处
理，宽度即斜井井身底部。

２）注浆孔布置。 注浆孔按梅花形布置，孔距为

２．０ ｍ。 回填时根据回填高度预埋注浆管。

３）浆材、浆液要求。 压力注浆原材料采用水泥粉

煤灰系列，各材料配合比具体要求如下：开灌的水∶水
泥配合比为 １∶１，若填筑体以天然级配的砂卵砾石或
机轧砾石为主，一次钻灌法主灌的水∶水泥∶粉煤灰配

合比为 ３∶１∶３；两次钻灌法中第一次主灌的水∶水泥∶
粉煤灰配合比为 ３∶２∶３，第二次主灌的水∶水泥∶粉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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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配合比为 ３∶１∶３。 若填筑体以泥岩、砂岩碎块或粘
土为主，一次钻灌法主灌的水∶水泥∶粉煤灰配合比为
１∶１∶０．５，两次钻灌法第一次主灌的水∶水泥∶粉煤灰配
合比为 １∶１∶０．５，第二次主灌的水∶水泥∶粉煤灰配合
比为 １∶１∶０．２５。 堵漏的水∶水泥∶粉煤灰配合比为
１∶１∶１。 具体可根据注浆试验结果比较，调整优选设计
配合比，得到最终最佳的施工配合比。 另外，宜采用稠
度高的浓浆液。

４）注浆压力。 压力注浆采用花管注浆进行。 注
浆压力是控制注浆质量和浆液数量重要参数，压力表
上其最大标值不得高于 １．５ ＭＰａ。 注浆压力以孔口压
力表指针摆动中值为准，注浆压力可根据现场施工试
验结果比较作适当的调整。

５）变形观测。 孔口设置抬动检测装置，控制抬动
值不大于 ２ ｃｍ为宜。 同时，对窜浆冒浆情况加强观测
和记录，一旦出现异常情况，采用封堵、减压、浓浆、间
隙法注浆等方法及时处理。

６）止浆。 在规定压力下，当注浆量小于 １ Ｌ／ｍｉｎ
时，且持续稳定 ２ ～３ ｍｉｎ，若压力不下降或压力下降不
超过 ５％时，则可正常止浆。

７）特殊情况处理。 对孔底漏浆较多时用浓浆封
底处理，对于变形过大无法正常止浆时，采用 ２ ～３ ｈ
间隙法注浆处理，若仍难以抑制变形则间隔 １ ～２ ｄ后
再次注浆。

４　施工方法

回填洞碴从洞外弃土场取碴，洞碴不足部分选择
其他区域取土点，汽车运输至溶洞口，再由装载机推入
溶洞内。 洞碴回填至机械能够下到溶洞后，采用机械
设备整平，继续进行回填。 施工过程中采用单工序循
环作业，回填和防护不允许同时施工。 当洞碴回填至
一定高度，开始埋设注浆管，浇筑防滑平台，注浆后再
浇筑钢筋混凝土，施工时要注意埋设接茬钢筋。 当混
凝土强度达到 ７０％及以上时，砌筑浆砌片石。 再设置
护拱混凝土，最后同正洞施工一起进行二次衬砌。 另
外，运输回填洞碴过程全部采用绞车提升，有轨运输。

５　结　语

溶洞是云贵川地区石灰岩地质条件下隧道施工中

常见难题，在岩溶隧道施工中，加强地质超前预报探测
十分必要，采取物探与钻探相结合，打适量探孔探明隧
道前方地质条件，掌握详实准确的工程地质与水文地
质资料，方可对隧道前方岩溶情况进行准确预判，从而
制定相应合理可行的处治方案，提前做好穿越溶洞的
应急措施。 另外，一般岩溶隧道内部水量大且淤泥较
厚，发生突泥和突水的可能性很大，雨季期间应加强对
洞内水量观测，防止因水量过大，落水洞堵塞造成正洞
被淹。 施工中要尽快封闭溶腔，加强监控量测，根据其
反馈信息对支护参数及预留变形量进行调整，同时要
注意设置隧道防排水设施，加强支护措施确保溶洞洞
壁稳定。
经长期持续观测数据显示，该段围岩变形基本稳

定，支护结构表面无渗漏水发生。 上述处理方案绝大
部分经过实际验证，主线大石包隧道顺利穿过此段岩
溶区域，目前黄坪村隧道已顺利贯通，极大地促进了黄
码公路全线通车。 希望此次处理方案为类似溶洞处置
提供参考经验，创造最优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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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式门式启闭机设计与应用研究

何仕永
（中国水利电力对外有限公司，北京　１００１２０）

摘要：苏丹上阿特巴拉水利枢纽工程门式启闭机和清污机采用组合式门式启闭机，不但同时实现了闸门启闭和清污“一
机两用”，而且结构紧凑，外形美观，解决了大坝空间狭窄的难题，并节省了土建投资，为水电站门式启闭机设计开拓了一
种新思路。

关键词：组合式门式启闭机；一机两用；液压耙斗式清污机；模块化设计；优化设计；有限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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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a Combined Gate Hoist and
Cleaning Machine in Upper Atbara Hydropower Project

ＨＥ Ｓｈｉｙ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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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ｇａｔｅ ｈｏｉｓｔ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ｎｄ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ｉｎ Ｕｐｐｅｒ Ａｔｂａｒａ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Ｓｕｄａ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ａｃｔ ａｓ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ｇａｔｅ ｈｏｉ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ｉｍｐｌｅ ｓｈａｐｅ， ｉｔ ｓｏ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ｓｐａｃ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ｓａｖｅｓ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Ｉ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ｎ ｉｎｓｐｉｒｉｎｇ ｉｄｅ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ｇａｔｅ ｈｏｉ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Key words：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ｇａｔｅ ｈｏｉｓｔ； ｍｕｌｔｉ-ｐｕｒｐｏｓ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ｂｕｃｋｅｔ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 ｍｏｄｕｌａ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ｓｉｇｎ，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苏丹上阿特巴拉水利枢纽工程（ ｔｈｅ Ｄａｍ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Ａｔｂａｒ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位于苏丹东部的卡萨拉州与加
达里夫州交界处，距首都喀土穆公路距离约 ４６０ ｋｍ。
该工程由位于 Ｓｅｔｉｔ 河的 Ｒｕｍｅｌａ 和位于 Ａｔｂａｒａ 河的
Ｂｕｒｄａｎａ ２座大坝及其附属工程组成，该枢纽工程以灌
溉和生活生产供水为主要功能，并兼顾发电。 工程建
成后，将形成一个约３０亿ｍ３

库容的水库，灌溉面积达
５０ 万公顷，为 ７００ 万人口解决灌溉用水问题，为 ３００
万人口提供饮用水保障，为上百万人提供电力供应，苏
丹 １／３的人口将因此直接受益，是苏丹的国家级重大
民生工程，是苏丹目前合同金额最大的单项工程。 工
程建成投入使用后，对于促进苏丹东部经济发展，提高
当地劳动人口就业率，改善当地人民收入水平具有重
大意义。
发电厂房位于 Ｒｕｍｅｌａ大坝右岸进水口大坝下游，

为坝后式厂房，进水口和厂房之间的引水管道通过外
包钢筋混凝土的压力钢管相连，电站装 ４ 台混流式水
轮发电机组，单机容量 ８０ ＭＷ，总装机容量为
３２０ ＭＷ。

苏丹上阿特巴拉水利枢纽工程水头较低，为降低
工程投资，经优化后的经济性大坝宽度不足以分开布
置门式启闭机和清污机，经过方案论证后该工程采用
组合式门式启闭机方案，其现场安装使用情况如图 １
所示。

１　组合式门式启闭机方案介绍
门式启闭机和清污机是水利水电工程必备的水工

金属结构设备，分别具有闸门启闭和拦污栅清污功能，
门式启闭机并能在设备安装、检修时起吊其他物品。
传统水工金属结构布置型式中，门式启闭机和清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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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 ×500 kN／50 kN组合式门式启闭机
分开布置、相互独立工作，这样就要求水工建筑物（大
坝）具有足够的空间，能够同时布置下门式启闭机和
清污机

［１］ 。 当水利水电工程大坝空间狭窄时，不能同
时分开独立布置门式启闭机和清污机，针对这种设备
布置困难，采用模块化设计理论，对门式启闭机和清污
机的各组成功能部件按性能和用途划分为各种不同功

能模块，将能互换的功能单元进行组合，就得到了模块
化的设计解决方案。 组合式门式启闭机就是充分利用
了门式启闭机的门架结构，将液压耙斗式清污机集成
到门式启闭机上，使其不仅具有门式启闭机的闸门启
闭功能，而且还能实现清污机的清污功能，巧妙地摆脱
了水工建筑物空间狭窄，门式启闭机和清污机难以分
开独立布置的困境。

２　组合式门式启闭机简介

本工程采用组合式门式启闭机方案，结构简图如
图 ２ 所示。 组合式门式启闭机闸门启闭机构安装于门
式启闭机小车上，可随门式启闭机和小车的双向移动
实现闸门的启闭和转运。 回转机构安装于门架上游侧
左岸，清污抓斗安装于回转机构悬臂的端部，清污抓斗
和回转机构主要用于实现坝前区域清污和吊运其他零

星物件。 清污耙斗安装于门架上游侧，翻板机构安装
于门架上游侧下横梁上，清污耙斗用于清理拦污栅上
的垃圾，翻板机构用于收集清污耙斗从拦污栅上清理
出的垃圾，并将垃圾从水库上游区域门式启闭机跨外
转移到跨内，便于专用运输工具收集垃圾。 为满足门
机坝面物件吊运，在门机走台梁下配备一套电动葫芦。
１台司机室安装在上游侧回转机构下方的门架结构的
支腿上，操作人员视野开阔，便于操作清污抓斗和清污
耙斗进行清污作业，同时在下游侧中横梁上也安装 １
台司机室，用于操作闸门启闭和转运作业。 多功能组
合式门式启闭机有效地解决了水利水电工程大坝空间

狭窄，门式启闭机和清污机难以同时布置的难题，真正
实现了“一机多用”，而且还节省了工程投资。

图 2　组合式门式启闭机结构简图

３　组合式门式启闭机设计

3．1　组合式门式启闭机结构设计
组合式门式启闭机门架结构由主梁、端梁、支腿、

中横梁、下横梁、翻板机构（垃圾倾倒装置）、小车架以
及支撑回转机构的外伸梁组成。 主要结构梁均采用
Ｑ３４５Ｃ焊接箱型梁结构，为便于现场安装和调整安装
误差，主梁、端梁、支腿之间的连接采用高强度螺栓
连接。
组合式门式启闭机的电动葫芦、清污机、回转机构

和小车架上的闸门启闭机构布置，一方面按照性能和
用途进行了模块化设计，另一方面还进行了最优化设
计，不仅解决了各个机构运行干涉问题，而且还合理优
化了结构的受力，克服了受集中力载荷的叠加作用对
结构的不利影响

［２ －３］ 。
２ ×５００ ｋＮ／５０ ｋＮ进水口组合式门式启闭机安装

在 Ｒｕｍｅｌａ大坝５２５．１０ ｍ高程上，主要技术参数如表 １。
根据该工程进水口大坝金属结构设备布置型式，

组合式门式启闭机只有在跨中位置才起吊额定起重载

荷，且闸门没有过跨要求，其他位置起吊载荷远低于额
定载荷，实际工作工况如表 ２ 所示。 运用有限元分析
方法对组合式门式启闭机门架结构进行分析，模拟组
合式门式启闭机的各种实际工作工况、载荷组合和载
荷情况，校核结构的强度、刚度和动态特性，通过有限
元分析还能更精确地求得门式启闭机支腿支反力，从
而进一步校核组合式门式启闭机的整体抗倾覆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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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抗风防滑稳定性。
表 1　2 ×500 kN／50 kN进水口组合式门式启闭机主要技术参数

额定启（闭）门力 大车运行速度 小车运行速度 整机工作级别 总扬程／轨上扬程

２ ×５００ ｋＮ （２ ～２０）ｍ／ｍｉｎ （０ 敂．６ ～６）ｍ／ｍｉｎ Ａ３ 噜４６ ｍ／１２ ｍ
吊点距 跨度 启／闭门速度 回转机构容量／回转半径 回转速度

５ 圹．５６２ ｍ ５  ．５ ｍ （０ `．１９ ～１．９）ｍ／ｍｉｎ ５０ ｋＮ／８ ｍ ０ F．４ ｒ／ｍｉｎ
回转角度 清污机容量／宽度 清污深度 整机自重

１８０° ２ ×３０ ｋＮ／３ 靠．９６ ｍ ４０ ｍ ２０７ ＃．５ ｔ

表 2　组合式门式启闭机的工作工况

工况 载荷组合和载荷情况

１  工作状态风载荷作用下，起吊额定载荷

２  工作状态风载荷作用下，大车运行机构带载（８００ ｋＮ）
运行

３  工作状态风载荷作用下，小车位于下游侧极限位置起
吊载荷 ２ ×１６０ ｋＮ

４  工作状态风载荷作用下，小车位于任意位置，回转机
构起吊额定载荷

５  非工作状态风载荷

６  地震载荷

　　采用通用大型有限元分析软件 ＡＮＳＹＳ 中的
ｓｈｅｌｌ６３ 壳单元在笛卡尔坐标系中建立有限元模型［３］ ，
X轴表示水流方向，Y轴闸门启闭方向，Z轴表示大车
轨道运行方向。 根据表 ２ 组合式门式启闭机的计算工
况、载荷组合和载荷情况，分别求解 ６ 种工况门架结构
的最大 Ｖｏｎ Ｍｉｓｓｅｓ 等效应力值和最大变形值。 其中，
Ｑ３４５Ｃ材料许用应力值为［σ］ ＝２３０ ＭＰａ，门架跨中额
定载荷垂直静挠度 f１≤［ f］ ＝５ ５００

１ ０００ ＝５．５ ｍｍ，有效悬
臂端垂直静挠度 f２≤［ f］ ＝５ ５００

３５０ ＝１４．３ ｍｍ［４］ 。

当启闭机在下游极限位置处起吊 ２ ×１６０ ｋＮ载荷
时（工况 ３ ），主梁与支腿连接处最大应力值为
１１８．５２ ＭＰａ≤［σ］，满足规范要求（如图 ３所示）。

当启闭机在下游极限位置处起吊 ２ ×１６０ｋＮ载荷
时（工况 ３），主梁悬臂端的最大下挠值为 １４．１≤［ f２ ］，
满足规范要求（如图 ４所示）。
当启闭机在跨中起吊额定起重载荷时（工况 １），

跨中截面的最大最大应力值为 １０８．７ ＭＰａ≤［σ］，满
足规范要求（如图 ５所示）。
当启闭机在跨中起吊额定起重载荷时（工况 １），

图 3　组合式门式启闭机在下游极限位置起吊
2 ×160 kN载荷时应力分布图

图 4　组合式门式启闭机在下游极限位置起吊
2 ×160 kN载荷时竖直变形分布图

跨中处的最大垂直静挠度值为 ４．３ ｍｍ≤［ f］，满足规
范要求（如图 ６所示）。

3．2　清污机构
传统耙斗式清污机主要由门架结构、行走机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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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组合式门式启闭机跨中起吊额定
起重载荷时应力分布图

图 6　组合式门式启闭机跨中起吊额定
起重载荷时垂直方向变形分布图

污耙斗、起升机构、导污装置和电气控制系统组成，是
独立于门式起重机之外的一套设备，苏丹上阿特巴拉
水利枢纽工程组合式门式启闭机设计以原有门式启闭

机门架结构为基础，极大限度地利用门式启闭机门架
结构，简化掉了清污机的门架结构和行走机构，将清污
机构组合到门式启闭机上，同时在门式启闭机下横梁
布置一套液压清污翻板机构（图 ７），将清污机构抓取
上来的污物直接倾倒在翻板上，再控制翻板机构将污
物倾倒于皮卡车之类的运输小车工具中，直接运送到
水电站以外的集中堆放地方，自动化程度高，人工劳动
强度低，清污效率高。
该组合式门式启闭机清污机构选择性价比较高的

耙斗式清污机，该型清污机机械结构简单，电控水平
高，维修方便，维护量极低，其主要结构包括抓斗装置、
滑车以及行车导轨三部分。

图 7　组合式门式启闭机上的液压翻板机构和清污抓斗

3．3　其他机构和电气控制系统

组合式门式启闭机的自动抓梁采用液压自动穿销

方式，抓梁到位、穿退销、挂脱钩、极限位置和行程指示
以及充水阀开启的信号与控制系统联接，操作人员在
司机室内即可轻松方便地完成闸门启闭和（倒）吊运
操作。 自动挂梁组装后，要求在厂内进行静平衡试验，
进行机、电、液联调试验，验证穿轴装置动作正常，传感
器工作可靠。
启闭机操作控制系统由司机操纵台、ＰＬＣ 控制系

统、各机构传动系统、司机室运行显示面板以及相应的
监控系统和应用软件组成，具备对启闭机运行状态的
监控、诊断与故障报警，信号采集、处理和控制，各种运
行信号、保护信号的显示等功能。 可编程控制器
（ＰＬＣ）选用性能可靠的施耐德 Ｍ３４０ 系列产品，Ｉ／Ｏ点
数按实际需要配置，并留有 ２０％的裕量，指令和数据
存储器容量应不小于程序容量的 ２ 倍，并不小于
１２８ Ｋ字节。 起升机构、大小车行走机构均为变频调
速，调速范围广、启制动运行平稳，定位精准。 启闭机
的变频器与 ＰＬＣ之间的通信采用总线通信方式，通信
电缆采用专用光缆。
起升小车由起升机构、小车行走机构、小车架、机

房、行程限位开关、检修吊等组成。 大、小车运行机构
采用布局紧凑的三合一运行机构。 起升机构为双吊点
布置，分别由 １台电动机经减速器变速后，驱动一套卷
筒旋转，通过缠绕在卷筒上钢丝绳的收放，带动抓梁及
其闸门上升或下降，采用交互捻、线接触、镀锌金属芯
钢丝绳，在减速器低速轴侧通过同步轴实现双吊点起
升同步。 采用折线绳槽卷筒和返回挡环技术，钢丝绳
固定在卷筒中间。 卷筒一端通过卷筒联轴器与减速器
低速轴联接，另一端通过卷筒轴采用滚动轴承支承在

（下转第 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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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大中型水库大坝安全监测现状及改进探讨

向亚红
１，张　峰１，董时波１，邓念武２

（１．湖北省水利厅，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１；２．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通过对湖北省水利部门管理的大中型水库大坝安全监测现状的调查和统计，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大坝
安全监测的措施：提高相关部门对水库大坝安全监测工作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加快专业化监测队伍建设，实施监测
全过程管控，规范观测过程和资料整编程序，谨慎开展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设施建设，建立水库大坝安全监测管理云平
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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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ｄａｍｓ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ｂｙ Ｈｕｂｅｉ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Ｂｕｒｅａｕ ａ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ｌｅ-
ｖａ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ｗｏｒｋ ．Ｔｈｅｎ，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ｌａｃ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ｅａｍｓ ，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ａｔ-
ｉｃ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ａｒｅｆｕｌ．Ａｌｓｏ， ｃｌｏｕ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ｄａ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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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２０１３ 年枟湖北省第一次水利普查公报枠，湖
北省现有水库 ６ ４５９ 座，总库容 １ ２６２．３５ 亿 ｍ３。 水利
部门管理的大型水库有 ５０ 座，均为土石坝；中型水库
２８２ 座，其中 ８６％为土石坝。 这些水库在防洪、灌溉、
供水、发电、旅游、养殖、环保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大坝安全是大坝充分发挥其功能的前提条件，大坝安
全监测作为大坝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摸清湖北省水利部门管理的大中型水库大坝安全

监测现状，促进安全监测管理工作，保证水库大坝安全
运行和最大限度发挥工程效益，２０１４ 年湖北省水利厅
对管辖的大中型水库大坝安全监测进行了调查和统

计，根据现场调研情况和统计资料对水库大坝安全监

测的现状进行详尽分析，并提出了改进措施［１ －３］ 。

１　水库大坝安全监测现状及问题
２０１４ 年湖北省水利厅对水利部门管辖的大中型

水库大坝安全监测现状进行了调查。 调查内容主要包
括：监测人员和组织管理、监测项目、现场监测设施、监
测仪器设备、监测方法和手段、监测资料整编和分析、
监测自动化运行情况等。

１）监测人员结构。 据统计，水库管理单位的大坝
安全监测工作一般由工程技术部门负责，在 ５０ 座大型
水库中，有专业技术人员 ７８ 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
有 ５６ 人，具有工程师职称的有 ３７ 人，２５ 座大型水库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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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职从事大坝安全监测工作的人员。 由于多数水库
大坝地处偏僻，生活条件艰苦，工作待遇偏低，管理单
位很难引进技术人才。 经过长期培训后的业务骨干也
严重外流，致使部分管理单位长期存在专业人员匮乏，
技术素质低、责任意识不强等问题。 在组织管理上，部
分单位没有建立安全监测管理体系，没有制定专门的
规章制度。

２）监测项目设置。 根据枟土石坝安全监测技术规
范枠（ＳＬ５５１ －２０１２）规定，土石坝安全监测项目分为 ５
大类：巡视检查、变形、渗流、压力（应力）和环境量。
每大类设若干项目，分为必设项目和选设项目。 本次
调查的必设监测项目中，５１．９％的大坝设置了水平位
移监测项目，其中 ４３．３％的大坝进行了水平位移观
测；４８．１％的大坝设置了垂直位移监测项目，其中
３８．４％的大坝进行了垂直位移观测；４３．９％的大坝设
置了渗透压力监测项目，其中 ２８．７％的大坝进行了渗
透压力观测；４５．３％的大坝设置了渗流量监测项目，其
中 ３３．９％的大坝进行渗流量监测；８８．９％的大坝设置
了水位监测项目，其中 ７９．９％的大坝进行了水位监
测；９０．７％的大坝设置了降雨量监测项目，其中７５．８％
的大坝进行了降雨量监测。 监测项目和实际观测情况
与规范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３）监测设施埋设。 现场调查表明，部分水库大坝
监测设施的安装埋设不规范。 水平位移监测设施方
面：没有埋设强制对中观测墩；建立了强制观测墩但强
制观测墩不满足规定的高度和旁离障碍物距离的要

求；工作基点位置设置不合理；无校核基点等。 垂直位
移监测设施方面：起测基点设置不合理，垂直位移观测
点和水平位移观测点不共点、没有校核基点等。 渗流
监测设施方面：测压管位置和深度设置不合理，测压管
灵敏度不满足规范要求，坝基渗透压力与坝体渗透压
力不能有效分开等。 渗流量监测设施方面：没有将坝
体渗流和雨水有效分开，量水堰选型不合理等。

４）观测情况。 监测设施是基础，观测方案是保
障。 完善的监测设施加上满足要求的观测手段才能获
取可靠的观测数据。 调查中发现，水库管理单位对测
压管和渗流量的人工观测方法、以及环境量观测比较
熟悉，但对于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的观测方法比较生
疏，没有按照规范要求的方法进行观测，或者观测精度
未达到规范要求，这些都会严重影响后续的资料分析。

５）安全监测自动化。 水库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
程度普遍不高。 如渗透压力监测自动化率仅为
３３．６％，位移监测自动化率仅为 １４．９％。 自动化监测
设施维护管理难度较大，部分水库自动化设备处于安
装不久就瘫痪、过几年又重新安装、再次运行不久再次

瘫痪的恶性循环中。 实地调查中发现，除险加固工程
完成后，埋设在测压管内部的渗压计一般为高端振弦
式渗压计，保存完好并能正常采集数据；终端硬件及软
件一般也没有问题。 导致系统瘫痪的主要原因一般是
现场数据采集单元不稳定，现场设备或被雷击或被破
坏、传输电缆或光纤被破坏等。

６）监测资料整编。 大坝安全监测资料年度整编
是对全年资料的汇总、整理、编写和分析。 由于受到人
员、专业水平和管理等多方面的制约，仅 ６０．２％的水
库大坝监测资料具有连续性，其中 ３８．１％的水库大坝
进行定期整编。 由于观测方法的不规范，导致观测成
果的精度不够、可信度较差，这种情况在水平位移观测
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２　改进方法与措施
１）提高监测工作重要性认识。 国务院颁布的枟水

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枠明确规定：“大坝管理单位必须
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对大坝进行安全监测和检查；对监
测资料应当及时整理分析，随时掌握大坝运行状况”。
水利部颁布的枟土石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枠、枟混凝土
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枠，湖北省水利厅印发的枟湖北省
水库信息化建设指导意见枠等对水库大坝安全监测都
作了具体规定。
各级管理部门都应充分认识到水库大坝安全监测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加强大坝安全监测工作的组织、
领导与宣传，健全组织结构及专业队伍，明确岗位职
责，加大对大坝安全监测建设和运行管理的经费投入。
建立考核制度，量化考核指标，确保监测工作能够按相
关规范要求，按质按量、高效有序地进行。

２）培养专业化监测队伍。 大坝安全监测是一个
交叉学科，从事大坝安全监测的人员需要掌握水利工
程、测绘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目前
专门开设大坝安全监测专业方向的高等院校较少，水
利类专业毕业生不能在短期内胜任大坝安全监测工

作，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 因此加强监测人员培
养显得格外重要。 建议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方式多
渠道地开展培训工作。 既要培养青年骨干，做好监测
人员队伍建设、又要建立良好的人才引进机制。
湖北省水利厅有针对性地编写了枟大坝安全监测

实用技术枠，于２０１８ 年１ 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下
发到各水库管理单位，并组织相关人员学习。 另外，湖
北省水利厅每年组织水库管理部门专业人员进行大坝

安全监测专业技术培训，聘请专家授课，包括理论知识
的培训和现场实操教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３）实施监测全过程的管理。 在大中型水库大坝
３３



水 电 与 新 能 源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期

安全监测系统建设或改造过程中，大坝安全监测运行
技术人员应提前介入，从设计和施工等方面进行全方
位的了解和掌控，对于技术人员不能掌控的项目应外
聘专家进行指导。 在设计方面，需要了解监测设施点
位布置是否合理、选择仪器设备的量程和精度是否满
足规范要求等。 在施工方面，技术人员应注重施工全
过程的监督，对不合格的施工项目坚决予以否决，确保
安全监测设施移交后能够正常工作。
选择合适的参建单位是后续安全监测顺利实施的

重要保障。 部分设计单位对监测设计不清楚或不熟
悉，设计内容生搬硬套，漏洞百出。 如 １ 座中型土石坝
在进行设计评审时，与会专家针对安全监测设计就提
出了近 ２０个问题。 目前施工单位的选择上以信息化
资质为主，他们对水工知识了解较少，导致施工的缺陷
和瑕疵较多。 如某工程在测压管钻孔时为防止塌孔，
全段采用了泥浆护壁工艺钻孔，导致测压管灵敏度检
测不合格。 关于安全监测建设或改造过程的管理，湖
北省水利厅专门印发了枟湖北省水库大坝安全监测工
程建设监理工作导则枠。
加强运行期监测设施的维护和管理。 在日常巡视

检查和观测期间，应密切注意监测设施的表观变化。
如观测墩是否有被撞的痕迹，是否发生了变位、周边是
否发生了裂缝；测压管是否被破坏、是否有堵塞等。

４）规范观测过程和资料整编程序。 为了保证观
测数据的真实可靠，满足精度要求，每个项目应结合工
程实际，依据规范按照作业规程进行观测。 水利部门
管理的水库大坝大多为土石坝，观测项目和测点相对
较少。 针对这些水库大坝安全监测的特点，湖北省水
利厅编制了所有监测项目的作业指导书，并要求各水
库大坝严格执行。 这些作业指导书包括：枟巡视检查
作业指导书枠、枟活动觇牌法作业指导书枠、枟精密水准
测量作业指导书枠等十几项。 每项作业指导书包括使
用范围、实际操作的详细步骤、表格的填写规则和计算
方法、精度指标等。
为了规范水库大坝的资料整编和分析工作，湖北

省水利厅以漳河水库为例组织编写了枟湖北省水库大
坝安全监测资料整编报告（模板）枠，并发到各水库管
理部门参照执行。 年度整编范本内容包括整编说明、
工程概况、监测系统概况、考证资料、巡视检查、水平位
移监测、垂直位移监测、渗流监测、环境量监测等。 整
编资料中不仅有常规的统计表、统计图、相关图和定量
定性分析等，还将每次观测记录计算表格进行了整编，
使得整编资料更加规范，内容更加丰富。

５）建立水库大坝自动化采集系统。 大坝安全监
测自动化是安全监测的发展方向。 对于经费和人才相

对欠缺的水库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的改造应慎重。
部分建立了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采集系统的水库由于

施工缺陷和后续管理能力无法跟上，致使系统瘫痪停
用。 建议先对重点水库进行水库大坝自动化监测系统
的试点，保证设计的合理性，保证施工单位的专业性，
保证仪器设备的可靠性、耐久性和先进性，保证采集系
统硬件和软件的先进性和可扩展性，并需要经过几年
的运行检验后才能有序铺开。 如果有条件，自动化监
测不仅针对渗透压力观测，而且还可以扩展到渗流量、
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观测。

６）拓展水库大坝安全监测管理云平台。 大坝安
全监测管理系统软件需要从基于局域网、客户机／服务
器架构转到基于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先进架构上，
充分利用当前物联网技术，研究基于云平台的统一监
控平台。 应用终端除了计算机，还应扩展到手机、平板
电脑等移动终端上。
观测数据的采集有现场记录和自动化采集两种方

式，现场记录有仪器自动记录和人工记录。 自动化采
集的数据通过采集和存储自动成为基础数据上传至云

端，仪器自动记录数据通过数据线导入计算机形成基
础数据上传至云端。 现场记录数据可以利用手机或平
板电脑 ＡＰＰ进行记录、计算和检验，最后上传至云端。
大坝安全管理云平台可以包括监测信息管理云、

监测信息处理云、监测信息输出云等。 监测信息管理
云具有原始数据的输入、存储、修改、查询等功能，监测
信息处理云负责原始数据的云计算，包括中间数据计
算、结果数据计算、平差处理等，并具有初步诊断和评
价、异常值报警等功能；监测信息输出云负责输出监测
信息统计表、过程线图、相关图、形成年报表等。

３　结　语
大坝安全监测是大坝运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掌握大坝安全性态的重要手段，是水库科学调度和
大坝安全运行的前提。 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
对水利部门大中型水库大坝安全监测的现状，提出了
改进措施：各级管理部门应提高对水库大坝安全监测
工程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加快培养专业化技术人
才；从设计、施工和运行全过程对安全监测进行管控；
规范观测过程、规范资料整编程序；谨慎开展大坝安全
监测自动化设施建设；拓展建立水库大坝安全监测管
理云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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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洲坝电站机组事故配压阀误动原因分析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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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机组事故配压阀过速系统设备运行的逐项检查，分析研究误动的各种可能原因，探索解决事故配压阀误动
及跑油问题的可行方案，对事故配压配阀回油侧进行了改造，帮助其在正常工况下保持复归位置，解决了事故配压阀的
误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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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Treatment of the Mal-operation Fault of
the Unit Emergency Distributing Valve in Gezhouba Hydropower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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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Ｉｎ Ｇｅｚｈｏｕｂａ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 ｍ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ａ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ｖａｌｖｅ ａ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ｓｐｅ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ｄｉｓ -
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ｖａｌｖｅ．Ｔｈｅ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ｍ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ｉｌ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ｏｉｌ ｒｅｔｕｒｎ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ｖａｌｖｅ ｉｓ ｒｅｎｏｖａｔｅｄ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ｉｔｓ ｒｅｔｕｒ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ｎｏｒｍ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ｍ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ａ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ｖａｌｖｅ ｉ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ｓｏｌｖｅｄ ．
Key words：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ｖａｌｖｅ； ｍ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ｉｌ ｖａｌｖｅ； ｂｕｆｆｅｒ ｓｐｒｉｎｇ
　　葛洲坝电站 １、２ 号机组为东方电机厂生产的单机
容量 １７０ ＭＷ水轮发电机组，自投运以来，机组调速系
统一直存在事故配压阀误动情况，曾多次表现为机组
开机启动过程中，使机组导叶调节受阻，严重情况甚至
引起导叶无法继续开启。 故投运初期在事故配压阀控
制腔进油管路上增加了一路排油管，直接排油至机坑
漏油箱，以排除可能由于事故配压阀控制腔渗漏油排
油不畅引起事故配压阀误动的隐患。
通过对机组事故配压阀误动异常情况及跑油问题

的现状进行分析研究，逐项检查过速系统设备运行状
况，提出解决事故配压阀误动及跑油问题的可行性方
案，并提交研究分析报告［１ －５］ 。

１　研究过程

1．1　通畅性检查
葛洲坝 １７０ ＭＷ机组事故配压阀控制腔具有 ２ 条

排油管路，一条经 １１７３ 阀、过速切换阀、过速电磁阀，
一条经 １１６９ 阀。 如图 １所示。 排油管路分段检查，拆
解后，各段管路使用低压气源（０．７ ＭＰａ）进行吹气检
查，同样地对管路中的缓冲器进行了检查。 管路中无
堵塞类异物，管路通畅无异常。 整体回装后，首先对经
１１７３ 阀的排油管路进行检查，拆解 １１７３ 阀前接头及
机坑漏油箱回油管接头，对整体排油管路通畅情况进
行试验，同样使用低压气进行吹气检查，经检查，整体
排油管路通畅。 同理，对经 １１６９ 阀的排油管路进行了
通畅性检查，排油管路通畅无异常。 综合以上，
１７０ ＭＷ机组事故配压阀控制腔排油管路通畅无
异常。

1．2　机组油阀故障检查
以 ２ 号机组研究分析，在 ２１２７ 开启，４２ＤＰ、４３ＤＰ

复归情况下，开启 ２１２４ 阀后，发现事故配压阀进油管
上压力表压力上升，４３ＤＰ控制的油阀有明显油流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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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事故配压阀控制腔排油管路
的声响。 关闭 ２１２４ 阀后，压力明显开始下降，最终事
故配压阀进油管压力降为 ０ ＭＰａ，２Ｆ机组过速系统管
路参见图 １。 经初步分析，判断为 ４３ＤＰ控制的油阀故
障，导致不能完全截断 ２１２４ 过来的事故油源。 对该油
阀进行了解体检查（见图 ２）。 检查情况：油阀供油及
排油管路通畅无异常；阀座与阀瓣完好无异常，阀瓣上
尼龙密封有轻微压痕；阀杆与衬套配合后动作灵活无
卡涩；阀塞与活塞缸配合面均有轻微划痕；经测量，阀
塞落到活塞缸底部，通过阀杆作用在阀瓣与阀座间的
压缩量仅为 ０ ～１ ｍｍ等。

图 2　YF－150 －40油阀结构图
回装后试验，４３ＤＰ 控制的油阀油流声有所减小，

但依然无法完全截断油流。 另外阀塞及活塞缸均打磨
抹油后回装，因阀塞发卡动作不到位的可能性很小。
结合检查结论，判断为阀塞到位活塞缸底部，经阀杆作
用在阀瓣与阀座封堵面上的压缩量很小或基本没有，
所以造成无法截断油流的情况发生。 再一次对油阀进

行了分解，然后取出阀塞，在阀塞与阀杆作用面上焊接
一铁块（见图 ３），以增加阀芯压缩量，铁块厚度经分析
计算后定为 ５ ｍｍ。 理论上解决了阀瓣无法压紧，不能
完全截断油流的情况。 回装完毕后，经过多次试验，
４３ＤＰ控制的油阀在 ４３ＤＰ 复归的情况下能完全截断
油流，油阀故障消除。

图 3　处理后的阀塞

1．3　Ｘ169阀排油管路改造
原 Ｘ１６９ 阀段排油管路存在的跑油隐患，当机组

发生事故停机时，压力油进入事故配压阀控制腔管路，
如图 １ 紫色段，此时经 １１７３ 阀排油管路由于 ４２ＤＰ或
４３ＤＰ动作，截断了其至机坑漏油箱的排油通道，而
Ｘ１６９ 阀段排油管路依然通畅，压力油将直接排至机坑
漏油箱，排油速度大于抽油速度，就会发生跑油事故，
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改造。 Ｘ１６９ 阀更换为 ＤＮ２５ 的高
压球阀，新增“低压通、高压关”的功能阀与 Ｘ１６９ 阀并
联，功能阀前后安装 ＤＮ２５ 高压球阀，方便功能阀检
修。 正常运行时 Ｘ１６９ 阀全关，通过功能阀进行排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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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停机时，功能阀将排油管路截断，防止跑油事故。
“低压通、高压关”的功能阀由稳压减压阀反装实

现，减压阀选用弹簧活塞式减压阀，可适应很高的进口
压力，安装后介质流向如图 ４所示，下进上出。 顺时针
旋转调节螺栓，迫使活塞向下移动，打开主阀，实现低
压流通介质功能。 由于阀前介质通过图中标注的红色
通道流入活塞下腔，给活塞一个向上的力与活塞上方
弹簧力保持平衡，当阀前压力足够大，活塞向上移动，
通过阀杆带动阀瓣向上对通流口进行封堵，实现高压
截止功能。
经调整及试验后，２ 台机组的反装减压阀截止压

力为 １．３ ～１．５ ＭＰａ，截止后开启压力为 １．０ ～
１．１ ＭＰａ。 实现机组正常运行时，事故配压阀与油阀
之间的管道排油顺畅，不憋压；机组事故停机时，不发
生跑油事故。 达到了改造目标。

图 4　X169 排油管路改造方案

1．4　事故配压阀检查

１．４．１　数据检查
逐一分解 １号机组、２号机组事故配压阀，取出阀

芯，沿轴向取 ５个测点，每个测点正交方向测量 ２组数
据，事故配压阀阀体每个配合阀盘为一个测点，水平、
垂直方向测量 ２ 组数据（见表 １）。

表 1　事故配压阀阀芯测量数据 ０．０１ ｍｍ　
阀芯

测点

１Ｆ
阀芯（Ｘ／Ｙ） 衬套（Ｘ／Ｙ） 配合间隙

２Ｆ
阀芯（Ｘ／Ｙ） 衬套（Ｘ／Ｙ） 配合间隙

阀芯

基本尺寸

１ 圹－９／－９ 侣－３／－３ M６ ～６ e．５ －２／－３ 览＋１ f．５／＋２ ３ �．５ ～５．５ 矱２００ ｍｍ
２ 圹－９ �．５／－９．５ －４ h．５／－５ ４ ～５ 摀－３ �．５／－３．５ ＋１ f．５／＋２ ５ ～６ 憫矱２０５ ｍｍ
３ 圹－９／－９ 晻．５ －４ :．５／－４．５ ４ 圹．５ ～５ －３ 圹．５／－４ ＋３ 8．５／＋３．５ ７ ～７ c．５

４ 圹－８／－８ 晻．５ －５／－５ M３ ～３ e．５ －１ �．５／－１．５ ＋４／＋４ K６ 儋．５ ～７ 矱２１０ ｍｍ
５ 圹－８ �．５／－８．５ －４／－４ M４ ～４ e．５ －１ �．５／－１．５ ＋４／＋４ K６ 儋．５ ～７

　　检修规程中，１７０ ＭＷ机组事故配压阀配合尺寸：
矱２００Ｈ７／ｇ６、矱２０５Ｈ７／ｇ６、矱２１０Ｈ７／ｇ６，查询孔轴配合
公差表，其中基本尺寸为 １８０ ～２５０ ｍｍ 时，Ｈ７ 对应公
差 带 为 ０ ～ ＋ ４６ μｍ， ｇ６ 对 应 公 差 带

为－１５ ～－４４ μｍ，配合间隙则为１５ ～９０ μｍ。 测量数
据对比规程标准，１Ｆ、２Ｆ机组事故配压阀阀芯、阀体及
配合间隙符合标准。
１．４．２　结构研究

事故配压阀采用卧式三阀盘结构（见图 ５），３ 个
阀盘直径从左到右依次为 ２００、２０５、２１０ ｍｍ，机组正常
运行时作为主配压阀开关腔至导叶接力器开关腔的油

液通道，在开关腔压力作用下依靠阀盘面积差，形成向
右的液压力，保持正常复归位置。 在长时间停机后开
机过程中，事故配压阀由停机时紧急停机电磁阀投入、
关闭腔为 ４．０ ＭＰａ稳态全压的状态，转为关闭腔为零
压力、开启腔突然充油带压的状态，过程中事故配压阀
阀芯开腔侧受油液冲击，可能使其向左误动至动作态，
使主配开关腔油口被封闭，接力器开关腔分别接通回
油管与事故配压阀控制腔，均为无压状态。
在此状态下，因主配至事故配压阀的开腔油口被

阀芯完全封闭，继续操作主配开腔配油，无任何效果，
导叶在水流作用下自动稳定在 １２％左右的设计临界
开度下，机组转速无法上升至额定。 但主配至事故配
压阀的关腔油口未被封闭，故此后机组关闭时，主配关
腔配油，能够在事故配压阀关闭腔内建立油压，通过阀
芯面积差，推动事故配压阀复位，再次开机时，开腔油
液冲击较小，能够形成较稳定的压力，保证事故配压阀
阀芯在压差作用下始终处于正常复归位置，主配压阀
工作正常，能够正常开机。 综合看来，因开腔油液冲击
导致事故配压阀误动的可能性较高。
１．４．３　解决及改进方案探究

结合之前分析，针对开腔油液冲击导致事故配压
阀误动的可能性较高，与调速器厂家共同研究，初步认
为可以在后期机组检修期间，在图 ５ 事故配压阀的左
侧阻尼塞 ３处，加装一个复位弹簧，帮助事故配压阀在
正常工况下保持复归位置。 相关技术要求满足：

１）设计、加工新型带复位弹簧的阻尼塞，替代原
有阻尼塞，原阻尼塞妥善保存，必要时可原样回装使
用，事配其他部件不做改动；

２）新型阻尼塞液压缓冲功能参考原阻尼塞设计，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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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事故配压阀结构图
初步设计如图 ６所示；

３）事配阀芯处于复归位置时，弹簧预紧力需进行
计算及设计，保证弹簧复位功能可靠；

４）事配阀芯处于完全动作位置时，弹簧驱动力需
进行计算及设计，防止弹簧影响事配正常动作；

５）新型阻尼塞尾部外径≤１００ ｍｍ，核算过流面
积，在保证阻尼塞强度的前提下，不在事配回油管处形
成节流效果。

２　结　语
通过检查、处理及分析，排除了事故配压阀、油阀

渗油较大，或排油管路不通畅引起事故配压阀误动的
可能性；对 １１６９ 阀段排油管路的改造，通过反装减压
阀的功能，消除了机组事故停机时发生跑油的事故；在

图 6　新型阻尼塞及复位弹簧示意图
事故配压阀回油侧加装一个复位弹簧，帮助事故配压
阀在正常工况下保持复归位置，解决事故配压阀误动
问题，为类似机组事故配压阀误动缺陷的检查及处理
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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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３１ 页）
支座上。 起升机构采用变频电机，传动方式为全封闭
齿轮传动，减速器采用美闻达公司产品。 为保证安全
可靠作业，在电动机高速轴安装一套轮式制动器作为
工作制动器，并在卷筒的一端安装一套盘式制动器作
为安全制动器。 司机室采用的是太空舱式司机室，该
司机室具有“自重轻、结构强度高、密封良好、安全可
靠、视野好、外形美观”等特点，相比于普通的司机室，
该太空舱式司机室自重比普通司机室轻约 ３３％，视野
比普通司机室大了约 ５０％。

４　结　语
组合式门式启闭机安装调式完成后，上阿特巴拉

水利枢纽工程项目部相关技术人员、项目业主、德国咨
询工程师和各参建单位对组合式门式启闭机进行了试

验检验，试验结果表明，各项技术参数及指标达到设计
和规范

［５］
要求，满足使用要求，获得了咨询和业主工

程师的一致好评。
在水工结构空间相对狭窄的情况下，采用模块化

和最优化设计技术，通过结构和机构的合理优化布置，
组合式门式启闭机将清污机模块化组合到传统门式启

闭机上，极大限度地利用门式启闭机的原有结构，能很
好地满足传统门式启闭机和清污机清污的功能要求，
真正做到“一机两用”。 该项目组合式门式启闭机设
计为水电站进水口坝顶门式启闭机和清污机设计与应

用提供了借鉴，值得推广应用［６］ 。
参考文献：
［１］余企南， 张一平．水电站进水口的布置和构造［Ｊ］．西北水
电技术， １９８５（ｓ１）： ４ －３３

［２］刘礼华， 欧珠光， 陈五一．水工钢闸门检测理论与实践

［Ｍ］．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３］孙永刚， 雷刚．基于结构优化理论的现代 ＣＡＥ 技术［ Ｊ］．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７， ２１（９）： ７７ －８２

［４］ＧＢ／Ｔ ３８１１ －２００８， 起重机设计规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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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洛渡水电站技术供水系统管道水锤特性分析

马跃远，胡梦男，吴　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溪洛渡水力发电厂，云南 永善　６５７３００）

摘要：通过对溪洛渡电站主变技术供水系统在不同工况下离心泵事故停泵水锤的瞬态特性进行分析，模拟计算停泵水
锤发生时管道及过流部件的压力变化，并分析管道阀门的关闭规律，得出水泵控制阀小阀板关闭时间大于 ３ ｓ可有效消
减停泵时管路中的水锤压力。 多年实际运行工况表明，该系统满足设备安全稳定运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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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Water Hamme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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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洛渡水电站技术供水系统由机组技术供水系统
和主变技术供水系统组成，机组技术供水系统为相应
设备的冷却器提供冷却水。 主变技术供水系统为主变
油冷却器提供冷却水。 由于机组技术供水系统的取水
口与排水口高程接近，本文只讨论主变技术供水系统
的水锤特性。
溪洛渡电站主变技术供水系统采用离心泵加压供

水，供水管道公称管径 ２５０ ｍｍ，管线的长度在 ２００ ｍ
以上。 本文通过模拟分析事故停泵时管路系统的瞬态
特性，对水锤引起的管道及过流部件压力变化进行计
算模拟，评估设备及管路的状态，以满足电站设备的可
靠性要求，并分析管路阀门的关闭规律，为系统的正常
运行提供依据。

１　系统概况

1．1　系统组成及工作方式
主变技术供水系统（见图 １）采用单机单元加压供

水，冷却水源分别取自本台机组的尾水管，取水口高程
为 ３３７．０ ｍ。 每台主变技术供水设置 ２ 台加压离心泵
（１ 主 １备）。 当供水总管的流量过低时 ２ 台泵会同时
运行。 在每台离心泵的出口设置 １ 台水泵控制阀。 ２
台离心泵提供的加压水经过水泵控制阀并经过滤水器

的过滤后汇总到 １根 ＤＮ２００ 的供水总管上，经主变压
器油冷却器后由排水总管排至尾水调压室 ３９４．０ ｍ。
每 ３台机组的主变技术供水总管连通。 １ 台机的供水
系统退出运行时，其他两套系统的供水量能满足 ３ 台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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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用水需求，提高了主变技术供水系统的可靠性。
正常运行时，３ 台机组的供水总管之间通过 １ 个阀门
隔离。 主要设备的安装高程见表 １。

图 1　主变技术供水系统示意图
表 1　主要设备的安装高程 ｍ　

设备 高程 设备 高程

取水口 ３３７ 亮离心泵 ３７０ L．７

泵控阀 ３７０ 摀．７ 主变冷却器 ３７６ L．８

排水口 ３９４ 亮
1．2　主要设备性能

主变技术供水系统离心泵的额定扬程为 ５０ ｍ，额
定流量为 ４００ ｍ３ ／ｈ，特性曲线如图 ２所示。

图 2　离心泵特性曲线

水泵控制阀安装于水泵出口处，具有水力自动控
制开、关的特点，具有防止水锤并止回的作用，公称直
径为 ＤＮ２５０、公称压力为 １．６ ＭＰａ（见图 ３）。 停泵时，
阀门关闭分快闭、缓闭两阶段进行。 在停泵瞬间，第一
阶段在水流和重力的作用下大阀板（即主阀板）迅速
关闭，管道中倒流的水可从大阀板上的泄流孔流回水
泵，避免阀门关闭过快而产生水锤；第二阶段，小阀板
（缓闭阀板）在倒流进入上控制腔的水的作用下缓慢
地、完全关闭大阀板上的泄流孔，且小阀板的关闭时间

可根据现场工况进行调节。

图 3　水泵控制阀结构图
各输水管道均采用 １Ｃｒ１８Ｎｉ９Ｔｉ材质的不锈钢管，

转向位置均采用 ９０°短半径弯头连接。

２　计算原理［１］

根据水力学计算原理，得到停泵水锤瞬态过程中
水头 H及流速 V随时间 t和位置 x 变化的关系式，即
停泵水锤基本方程组：

H－H０ ＝F（ t－x
a ） ＋f（t ＋x

a ） （１）

V－V０ ＝
g
a F（ t－

x
a ） －g

a f（t＋
x
a ） （２）

式中：F（ t －x
a ）为由管路首端向末端高位水池传播的

直接（降压）波总值；f（ t ＋x
a ）为由管路末端高位水池

向管首（泵站）传播的反射（升压）波总值；H０ 为初始

稳态即发生停泵水锤前的水头；x 为由泵站至管路某
处的距离，ｍ；t为由突然停泵算起的时间，ｓ；a为水锤
波传播速度，ｍ／ｓ；g为重力加速度。

３　水锤波传播速度计算［２］

根据水力学计算原理，管道水锤波传播速度的计
算公式：

a＝ K
σ· １

１ ＋K
E · D

δ

（３）

式中：a为水锤波的传播速度，ｍ／ｓ；K 为水的弹性模
量，Ｐａ；E为管材的弹性模量，Ｐａ；D 为管材的公称直
径，ｍｍ；δ为管壁厚度，ｍｍ。
系统的主要管道为不锈钢材质，查询相关参数计

算得出，管道水锤波的传播速度为 １ ２５３ ｍ／ｓ。 同时计
０４



马跃远，等：溪洛渡水电站技术供水系统管道水锤特性分析 ２０１８ 年 １１月

算水锤波周期相长 T为 ０．２ ｓ。
４　停泵水锤计算结果分析

主变技术供水系统排水口位于尾水调压室

３９４．０ ｍ高程，尾水调压室水位常年低于排水口高程，
系统处于自由出流状态。 本文仅讨论系统在自由出流
条件下的停泵水锤。
如图 １所示，２ 台离心泵出口分别设置 ２ 个水泵

控制阀，水泵控制阀是一种两阶段关闭的阀门，其第二
阶段小阀板的开、关时间可进行调节。 本文的结果是
通过改变第二阶段的关闭时间来计算不同工况下的停

泵水锤压力。

4．1　1台泵运行时停泵水锤
以假设主变技术供水系统 １台泵出现事故停泵时

另 １台泵不能启动的极端条件为例。 图 ４是水泵控制
阀小阀板在 １ ｓ 关闭时的水泵控制阀阀后压力示意
图，图 ４中可以看出水泵控制阀阀后管路产生了较高
的压力，远高于水泵控制阀的公称压力，对管道和泵控
阀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图 4　泵控阀阀后压力，小阀板 1 s内关闭
通过调整水泵控制阀小阀板的关闭时间，可降低

管路中的最大压力，当阀门小阀板关闭时间大于 ３ ｓ
时，水泵控制阀后压力最大值会小于水泵控制阀的公
称压力，如图 ５所示。 随关闭时间的增加，水泵控制阀
后的最大压力得到显著削减，保证了系统设备的安全。

图 5　泵控阀阀后压力，小阀板 3 s内关闭

通过上述分析，水泵控制阀小阀板关闭时间大于
３ ｓ时能保证主变技术供水系统安全、稳定的运行。

4．2　2台泵运行时停泵水锤

溪洛渡电站主变技术供水系统在正常情况下都是

１台泵作为主用泵，另 １ 台作为备用泵。 但是当出现
下列情况时会出现 ２ 台泵同时运行：①供水总管流量
低于规定值时，会出现 ２ 台泵同时运行以满足管道流
量要求；②主备用泵之间相互倒换，为避免流量出现短
暂降低，先是运行备用泵，待稳定后再停运主用泵，会
短暂出现 ２台泵同时运行；③同时人为运行 ２台泵。
图 ６是 ２ 台泵同时运行时且同时出现事故停泵

时，水泵控制阀小阀板 ３ ｓ 关闭时阀后压力变化示意
图。 与图 ５相比，虽然阀后压力峰值有所上升，但依然
在水泵控制阀的公称压力范围内，所以当水泵控制阀
小阀板关闭时间大于 ３ ｓ 时，能保证主变技术供水系
统的安全、可靠运行。

图 6　2台泵同时停泵阀后压力，小阀板 3s关闭

５　结　语
１）水电站主变技术供水系统能否安全稳定运行

直接影响到主变压器的正常运行。 通过分析溪洛渡电
站主变技术供水系统水泵控制阀的关阀规律，发现阀
门关闭时间大于 ３ ｓ 时，水泵控制阀能有效地消减停
泵时管路中的压力，保证系统的安全、可靠运行。

２）溪洛渡电站主变技术供水系统通过多年实际
运行，发现水泵控制阀小阀板的关闭时间都在 ３ ｓ以
上，这表明系统能够达到安全性能要求，并保证系统一
旦出现事故停泵时系统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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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发电机定子绕组

金属性一点接地故障快速查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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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２）

摘要：为了精准、快速、全覆盖地查找发电机定子金属性一点接地故障点，公司在葛洲坝电站增容改造期间的旧发电机
上进行了多次试验，找到了行之有效的方法。 该方法利用当发电机发生一点接地故障后，接地线棒上下端部的电流大小
不等的电路原理，通过试验仪器给发电机接地故障相定子绕组通入电流，采用柔性钳表测量线棒上下端部电流，上下端
部电流不相等的为发生接地故障的线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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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Quick Detection Method for Metallic One-point Grounding Fault
of Generator Stator Windings
ＬＩ Ｊｕｎｈｏｎｇ，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ｇｇｕｏ， ＹＡＮＧ Ｘｉｎｚｈｉ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Ｐｏｗｅｒ Ｃｏ．， Ｌｔｄ．， Ｙｉｃｈａｎｇ ４４３００２，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ｑｕｉｃｋ ａｎｄ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ｏｎｅ-ｐｏｉｎｔ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ｓｔａｔｏｒ ｗ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ｎ ｃａｓｅ ｏｆ ａ ｏｎｅ-ｐｏｉｎｔ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ｅｎｄｓ
ｏｆ ａ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ｗｉｒｅ ｒｏｄ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ｕ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ｏｒ ｗ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ｒ-
ｒｅｎ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ｗｉｒｅ ｒｏｄｓ ａ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ｃｌａｍｐ ｍｅ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ｏ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ｅｎｄｓ ｉｓ ｔｈｅ ｏ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ｎｅ-ｐｏｉｎｔ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
Key words：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ｓｔａｔｏｒ；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ｏｎｅ-ｐｏｉｎｔ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

　　近年来，公司所辖的几座水力发电厂陆续发生了
发电机定子金属性一点接地故障。 目前查找故障点主
要依靠发电机装设的定子一点接地保护，但发电机定
子一点接地保护定位故障点时存在较大的偏差，只能
通过计算给出一定的范围，不能准确定位到发生接地
故障的线棒。 另外，常用的精确定位故障点的方法为
采用兆欧表加压放电形成的声光效应依靠人力查找，
但如果接地点在隐蔽的槽内，或者接地良好，则人为观
察不到放电火花或不能形成放电火花，该方法失效。
为了精准、快速、全覆盖地查找发电机定子金属性

一点接地故障点，公司在葛洲坝电站增容改造期间的
旧发电机上进行了多次试验，找到了行之有效的方法。
该方法利用当发电机发生一点接地故障后，接地线棒

上下端部的电流大小不等的电路原理，通过试验仪器
给发电机接地故障相定子绕组通入电流，采用柔性钳
表测量线棒上下端部电流，上下端部电流不相等的为
发生接地故障的线棒。
进行试验的发电机为立式混流转浆式水轮发电

机，容量 １２５ ＭＷ，定子绕组为波绕组，每相三个分支，
每分支包含线棒数 １６８ 根，定子绕组每相对地等效电
容≈１．２５ ｕＦ。 为模拟接地故障，试验过程中人为设置
接地电阻为 ２００ Ω的金属性一点接地故障。

１　试验步骤简介
１）发电机停机后，用摇表分别测量三相定子绕组

的绝缘电阻，绝缘显著降低的为发生接地故障的相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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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线棒对地电容电流的影响，此试验方法适用于
接地电阻小于 １ ｋΩ的金属性一点接地故障的查找。

２）按图 １（ａ）所示接线图［１］
向发生接地故障的相

别注入定子铁心安全电流
［２］ １ Ａ，用高精度柔性钳形

电流表分别测量故障相 １、２、３分支的出口汇流排端部
电流 i１ 、i２ 、i３，及中性点汇流排端部电流 i１′、i２′、i３′。 根
据电路原理，恒有 i１ ＋i１′＝１ A， i２′＋i３′＝i１′，i２ ＝i２′，
i３ ＝i３′，由此可以判断，发生接地故障的分支为 １

分支。
３）假设故障线棒距离中性点的线棒数量占整个

分支线棒数量的百分比为 y，每个分支阻抗为 Z，根据
图 １（ b）所示并联电路的电路原理，下列等式成立：
i１ ×（１ －y） ×Z ＝i１ ×（ １／２ ＋y ） ×Z，则 y ＝
（２ ×i１ －i１′）／２ ×（i１ ＋i１′）；假设每个分支线棒数量为
A，则故障分支从中性点开始数的第 y ×A根线棒为疑
似故障线棒。

图 1　电路图
　　４）当 i１≠i１′时，测量第 y×A根线棒的上下端部电
流，如果上下端部电流不同（分别等于 i１ 、i１′），则该线
棒为实际发生接地故障的线棒；如果上端部电流＝下
端部电流，则该线棒不是实际发生接地故障的线棒，扩

大疑似故障位置 y ±５％范围内采用二分法查找，具体
测量顺序及测量数据如图 ２ 所示，测量约 ６ 次后最终
找到１根线棒上下端部电流不同（分别等于 i１、i１′），则
该线棒为实际发生接地故障的线棒。

图 2　测量顺序及测量数据
　　当 i１ ＝i１′时，利用图 １（ａ）电路图无法查找到故障
线棒，用 １根试验线将图 １（ａ）电路图的出口及中性点
短接，即图 ３所示电路原理图，电流分布将发生改变，
i１≠i１′，根据电路原理：下列等式成立：i１′×（１ －y） ×
Z＝i１′×y×Z，则 y＝（２ ×i１ －i１′）／２ ×（ i１ ＋i１′），然后
根据步骤 ４）查找实际发生接地故障的线棒。

２　试验结果及分析
从表 １试验数据可以看出，通过上述试验方法计

算的接地故障位置与实际故障位置存在较小的偏差，
采用二分法测量其附近的线棒上下端部电流，实际故
障线棒上下端部的电流跳变。表１中，电流发生跳变

图 3　电路原理接线图
的线棒与预设接地线棒为同 １ 根线棒。 因此，该试验
方法能够精准定位金属性一点接地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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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试验数据

故障点设置 电路图 分支
出口汇流

排电流

中性点汇

流排电流

计算故障位置／
线棒槽号／误差

实际故障线棒

上端部电流

实际故障线棒

下端部电流

电流跳变线

棒编号

Ａ２分支
离中性点 ６９％

（Ａ２ ５７０）
图 １（ａ）

Ａ１ �０ :．１２ ０  ．１２

Ａ２ �０ :．７３ ０  ．２２ ６５ 厖．３％／（Ａ２ ５２２）／６根 ０ 妹．７１ ０  ．２２ （Ａ２ ５７０）

Ａ３ �０ :．１１ ０  ．１２

Ａ３分支
离中性点 ８１ 构．５％

（Ａ３ １３６）
图 １（ａ）

Ａ１ �０ :．０７ ０  ．０６

Ａ２ �０ :．０４ ０  ．０５

Ａ３ �０ :．８５ ０  ．１２ ８１ 厖．４％／（Ａ３ １３６）／０根 ０ 妹．１１ ０  ．８７ （Ａ３ １３６）

Ｃ１分支
离中性点 ３３ 构．９％

（Ｃ１ ４００）
图 １（ａ）

Ｃ１ �０ :．５５ ０  ．４２ ３５ 噰．１％／（Ｃ１ ３８４）／２根 ０ 妹．４２ ０  ．５６ （Ｃ１ ４００）

Ｃ２ �０ :．１９ ０  ．１８

Ｃ３ �０ :．２４ ０  ．２２

Ｂ２分支
离中性点 ４０ 构．５％

（Ｂ２ ４１６）
图 １（ａ）

Ｂ１ �０ :．１９ ０  ．１７

Ｂ２ �０ :．６０ ０  ．３８ ４１ 揪．８％／Ｂ２ ４３２／２根 ０ 妹．５８ ０  ．３７ （Ｂ２ ４１６）

Ｂ３ �０ :．２０ ０  ．１９

Ｃ１分支
离中性点 ３３ 构．９％

（Ｃ１ ４００）
图 ３ 　

Ｃ１ �０ :．３７ ０  ．５９ ３８ 灋．５％／Ｃ１ ３３６（６根） ０ 妹．５８ ０  ．３７ （Ｃ１ ４００）

Ｃ２ �０ :．０２ ０  ．０３

Ｃ３ �０ :．０６ ０  ．０５

３　定子对地电容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由于绕组对地电容的存在，对地电容分流会影响
整个电流的分布，对计算定位故障时造成一定的偏差。
该电站水轮发电机定子绕组每相对地等效电容≈

１．２５ ｕＦ，每分支对地等效电容≈１．２５／３ ｕＦ，对地交流
阻抗＝１／ＷＣ＝３ ０００／（１．２５ ×３１４）ｋΩ≈７．５ ｋΩ，当接
地电阻相对于分支对地交流阻抗比较小时，才能认为
所有的接地电流从故障点流入大地。 根据金属性一点
接地四组试验数据可看出，故障分支出口电流 ＋中性
点汇 流 排 电 流 都 小 于 输 入 总 电 流 １Ａ， 约 有
０．０２ ～０．０５ Ａ的电流没有经过接地电阻流入大地，而
是 通 过 电 容 电 流 入 地。 理 论 计 算 应 该 有
２００／（２００ ＋７ ５００） ＝０．０２６ Ａ电容电流，与实际测量
相符合。

４　结　语
本试验方法在发电机停机后，可立即开始试验，不

用断引定子绕组，需要测量的试验数据较少，采用的仪
器除了柔性钳表外，全部为常规试验仪器仪表，试验原
理简单易操作，有试验基础的人员都可进行该试验。
实际试验时，在 ４ ｈ 内，进行了 ４ 组试验，并根据试验
数据，准确找到了位于不同位置的 ４根接地线棒，具有
快速、精准的特点。 另外该试验方法不受接地点所处
位置隐蔽性的影响，可定位从发电机中性点到发电机
出口任意定子一点接地故障点，具有全覆盖的特点。
参考文献：
［１］李平．水轮发电机定子一点接地故障查找［ Ｊ］．广西电力，

２０１４， ３７（１）： ４５ －４７
［２］ＧＢ／Ｔ １４２８５ －２００６， 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
程［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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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闸变形监控指标的基本研究思路

程德虎
１，何金平１，２，廖文来３，敖圣锋２

（１．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２．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３．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１０）

摘要：关键性监控项目及测点的选择、监控指标的拟定及其等级划分构成了水闸变形监控指标的基本研究体系；监测数
学模型法、结构分析法和概率分析法是拟定水闸变形监控指标的三种基本方法，一般预警值和严重预警值刻画了水闸变
形监控指标的等级划分，为水闸变形监控指标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研究思路和框架体系。

关键词：水闸；变形；监控指标；基本思路

中图分类号：ＴＶ６９８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 －３３５４（２０１８）１１ －００４５ －０４

Basic Ideas for the Research of Sluice Deformation Monitoring Indicators
ＣＨＥＮＧ Ｄｅｈｕ１ ， ＨＥ Ｊｉｎｐｉｎｇ１，２， ＬＩＡＯ Ｗｅｎｌａｉ３ ， ＡＯ Ｓｈｅｎｇｆｅｎｇ２

（１．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ｔｏ-Ｎｏｒ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ｏｕｔ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３８， 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３．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６１０，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ｉｄｅ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ｓｌｕｉｃ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ｅ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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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控指标是对建筑物的荷载或效应量所规定的安
全界限值

［１ －２］ 。 这种指标主要用来衡量建筑物的运行
状态是否正常，结构性态是否安全。 当实测值在监控
指标规定的范围以内或数值以下时，一般可判定建筑
物是安全或正常的，否则就认为建筑物可能是不安全
的或异常的。
水闸是防洪、发电、调水等工程中的主要建筑物，

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水闸安全监控指
标为水闸安全运行提供了一种科学判据，可帮助水闸
的管理者识别水闸所处的安全状态，及时发现水闸潜
在的不安全迹象，从而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患于未然。

开展水闸安全监控指标研究，对于实施水闸在线安全
监控和预警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水闸安全监控指标的
研究主要是借鉴大坝安全监控指标的研究思路和成果

而开展的一些零星的研究
［３ －５］ ，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

研究体系和研究成果，还远不能适应水闸安全监控和
预警的需要。
变形是反映水闸运行性态的最有效和直观的效应

量，是水闸安全监控的关键性效应量之一。 本文从关
键性监控项目和测点的选择、监控指标的等级划分和
监控指标的拟定方法三个方面，对水闸变形监控指标
的基本研究思路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和分析，以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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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闸变形监控指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１　基本研究体系
水闸变形监控指标研究主要包括关键性监控项目

和测点的选择、监控指标的等级划分和监控指标的拟
定方法三个方面。

1．1　关键性监控项目和测点的选择
水闸一般建在软基上，其结构型式一般视为由一

系列薄壁构件组成的杆件体系。 水闸变形是对水闸运
行性态和健康状态的最直观的综合反映，水闸变形监
测项目主要包括水平位移、闸墩倾斜、垂直位移、不均
匀沉降和接缝变形等。 原则上，变形是水闸安全监控
的重点项目，其中水平位移和不均匀沉降是关键性变
形监控项目。
水闸各变形监测项目布置的测点一般较多，对所

有测点均实施安全监控既不能突出重点，也没有必要，
因此在变形监控测点选择时应具有代表性和控制性，
一般应选择不同结构型式的闸段上的测点、闸高相对
较高的闸段上的测点、地质条件较差或较复杂的闸段
上的测点、测值变幅较大或趋势性变化较大的测点等。

1．2　监控指标的等级划分
水闸的破坏，是一个渐进破坏过程。 在运行过程

中，水闸可能处于不同的工作状态，因此也必须分别建
立相应工作状态下的监控标准。
目前对监控指标等级划分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在

此基于水闸的运行特点和失效或破坏机理，提出将水
闸变形监控指标划分为“２个等级、３个区域”的思路。

１）安全区域：设水闸从正常工作状态向异常工作
状态转化的变形界限值为 ［ y１ ］，当实测效应量
y＜［y１ ］时，则认为水闸处于安全工作状态区域；当
y＞［y１ ］时，水闸进入异常工作状态阶段，此时可将
［y１］定义为水闸变形监控指标的一般警戒值。

２）异常区域：设水闸从异常工作状态向危险工作
状态转化的变形界限值为［y２ ］，当实测效应量 y 处于
［y１］ ＜y ＜［y２ ］时，则认为水闸处于异常工作状态区
域；当 y＞［y２ ］时，水闸变形将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此
时可将［y２ ］定义为水闸变形监控指标的严重警戒值。

３）危险区域：当实测效应量 y处于 y ＞［y２ ］时，则
认为水闸处于危险工作状态区域。
水闸正常工作状态、异常工作状态和危险工作状

态的确定，一方面应充分研究水闸的破坏机理，另一方
面应研究效应量在不同工作状态下的变形表现，第三

应研究拟定监控指标的方法与水闸破坏机理之间的映

射关系。

1．3　监控指标的表达形式
水闸变形监控指标包括准则型监控指标和数值型

监控指标。 其中，准则型监控指标，主要是依据工程经
验和专家知识，采用语言方式表达的定性准则；数值型
监控指标，主要是依据安全监测资料或理论计算分析
成果，采用数值方式表达的定量指标。 本文重点研究
数值型监控指标的拟定方法。

２　监控指标拟定方法
水闸变形既是一种具有统计学特点的时间序列，

又是与环境量、地基条件和结构型式等因素有关的效
应量，因此，可以采用统计理论、监测模型、结构分析等
方法来单独或综合研究水闸变形的监控指标，例如基
于效应量变化规律的监测数学模型法、基于理论计算
或数值模拟的结构分析法以及基于统计理论的概率分

析法等。

2．1　监测数学模型法

监测数学模型法的理论基础，一是监测数学模型
能表达监测效应量与环境变量之间在相当大的范围内

变化时的定量关系，二是统计学理论中的小概率原理。
采用数学模型法拟定水闸变形监控指标时，其通

式可表达为

［y］ ＝f（X１，X２ ，⋯，Xn） ±δ （１）
或写为

［y］ ＋ ＝f（X１ ，X２ ，⋯，Xn） ＋δ

［y］ － ＝f（X１ ，X２ ，⋯，Xn） －δ
（２）

式中：y＾＝f（X１ ，X２ ，⋯，Xn）为监测数学模型，可以是统
计模型、确定性模型或混合模型；［y］为变形效应量 y
的监控指标界限值，［y］ ＋

为上界，［y］ －
为下界；δ为置

信带半宽。
当变形效应量 y的第 i次测值 yi

yi∈［［y］ －，［y］ ＋］ （３）
时，认为 yi 测值正常。
置信带半宽 δ取为 KS，２ 倍 KS（ ＋KS 与－KS）组

成整个置信带。 S 为模型剩余标准差，K 为根据统计
理论确定的系数。
在监测资料分析中，一般认为变形是遵从正态分

布的随机变量。 根据随机变量的正态分布特性，实测
值 yi 与其数学期望值（用它的估计值即模型拟合值 y＾i
来表示）之间的偏差（yi －y

＾
i）出现大于 ２Ｓ 的概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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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出现大于 ３Ｓ的概率只有 ０．３％。 也就是说，当
出现｜yi －y

＾
i ｜＞２Ｓ 或｜yi －y

＾
i ｜＞３Ｓ 时，有理由认为 yi

是一个不应该出现的小概率事件，属于异常值。 因此，
在监控模型［y］ ＝f（X１ ，X２ ，⋯，Xn） ±KS中，当取 K ＝２
时，所确定的监控指标为水闸从正常工作状态向异常
工作状态转化时的变形界限值，即一般警戒值；当取
K＝３时，所确定的监控指标为水闸从异常工作状态向
破坏工作状态转化时的变形界限值，即严重警戒值。
除传统的统计模型、确定性模型和混合模型外，其

他的监测模型如时间序列模型、灰色系统模型、神经网
络模型等均可作为建立监控指标的监测模型。 此外，
作为拟定安全监控指标的数学模型比用于监测资料分

析的数学模型，在模型质量上具有更高的要求。

2．2　结构分析法
结构分析法的理论基础为：水闸失事是一个渐进

的破坏过程，通过结构计算分析是可以确定水闸在不
同运行状态或荷载工况下变形的。
设水闸在不同运行状态或荷载工况下的功能函

数为

Z＝g（y０ ，y１ ） （４）
式（４）中：y０ 为某种运行状态或荷载工况下采用采用
结构分析法得到的变形值；y１ 为与结构分析法对应的
运行状态或荷载工况下的实测值。
对式（４），Z ＞０，即 y０ ＞y１ ，表示在该运行状态或

荷载工况下水闸是安全的；Z ＝０，即 y０ ＝y１ ，表示在该
运行状态或荷载工况下水闸处于极限状态；Z ＜０，即
y０ ＜y１，表示在该运行状态或荷载工况下水闸是不安
全的。
２．２．１　y０ 的确定方法

利用结构分析法确定 y０ ，分为纯结构计算的结构
分析法和结构计算与监测资料相结合的结构分析法。
纯结构计算的结构分析法，是采用规范规定的理

论计算方法或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如有限元计算等），
通过对水闸及其基础的物理力学特性和本构关系的分

析，模拟水闸及其基础的真实受力状态，计算特定运行
状态或荷载工况下的变形值 y０ 。
但是，在当前技术条件下，水闸及 Z ＝g（y０ ，y１ ）基

础的物理力学参数还难以通过试验和类比等方法准确

地获得，因此，纯结构计算所采用的物理力学参数与实
际的物理力学参数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 为此，可利
用实测资料对物理力学参数进行反演分析，然后利用
反演的物理力学参数对变形 y０ 进行结构计算。 这样

获得的变形值 y０ 与实际情况更接近、更真实。
２．２．２　监控指标的确定方法

１）一般警戒值和严重警戒值的确定。 一般警戒
值［y１ ］对应于水闸从正常工作状态向异常工作状态转
化的变形界限值，因此，在确定［y１ ］时，式（４）应采用
从正常工作状态向异常工作状态转化时的功能函数，
比如水闸从弹性变形阶段向屈服变形阶段转变的工作

状态下的功能函数。
严重警戒值［y２ ］对应于水闸从异常工作状态向危

险工作状态转化的变形界限值，因此，在确定［y２ ］时，
式（４）应采用从异常工作状态向危险工作状态转化时
的功能函数，比如水闸从屈服变形阶段向破坏变形阶
段转变的工作状态下的功能函数。

２）特定条件下的监控指标。 除确定一般警戒值
［y１ ］和严重警戒值［y２ ］两级监控指标外，还可以通过
结构分析法确定特定条件（特定运行状态或荷载工
况）下的监控指标，即：将特定条件下的实测值与结构
计算值进行对比，从而判断水闸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安全。
特定条件一般包括设计水位工况、校核水位工况

以及在水闸运行过程中可能遇到各种不利荷载组合工

况等。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实测水平位移是相对于始测

时刻的水平位移，因此，采用结构分析法拟定监控指标
时，应考虑水平位移始测时刻的工况。

2．3　概率分析法
概率分析法以统计理论为基础，以时间序列为对

象，利用条件概率分布函数，研究在特定概率条件下的
期望值。 利用概率分析法拟定水闸变形监控指标属于
纯统计学方法，其中，极值分析法是概率分析法中常用
的一种方法。
采用极值理论拟定水闸变形监控指标时，将整个

变形测值序列以年为单位分为若干区间，按某种规则
筛选出各年的“极值”作为子样本序列，并确定该子样
本序列的概率分布函数，利用该分布函数和特定概率
条件下的失事概率，确定该概率条件下的变形监控
指标。
水闸变形监控指标的极值分析法需要解决以下几

个关键问题：
１）子样本序列的构建。 主要有 ＢＭＭ 模型（Ｂｌｏｃｋ

Ｍａｘｉｍａ Ｍｅｔｈｏｄ）和 ＰＯＴ 模型（Ｐｅａｋ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其中，ＢＭＭ模型以最大值或最小值作为筛选区间“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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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规则，将各年的最大值或最小值组成“极值”子
样本序列；ＰＯＴ模型以阈值作为筛选区间“极值”的规
则，将超过阈值的测值组成“极值”子样本序列。

２）概率分布的检验。 采用不同准则构建的子样
本序列，所服从的概率分布特性和概率分布函数可能
是不同的，对不同极值分析方法的适用性也有所区别。
因此，在采用极值分析法时，应先对子样本序列的所服
从的分布型式进行检验。

３）失事概率的确定。 从概率论的角度，小概率事
件是一个不应该出现的事件，因此，可以采用置信水平
来确定失事概率， 置信水平 α下的失事概率
Pα＝１ －α。 此外，也可以从水闸失事统计资料的角度
来确定水闸的失事概率，这种方法更符合水闸失事概
率的实际情况，但需要足够丰富的水闸失事资料才具
有失事概率的统计意义。

３　数学模型法工程实例
广东省潮州供水枢纽工程位于韩江干流两溪口附

近，包括东溪和西溪 ２ 座水闸，每座水闸布置 １６ 孔平
底开敞式泄洪闸，闸室结构为 ２孔一连型式，最大闸高
１６．７ ｍ。 为监测闸顶水平位移，在东溪水闸和西溪水
闸的闸墩顶各布置了 １ 条视准线，每条视准线 ２４ 个测
点。 本文以布置在东溪水闸 ８ 号闸墩的 ＤＰ１４ 测点实
测水平位移为例，采用监测模型法拟定其监控指标。
水闸闸顶水平位移统计模型的基本表达式为

y＾（ t） ＝y＾H（ t） ＋y＾h（ t） ＋y＾T（ t） ＋y＾θ（ t） （５）

式中：y＾（ t）为闸顶水平位移 y在时刻 t的统计估计值；
y＾H（t）为 y＾（ t）的上游水压分量；y＾h（ t）为 y＾（ t）的下游水
压分量；y＾T（ t）为 y＾（ t）的温度分量；y＾θ（ t）为 y＾（ t）的时效
分量。
利用 ＤＰ１４ 测点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的实

测水平位移，按式（４）建立统计模型。 建模结果见
式（６）。
y＾DP１４ （ t） ＝－１５．８２１ ８ ＋０．４２７ ８５T１ －７ ＋０．９４３ ７９４t１ －

０．０３２ ５４ｌｎ（ t１ ＋１） （６）
式中：T１ －７为观测日前期 １ ～７ ｄ 气温平均值；t１ 为时
序，t１ ＝（观测日序值 －基准日序值）／３６５。 模型的复
相关系数 R ＝０．８５，模型质量尚好；剩余标准差 S ＝
０．９６２ ｍｍ。

按式（１），取 δ＝２Ｓ ＝１．９２４，确定 ＤＰ１４ 测点的一
般警戒值为

［yDP１４ ］１ ＝y
＾
DP１４（ t） ±２S　y＾DP１４ （ t） ±１．９２４ （７）

按式（１），取 δ＝３Ｓ ＝２．８８６，确定 ＤＰ１４ 测点的严
重警戒值为

［yDP１４ ］２ ＝y
＾
DP１４（ t） ±３S　y＾DP１４ （ t） ±２．８８６ （８）

式（７） ～式（８）中的 y＾DP１４ （ t），理论上应由监控模
型求得。 但对基层运行管理单位而言，可能缺乏建立
和更新监控模型的技术，因此，在使用基于监控模型的
监控指标时会觉得并不方便。 为此，鉴于水闸变形监
测效应量的观测频次一般为 １ 次／月，观测频次较密，
效应量变化较为平缓，因此，y＾DP１４ （ t）可以采用上一次
观测值来近似代替。

４　结　语
１）水闸安全监控指标是对水闸的荷载或效应量

所规定的安全界限值，为水闸安全运行提供了一种科
学判据。 水闸变形监控指标研究主要包括关键性监控
项目和测点的选择、监控指标的等级划分和监控指标
的拟定方法三个方面。

２）水闸的破坏是一个渐进的破坏过程。 基于水
闸的运行特点和失效或破坏机理，水闸变形监控指标
可以划分为“２个等级、３ 个区域”，即一般预警值和严
重预警值两个预警等级，安全区域、异常区域和危险区
域三个预警区域。

３）水闸变形监控指标包括准则型监控指标和数
值型监控指标。 其中，数值型监控指标可采用统计理
论、监测模型、结构分析等三大类方法来进行单独拟定
或综合拟定，例如基于效应量变化规律的监测数学模
型法、基于理论计算或数值模拟的结构分析法以及基
于统计理论的概率分析法等。
参考文献：
［１］李珍照．大坝安全监测［Ｍ］．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 １９９７
［２］何金平．大坝安全监测理论与应用［Ｍ］．北京： 中国水利
水电出版社， ２０１０

［３］巫俊锋．飞来峡水利枢纽船闸闸墙顶水平位移安全监控指

标拟定及应用［Ｊ］．广西水利水电， ２０１４（１）： ６６ －６８
［４］付传雄， 张君禄， 廖文来， 等．近海软基水闸水平位移监
控指标研究［ Ｊ］．水利与建筑工程学报， ２０１７， １５ （６）：

１７３ －１７６

［５］李晓晨， 张毅， 董龙根， 等．典型小概率法在大坝径向位

移安全监控指标拟定中的应用［Ｊ］．三峡大学学报： 自然
科学版， ２０１４， ３６（３）： ４３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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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闸监测数据是反映水闸运行性态的时间序列，采用统计学领域的极值理论研究水闸预警值是合适的。 将 ＰＯＴ
模型引入到水闸安全预警之中，采用区间逼近的方法，对确定阈值的超出量均值函数图法进行了改进，并给出了一个工

程实例。 研究表明，提出的改进的超出量均值函数图法确定的预警值更合理，为水闸安全预警值的确定提供了一条新

途径。

关键词：水闸；安全监测；预警；ＰＯＴ模型；阈值

中图分类号：ＴＶ６９８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 －３３５４（２０１８）１１ －００４９ －０４

On the Early-warning Indicators for Sluices Built
on Soft Foundation based on POT Model

ＨＥ Ｊｉｎｐｉｎｇ１ ， ＷＵ Ｈａｏｙｕａｎ１，２ ， ＴＡＮＧ Ｘｉａｎｑｉ１ ， ＹＡＮＧ Ｈａｉｙｕｎ３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２．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ｏ ．， Ｌｔｄ．， 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０， Ｃｈｉｎａ；

３．Ｓｔａｔｅ Ｇｒｉｄ Ｆｕｊｉａ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 Ｆｕｚｈｏｕ ３５０００７，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Ｔｈｅ ｓｌｕｉｃ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ｉｓ ａ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ｌｕｉｃｅ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ｆｉｅｌｄ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ｓｌｕｉｃｅｓ．Ｔｈｅ ｐｅａｋ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ＰＯＴ）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ｌｕｉｃ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ｅｘｃｅｓ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ｌｏ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ｍｅａｎ ｅｘｃｅｓ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ｌｏ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ｍｏ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 ｗｈｉｃｈ ｏｆｆｅｒｓ
ａ ｎｅｗ ｗａｙ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ｓｌｕｉｃｅｓ．
Key words： ｓｌｕｉｃ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 ＰＯＴ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在水利工程中，水闸是防洪兴利和调配资源的重
要公共基础设施，在我国分布广泛，数量庞大，发挥着
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水闸安全同时也是一个公共
安全问题，水闸一旦失事，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
失，也会造成的巨大社会影响。 建立水闸健康诊断和
安全预警模型是保障水闸安全运行的重要措施。
水闸健康诊断早期主要采用基于可靠性的水闸安

全评估方法和基于规范的水闸安全鉴定方法，近些年

来才开始研究基于安全监测的健康诊断方法。 水闸安
全预警方法目前主要参照大坝安全预警的基本思路，
采用水闸安全监测数学模型，依据统计理论中的小概
率原理，拟定效应量的安全监控指标，实施水闸安全预
警。 基于安全监测的健康诊断和安全预警在大坝安全
监控中得到了有效的应用，但在水闸安全监控中的应
用才刚刚起步。
极值理论属于统计学范畴，基于历史观测数据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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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进行各种灾害的风险分析和预测［１］ ，已广泛应用
于金融、农业和气象等领域。 极值理论的研究对象是
数据序列本身，依据数据序列的极值分布特点来选择
极值模型，包括 ＰＯＴ 模型（ Ｐｅａｋ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和
ＢＭＭ模型（Ｂｌｏｃｋ Ｍａｘｉｍａ Ｍｅｔｈｏｄ）。 其中，ＰＯＴ模型按
照一定的规则拟定合理的阈值，以筛选出的超阈值测
值序列作为子样本序列，利用广义帕累托分布拟合子
样本序列的分布函数，并结合研究对象的失事概率对
预警指标进行估计。
水闸安全监测数据是蕴含水闸运行规律、反映水

闸实测性态的时间序列，采用极值理论研究水闸安全
预警指标是合适的。 为此，本文将 ＰＯＴ模型引入到水
闸安全预警研究之中，提出一条不同于传统监测模型
的水闸安全监控指标拟定方法。

１　建模原理

1．1　ＰＯＴ模型原理
极值理论的研究主体是极值的分布

［２］ 。 通过一
定的规则构建极值样本序列，研究该样本序列的分布
函数，然后利用分布函数和失效概率，确定效应量的监
控指标或预警值。 在极值理论中，ＢＭＭ模型仅以给定
区间内的极值组成的子样本序列为研究对象，抽样误
差较大，有可能遗失一些有重要价值的信息；ＰＯＴ模型
则采用按一定规则给定的阈值作为抽样依据，所有超
过阈值的测值构成子样本序列，扩大了子样本的容量
和质量，提高了信息利用率［３］ 。

在 ＰＯＴ模型中，设｛x１ ，x２，⋯，xn｝为独立同分布的
随机序列，其总体分布函数为 F（x），设定一个小于测
值序列极大值的固定阈值 T，如果 xj ＞T，那么将 xj 称
作超阈值；令 yj ＝xj －T，则称 yj 为超出量，｛y１ ，y２ ，⋯，
yt｝（ t ＜n）为超出量序列，其条件分布函数为 FT（y）：

FT（y） ＝P（x－T≤y｜x＞T）　（y≥０） （１）
利用条件概率公式将式（１）进行转化，可以得到：

FT（y） ＝F（T＋y） －F（T）
１ －F（T） ＝F（x） －F（T）

１ －F（T） （２）

进一步得到 F（x）关于 FT（y）的表达式为
F（ x） ＝FT（y）［１ －F（T）］ ＋F（T） （３）

式（３）中，总体分布函数 F（x）是需要求解的对
象，是拟定监控指标或预警值的依据。 因此，只要求得
了超出量序列｛y１ ，y２，⋯，yt｝（ t ＜n）的条件分布函数

FT（y），即可求出总体分布函数 F（x）。
极值理论表明，当阈值 T 足够大时，超出量 yi 的

条件分布函数 FT（y）近似于广义的帕累托分布，即：

FT（y）→G（y，ξ，σT） ＝

１ －（１ ＋ξy
σT

） －１／ξ　ξ≠０，y≥０，１ ＋ξy
σT

＞０

１ －ｅｘｐ（ －y
σT

）　ξ＝０，y≥０
（４）

式中：ξ为形状参数；σT 为尺度参数。

基于以上分析，只要确定了阈值 T，即可得到超出
量测值序列；只要确定了式（４）中的形状参数ξ和尺

度参数 σT，即可获得超出量 yi 的条件分布函数
FT（y）。
基于 ＴＯＰ模型的水闸预警指标确定步骤如下：①

确定关键性预警项目和预警测点；②利用传统的方法

或本文的改进方法，确定阈值 T；③利用矩估计法和概
率权矩法等方法对广义帕累托分布中的参数ξ、σT 进

行估计，求得超出量序列｛y１ ，y２ ，⋯，yt｝（ t ＜n）的条件
分布函数 FT（y）；④利用 FT（y）求得测值序列｛x１ ，x２，
⋯，xn｝的总体分布函数 F（x）；⑤利用 F（x）求解效应
量的警戒值。

1．2　阈值选取方法的改进

传统的阈值确定方法主要有超出量均值函数图

法、Ｈｉｌｌ图法和样本峰度选定法等。 其中，图形法虽然

比较直观，但主观随意性较大；样本峰度选定法虽然概

念比较清晰，但计算过程繁琐。 此外，上述三种传统方

法需要较长的样本序列，当样本序列较短或样本序列

分布近似较差时，得到的阈值有可能不可靠。

１．２．１　超出量均值函数图法

对样本序列，设｛y１ ，y２ ，⋯，yt｝（ t ＜n）为超过阈值
T的超出量序列，yi ＝xi －T，t 为超阈值测值序列的数
量，则样本序列的超出量均值函数为

en（T） ＝
∑
t

i ＝１
（yi）
t ＝

∑
t

i ＝１
（xi －T）
t （５）

以超出量均值为纵坐标，以阈值 T 为横坐标，绘

制对应的函数图。 若在某个阈值之后的函数图形呈线

性，则取该阈值为所确定的阈值。

１．２．２　改进的超出量均值函数图法
传统超出量均值函数图法在确定阈值时，只能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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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大致的阈值，难以确定精确的阈值。 为此，本文提出

一种基于区间逼近的改进超出量均值函数图法，其基
本思路是先确定阈值的大致区间，然后逐步减小阈值
的间隔，直至能精确确定阈值为止。

１）设样本序列值的最大值为M，最小值为m，且最
大值和最小值均满足大于 ０的条件。 假定 a为不大于
最小值 m的最大正整数，即满足条件 a ＝［m］；设 b为
不小于最大值 M的最小正整数，即满足条件：当 M不
是正整数时，b＝［M］ ＋１；当 M为正整数时，b ＝［M］。

则以（a， b）为阈值选取区间，以 １ 为间隔绘制阈值

T＝a，a＋１，⋯，b－１，b时的超出量均值函数图。 设此

时样本总数为 n１ ，则其数据见表 １。

表 1　第一个区间超出量均值函数表

阈值 a a＋１ g⋯ b－１ ┅b

超出量均

值函数值
en １ （a） en １ （a＋１） en １ （⋯） en １ （b－１） en １ （b）

　　２）观察上一步绘制的超出量均值函数图的曲线
趋势，当图行开始呈上升趋势或整体呈下降且部分区
域趋于水平时，则选取该部位起始位置中两个相邻的
正整数为边界的区间作为阈值的所在区间，例如
（c，c＋１），其中正整数 c满足条件 a≤c＜b。 然后再以
０．１为间隔，绘制阈值 T ＝c，c ＋０．１，⋯，c ＋０．９，c ＋１
时的超出量均值函数图。 设此时样本总数为 n２ ，其数
据见表 ２。

表 2　第二个区间超出量均值函数表

阈值 c c＋１ 栽⋯ c＋０ w．９ c＋１ _．０

超出量均值函数值 en ２ （c） en ２（c＋０ 哌．１） en ２ （⋯） en ２ （c＋０ �．９） en ２ （c＋１ 棗．０）

　　３）继续减小阈值的间隔，重复上述过程，直至能
精确确定阈值 T为止。

２　工程应用

广东潮州供水枢纽在东溪水闸闸墩底部埋设了

１１支弦式渗压计（ＳＰ１ ～ＳＰ１１）。 本次选择位于 ２号闸
墩的 ＳＰ９ 渗压计为研究对象，采用 ＰＯＴ 模型，建立该
测点的渗压水位预警模型。 该渗压计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６ 年
期间共取得了 ２ ５１４ 次测值。

2．1　阈值的确定

ＳＰ９渗压计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６ 年期间测值序列中，实测
最大渗压水位为 １０．２２５ ｍ，最小渗压水位为 ２．５７０ ｍ。
基于改进的超出量均值函数图法，根据数据渗压水位
最大值和最小值，以（０ ｍ，１１ ｍ）为阈值的第一个取值
区间，以 １ ｍ为间隔求得对应的超出量平均数，绘制对
应的超出量均值函数图，见图 １。
由于阈值间隔较大，从图 １ 中只能大致确定阈值

T在（９．０，１０．０ ｍ）区间内，但无法直观地精确确定阈
值 T。 为此，以（９．０，１０．０ ｍ）作为分析区间，以 ０．０１
ｍ作为阈值间隔，计算对应的超出量平均数，绘制对应
的超出量均值函数图，确定阈值 T 大致在 （９．６５，
９．７５ ｍ）区间内；然后再以（９．６５，９．７５ ｍ）作为分析区
间，以 ０．００１ ｍ作为阈值间隔，计算对应的超出量平均

图 1　第一区间超出量均值函数图
数，绘制对应的超出量均值函数图，见图 ２。 综合考虑
渗压计的观测精度，以 ０．００１ ｍ 作为阈值选取的最终
精度。

图 2　第三区间超出量均值函数图

根据图 ２所示的图形曲线变化特点，图形整体呈
下降趋势（尖点除外），但在 ９．７００ ｍ附近开始出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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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上升的趋势，其中 ９．７０７ ｍ 位置为该段上升曲线的
起点。 据此，确定 ９．７０７ ｍ为最终的阈值 T，超阈值样
本个数 t为 ４７９ 个。

2．2　预警值的拟定

效应量 X的预警值 xT 的计算公式为

xT ＝T＋
σT

ξ［（ nt （１ －F（xT））） －ξ－１］ （６）

式中，１ －F（xT）为水闸的失事概率。 根据对水闸既有
失事情况的统计，一般可取为 １ －F（xT） ＝０．０１。
对 ＳＰ９渗压计，在确定阈值 T ＝９．７０７ ｍ后，采用

矩估计法
［４］ ，对式（４）所示的广义帕累托分布函数中

的形状参数 ξ和尺度参数 σT 进行估计，可得到，
ξ＝０．４０５，σT ＝０．２２４。 然后利用式（６），可计算出 ＳＰ９
渗压计的渗压水位预警值 xSP９ ＝１０．９７９ ｍ。
2．3　模型的应用

除确定了 ＳＰ９渗压计的预警值外，本文还对其他
渗压计分别按传统的和改进的超出量均值函数图法，
分别确定了相应的预警值。 代表性测点预警值见
表 ３。

表 3　代表性渗压计预警值对比表 ｍ　

测点
历史最

大测值

传统方法

阈值 T 预警值 xT

改进方法

阈值 T 预警值 xT

ＳＰ１ �８ :．０５１ ６ 圹．９０ １５ ~．５８７ ６ g．８２０ ９  ．６２０

ＳＰ３ �１０ P．２７１ ９ 圹．８５ １５ ~．１３９ ９ g．８８５ １０  ．６３９

ＳＰ９ �１０ P．２２５ ９ 圹．７０ １０ ~．９８４ ９ g．７０７ １０  ．９７９

　　由表 ３可知：
１）采用本文提出的改进方法确定的阈值，比传统

方法确定的阈值更精确。
２）按传统方法确定的各渗压计预警值，比相应建

模时段内的历史最大渗压水位明显大很多，这有可能
导致预警时出现“漏报”的情况，不利于水闸安全监控
和预警，其主要原因在于阈值的确定过程较为粗糙；按
改进方法确定的各渗压计预警值，高出相应建模时段
内的历史最大渗压水位不多，由于阈值的确定过程更
为精确，因而计算的预警值很可能更接近实际预警值
的真实情况。 但总体来看，按本文提出的改进的超出
量均值函数图法确定的预警值更合理。

３）２００５ ～２０１６ 年期间，各渗压计实测最大渗压水

位均小于预警值，表明此期间东溪水闸闸墩底部渗压

水位实测性态正常，渗流状态是安全的。

３　结　语

１）水闸安全监测数据是反映水闸实测性态的时

间序列，采用统计学领域的极值理论研究水闸安全预

警指标是合适的。 其中，ＰＯＴ模型则采用按一定规则
给定的阈值作为抽样依据，所有超过阈值的测值构成

子样本序列，扩大了子样本的容量和质量，提高了信息

利用率。 为此，本文将 ＰＯＴ模型引入到水闸安全预警
研究之中，提出一条不同于传统监测模型的水闸安全

监控指标拟定方法。

２）阈值的确定是建立 ＰＯＴ模型的关键。 传统的

阈值确定方法主要有超出量均值函数图法、Ｈｉｌｌ 图法
和样本峰度选定法等。 其中，传统超出量均值函数图

法在确定阈值时，只能确定大致的阈值，难以确定精确

的阈值。 为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区间逼近的改进超

出量均值函数图法，其基本思路是先确定阈值的大致

区间，然后逐步减小阈值的间隔，直至能精确确定阈值

为止。 研究表明，本文提出的改进的超出量均值函数

图法确定的预警值更合理。

３）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基于统计学原理，不足之

处在于：预警值的确定侧重于监测数据序列的自身变

化规律，没有与结构破坏机理相结合；没有与水闸运行

的环境量相结合，对超历史运行工况条件下的外延预

测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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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闸安全监测体系的基本构架

李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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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闸的地基一般为软基，结构一般为薄壁构件组成的杆件体系，其工作特点与其他水工建筑物相比存在明显差
异，因此水闸在安全监测体系构架上也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从水闸破坏机理和运行特点出发，借鉴大坝安全监测的成功
经验，对水闸安全监测体系的基本构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由 ５大类 ２４小项组成的水闸安全监测项目的基本体系，构建
了由 ６大类 １８ 小项功能组成的水闸安全监测信息管理系统的基本框架，从而为水闸安全监测设计和运行管理提供了科
学的指导和有益的参考。 提供了智慧水闸的安全监测设计和运行管理研究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水闸；安全监测；信息管理系统；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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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Framework of Safety Monitoring System for Sluices
ＬＩ Ｓｈａｏｗｅｎ１ ， ＷＡＮＧ Ｗｅｉｚｈａｎｇ １ ，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２ ， ＨＥ Ｊｉｎｐｉｎ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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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ｌｕｉｃｅｓ ａｒｅ ｑｕｉ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 ａｓ ｔｈｅ
ｓｌｕｉｃｅｓ ａ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ｂｕｉｌｔ ｏｎ ｓｏｆ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ｏｆ ｒｏ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ｔｈｉｎ -ｗａｌｌｅｄ ｍｅｍｂｅｒｓ．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ｓｌｕｉｃｅｓ ｈａｓ ｉｔ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ｌｕｉｃｅｓ ，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ｍ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ｓｌｕｉｃｅｓ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 ｂａｓ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ｓｌｕｉｃ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
ｔｅｍ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５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２４ ｉｔｅｍｓ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ｌｓｏ， ａ ｂａｓ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ｓｌｕｉｃ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ｉｓｔｉｎｇ ｏｆ ６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１８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ｕｓｅｆｕ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ｌｕｉｃ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ｗｏｒｋ ．
Key words： ｓｌｕｉｃ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ｏｆ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水闸是修建在河道、渠道上或水库、湖泊岸边，用
以调节水位和控制流量，具有挡水和泄（引）水功能的
低水头水工建筑物，在防洪、发电、灌溉、航运等方面应
用广泛。 与混凝土坝等其他大体积混凝土水工建筑物
相比，水闸有其自身的工作特点。 从地基条件来看，水
闸一般建在软基上，地质条件比较复杂；从结构型式来
看，水闸一般可视为由一系列薄壁构件组成的杆件体
系，结构相对较为“单薄”。 这些特点也导致了水闸安
全监测在体系构架上与其他水工建筑物相比具有明显

的不同之处。
目前，国内外尚未制订专门的水闸安全监测技术

标准。 我国在水闸安全监测设计时，主要依据枟水闸
设计规范枠和枟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监测设计规范枠等技
术规范。 但是，上述规范对水闸安全监测设计的规定
存在以下不足

［１ －４］ ：①对水闸安全监测设计仅作出了
一些简单的、原则性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设计者在
设计时主观随意性较大，缺乏严格的、规范化的科学依
据；②部分内容较为陈旧，设计思想需要从基于“工程
类比”的方法向基于“安全机理”的理念进一步转变，
监测方法需要适应安全监测技术的新发展；③未对监
测信息管理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作出明确的规定，现有
的监测信息管理软件主要以监测信息的常规管理为

３５



水 电 与 新 能 源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期

主，资料分析和安全评价功能不强，不能满足水闸安全
监控的需要。
为此，本文试图从水闸破坏机理和运行特性出发，

从水闸安全监测设计中监测项目的设置和水闸安全监

测信息管理系统中系统功能的设置两个方面，对水闸
安全监测体系的基本构架进行研究，从而为水闸安全
监测设计和运行管理提供科学的指导和有益的参考。

１　水闸安全监测项目体系
目前，大坝安全监测设计相对比较成熟。 本文借

助于大坝安全监测设计的成功经验和相应的技术规

范，将水闸安全监测项目体系划分为变形、渗流、应力
应变、环境量和专项监测 ５大类。

1．1　变形监测
软基土层分布复杂，结构松散，压缩性较大，在荷

载作用下，易导致水闸产生过大的变形。 因此，在变形
监测设计时，宜重点考虑以下变形监测项目。

１）水平位移。 水平位移是对水闸运行性态和健
康状态的最直观的综合反映。 水平位移测点一般布置
在水闸闸墩顶部和上下游翼墙顶部，每个闸段布置 １
个测点。 一般采用视准线法、引张线法或前方交会法
等方法进行观测。

２）闸墩倾斜。 也称闸墩挠度，反映了在水荷载作
用下闸墩沿高度方向的水平位移分布情况。 一般选择
典型闸墩，采用固定式测斜仪或活动式测斜仪进行
观测。

３）垂直位移。 软基承载能力较低，有可能导致水
闸产生过大的沉降，影响水闸的正常运用和工程安全，
因此垂直位移是水闸变形监测的重点监测项目。 一般
可在水闸闸墩顶部和上下游翼墙顶部布置垂直位移标

点，采用几何水准法进行观测。 也可采用在代表性部
位布置沉降仪来进行观测。

４）不均匀沉降。 不均匀沉降是影响水闸正常运
用和工程安全的重要因素，一般通过合理布置的成组
垂直位移测点的观测成果计算得到，也可通过专门布
置的成组测点进行观测。

５）接缝变形。 当水闸产生较大的不均匀沉降时，
闸段之间将会产生错动（如接缝开合度变化或发生剪
切错动），因此，需要设置接缝变形监测项目；当出现
裂缝时，还应设置裂缝变化监测项目。 接缝（裂缝）变
形可根据需要采用单向测缝计或多向测缝计进行

观测。

1．2　渗流监测
软基抗冲能力较低、抗渗性能较弱，当上下游水头

差较大时，易导致在闸基内产生过大的渗透变形，在闸
底产生过大的扬压力，或在闸后产生不良流态等。 因
此，在渗流监测设计时，宜重点考虑以下渗流监测
项目。

１）闸基扬压力。 闸基扬压力的大小，直接关系到
水闸的整体稳定性，是水闸渗流监测的重点监测项目。
闸基扬压力可采用渗压计或测压管进行监测；一般沿
纵向布置 １ ～２个监测断面，在横向布置不少于 ３ 个监
测断面；横向监测断面的选择，应具有代表性，尽量选
择在最大闸高处、地质条件复杂处等，并综合考虑水闸
地下轮廓线形状。 在横向监测断面上，应保证能绘制
出闸基扬压力横向分布图，以便与设计闸基扬压力和
设计地下轮廓线进行对比，评价闸基防渗效果。

２）渗透坡降。 软基抗渗性能一般较差，易发生管
涌、流土等渗透破坏，因此确保各部位渗透坡降小于地
基允许渗透坡降对防止坝基出现渗透破坏十分重要。
一般可与坝基扬压力监测设施综合考虑，也可根据实
际情况布置专门监测渗透坡降的渗压计或测压管。

３）闸基渗流量。 在具备条件的水闸，可布置量水
堰进行闸基渗流量监测。

４）闸下流态。 水闸泄流流态，对水闸消能防冲和
闸后河床及岸坡冲刷有重要影响，一般宜设置泄流的
闸下流态监测项目。

５）绕闸渗流。 绕闸渗流监测的布置，应根据水闸
的枢纽布置情况来考虑。 对侧向绕闸渗流监测，可在
岸墙、翼墙填土侧布置测压管或渗压计。

1．3　应力应变监测
水闸建在软基上，闸基应力是否均匀，对于水闸是

否会产生倾斜甚至倾覆具有决定性意义；水闸可视为
薄壁钢筋混凝土结构，结构受力状态对构件安全至关
重要。 因此，在应力应变监测设计时，宜重点考虑以下
应力应变监测项目。

１）地基反力。 水闸底板是闸室段的基础，是承受
荷载的主要构件。 地基反力是作用在底板上的分布
力，与底板上的外部荷载、底板的结构性能以及地基的
土料特性等有关。 地基反力的大小，决定着底板内力
的大小，也反映了基底应力的大小。 最大基底应力应
不大于地基允许承载力的 １．２ 倍，基底应力不均匀系
数应不大于规范的规定值。 地基反力可采用土压力计
进行观测，一般布置若干纵向监测断面和横向监测断
面，以能监测地基反力分布情况为原则。

２）土压力。 当水闸翼墙后填土高度较高时，将产
生较大的土压力，有可能导致翼墙倾覆或滑移。 可在
翼墙混凝土与填土的结合面上布置土压力计，观测翼
墙后的填土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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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混凝土钢筋应力。 水闸结构主要为钢筋混凝
土结构，钢筋应力监测是掌握结构压力状态的主要依
据。 一般根据结构应力设计计算成果，在受力相对比
较复杂的部位、或存在应力集中的部位，布置钢筋计。
其中，底板钢筋应力为重点监测对象。

４）混凝土应力应变。 一般根据结构应力设计计
算成果，在受力相对比较复杂的部位、或存在压力集中
的部位，布置适量的应变计和无应力计，以观测混凝土
应力应变状态。 其中，底板混凝土应力应变为重点监
测对象。

５）混凝土温度。 为满足混凝土温控的需要，可适
当布置温度计。

1．4　环境量监测
水闸环境量监测主要包括水闸上游水位、下游水

位、闸址气温、闸址降雨、过闸流量、闸前淤积、闸后冲
刷等。 其中，过闸流量可通过水位观测来推求，或设置
测流断面进行观测；闸后冲刷可采用水下地形测量来
观测。

1．5　专项监测
水闸专项监测主要包括地震监测和闸门监测等。
１）地震监测。 对于粉细砂地基和均匀细砂地基，

在动荷载作用下，有可能发生液化。 因此，必要时应布
置专门的地震监测系统。

２）闸门监测。 闸门是水闸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水
闸运行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因此，宜布置专门的
闸门运行状态综合监测系统。
综合以上分析，大型水闸安全监测设计时，安全监

测项目的基本体系见图 １。

图 1　大型水闸安全监测项目基本体系示意图

２　水闸安全监测信息管理系统功能
水闸安全监测信息管理系统目前尚处于初步应用

阶段。 部分大型水闸虽然建立了水闸安全监测信息管
理系统，但大多只是建立了数据管理模块，实现监测信
息的日常基本管理。 随着现代信息化技术和智能化技
术的进步，现代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水闸安
全监测信息管理系统应具有安全监控和健康诊断等更

为广泛、更高层次的功能。
建立水闸安全监测信息管理系统，应遵照以下原

则。 在周期上，应包括建设期和运行期；在技术上，应
兼顾实用性和先进性；在模式上，应满足离线分析和在
线监控；在功能上，应实现系统管理、数据采集、信息日
常管理、资料分析、安全监控、文档管理等。

2．1　系统管理功能
系统管理模块的功能主要包括：
１）系统用户管理。 应能实现用户的注册和注销

功能，设置不同级别用户的系统使用权限。
２）系统参数管理。 能设置和修改系统的运行参

数，包括系统的环境参数和监测项目、监测测点的相关
参数。

３）系统日志。 提供系统管理员或者其他具有权
限的用户查看系统主要操作的相关记录的功能。

2．2　数据采集功能
数据采集模块的功能主要包括：
１）自动化采集。 对建立了自动化观测的水闸安

全监测系统，应能实现信息管理系统对监测系统的自
动化采集，包括定时的巡测和根据需要进行的筛测；具
备条件时，应实现监测数据采集的远程控制。 除具备
向现场数据采集单元（ＭＣＵ）发送数据采集指令的功
能外，具备条件时，还应开发移动终端数据采集功能。

２）人工采集。 对未实现自动化采集的水闸安全
监测系统，信息管理系统应具备人工观测数据或便携
式读数仪数据的输入接口，包括人工录入、历史数据批
量录入、固定格式文件的导入、便携式读数仪存储数据
的获取等功能。

2．3　日常管理功能
信息的日常管理，是水闸安全监测信息管理系统

的基本功能。 该模块的主要功能包括：
１）信息的存储与浏览。 监测信息应采用不同的

数据库，分门别类地进行存储。 原始数据库一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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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进行删除、修改等处理。 监测信息的使用，应建立
各类衍生数据库（也称应用数据库）。

２）信息的维护与统计。 主要包括监测信息的增
加、删除、修正、导出、备份等基本维护功能和按照指定
条件对监测信息进行检索和统计的功能。 信息的维
护，应由具有相关权限的用户进行。

３）效应量计算。 对于需要通过计算获得监测效
应量的项目，应设置效应量计算程序，如应力应变计算
程序等。

４）图形生成。 应具有按指定条件绘制各类图形
的功能，主要包括过程线、分布图、相关图等图形的绘
制。 图形的格式，应具有自定义图形属性的功能。 具
备条件时，应采用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建立三维可视
化系统，将监测成果采用三维立体动画形态进行展示。

５）报表生成。 应具有按指定条件生成各类表格
的功能，主要包括测次报表、月报表、年报表等表格的
生成。 表格的格式，应具有自定义表格属性的功能，应
满足规范的规定和主管部门的要求。

６）监测资料整编。 能实现根据规范规定和主管
部门要求而建立的监测资料整编成果。

2．4　资料分析功能
初步分析模块的功能主要包括：

１）定性分析。 主要包括效应量变化过程分析、特
征值统计分析、测值相关性分析、测值对比分析、测值
分布特性分析等方面的功能。

２）异常测值的判断与分析。 要对水闸安全状态
作出正确的判断，首先需要对监测资料的可靠性和合
理性作出判断，因此应具有异常测值判断功能；当测值
存在明显异常时，应分析异常测值产生的原因，并判断
异常测值是属于观测误差还是属于对水闸安全变异的

反映，因此应具有异常测值分析功能。
３）监测模型。 水闸监测信息管理系统应能提供

根据监测资料建立基于逐步回归分析的单个测点统计

模型的功能。 具备条件时，应提供监测确定性模型和
监测混合模型的建模功能。 该模块应具备灵活的测点
选择、预置因子集构造及建模参数设置的功能。 同时，
应能提供显示所建立的监测模型的建模条件、模型主
要成果、模型详细成果以及拟合图形和分量图形绘制
等功能，应能在用户进行水闸安全等决策时为用户提
供尽可能丰富的定量分析成果。

2．5　安全监控功能
安全监控是水闸安全监测的根本目的，因此实现

安全监控功能是水闸安全监测信息管理系统的主要任

务之一（见图 ２）。 安全监控模块的主要功能包括：

图 2　水闸安全监测信息管理系统基本构架示意图
　　１）健康诊断。 水闸健康诊断本质上是一个复杂
的多层次、多指标问题，它以水闸安全监测信息为基
础，以现代数学、信息科学、人工智能和计算机技术等
新兴学科为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以诊断水闸工作性
态、挖掘水闸潜在隐患、保障水闸安全运行为目的。 与
传统的水闸安全评估相比，水闸健康诊断更加侧重于
监测信息的多源化和分析手段的智能化。

２）在线安全监控。 通过建立水闸安全监控模型
和拟定安全监控指标，实现水闸的在线安全监控。 在
线安全监控应坚持“关键性”和“适度性”原则，应分析
和确定关键性监控项目和关键性监控测点；在监控指
标拟定时，既要拟定以定量方式表达的数值型监控指

标，也要重视以定性方式表达的准则型监控指标；既要
拟定单测点监控指标，在具备条件时，还应建立多测
点、多效应量监控指标。

３）智慧水闸。 水闸运行管理的未来发展方向是
以建立高度智能化的智慧水闸为目标，因此水闸安全
监测信息管理系统最终将被智慧水闸系统所代替。 智
慧水闸以数字水闸为基础，以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
云计算与云平台、大数据理论与数据挖掘技术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为基本手段，以全面感知、实时传送和智能
处理为基本运行方式，对水闸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进
行深度融合，建立可感知、可分析、可控制的智能化水
闸运行管理体系。 （下转第 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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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闸可视为一种由一系列构件组成的杆件系统，各构件之间具有明显的关联性。 目前采用的单测点数学模型难
以实现对水闸整体运行状态的预警。 基于水闸多源监测数据，将因子分析法引入到水闸安全预警之中，通过重构能描述
多测点效应量共性特征的公共因子，充分利用多测点效应量之间的关联信息，实现对水闸健康状态的综合诊断和预测预
警，从而为水闸健康诊断和安全预警提供一条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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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闸是利用闸门控制流量和调节水位的水工建筑
物，在防洪、发电、灌溉、航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水闸的失事虽然是小概率事件，但却可能造成巨大的
损失，属于重大的公共安全问题。 因此，建立水闸安全
预警模型，对保障水闸安全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对水闸安全预警的研究成果还较少，且主要

集中在基于单个监测测点的监测资料而建立的单测点

预警模型方面
［１ －３］ 。 单测点模型是水闸预警的基本模

型，但单测点数学模型只是反映水闸局部的结构性态，
难以描述不同监测测点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无法描述
水闸的整体运行性态，因而单测点模型难以实现对水
闸整体运行状态的预警。

水闸不同于大坝等其他大体积水工建筑物，水闸
主要由众多的类似于薄壁构件的杆件组成，各构件之
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更为明显，整体性更为重要。
从安全监测的角度来讲，水闸作为一个整体，各测点之
间的监测信息一般存在很强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是
对水闸整体运行性态的一种直接反映，因此通过融合
多测点监测信息可以对水闸整体运行性态进行预警。
目前关于水闸多测点预警模型研究基本是一个空白。
建立多测点预警模型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寻

找能融合不同测点监测信息的关联参数，例如，采用测
点坐标（x、y、z）作为关联参数［４］ ，采用测点监测数据序
列的方差（σ２）作为关联参数［５］

等；二是采用一定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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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法，根据具有关联性的多测点监测资料，重构新的
预警因子，例如，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影响工程安全
变异的少数主成分来构建新的工程安全预警因子

［６］ ，
利用多测点联合分布函数构建诊断和监控工程整体安

全性态的预警模型
［７］
等。

随着监测系统的不断扩展和监测技术的不断进

步，监测测点数量不断增加，监测数据序列不断增大。
在进一步完善传统的单测点监测资料分析方法的同

时，也有必要开拓新的监测资料分析思路，从而挖掘关
键信息，压缩冗余数据，降低测值噪声，提高分析效率。
为此，本文将因子分析法引入到水闸多测点预警模型
的建立之中，通过重构能描述多测点效应量共性特征
的公共因子，将多测点监测信息有机地联系起来，实现
对水闸整体安全性态的监控和预警。

１　建模原理

1．1　因子分析法数学模型
设有 m个具有关联性的监测测点，如同一引张线

上的多个水平位移测点、同一水准路线上的多个垂直
位移测点等，每个测点有 n 个测值（样本）；将每个测
点的效应量视为 １ 个随机变量，记为 X ＝（X１ ，X２ ，⋯，
Xm），标准化后记为 Z ＝（Z１ ，Z２ ，⋯，Zm）；设各效应量
有 p个相互独立的公共因子，记为 F＝（F１，F２ ，⋯，Fp）
（p＜m），公共因子是能描述各测点效应量之间共性特
征的重构因子；同时，记 Ui 为测点 i 效应量的特殊因
子，描述各测点中公共因子不能覆盖的信息。 则 m个
测点基于因子分析法的数学模型可表示为

［８］

Z１

Z２

…
Zm

＝

a１１ a１２ ⋯ a１p

a２１ a２２ ⋯ a２p

… … … …
am１ am２ ⋯ amp

F１

F２

…
Fp

＋

U１

U２

…
Um

（１）

式（１）中：aij称为因子载荷，即第 i个测点的效应量 Zi

和第 j个公共因子 Fj 之间的相关系数；因子载荷 aij越
大，表明 Fj 对 Zi 的重要性越高，Zi 对 Fj 的依赖程度

越大。
构建式（１）所示的基于因子分析法的数学模型，

至少可以实现两个目的：一是采用较少的公共因子 F
替代多测点效应量 Z，从而达到降维的目的；二是可以
将多个监测测点的监测数据有机地联系起来，建立基
于多测点的监测资料分析模型和安全监控与预警

模型。

1．2　建模方法
１．２．１　监测数据预处理

１）数据标准化处理。 为消除各测点效应量之间

在数量级或量纲上的差异，应先对各测点监测数据 xij
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标准化处理后的序列 zij。

２）可行性检验。 采用因子分析法建模时，只有各
测点效应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时才具有重构公共

因子的可能，因此建模前应对多测点效应量进行相关
性检验，一般采用相关系数矩阵分析、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
验或者 ＫＭＯ取样适合度检验等检验方法。
１．２．２　构造公共因子

１）确定因子载荷矩阵 A。 式（１）中 aij组成的因子
载荷矩阵 A，可利用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R和变量共同
度 h２

i 的概念，采用主成分法、主轴因子法、极大似然法
等方法，通过迭代算法进行求解。 具体求解方法可参
见文献［８］。

２）确定公共因子个数。 可采用累积方差贡献率
法确定公共因子个数，即当累积方差贡献率超过某一
规定值（根据工程经验，本文取为 ８５％）时，可认为此
时的公共因子个数足以较好地涵盖各测点的原始信

息，此时便可停止公共因子的提取。
３）因子旋转。 为简化因子载荷矩阵的结构，或对

公共因子给出更具有实际意义的合理解释，有时还需
要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因子变换，也称因子旋转。 其
中，方差极大化的正交旋转法是因子旋转最常用的方
法，它使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中每一列元素尽可能
地向 ０或 １两极分化，使每一个主因子只对少数变量
具有较高的因子载荷，其余的因子载荷则较小。

４）因子得分。 式（１）为基于因子分析法的数学模
型，它将多测点效应量（变量）表示为少数几个公共因
子的线性组合。 如果反过来将公共因子表示为原始测
点效应量（变量）的线性组合，则可构造因子得分
函数：

Fj ＝βj１Z１ ＋βj２Z２ ＋βjpZp （２）
由于因子分析法要求 p ＜m，因此按式（２）因子得

分并不能精确计算，只能进行估计。 估计因子得分的
方法较多，常用的有回归估计法、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估计法和汤
姆逊法等。
１．２．３　预警指标的确定

在获得了公共因子的得分后，即可利用公共因子
对水闸整体安全性态实施监控和预警。
当水闸处于正常安全运行状态时，公共因子 F ＝

（F１ ，F２ ，⋯，Fp）（p＜m）的分值应落在某一概率（置信
度）条件下的分值区域范围以内；如果 F 落在该概率
的分值区域范围以外，则认为水闸运行状态出现了异
常。 特定概率下的分值区域范围（置信区间），可视为
公共因子 F的监控指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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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数理统计原理，一般认为：
１）当公共因子的得分落在概率 P ＝０．９５ 条件下

的分值区域以内时，认为水闸实测性态正常，水闸处于
安全运行区域；

２）当公共因子的得分落在概率 P ＝０．９５ ～０．９９
条件下的分值区域之间时，认为水闸实测性态出现了
异常，水闸处于异常运行区域；

３）当公共因子的得分落在概率 P ＝０．９９ 条件下
的分值区域以外时，认为水闸实测性态出现了严重异
常，水闸处于危险运行区域。
１．２．４　性态预测

以公共因子作为预测指标，利用公共因子的预测
值来预测水闸未来的运行状态。 公共因子预测值的计
算沿用传统统计模型的思路，将公共因子结合上下游
水位、温度等环境量并考虑时效作用建立数学模型，代
入环境量的预测或实测值即可计算出公共因子的预测

值；将公共因子的预测值与根据实测值计算的公共因
子得分进行对比，作为判断水闸运行性态是否正常的
依据。
本文所提出的预警方法，并不针对监测效应量测

值本身，而是针对根据多测点效应量重构的公共因子。
基于单测点监测信息的预警模式没有考虑关联测点效

应量之间的关联性，当个别测点出现异常时，容易产生
误报或漏报。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顾及多测点监测信息
的预警模式，能有效和充分地利用多测点效应量之间
的关联信息，使得预警结果更符合实际，更能反映水闸
的整体运行性态。

２　工程应用
广东省潮州供水枢纽东溪水闸布置了 ２４ 个表面

水平位移测点（ＤＰ１ ～ＤＰ２４），采用徕卡全站仪进行观
测，测点均布置在闸墩墩顶的上游侧。 本节根据
ＤＰ１ ～ＤＰ２４测点实测水平位移，采用因子分析法，建
立东溪水闸闸顶水平位移多测点预警模型。 其中，以
２００９ 年 １月～２０１６ 年 ６月的 ４９ 组有效测值作为预测
模型的建模数据序列，以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２ 月的 ４ 组
有效测值作为预测模型的验证数据序列。

2．1　公共因子的重构
２．１．１　公共因子提取

基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的 ４９ 组有效测
值，在对 ２４个测点效应量进行相关性检验并确认具有
较强相关性的基础上，采用主轴因子法确定因子载荷
矩阵 A。 其中，公共因子 F１ 的方差贡献率为 ８０．８％；
公共因子 F２ 的方差贡献率为 ８．９％，累积贡献率为

８９．７％，大于 ８５％。 因此本例中公共因子个数取为 ２
个，即 F１ 和 F２。
２．１．２　因子旋转

为了让公共因子含义更加清晰，弄清实际意义，采
用四次方最大法对因子载荷阵进行因子正交旋转。 因
子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结果见表 １。

表 1　四次方最大法正交旋转的因子载荷表

测点
因子载荷

F１ ΖF２
测点

因子载荷

F１ _F２

ＤＰ０１ X０ :．７４２ －０  ．５９３ ＤＰ１３  ０ 篌．９５５ －０ 哪．０９１

ＤＰ０２ X０ :．８１９ －０  ．４３２ ＤＰ１４  ０ 篌．９６０ ０ 晻．０４５

ＤＰ０３ X０ :．８８８ －０  ．３１２ ＤＰ１５  ０ 篌．９６２ ０ 晻．１５８

ＤＰ０４ X０ :．９３９ －０  ．２３３ ＤＰ１６  ０ 篌．９２３ ０ 晻．１４０

ＤＰ０５ X０ :．９３７ －０  ．１２８ ＤＰ１７  ０ 篌．９４７ ０ 晻．１８９

ＤＰ０６ X０ :．９１７ －０  ．０７２ ＤＰ１８  ０ 篌．９２７ ０ 晻．２９３

ＤＰ０７ X０ :．８５０ －０  ．３９４ ＤＰ１９  ０ 篌．９１９ ０ 晻．２６９

ＤＰ０８ X０ :．８７６ －０  ．３３１ ＤＰ２０  ０ 篌．８７３ ０ 晻．３２１

ＤＰ０９ X０ :．９３９ －０  ．１６３ ＤＰ２１  ０ 篌．８９４ ０ 晻．３９７

ＤＰ１０ X０ :．８７７ －０  ．２０１ ＤＰ２２  ０ 篌．９０９ ０ 晻．３０５

ＤＰ１１ X０ :．９７９ －０  ．０９６ ＤＰ２３  ０ 篌．８３９ ０ 晻．３７９

ＤＰ１２ X０ :．９６２ －０  ．０２１ ＤＰ２４  ０ 篌．６６１ ０ 晻．５７２

　　由旋转后的因子荷载表可知：
１）旋转后得到的第一个公共因子 F１ 对所有的测

点影响均大于 ０；其中，中间测点因子载荷较大，一般
大于 ０．９；两侧测点因子载荷较中间测点要小。 公共
因子 F１ 的物理意义为该公共因子越大表示水闸整体

向下游变形越大，因此，可以将第一个公共因子 F１ 命

名为整体变形因子。
２）旋转后得到的第二个公共因子 F２ 对左侧

ＤＰ１４ ～ＤＰ２４测点的载荷为负，对右侧 ＤＰ０１ ～ＤＰ１３
测点的载荷为正。 公共因子 F２ 的物理意义为该公共

因子越大表示左岸测点向上游变形越大，而右岸测点
向下游变形越大，其绝对值的大小体现了水闸的不均
匀变形。 因此，可以将第二个公共因子 F２ 命名为不均

匀变形因子。
３）从方差贡献率来看，第一个公共因子 F１ 的方

差贡献率超过了 ８０％，第二个公共因子 F２ 的方差贡

献率在 ９％左右，两个公共因子所包含的各测点原始
监测信息量相差很大；从因子载荷的绝对值来看，第一
个公共因子 F１ 的载荷绝对值均大于第二个公共因子

F２ 的载荷绝对值，表明第一个公共因子对该水闸闸顶
水平位移性态的影响是决定性的，第二个公共因子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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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存在一定的影响，但影响程度远不如第一个公共
因子。
２．１．３　因子得分

根据式（２），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对公共因子 F１

和 F２ 进行得分估计，计算结果见表 ２。
表 2　加权最小二乘法公共因子得分估计结果表

测点
因子载荷

F１  F２
测点

因子载荷

F１ 佑F２

ＤＰ０１ 烫０ �．０３９ －０ �．２９５ ＤＰ１３ 厖０ g．０５２ －０ 8．０６８

ＤＰ０２ 烫０ �．０２８ －０ �．１４９ ＤＰ１４ 厖０ g．０５１ ０  ．０１３

ＤＰ０３ 烫０ �．０３６ －０ �．１３９ ＤＰ１５ 厖０ g．０７６ ０  ．１２８

ＤＰ０４ 烫０ �．０６６ －０ �．１９０ ＤＰ１６ 厖０ g．０２８ ０  ．０４３

ＤＰ０５ 烫０ �．０３８ －０ �．０６７ ＤＰ１７ 厖０ g．０５５ ０  ．１１７

ＤＰ０６ 烫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９ ＤＰ１８ 厖０ g．０６３ ０  ．２３２

ＤＰ０７ 烫０ �．０３３ －０ �．１６１ ＤＰ１９ 厖０ g．０４２ ０  ．１４１

ＤＰ０８ 烫０ �．０３３ －０ �．１３５ ＤＰ２０ 厖０ g．０２４ ０  ．１０５

ＤＰ０９ 烫０ �．０４５ －０ �．０９６ ＤＰ２１ 厖０ g．０７３ ０  ．４０２

ＤＰ１０ 烫０ �．０２１ －０ �．０５５ ＤＰ２２ 厖０ g．０４２ ０  ．１６４

ＤＰ１１ 烫０ �．１３３ －０ �．１７９ ＤＰ２３ 厖０ g．０２０ ０  ．１１１

ＤＰ１２ 烫０ �．０５５ －０ �．０２８ ＤＰ２４ 厖０ g．００９ ０  ．１１１

　　公共因子 F１ 和 F２ 的表达式如下：

F１ ＝∑
２４

i ＝１
bi１Zi　F２ ＝∑

２４

i ＝１
bi２Zi （３）

2．2　监控指标建立
以２００９ 年１ 月～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的 ４９组有效测值作

为建模数据序列，利用公共因子表达式（３）和标准化
处理后的各测点监测数据，构造公共因子 F１ 和 F２ 对

应的 ２００９ 年 １月～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的 ４９组数据序列。
F１ 、F２ 两个公共因子在 P ＝９５％条件下的控制域

为（
F１

１．００２）
２ ＋（

F２

１．０２４）
２≤χ２０．０５ （２） ＝５．９９２，这是一个

中心在原点、半长轴为 ２．５０７、半短轴 ２．４５３ 的椭圆；

在 P ＝９９％条件下的控制域为（
F１

１．００２）
２ ＋（

F２

１．０２４）
２≤

χ２０．０１（２） ＝９．２１０，这是一个中心在原点、半长轴为
３．１０８、半短轴为 ３．０４１ 的椭圆。 两椭圆的示意图见
图 １。
由图 １可知：
１）２００９ 年 １月～２０１６ 年 ６月期间，重构的公共因

子 F１ 和 F２ 的取值均落在 P ＝９５％条件下的控制域范
围以内，可据此判定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１６ 年６月期间该
水闸的实测闸顶水平位移性态是正常的，水闸运行处
于整体安全状态。

图 1　闸顶水平位移公共因子 F1、F2 控制域示意图

２）如前所述，公共因子 F１ 对该水闸闸顶水平位

移性态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公共因子 F２ 的影响是次要

的，因此，可以将 F１ 视为主要监控因子，将 F２ 视为次

要监控因子，在实施安全监控和预警时，可重点考虑公
共因子 F１ 。 但考虑到 F１ 和 F２ 具有不同的物理意义，
因此在监控和预警时也不能忽略 F２ 的作用。

３）图 １为分别将公共因子 F１ 和公共因子 F２ 单独

作为监控和预警因子。 也可以进一步研究 F１ 和 F２ 的

联合概率分布，将两者结合起来建立监控和预警模型。

2．3　水平位移实测性态的诊断
根据新获得的水平位移观测成果，分别计算公共

因子 F１ 和公共因子 F２。
取统计量χ２ 作为控制域的控制值，如果满足χ２ ＜

χ２０．０５ （２） ＝５．９９２，则认为东溪水闸闸顶水平位移实测
性态正常；如果满足χ２ ＜χ２０．０５ （２）　χ２≤χ２０．０１ （２），则认
为东溪水闸闸顶水平位移性态出现了异常情况；如果
χ２ ＞χ２０．０１（２） ＝９．２１０，则认为东溪水闸闸顶水平位移
实测性态处于危险状态。

χ２ 的表达式如下：

χ２ ＝（
F１

１．００２）
２ ＋（

F２

１．０２４）
２ （４）

2．4　水平位移性态的预测
参照传统的统计模型建模原理，以公共因子作为

效应量，建立公共因子与环境量之间的统计模型，模型
的基本表达式见式（５）。 其中，H 表示上游水位，h 表
示下游水位，Ti 表示观测日前期若干天气温的平均

值，t为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下闸蓄水开始所计时间（以年
计）。

F
＾

１，２ ＝a０ ＋∑
４

i ＝１
aiHi ＋∑

４

i ＝１
bihi ＋∑

３

i ＝１
ciTi ＋∑

３

i ＝１
di ti （５）

以公共因子作为预测对象，利用式（５）所示的统
计模型，根据 ２０１６ 年 ８月～１２ 月的环境量，即可获得
２０１６ 年 ８月～１２ 月的公共因子预测值，并将预测值与
此期间公共因子的实际得分值进行对比，即可预测闸
顶水平位移的运行性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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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目前水闸安全预警主要针对单个测点而言的，但

水闸作为一个整体，同类监测测点之间的监测信息存
在很强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是对水闸整体运行性态
的一种直接反映。 本文将因子分析法引入到水闸多测
点预警模型的建立之中，通过重构能描述多测点效应
量共性特征的公共因子来实现对水闸安全监控和

预警。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水闸监测模型，既可以实现对

水闸健康状态的综合诊断，也可以实现对水闸健康状
态的预测预警。 其中，基于因子分析法的水闸预警模
型至少可以实现两个目的：

１）采用较少的公共因子 F替代多测点效应量 X，
从而达到深入挖掘关联信息、压缩冗余数据、降低变量
维数、提高分析效率的目的。

２）本文所提出的预警方法，并不直接针对监测效
应量本身，而是针对根据多测点效应量重构的公共因
子。 基于单测点监测信息的预警模式没有考虑关联测
点效应量之间的关联性，当个别测点出现异常时，容易
产生误报或漏报；基于因子分析法的顾及多测点监测
信息的预警模式，将多个监测测点的监测资料有机地
联系起来，能有效和充分地利用多测点效应量之间的

关联信息，实现对水闸整体安全状态的监控和预警，从
而使得预警结果更符合实际，更能反映水闸的整体运
行性态。
参考文献：
［１］方卫华．水闸安全监测及可靠性评价研究［ Ｊ］．大坝与安
全， ２００６（２）： ５４ －５８

［２］臧英平， 沃玉报， 徐影．基于故障树法的水闸工程安全预
警体系研究［ Ｊ］．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 ２０１５， ２６ （４）：
１６３ －１６８

［３］付传雄， 张君禄， 廖文来， 等．近海软基水闸水平位移监
控指标研究［ Ｊ］．水利与建筑工程学报， ２０１７， １５ （６）：
１７３ －１７６

［４］何金平．大坝安全监测理论与应用［Ｍ］．北京： 中国水利
水电出版社， ２０１０

［５］Ｈｅ Ｊ， Ｔｕ Ｙ， Ｓｈｉ Ｙ．Ｆｕ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ｕｌｔｉ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ｎ ｄａ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ａｙ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 ［ Ｊ］．Ｐｒｏｃｅｄｉａ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１， １５： ２ １３３ －２ １３８

［６］Ｙｕ Ｈ， Ｗｕ Ｚ， Ｂａｏ Ｔ， ｅｔ ａｌ．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ｄａｍ ｍｏｎｉ-
ｔｏｒ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ｗｉｔｈ ＰＣＡ ［ Ｊ］．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０， ５３（４）： １ ０８８ －１ ０９７

［７］Ｊｉａｎｇ Ｚ， Ｈｅ Ｊ．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ｆｕｓｉｏｎ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ｆｏｒ ｄａ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ｔａ-
ｔｕ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ｊｏｉ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ｏｉｎｔｓ ［ Ｊ］．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２０１６（２）： １ －１０

［８］Ｌａｔｔｉｎ Ｊ， Ｃａｒｒｏｌｌ Ｊ Ｄ， Ｇｒｅｅｎ Ｐ Ｅ．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Ｄａｔａ
［Ｍ］．Ｃｅｎｇａｇ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ｃ．， ２００３

（上接第 ５６ 页）

2．6　文档管理功能
在水闸安全监测信息管理系统中，不仅应纳入监

测信息，也应纳入以文字、图形、表格、录像等形式表述
的与监测有关的各类文档，比如工程概况与监测概况，
工程设计图，监测布置图，监测信息台账，巡视检查资
料，工程管理制度、操作手册、程序文件，工程缺陷病害
及运行维护信息，防洪调度信息等。 对这些文档和信
息，也应根据实际情况实现相应的管理功能。

３　结　语
安全监测是实时掌握水闸运行形态的基本措施，

是保障水闸安全运行的主要手段。 目前水闸安全监测
设计主要采用工程类比的方法，缺乏专门的技术规范
可以遵循，主观随意性较大；水闸安全监测信息管理系
统还不完善，主要以监测信息的日常管理为主，资料分
析和安全评价功能不强，且普遍缺乏安全监控和健康
诊断功能，不能满足水闸安全监控的要求。
本文借鉴大坝安全监测设计的成功经验，从水闸

破坏机理和运行特性出发，系统性地分析了水闸安全

监测设计中监测项目的设置方法，提出了由 ５ 大类 ２４
小项组成的大型水闸安全监测项目的基本体系。 该监
测项目体系，可在设计时根据各水闸的具体情况进行
选择和参考。
本文还根据水闸监测信息管理和安全运行的需

要，系统性地分析了水闸安全监测信息管理系统应实
现的主要功能，构建了由 ６大类 １８ 小项功能组成的水
闸安全监测信息管理系统的基本框架。 在高度重视水
闸安全监测信息的基本管理功能的基础上，应着力开
发安全监控和健康诊断功能。 水闸安全监测信息管理
系统的发展方向是建立智慧水闸系统。
参考文献：
［１］曹国福， 洪波， 臧光文．某大型水闸工程安全监测系统设
计［Ｊ］．大坝与安全， ２００６（１）： ５ －７

［２］张君禄， 陈晓文， 刘敏， 等．广东省潮州供水枢纽大坝安
全监测系统［Ｊ］．广东水利水电， ２００９（１）： ６３ －６５， ７４

［３］于文蓬， 张超， 兰昊．大型水闸工程安全监测设计研究
［Ｊ］．水利建设与管理， ２０１３， ３３（８）： ５０ －５２

［４］胡波， 刘观标， 吴中如．工程安全监测信息管理与分析系
统研究及其在特大工程中的应用［ Ｊ］．水电自动化与大坝
监测， ２０１３， ３７（５）：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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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类修正的水闸健康诊断证据融合模型研究

敖圣峰，何金平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针对利用 Ｄ－Ｓ证据理论进行水闸健康诊断时可能遇到的证据高冲突问题，采用参数“证据可信度”和“证据虚假
度”，对原始证据源进行分类，只对冲突程度较高的证据类别进行修正，提出了一种适用于高冲突证据融合的改进合成算
法，建立了基于分类修正的水闸健康诊断证据融合模型。 工程实例表明，该方法收敛速度更快，聚焦程度更高，且明显降
低了健康诊断的决策难度。

关键词：水闸；证据冲突；可信度；虚假度；分类修正

中图分类号：ＴＶ６９８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 －３３５４（２０１８）１１ －００６２ －０５

On the Evidence Fusion Model for Health Diagnosis
of Sluices based on Classification Correction

ＡＯ Ｓｈｅｎｇｆｅｎｇ， ＨＥ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ｓｌｕｉｃｅｓ， ｈｉｇ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ｍａｙ ｂｅ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Ｄ －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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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ｃｈ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ｄｅｇｒｅｅ ａｒ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Ａ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ａｇ-
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ｓｌｕｉｃ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ｏｆ ｆａｓｔｅｒ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ｆｏｃｕｓ ｌｅｖｅｌ ，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ｓｌｕｉｃｅｓ．
Key words： ｓｌｕｉｃ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 ｆａｌｓｅｎｅｓ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水闸是防洪除涝、兴利除害的基础设施，我国水闸
数量和规模均居世界前列。 但是，根据水利部的统计，
我国水闸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不仅影响了
工程效益的充分发挥，而且严重威胁公共安全。 因此，
在目前水闸破坏机理等涉及水闸安全的理论研究尚不

充分的情况下，利用安全监测成果，开展水闸健康诊断
研究对于保障水闸安全运行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目前，水闸健康诊断主要基于单测点监测资料而

建立的单测点单效应量监测数学模型。 但是，单测点
单效应量监测数学模型只是反映水闸局部的结构性

态，难以描述不同监测测点之间和不同监测效应量之
间的关联关系，也无法描述水闸的整体运行性态。 因

此有必要将多个测点、多种效应量有机地联系起来，建
立多源监测数据融合条件下的水闸健康诊断模型。

Ｄ－Ｓ证据理论将多个传感器的数据进行多级别、
多方面、多层次的处理和融合，在多源信息融合方面有
着广泛的应用。 但经典的 Ｄ－Ｓ合成规则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当证据之间存在冲突或不一致时，使用 Ｄ －Ｓ
组合规则可能会使推理结果出现悖论甚至得到错误的

合成结果
［１］ 。 针对这一情况，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两种

解决策略：一是基于修改 Ｄｅｍｐｓｔｅｒ 组合规则的方法，
主要解决冲突信息的重新分配和管理问题

［２ －３］ ；二是
基于修改证据源的方法，即首先对冲突证据进行预处
理，然后再利用 Ｄｅｍｐｓｔｅｒ 组合规则进行证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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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４ －６］ 。
由于对规则的修改往往会破坏 Ｄｅｍｐｓｔｅｒ 规则本

身的交换律、结合律等数学性质，增加融合计算的复杂
度，因此，与修改组合规则相比，修正证据源的方法更
为合理。 本文基于修正证据源的观点，在修正系数和
修正方法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种应用于高
冲突证据融合的分类修正算法。

１　基本概念

1．1　经典证据理论
证据理论中，识别框架Θ是由互斥且可穷举的元

素构成的完备集合。 Θ的所有子集组成Θ的幂集２Θ，
集函数 m：２Θ→［０，１］，橙A∈Θ满足 m（饱） ＝０ 且∑m
（A） ＝１，则称 m为该识别框架Θ上的基本概率赋值，
m（A）表示证据对 A的信任程度。
设识别框架Θ下的两个证据 E１ 和 E２ ，其相应的

基本概率赋值（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ＢＰＡ）为
m１ 和 m２ ，焦元分别为 Ai 和 Bj，则 Ｄ－Ｓ合成规则为［１］

m（A） ＝

∑
Ai∩Bj ＝A

m１ （Ai）m２ （Bj）

１ －K A≠饱

０ A＝饱

（１）

式中，K ＝ ∑
Ai∩Bj＝饱

m１ （Ai）m２ （Bj）称为冲突系数，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各证据间的冲突程度。

1．2　冲突衡量方法
证据理论在实际应用时，常常会面临各种不确定

的冲突信息，此时证据合成规则将不适用。 如式（１），
当 K＝１ 时，证据之间表现为完全性矛盾，Ｄｅｍｐｓｔｅｒ 合
成公式完全无法使用，这一局限性成为制约证据理论
进一步推广的主要问题，所以在证据理论应用中，冲突
证据的合成方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冲突程度与证据合成结果密切相关，高冲突证据

融合时往往会出现悖论甚至错误的合成结果。 因此，
要解决冲突证据的融合问题，必须确定如何定量描述
证据间的冲突程度。 常用来度量冲突程度的方法有：
冲突系数 K，各种证据距离（ Ｊｏｕｓｓｅｌｍｅ 距离、欧式距
离、平均距离等）、Ｐｉｇｎｉｓｔｉｃ 概率距离等，但都存在一些
不足

［６］ 。 本文基于单一参数衡量冲突问题的缺陷，提
出一种可信度和虚假度相结合的冲突衡量方法。
１．２．１　证据可信度

设Θ为一包含 n 个两两不同命题的完备识别框
架，mi 和 mj 是识别框架上的两个 ＢＰＡ，则 mi 和 mj 的

距离表示为
［７］

mdij ＝
‖mi‖

２ ＋‖mj‖
２ －２枙mi，mj枛

‖mi‖
２ ＋‖mj‖

２ （２）

式中：‖m‖２ ＝枙m，m枛；枙mi，mj枛为两个向量的内积：

枙mi，mj枛 ＝∑
２ n

l ＝１
∑
２n

p ＝１
mi（Ai）mj（Ap）

｜Al∩Ap ｜
｜Al∪Ap ｜

本文定义证据体 mi 和 mj 之间的相似度 Sij为
Sij ＝１ －mdij，i，j＝１，２，⋯，n （３）

当有多个证据存在时，证据间相似度可用一个相
似矩阵表示：

SM＝

１ S１２ ⋯ S１ j ⋯ S１n

… … … ……
Si１ S１２ ⋯ Sij ⋯ Sin
… … … ……
Sn１ Sn２ ⋯ Snj ⋯ １

（４）

两个证据体之间的距离越小，则它们的相似程度
越大。 指定系统中证据体 mi 的可信度 Crd（mi）为

Crd（mi） ＝ １
n－１∑

n

j ＝１
j≠i

Sij，i ＝１，２，⋯，n （５）

１．２．２　证据虚假度
设 m１ ，m２ ，⋯，mn 是同一识别框架Θ上的 n 个基

本概率赋值，焦元分别为 Ai （ i ＝１，２，⋯，n），则按照
Ｄｅｍｐｓｔｅｒ规则融合时全局冲突为［８］

k０ ＝ ∑
∩ ni＝１Ai ＝饱

（Πn
i ＝１mi（Ai）） （６）

假设从证据源中剔除证据 mj，则剩余证据之间的
局部冲突为

kj ＝ ∑
∩ ni＝１，i≠jA i ＝饱

（Πn
i ＝１，i≠ jmi（Ai）） （７）

显然，０≤kj≤k０≤１，则证据 mj 的虚假度定义为

F（mj） ＝
k０ －kj
１ －kj （８）

当只有两个证据时，F（m１ ） ＝F（m２ ） ＝k０ 。

２　基于分类修正的水闸融合模型建立
方法

2．1　识别框架建立

参照文献［９］对水闸健康评价集的设计原则，并
考虑证据理论识别框架Θ的完备性要求，将每个评价
指标的安全状况分为四个等级，建立如式（９）所示的
识别框架。
Θ＝｛H１ ，H２ ，H３ ，H４ ｝ ＝｛正常，基本正常，病变，危险｝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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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本概率赋值
基本概率赋值函数 m（A）是指各底层监测证据对

识别框架上各命题的支持程度。 本文以监测资料分析
成果为基础，通过专家评分法给出各底层评价指标的
基本概率赋值。

2．3　基于分类修正的冲突融合算法
分类修正法，即基于证据分类的概念，以某种或几

种参数为参照，将原始证据源进行分类，对不同证据类
别采取不同的修正系数，最后对分类处理的证据按
Ｄｅｍｐｓｔｅｒ组合规则进行融合。
２．３．１　分类参数的确定

在进行证据分类之前需要对分类标准进行研究，
对于各证据间的相似程度，本文采用前述的两个参数
进行描述，即证据可信度 Crd （mi ）和证据虚假度
F（mi）。
２．３．２　证据的分类与识别

参数 Crd（mi）值越大，证据间的相似程度越高；参
数 F（mi）值越小，证据间的相似程度越大。 以平均证
据可信度Crd和平均证据虚假度 F 为阈值，可将原始
证据源分为 ４类。 其中：

Crd＝１
n∑

n

i ＝１
Crd（mi），F＝１

n∑
n

i ＝１
F（mi）

１）完全可信证据：Crd（mi） ＞Crd且 F（mi） ＞F，指
被其他证据所支持程度较高且对整体冲突程度影响较

小的证据。 该类证据之间互相支持，融合结果会产生
聚焦的效果。

２）较可信证据：Crd（mi） ＞Crd且 F（mi）≥F，指被
其他证据所支持程度较高，但对整体冲突程度影响稍
大的证据。

３）低冲突证据：Crd（mi）≤Crd且 F（mi） ＜F，指对
整体冲突程度影响较小，但被其他证据所支持程度较
低的证据。

４）高冲突证据：Crd（mi）≤Crd且 F（mi）≥F，指被
其他证据所支持程度较低且对整体冲突程度影响较大

的证据。 该类证据是冲突悖论的主要来源，证据修正
时应对其重点关注。
２．３．３　证据的分类修正

本文采用可信度和虚假度结合的方法，确定原始
证据源中各证据的权重系数。 证据权值满足条件
wi∝Crdi －F（mi），为了保证 wi ＞０，权重系数可定
义为

wi ＝Crd（mi） ＋１ －F（mi） （１０）
进一步归一化可得到：

Wi ＝
wi

∑
n

i ＝１
wi

（１１）

设Θ为一包含 n 个两两不同证据的完备辨识框
架，以平均可信度和平均虚假度为阈值，将原始证据源
分为 ４类（Mr，Ms，Mq，Mt），则各类证据的平均权重系
数为

Wm ＝１
m∑

m

i ＝１
Wi，m＝r，s，q，t （１２）

式中，r，s，q，t为各类证据集中证据个数，且 r ＋s ＋q ＋
t＝n。
常用的证据修正方法有加权平均法和折扣系数修

正法。 本文基于分类修正的思想，对各类证据分别进
行折扣修正。

１）完全可信证据（Mr）：该类证据相互支持，证据
间相似性程度较高，故不对其进行修正，即采用证据折
扣系数αr ＝１。

２）较可信证据（Ms）：该类证据对整体冲突程度影
响稍大，需要对证据进行修正， 采用折扣系数
αs ＝Ws ／Wr 进行修正。

３）低冲突证据（Mq）：该类证据被其他证据所支持
程度较低，采用折扣系数αq ＝Wq ／Wr 进行修正。

４）高冲突证据（Mt）：该类证据可信度较低，且虚
假度较高，是冲突悖论的主要来源，融合前必须对此类
证据进行修正，采用折扣系数αt ＝Wt ／Wr 进行修正。
２．３．４　证据融合

利用 Ｄｅｍｐｓｔｅｒ合成公式（１）对修正后的各类证据
进行融合，得到最终的合成结果。

３　工程实例
潮州供水枢纽工程位于广东省潮州市韩江干流，

枢纽由东溪拦河闸、西溪拦河闸、发电厂房、船闸、土坝
等建筑物组成。 其中，东溪水闸在闸室段布置了水平
位移、垂直位移（含不均匀沉降）、接缝开合度、闸基扬
压力、地基反力等监测项目，在上下游连接段未布置监
测设施。 自 ２００５ 年实施监测以来，各监测效应量均已
取得了较丰富的监测资料。

3．1　识别框架建立和基本概率赋值
水闸一般按“监测部位→监测效应量→监测测

点”的原则进行综合评价。 采用式（９）所示的识别框
架，并根据东溪水闸闸室段实际布设的监测项目，按专
家评分法对底层证据体进行赋值，可得到表 １ 所示的
底层评价指标基本概率赋值表。 其中表示完全不确知
的基本概率赋值（见表 １）。

４６



敖圣峰，等：基于分类修正的水闸健康诊断证据融合模型研究 ２０１８ 年 １１月

表 1　底层评价指标基本概率赋值表

第三层

评价指标

第二层

评价指标

底层

评价指标

底层指标基本概率赋值 mi（Hl）

mi（H１ ） mi（H２ ） mi（H３ ） mi（H４ ） X

闸室段

健康状态

（U）

变形（U１ ）

水平位移（U１１ ） ０ �．７０ ０ 谮．１５ ０  ．１０ ０ z０ d．０５

垂直位移（U１２ ） ０ �．３０ ０ 谮．５５ ０  ．１０ ０ z０ d．０５

不均匀沉降（U１３ ） ０ �．２５ ０ 谮．４０ ０  ．１５ ０ z０ d．２０

接缝开合度（U１４ ） ０ �．３０ ０ 谮．３５ ０  ．２０ ０ z０ d．１５

渗流（U２ ） 闸基扬压力（U２１ ） ０ �．２５ ０ 谮．４０ ０  ．２５ ０ z０ d．１０

应力（U３ ） 地基反力（U３１ ） ０ �．１５ ０ 谮．１０ ０  ．６０ ０ z０ d．１５

3．2　改进合成算法
３．２．１　权重系数的确定

根据表 １中底层证据体基本概率赋值 mi（Hi），分
别按式（２） ～式（５）计算各证据可信度 Crd（mi），按式

（６） ～式（８）计算各证据虚假度 F（mi ），最后按式
（１０） ～式（１１）确定权重系数 Wi。
其中各证据间的相似性矩阵为

SM＝

１ ０．４１３ ４ ０．４０１ ６ ０．４７５ ６ ０．４０５ ３ ０．２２４ ７
０．４１３ ４ １ ０．７３０ ８ ０．７０３ ０ ０．７３２ ７ ０．２３０ ９
０．４０１ ６ ０．７３０ ８ １ ０．８６６ ４ ０．８１４ ３ ０．３３９ ９
０．４７５ ６ ０．７０３ ０ ０．８６６ ４ １ ０．８６７ ５ ０．４０４ １
０．４０５ ３ ０．７３２ ７ ０．８１４ ３ ０．８６７ ５ １ ０．４３７ １
０．２２４ ７ ０．２３０ ９ ０．３３９ ９ ０．４０４ １ ０．４３７ １ １

　　由式 Crd（mi） ＝ １
n－１∑

n

j＝１
j≠ i

Sij，i ＝１，２，⋯，n，计算各

证据可信度为

Crd（m１ ） ＝０．３８４ １，Crd（m２ ） ＝０．５６２ ２，
Crd（m３ ） ＝０．６３０ ６，Crd（m４ ） ＝０．６６３ ３，
Crd（m５ ） ＝０．６５１ ４，Crd（m６ ） ＝０．３２７ ３
按式（６） ～式（７）计算全局冲突和各证据局部

冲突：
k０ ＝０．９８９ ２，k１ ＝０．９６５ ３，k２ ＝０．９７１ ８，
k３ ＝０．９７８ ０，k４ ＝０．９７６ ５，k５ ＝０．９７３ ０，
k６ ＝０．９６２ ４

由式 F（mj） ＝
k０ －kj
１ －kj ，计算各证据虚假度为

F（m１ ） ＝０．６８８ ９，F（m２ ） ＝０．６１７ ３，
F（m３ ） ＝０．５０８ １，F（m４ ） ＝０．５３９ ４，
F（m５ ） ＝０．５９９ ８，F（m６ ） ＝０．７１２ ３
证据权重系数满足条件 wi∝Crdi －F（mi），由式

wi ＝Crd（mi） ＋１ －F（mi）计算各证据权重系数并归一
化得到：

W１ ＝０．１２５ ２，W２ ＝０．１７０ ２，W３ ＝０．２０２ １，
W４ ＝０．２０２ ４，W５ ＝０．１８９ ４，W６ ＝０．１１０ ７

３．２．２　证据的分类修正
基于证据分类的思想，采用参数平均证据可信度

Crd和平均证据虚假度 F，按前述的分类方法对原始证
据源进行分类。 其中，

Crd＝１
n∑

n

i ＝１
Crd（mi） ＝０．５３６ ５，

F＝１
n∑

n

i ＝１
F（mi） ＝０．６１１ ０

１）完全可信证据：Mr ＝｛不均匀沉降（U１３ ），接缝
开合度（U１４ ），闸基扬压力（U２１ ）｝

２）较可信证据：Ms ＝｛垂直位移（U１２ ）｝
３）高冲突证据：Mt ＝｛水平位移（U１１ ），地基反力

（U３１ ）｝

按式 Wm ＝１
m∑

m

i ＝１
Wi，m＝r，s，q，t， 计算各类证据的

平均权重系数：
Wr ＝０．１９８ ０，Ws ＝０．１７０ ２，Wt ＝０．１１８ ０
本例采用折扣系数修正法对各类证据分别进行修

正，其中：
１）完全可信证据，其证据间相互支持，故不对其

修正，即采用折扣系数αr ＝１；
２）较可信证据，其对冲突影响稍大，采用折扣系

数αs ＝Ws ／Wr ＝０．８５９ ５；
３）高冲突证据，必须进行修正，采用折扣系数

αt ＝Wt ／Wr ＝０．５９５ ９。
对闸室段各底层评价指标（证据体）基本概率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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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进行修正，结果见表 ２。
３．２．３　修正证据的合成

根据 Ｄｅｍｐｓｔｅｒ证据合成规则式（１）对修正后的证

据源进行融合，得到闸室段的证据融合评价结果，见表
３。 为进行比较，本文还按传统 Ｄ－Ｓ合成方法及 Ｄｅｎｇ
加权平均法进行了证据融合，融合结果见表 ３。

表 2　修正后的各底层评价指标基本概率赋值表

第三层

评价指标

第二层

评价指标

底层

评价指标

底层指标基本概率赋值 mi（Hl）

mi（H１ ） mi（H２ ） mi（H３ ） mi（H４ ） X

闸室段

健康状态

（U）

变形（U１ ）

水平位移（U１１ ） ０ �．４２ ０ 谮．０９ ０  ．０６ ０ z０ d．４３

垂直位移（U１２ ） ０ �．２６ ０ 谮．４７ ０  ．０９ ０ z０ d．１８

不均匀沉降（U１３ ） ０ �．２５ ０ 谮．４０ ０  ．１５ ０ z０ d．２０

接缝开合度（U１４ ） ０ �．３０ ０ 谮．３５ ０  ．２０ ０ z０ d．１５

渗流（U２ ） 闸基扬压力（U２１ ） ０ �．２５ ０ 谮．４０ ０  ．２５ ０ z０ d．１０

应力（U３ ） 地基反力（U３１ ） ０ �．０９ ０ 谮．０６ ０  ．３６ ０ z０ d．４９

表 3　三种不同合成方法的融合成果比较

合成方法
顶层评价指标的基本概率赋值 mi（Hl）（ l＝１，２，⋯，４）

m（H１ ） m（H２） m（H３ ） m（H４ ） X

传统 Ｄ－Ｓ合成方法 ０ +．５１６ ６ ０  ．４１６ ５ ０ �．０６６ ９ ０ c０ 怂．０００ １

Ｄｅｎｇ加权平均法 ０ +．４０１ ６ ０  ．５０２ ３ ０ �．０９５ ９ ０ c０ 怂．０００ ２

本文提出的方法 ０ +．３１６ ７ ０  ．５８３ ５ ０ �．０９７ ４ ０ c０ 怂．００２ ４

　　从表 ３中的最终融合结果可以看出：
１）传统 Ｄ－Ｓ合成方法对冲突证据采用完全丢弃

式的处理方式，得到的闸室段健康状态属“正常”，与
实际结果不完全一致，说明传统 Ｄ －Ｓ 方法在处理冲
突证据融合问题时已不适用，有必要对其进行改进。
按最大属性原则，Ｄｅｎｇ加权平均法和本文提出的方法
最终结果均表明东溪水闸闸室段健康状态属于“基本
正常”，与实际工程状态相符，说明两种改进方法都是
可行的。

２）表 ３中的数据对比分析显示，本文提出的方法
较 Ｄｅｎｇ加权平均法收敛速度更快，融合结果差异性更
大，更有利于决策判断。 例如，本文方法最终计算结果
中，基本正常 m（H２ ）的基本概率赋值为 ０．５８３ ５，正常
m（H１ ）的基本概率赋值为 ０．３１６ ７，二者之间的差值较
Ｄｅｎｇ加权平均法更为明显，因而更有利于决策者做出
明确的判断。

３）Ｄｅｎｇ加权平均法和本文提出的方法都是基于
修正证据源的思想，保留了 Ｄｅｍｐｓｔｅｒ 规则的交换律、
结合律等数学性质，使融合证据在物理、数学和逻辑上
更加合理。 但 Ｄｅｎｇ方法采用加权平均证据代替原始
证据源，将平均证据融合 n －１ 次得到最终结果，该方
法对证据源修正过大，可能会使融合结果失真；本文提
出的方法通过对原始证据源进行分类，只对冲突程度

较大的证据进行修正；该方法既保证了原始证据源的
真实性，解决了 Ｄｅｎｇ方法修正过大的问题，又通过适
当修正抑制了冲突证据对融合结果的影响，相比之下
更具优越性。

４　结　语
本文将数据融合技术中的 Ｄ －Ｓ 证据理论引入到

水闸健康诊断研究之中，针对传统 Ｄ －Ｓ 合成规则无
法有效处理冲突证据的融合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分
类修正的冲突证据融合算法。 该方法以平均证据可信
度Crd和平均证据虚假度 F 为参数，将原始证据源分
为四类，只对后三类冲突程度较大的证据进行修正，且
冲突程度越大，修正程度也相应越大。 工程实例表明，
本文提出的方法能够有效处理冲突证据的融合问题，
既保证了原始证据源的真实性，解决了 Ｄｅｎｇ方法修正
过大的问题，又通过适当修正抑制了冲突证据对融合
结果的影响。 与其他方法的对比表明，本文方法收敛
速度更快，聚焦程度更高，大大降低了诊断和决策
难度。
参考文献：
［１］杨风暴， 王肖霞．Ｄ －Ｓ 证据理论的冲突证据合成方法

［Ｍ］．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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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保护现状分析及保护规划研究
———以十堰市郧阳区为例

杨永鹤
（十堰市郧阳区水务局，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５００）

摘要：湖北省郧阳地区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其水资源利用和保护直接关系到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的科
学管控、中线工程的水质安全和水量调度等重大问题，也关系着郧阳地区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对郧阳地区水
资源保护现状进行调查分析，明确水资源利用和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对该地区的水资源保护提出了相关规划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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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d Planning of
the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Work in Yunyang District， Shiyan City

ＹＡＮＧ Ｙｏｎｇｈｅ
（Ｓｈｉｙａｎ Ｙｕｎｙａ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Ｗａｔｅ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 Ｓｈｉｙａｎ ４４２５００，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Ｙｕｎｙａ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ｉｎ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ｏｕｔ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ｔｏ-
Ｎｏｒ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ａｒ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ｅ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ｉｓｐａｔｃ-
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Ｙｕｎｙａ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ａ-
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ｉｎ Ｙｕｎｙａ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ｉ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ｒ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Ｔｈｅｎ，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Key words：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ｏｕｔ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ｔｏ-Ｎｏｒ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ｏ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ｅａ；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Ｙｕｎｙａ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人均占有水资源量较
少，地区水资源差异较大，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水
生态破坏等一系列复杂“水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因素

［１ －２］ 。
为解决我国复杂的水问题，众多学者对水资源保护规
划问题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众多保护规划的方
法

［３ －７］ 。 郧阳区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十堰市中心城区西
北，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该地区的水资源
保护工作具有多样性、复杂性、重要性的特点，且直接
关系到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的科学管控、中线工程的

水质安全和水量调度等重大问题
［８ －９］ 。 本文在对郧阳

区水资源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该地区
的水资源保护相关规划内容和措施，以期达到促进该
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保证
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水安全的目的。

１　郧阳区水资源保护现状

1．1　水量现状

郧阳区多年平均降雨总量为 ３２ 亿 ｍ３ ，多年平均
地表水资源总量 １０．１７ 亿 ｍ３，地下水资源量 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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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ｍ３ ，平均产水模数 ２６．３ 万 ｍ３ ／ｋｍ２ · ａ，多年平均径
流深 ２６３．４ ｍｍ。 人均水资源量 １ ７２１ ｍ３ ，比全国平均
值低 ３０％，比全省平均值低 １５．６％；耕地亩均水资源
量 ２ ０１２ ｍ３ ，比全国平均值高 ６．６％，比全省平均值高
１９．８％。 多年平均入境水量 ３３４．５１ 亿 ｍ３ ，主要是汉
江为 ２７１．４１ 亿 ｍ３ ，堵河和滔河分别为 ５８．６ 亿 ｍ３

和

１．１亿 ｍ３ ，出境水量 ３４４．２０ 亿 ｍ３ ，其中汉江 ３３９．５０
亿 ｍ３ （含堵河），滔河 ４．７亿 ｍ３ 。

1．2　水质现状
郧阳区境内地表水河流及水库水质监测断面共 ９

个，其中国控断面 ３ 个，分别为：陈家坡断面、丹江口水
库郧阳段断面、滔河流域南化塘站断面；省控断面 ２
个，分别为：滔河王河电站断面、神定河神定河口断面；

市控断面 ４个，分别为：滔河水库监测点断面、曲远河
青曲断面、汉江杨溪断面、泗河泗河口断面。
根据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６ 年的监测数据（见表 １），３ 个

国控断面的水质状态均稳定，除了丹江口水库郧阳段
断面在 ２０１６ 年水质为Ⅲ类外，其余时间内所有断面均
达到枟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 －２００２）枠Ⅱ类标
准。 根据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年的监测数据，１ 个省控断面滔
河王河电站断面和 ３个市控断面：曲远河青曲断面、汉
江杨溪断面、滔河水库监测点断面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均
能达到Ⅱ类标准；而 １ 个省控断面神定河神定河口断
面、１个市控断面泗河泗河口断面的污染较为严重，监
测断面水质长期为劣Ⅴ类，超标项目为 ＣＯＤ、氨氮、总
磷、石油类，距Ⅲ类标准的目标值还有较大差距。

表 1　郧阳区各水质监测断面情况表（２０１０ ～２０１６ 年）

断面名称 断面属性 水质规划类别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 年

陈家坡断面 国控 Ⅱ Ⅱ Ⅱ Ⅱ Ⅱ Ⅱ － －

丹江口水库郧阳段 国控 Ⅱ － － － － － Ⅱ Ⅱ

滔河流域南化塘站 国控 Ⅱ － － － － － Ⅱ Ⅱ

滔河王河电站 省控 Ⅲ Ⅲ Ⅱ Ⅱ Ⅱ Ⅱ Ⅱ －

神定河神定河口 省控 Ⅲ Ⅲ 劣Ⅴ 劣Ⅴ 劣Ⅴ 劣Ⅴ 劣Ⅴ －

曲远河青曲 市控 Ⅱ Ⅱ Ⅱ Ⅱ Ⅱ Ⅱ Ⅱ －

汉江杨溪 市控 Ⅱ Ⅱ － Ⅱ Ⅱ Ⅱ Ⅱ －

泗河泗河口 市控 Ⅳ Ⅳ 劣Ⅴ 劣Ⅴ 劣Ⅴ 劣Ⅴ 劣Ⅴ －

滔河水库 市控 Ⅱ － － Ⅱ Ⅱ Ⅱ － －

1．3　饮用水源地现状
郧阳区地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自 ２０１２

年监测来历年水质均达到地表水Ⅱ类标准。 地级以下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农村饮用水水源、县级以上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在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６ 年的监测数据均能
达到Ⅱ类水质标准，无超标项目。

1．4　入河（库）排污口现状

２０１６ 年郧阳区废污水排放总量中，废水排放总量
３ ５５５ 万 ｔ，城镇居民生活废水 ９６４ 万 ｔ，工业废水 １ ９２４
万 ｔ，服务业废水 ６６７ 万 ｔ，汉江流域内城镇生活污染源
污染物排中，生活污水入河量 ２ ４８８ 万 ｔ，ＣＯＤ 排放量
３９８ ｔ，氨氮排放量 １７ ｔ，总磷排放量 １．５５ ｔ，泗河流域
内城镇生活源污染物排放量中，生活污水入河量
４６１．１ ｔ，ＣＯＤ排放量 ３ ０６５．９ ｔ，氨氮排放量 ７５８ ｔ，总
磷排放量 ５３．８ ｔ。
1．5　重要典型区域污染源现状

１）内源污染。 郧阳区内源污染主要有三种类型：

底泥污染、水产养殖污染和流动线源污染。 其中大中
型水库、小型水库等主要为底泥污染和水产养殖污染；
电站型水库主要是水产养殖污染和流动线源污染。

２）面源污染。 郧阳区 ８２ 个水库、１９ 个城镇污水
处理厂、６ 个流域（汉江、神定河、泗河、柳泉河、棒槌
河、将军河流域）典型区域，除了 １９ 个城镇污水处理
厂只存在单一的地表径流污染外，其他的 ８８ 个都同时

存在农村生活污染、农药污染、化肥污染、分散禽类养
殖污染等四种污染形式。

1．6　水生态现状

横向连通工程现状。 郧阳区连通水面主要分布在

汉江两岸和汉江入丹江口水库周边，整体来说郧阳区
水面连通性良好。 北部滔河和汉江间片区水面连通性
因受水源问题影响连通性较差；全区整体来看，东北部
滔河流域、中部汉江流域以及南部将军河、堵河流域连
通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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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水环境监测现状
郧阳区水文部门雨量及水位监测站点 ４５个，卫星

通讯自动监测站点 ３３ 个，自动雨量站点 ２６ 个，新建图
像监测站 ５４个，郧阳区现有的水文、图像监测站的监
测能力基本满足水量监测需求，郧阳区境内现状水质
监测能力远不能满足监测需求，监测覆盖面、监测项目
偏少，频次不够。

２　郧阳区水资源保护问题及分析
１）水质问题。 郧阳区部分河道水质较差，根据各

河流水库水资源调查结果，全区除流域和区域骨干水
源地水质全年基本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以上标准
外，其他河道均不能稳定达标，尤其是神定河，２０１６ 年
综合评价为地表水环境质量劣Ⅴ类标准，主要超标项
目为氨氮、ＢＯＤ、总磷、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其他小
流域河流水质污染问题时有发生。

２）农村生活污水及面源污染问题。 郧阳区农村
分散型生活污水问题较为严重，大都采用简易的化粪
池等处理；部分地区农业面源污染较为严重，农田土壤
中含有化肥和农药残留物，随着灌溉退水或雨水冲刷
进入地下水和江河中，对水质造成污染；畜禽和水产养
殖缺乏统一规划，多以一家一户的形式为主，加之布局
不合理，养殖业污染治理能力弱，加重了农业面源
污染。

３）点源污染问题。 郧阳区环保部门虽已做过大
量针对点源污染的防治工作，但仍存在部分工业企业
只专注于产品生产，对污水治理不专业的问题，从选择
工艺技术到日常运营维护，均不达标。 同时，由于工业
企业是产废单位，污染治理增加了大量成本，一些企业
虽然配备了治污设施，但为了降低企业成本，经常偷
排、漏排、超排，郧阳区工业污染量点多面广，特别是微
小型企业污染治理不到位。

４）水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汉江流域水体湿地保
护区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水源地。 郧阳区内水土
流失、石漠化较严重，生态极其脆弱，水源涵养和水土
保持任务艰巨。 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治理进度缓
慢，治理程度不高，郧阳区虽经过多种形式水土流失治
理，但规模小，推进速度慢，治理力度远不能满足要求；
二是水土流失治理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郧阳区是国
家级贫困县，又是以农业为主的县，水土保持作为一项
公益性项目，资金投入不足是影响水土流失治理力度
的主要因素，迫切需要国家加大资金的扶持力度，提高
中央投资标准。

５）饮水安全保障问题。 郧阳区的城市饮用水水

源地水量能够满足要求，水质总体情况良好，符合饮用
水水功能区划的要求，但尚存在水体易受污染、安全保
障体系建设相对薄弱、管理与保护力度不够、供水水源
比较单一、监测体系不完善等问题。 城乡一体化供水
能力还比较薄弱，虽近年来郧阳区大力建设城镇集中
供水工程，但在一些较为偏远地区，饮水安全问题仍然
存在。

３　郧阳区水资源保护规划内容

3．1　强化水资源配置
抓高效节水工程建设。 在郧阳区乡镇实施高效节

水灌溉项目，重点对滔河灌区、曲远河灌区、巨家河灌
区等中型以上灌区进行续建与节水改造工程，铺设 ＰＥ
输水管，改造塘堰，新建拦河堰，新建提水泵站，新建衬
砌渠道，新建渠系配套建筑物。 通过发展低压管道输
水、喷灌、微灌等节水技术，进一步提高农业用水效率。
抓调蓄工程建设。 新建东河水库调蓄工程，进行

径流调节，蓄洪补枯，有效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灌溉、防
洪及供水问题。
抓泵站工程建设。 在柳陂、杨溪铺、刘洞镇、安阳

镇、茶店镇、谭家湾、青山等 ７个乡镇新建泵站、输水管
道，保障乡镇及农田灌溉和饮用水需求。
抓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 新建大型水厂，解决城

关镇、胡家营镇饮水安全问题；新建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解决全区农村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新建长岭水
厂管网延伸工程解决青山、柳陂饮水安全问题。

3．2　狠抓水污染防治工作
１）开展水污染防治工程。 规划新建乡镇污水处

理厂和垃圾填埋场，推行污水垃圾处理项目第三方运
营管理制度，确保设施的稳定运行和达标排放；对重点
河道进行清淤疏浚，清运河道垃圾，取缔废旧塑料加工
厂；建成神定河主河道日处理污水人工快渗工程；制定
完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划，加强城区供水水源地饮
用水源保护，依法打击饮用水源一、二级保护区范围内
停靠船舶、垂钓、游泳、放牧等行为，构建饮用水源保护
区全方位、立体化监管体系。

２）全面推行河长制。 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
务院枟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枠，成立河长制领导
小组，设立区河长制办公室，出台枟十堰市郧阳区人民
政府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方案枠，建立健全区、
乡、村三级河长制工作体系，层层压实河库管理责任。

３）开展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整治。 严格实行禁养
区、限养区、准养区分区管理，加强农村非规模化畜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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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治理，对禁养区内的家养殖场进行搬迁或取缔，在
适养区内的养殖场推广畜禽粪便综合利用技术，积极
探索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和综合利用新模式，在全区开
展石漠化综合治理，引进舍饲养畜技术，全区非禁养区
内所有畜禽养殖场（户）基本达到零排放或达标排放。

４）开展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主要包括建立隔离
防护、污染源综合整治、生态修复与保护等综合工程体
系。 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有条件的应实行封闭管理，
保护区边界设立明确的地理界标和明显的警示标志，
取水口和取水设施周边设明显的具有保护性功能的隔

离防护设施；污染源综合整治包括对直接进入保护区
的污染源采取分流、截污等工程措施，防止污染物直接
进入水源地水体；通过采取生物和生态工程技术，对湖
库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湖库周边湿地、环库岸生态
和植被进行修复和保护，营造水源地良性生态系统；对
重要湖库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有针对性地在主要入
湖库支流、湖库周边及湖库内建设生态保护与修复工
程，通过生物净化作用改善入湖库支流水质和湖库
水质。

3．3　实施水生态保护与修复
主要包括水源涵养林草、河湖基底生态整治、污染

综合整治、河湖湿地及岸边带保护与修复等。 采用
“效法自然，生态治理”的设计理念，根据河道的原始
断面形态及河床、河岸的相对高差，结合河道沿岸的土
地利用情况和河道底泥生态清淤工程，通过河道底泥
生态清淤、河道断面改造，去除现有硬质驳岸及硬质河
底，构建生态河床和生态护岸、重建水生植物群落等方
式对河道或湖岸进行生态修复，建成河滨生态景观带。
河道生态修复工程应先截污、清淤，后开展生态修复工
程，保证河道生态修复的湿地植物具有较稳定的水质
环境。

１）河湖湿地建设。 河滨带湿地是陆地生态系统
和水生生态系统之间的重要生态交错带，是河流与其
周围环境间物质和能量交换的重要通道，其主要功能
是截留阻滞陆源污染物质进入河流，并对其进行生物
净化。 保护河滨带湿地在控制水体污染，尤其是控制
面源污染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

２）岸边带保护与修复。 在河岸两侧结合现状，形
成 ５ ～１０ ｍ宽绿带，构成深厚的绿化背景。 局部绿带
内可设置亲水步道及亲水平台，满足人们亲水近水
需求。
土地利用类型以农田为主的河道两侧，影响了河

流生态系统的恢复，可恢复滨岸植被带，打造河滨带景
观。 主要范围在河道两侧 ３０ ～５０ ｍ范围内，全部选用

土著物种。 绿化植物包括乔木、灌木、草坪、花卉等植
物。 采用生物固堤模式，通过种植护坡植物，避免硬化
河床、河底。

3．4　水资源保护监测
１）水资源保护监测项目建设。 建设生态环境监

测站、配置检测仪器设备、信息系统，从生态安全、生态
系统健康、生态环境承载力等方面形成对区域、流域生
态环境质量进行系统评价能力。

２０２０ 年完成地下水监测网络，逐步开展地下水质
量监测，调查主要污染来源；完成堵河、神定河、曲远
河、滔河 ４座入库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在南化塘镇新
建 １座水文观测站，观测滔河水库上游河道的水位、流
量、流速等水文数据，进一步掌握水库上游水文资源变
化情况，为滔河流域合理开发、利用、调度提供科学依
据和技术支撑。

２）水资源保护监测能力建设。 在 ２０２０ 年完成丹
江口库区及上游湖北省境内水环境监测基础能力建

设，实现区域内水质监测项目达到 １０６项，在丹江口库
区郧阳部分设立 １ ～２个农业面源污染定位监控点；增
加对饮用水源水库枟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枠中特定项
目检测；完成调查基础数据，建立资源环境承载力动态
数据库和计量、仿真分析以及预警系统；建立丹江口库
区完整的重点污染源基本信息档案和排污监测数据

库；建立郧阳区环境应急监测中心数据处理库、反应中
心、调度中心；环境信息与省市环保部门联网平台，区
内媒体发布环境质量信息联网平台。

４　结　语
本文在对郧阳区水资源保护现状进行充分调查的

基础上，分析郧阳区在水质、农村生活污水及面源污
染、点源污染、水生态环境、城乡供水、饮水安全保障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污染物入河控制、入河排污口布局
与整治、生态基流及敏感生态需水、水生态保护与修
复、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水资源保护监测等方面进行了
保护规划研究并提出了结合郧阳区实际的规划方案。
通过实施郧阳区水资源保护规划，对郧阳区水资源进
行合理开发、科学配置、有效保护，是保障水资源的开
发利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水资源的永续利用、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措施，本规划在水资源保护
的实践中将体现其前瞻性、指导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１］常文娟， 刘建波， 马海波．基于可变模糊集理论的宜昌市
水资源承载能力评价［Ｊ］．节水灌溉， ２０１８（１）： ４８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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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口区山洪灾害危险区分析

钟　杨，吴　橙
（宁夏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宁夏 银川　７５０００２）

摘要：大武口区是宁夏 ２０１４ 年度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县之一，通过进行小流域暴雨洪水分析，定性分析确定受山洪威胁
的居民区，评价沿河村落山洪灾害现状防御能力，科学划定危险区，为进一步提高大武口区山洪灾害防治能力，科学设定
预警范围，制定防御预案提供基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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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the Dangerous Areas in Dawukou District
for Mountain Flood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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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ａｒｅ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ｓｉｄ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ｒｅ ｅ-
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ａｒｅａｓ ａ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ｏｌｉ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
ｔｒｏｌ ｐｌａｎ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 ｒ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ａｗｕｋｏｕ Ｄｉｓ-
ｔｒｉｃｔ．
Key words： Ｄａｗｕｋ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ｆｌｏｏ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ａｒｅａ

　　大武口区是宁夏 ２０１４ 年度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县
之一，隶属石嘴山市管辖，地处贺兰山洪积扇高阶地与
黄河冲积平原过渡地带。 自然地形呈北高南低，西高
东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东西地面坡降为 １／３００ ～
１／５００，南北坡降为 １／２００，受洪水冲积影响，有砾石分
布，总土地面积 １ ００８ ｋｍ２ 。
山洪灾害主要由暴雨产生，多为短历时局地暴雨，

年际变化大，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地区性。 洪水特性与
暴雨特性相应，汇流时间短，暴涨暴落，一般洪水过程
３ ～６ ｈ左右。 山洪灾害的突发性、区域性、季节性较
为明显，致使山洪的破坏性极强，造成损失较大，防洪
减灾困难很大。
大武口区境内大于 １５ ｋｍ２

的山洪沟道共有 １４
条，主要由 ５个小流域组成，分别为石炭井沟、韭菜沟、
归德沟、大峰沟和小峰沟。 区内主要山洪沟道有汝箕

沟、大峰沟、小风沟、归德沟、大武口沟、三二支沟、五分
沟、金色河、六分沟、十分沟、十二分沟等，大峰沟、小峰
沟、阴历沟洪水主要进入长胜墩滞洪区，大、小枣沟洪
水汇入大武口沟后进入大武口拦洪库。 其中大武口沟
最大，集水面积 ５７５ ｋｍ２ ，洪水直接危害市区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对区域的工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

１　分析对象
根据枟宁夏 ２０１４ 年度山洪灾害防治实施方案枠批

复，大武口区危险区共涉及 ７ 个乡镇，１５ 个行政村，将
相近的自然村合并分析，最终确定 １４ 个分析对象，即
石炭井沟流域石炭井街道办事处、双桥居委会，白芨沟
流域白芨沟居委会 １、２、３，羊齿沟流域大峰居委会，大
沟流域总机修厂居委会，长丝沟流域潮湖村 ２ 队、３
队，坡石风沟流域潮湖村 ８ 队，桃柴沟流域龙泉居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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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干沟流域骏马居委会，郑官沟流域铁路居委会，大
枣沟流域兴民村流域。

２　分析方法
山洪灾害分析方法包括设计暴雨计算、产流（净

雨）计算、汇流计算、水位－流量关系计算、防洪现状
评价计算。 设计洪水的汇流计算采用枟宁夏暴雨洪水
图集枠的纳希瞬时单位线法，沿河村落控制断面上的
水位－流量关系计算以及村落居民户宅基高程转换为
控制断面上的水位－人口关系的方法主要是根据曼宁
公式以及水位比降法进行转换。 防洪现状评价计算采
用频率分析或插值等方法，分析成灾水位对应洪峰流
量的频率，运用特征水位比较法，以及人口沿高程分布
关系，分析评价防灾对象的现状防洪能力，并采用频率
法确定危险区等级，统计各级危险区内的人口、房屋等
基本信息。 算例以石炭井街道办事处的石炭井沟为例
进行分析。

2．1　设计暴雨计算
设计暴雨计算包括确定和分析小流域时段雨量、

暴雨频率和暴雨时程分配三项内容。 大武口区多为小
于 ６ ｈ的短历时暴雨，产流和汇流时间短，汇流时间一
般小于６ ｈ，本次分析将所有小流域的汇流时间统一延
长至 ６ ｈ。 常规标准历时取 １０ ｍｉｎ、１ ｈ、６ ｈ、２４ ｈ作为
本次分析评价设计暴雨的典型历时。
本次设计暴雨计算依据枟宁夏暴雨洪水图集枠、

枟宁夏干旱半干旱区小流域暴雨洪水泥沙研究枠及重
新修订的宁夏不同历时暴雨参数等值线图进行设计暴

雨参数确定、时段设计雨量计算以及设计暴雨时程分
配计算。
面雨量的计算方法是根据不同计算分区、面积、重

现期等选择点面折减系数 kf，乘以各频率下的设计点
雨量即得设计面雨量。
暴雨时程分配：１ ｈ和 ３ ｈ 暴雨按枟宁夏干旱半干

旱区小流域暴雨洪水泥沙研究枠中的分配比进行分
配，６ ｈ和 ２４ ｈ暴雨按枟宁夏暴雨洪水图集枠中的雨型
进行分配，其中 ６ ｈ降雨按同频内包雨型分配比进行
分配，２４ ｈ 降雨按概化雨型或典型雨型分配比进行
分配。
按以下公式计算不同历时的设计面雨量：
t在 ６ ｈ以下：Ht ＝H１ t１．２８５ｌｇ（H６／H１）

t在 ６ ～２４ ｈ之间：Ht ＝H６ （ t
６ ）１．６６１ｌｇ（H２４／H６）

式中，Ht、H１、H６ 、H２４系降雨历时为 t、１、６、２４ ｈ 的设计
面雨量。

通过计算，可得石炭井沟设计暴雨如表 １所示。
表 1　石炭井沟设计暴雨成果表 ｍｍ　

小流域 频率 P／％ １０ ｍｉｎ １ ｈ ６ ｈ ２４ ｈ

石炭井街道

办事处所在

石炭井沟小

流域

１ 7２６ 敂．８ ７６  ．１ １１９ 摀．８ １４３  ．８

２ 7２３ 敂．０ ６４  ．７ １０１ 摀．８ １２２  ．２

５ 7１８ 敂．０ ４９  ．８ ７８ |．５ ９４ 痧．２

１０ N１４ 敂．４ ３９  ．２ ６１ |．７ ７４ 痧．０

２０ N１０ 敂．９ ２８  ．８ ４５ |．３ ５４ 痧．３

　　设计暴雨时程分配计算：宁夏贺兰山石区暴雨时
程分配按照枟宁夏暴雨图集枠中的同频内暴雨型和枟宁
夏干旱半干旱区小流域暴雨洪水泥沙研究枠中的主雨
历时为 １ ｈ的雨型分配比进行分配。 汇流时间内的暴
雨时程分配按与标准历时 ６ ｈ 雨型相同的原则进行
计算。

2．2　设计洪水计算
大武口区各小流域典型频率洪水计算采用枟宁夏

暴雨洪水图集枠的瞬时单位线法，水位流量关系推算
采用曼宁公式法。
根据瞬时单位线法计算求得石炭井沟相应频率

P＝２０％、１０％、５％、２％、１％对应下的洪峰流量、洪水
总量及洪水过程，如表 ２所示。
表 2　石炭井沟不同频率设计洪峰流量及洪水总量表

所属

流域

流域

面积

／ｋｍ２ C
清浑比 类别

设计频率 P／％

１ [２  ５ 舷１０ 牋２０ Z

石炭

井沟
５７ 梃．４ ０ /．８５

洪峰流量

／（ｍ３ · ｓ －１）
５７４ 垐４５１ B３０３ �２０９ 抖１２９ p

洪水总量

／万 ｍ３ }２８９ 垐２２７ B１５２ �１０５ 抖６４ ,．７

　　采用曼宁公式法进行水位－流量关系分析，曼宁
公式法中比降和糙率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参数。 大
武口区小流域比降采用河床比降，糙率参考枟宁夏回
族自治区洪水调查资料汇编枠中历史洪水的糙率值，
根据沟道特征、比降及平均水深确定水位流量转换中
的糙率。 以石炭井流域为例，经计算，石炭井街道办事
处控制断面水位流量关系如图 １。

2．3　防洪现状评价
现状防洪能力以成灾水位对应流量的频率表示，

成灾水位来自于现场调查的河道控制断面测量成果，
根据沿河村落河道控制断面处的水位－流量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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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石炭井街道办事处控制断面水位流量关系图
及暴雨洪水成果，采用插值法确定防灾对象成灾水位
对应流量及频率。 石炭井街道办事处成灾水位
１ ４３０．１６ ｍ，成灾流量 ４１２ ｍ３ ／ｓ，防洪能力为 ３６ 年
一遇。
危险区等级划定：根据 ５ 年一遇、２０ 年一遇、１００

年一遇的洪水位，将危险区分为极高危险区、高危险
区、危险区。 根据统计数据，石炭井街道办事处属于危
险区。 根据实际测量数据和危险区人口房屋统计数
据，利用 ＧＩＳ影像图，即可绘制石炭井街道办事处危险
区分布图，如图 ２所示。
按照上述方法，可得大武口区 １４ 个分析对象设计

暴雨洪水计算及防洪现状评价成果。

图 2　石炭井街道办事处评价阶段危险区划分图

３　结　语
经分析，大武口区 １４ 个分析对象中，１ 个沿河村

落的现状防洪能力大于百年一遇，受暴雨山洪影响的
机率不高，（白芨沟 ３）现状防洪能力在 １ ～５ 年一遇的
有 ２个，分别为白芨沟居委会 １ 和龙泉居委会；５ ～２０
年一遇的有 ６个，分别是白芨沟居委会 ２、总机修厂居
委会、潮湖村 ２队、潮湖村 ３ 队、骏马居委会、兴民村；
２０ ～１００ 年一遇的有 ５ 个分别是石炭井街道办事处、
双桥居委会、大峰居委会、潮湖村 ８ 队和铁路居委会，
评定为危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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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治理过程中的控制断面水质恶化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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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监管河流水质、加快推进水环境治理工作，国家、各省市分别设置了河流水质监控断面。 监控断面水质情况可
直观反映水环境治理效果，是发现和解决治理过程中所存在问题的有效切入点。 针对水环境治理过程中控制断面水质
出现恶化的情况提出了系统的成因分析方法，并以南方滨海城市重污染河流茅洲河为例对控制断面水质恶化成因进行
分析，继而提出相应治理措施，以消除水质恶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坚定打赢水污染治理攻坚战的决心和信心。 该系统分
析方法也可为其他河流控制断面水质恶化原因分析提供思路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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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枟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枠 （简称“水十条”）、
枟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枠等一系列生态文明建
设制度的出台，国家对水环境水生态的重视达到空前
高度。 目前，我国已认定的黑臭水体达到 ２１００ 条，根
据“水十条”的要求，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建
成区应于 ２０１７ 年底前基本消除黑臭水体，到 ２０２０ 年，
沿海省（区、市）入海河流基本消除劣于 Ｖ类的水体。
水质监测是反应水质变化的有效手段。 为监管河

流水质、督促地方加快推进城市水环境治理、以及为
“水十条”目标提供考核依据，环保部在 ２１００ 条黑臭

水体上分别设置了国控断面，各省环保厅相应设置了
省控断面。 此外，各地为加强河流水质监控管理还设
定了一些市控断面。 目前，我国黑臭水体整治行动已
全面开展，民众对水环境质量要求不断提高，因此控制
断面水质监测结果对河流污染监管和治理的指导作用

日益凸显，并成为政府和人民关注的焦点。 但目前在
水环境治理过程中，一些控制断面反而出现水质恶化
现象，国家的大力投入给人民带来了较高的期望值，而
水质恶化使人民对治理工作能否达到效果产生质疑，
因此边治理边研究分析控制断面水质恶化的原因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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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也可为后续治理工作的开展提供基础和方向。

１　分析方法
在以往的研究中，针对断面水质恶化原因分析主

要以分析污染物构成为主
［１］ ，缺少时间与空间相结合

的多角度分析。 同时，此类分析主要基于尚未开展大
规模水环境治理前的河流，对水环境治理过程中出现
的控制断面水质恶化原因研究较少

［２ －３］ 。 对治理过程
中的断面水质恶化原因进行分析不同于常规情况，治
理过程中的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使整个流域的边界

条件与治理前相比有较大差异，比如污染物排放量、收
集率等均可能发生明显变化，加之一些不确定的自然
因素在时空维度上的变化，使治理过程中的断面水质
恶化原因分析具有较大的复杂性。
水环境治理过程中的断面水质恶化原因分析需要

在时间上和包含全河段、全流域的空间上进行全面、综
合考虑，并且需要充分考虑水环境治理措施带来的影
响。 基于此思想，本文依据水环境治理过程中断面阶
段性监测数据，从时间维度和包含全河段、全流域的空
间维度同时出发，提出一套全面的、系统的分析方法，
在分析方法中给出水环境治理过程中断面水质出现恶

化的影响因素，从而有利于在众多的复杂影响因素中
找出主要影响因素。 在今后水环境治理过程中出现此
类问题时，可按图索骥，实现对断面水质恶化原因快速
定位，快速分析。 分析方法框架见图 １。

图 1　分析方法框架图

２　案例分析

2．1　流域概况
茅洲河发源于深圳市境内的羊台山北麓，流经深

圳、东莞两市，于沙井民主村汇入伶仃洋。 茅洲河总流
域面积 ３４４．２３ ｋｍ２ （不含石岩水库集水面积），其中深
圳市境内流域面积 ２６６．８５ ｋｍ２ ，东莞市境内流域面积
７７．３８ ｋｍ２。 茅洲河流域水系图见图 ２，干流全长
３０．６９ ｋｍ。

茅洲河深圳市宝安区境内流域面积 １１２．６５ ｋｍ２，
涵盖松岗、沙井街道两个行政区域，含河涌 １９ 条，河道
总长 ９６．５６ ｋｍ，干流河长 １９．７１ ｋｍ，感潮河段长
１３ ｋｍ，下游河口段 １１．４ ｋｍ 为深圳市与东莞市界河。
茅洲河深圳市光明新区境内流域面积 １５４．２ ｋｍ２ ，涵
盖光明、公明街道两个行政区域，含一级支流 １３ 条（９
条河道、４条排洪渠），见图 ２。

2．2　水环境现状和治理
茅洲河污染十分严重，干流及支流水质均为劣 Ｖ

类。 经资料收集和现场调研，茅洲河流域水环境主要
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１）茅洲河下游为感潮河段，河口外的污染带随潮
上溯；

２）城市工业污染严重，偷排漏排现象普遍；
３）河道底泥污染严重；
４）流域内城区管网大部分为合流制，且已完成雨

污分流的系统存在混流情况；
５）二、三级管网建设滞后，实施难度大；
６）污水处理厂规模不足，出水水质低；
７）茅洲河为跨界河流，涉及深圳、东莞两市，两市

水环境治理不同步；
８）流域内缺乏统筹规划和系统治理。
基于流域内的水污染状况，结合该流域内水资源、

水安全、水生态、水文化等问题，依照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 年国
家考核目标的要求，相关单位对茅洲河提出了“流域
统筹、系统治理”的治理理念和相应的技术方案，并根
据技术方案开展了大规模的全流域综合治理。 该流域
治理工程于 ２０１６ 年 ２月份开工，主要包含雨污分流工
程、管网工程、底泥清淤处置工程、河道综合整治工程、
排涝工程、景观工程几大部分。 截至到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茅洲河流域已开工了雨污分流工程、管网工程、底泥清
淤处置工程、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排涝工程。 其中水环
境治理技术路线见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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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茅洲河流域水系图

图 3　水环境治理技术路线图

2．3　断面水质监测结果及原因分析

茅洲河干流共设置了 １ 个国控断面、２ 个省控断
面和 ４ 个市控断面。 国控为共和村断面，省控为洋涌
河大桥断面和燕川断面，市控为新和大道断面、李松蓢
断面、楼村断面、松柏公路桥断面。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国家
对共和村国控断面进行了水质监测，监测结果显示综
合污染指数上升 ４０．１％。 该结果受到国家环保部通
报，并引起深圳市委、深圳市政府高度重视。

分析断面水质要从全河段、全流域角度出发，并且
要结合时间维度综合考虑。 经收集与分析深圳市人居
委对共和村断面、洋涌河大桥断面、燕川断面、李松蓢
断面、楼村断面的水质监测结果，发现茅洲河 ２０１７ 年
３月的全河段综合污染指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５４．６％，其中楼村断面综合污染指数上升 ９２．７％，说
明茅洲河干流在治理过程中出现水质恶化，楼村水质
显著恶化。 监测断面位置图见图 ４。
根据水环境治理过程中断面出现水质恶化的因素

构成以及现场核查情况，分析茅洲河水质在水环境治
理过程中出现恶化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方面：

１）流域降雨量与去年同期相比明显减少。 茅洲
河流域雨量充沛，但降雨年际变化较大，年内分配不
均。 ２０１７ 年 １ ～３ 月份茅洲河流域平均降雨量为
１０８ ｍｍ，较 ２０１６ 年同期降雨量 ５４０ ｍｍ 减少 ８０％，较
近 ５年同期平均降雨量 ２４３ ｍｍ减少 ５５．５％。 降雨量
明显减少，河道清水补给不足，是水质恶化的主要原因
之一。

２ ）流域内水质净化厂污水处理量有所减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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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考核断面水质监测位置图

质净化厂处理污水量与干流全河段综合污染指数呈负

相关关系，即处理污水越多，综合污染指数越低，水质
越好。 茅洲河流域深圳市境内共有光明、公明、松岗和
沙井 ４座水质净化厂，以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份为例，４ 座水
质净化厂污水处理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共减少 ２６３．５
万 ｔ（平均每天减少 ８．５ 万 ｔ 污水）。 在 ４ 座水质净化
厂中，光明厂污水处理量减少最为明显。 受茅洲河光
明污水处理厂进水检修闸门的损坏维修，以及污水厂
日常检修等因素影响，２０１７ 年 １ ～３ 月，光明厂处理污
水 ７５６．０４ 万 ｔ，与去年同期（２０１６ 年 １ ～３ 月共处理污
水 １ ３５７．９７ 万 ｔ）相比减少 ６０１．９３万 ｔ，即日处理量减
少 ６．６９ 万 ｔ，如图 ５ 所示。 光明厂污水处理量减少是
导致下游楼村断面水质下降明显的主要原因之一。

图 5　楼村断面水质与光明水质净化厂同期
污水处理量关系图

７７



水 电 与 新 能 源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期

３）河道清淤扰动加速底泥污染释放。 茅洲河干
支流底泥黑臭，污染十分严重。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界河及
共和涌、新桥河、沙浦西排洪渠等 １２ 条干支流正在进
行河道清淤，清淤工程的实施对河道底泥产生一定程
度的扰动，加速底泥污染物释放，短期内对河流水质产
生不利影响。

2．4　整改措施及实施效果

基于以上茅洲河干流在水环境治理过程中出现水

质恶化的原因分析，提出并实施了以下整改措施：
１）加强水质净化厂运行管理。 严格按照水质净

化厂处理水量和进水浓度“双提升”方案要求，针对影
响水质净化厂正常运行的瓶颈问题，督促相关单位限
期整改，充分发挥污水处理厂环境效益。 加强水质净
化厂日常运行管理，要求排水管理部门在水质净化厂
启动检修作业前，将有关情况上报，经批准后方可实
施。 水质净化厂运行情况作为市治水提质办主任办公
会例行通报内容。

２）提速提质干支流清淤工程。 在茅洲河水环境
治理过程中，干支流清淤工程扰动河道底泥，底泥污染
物加速释放到水中，底泥清淤短期内造成水质恶化难
以避免。 为尽可能缩短扰动河道底泥时间、减小清淤
工程对水质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是由深圳市治水提质
办协调东莞市有关部门，按照茅洲河全流域领导小组
会议精神和深莞两市茅洲河治理领导工作会的具体要

求，加快推进界河及支流清淤工程；二是要求工程施工
单位采用低扰动河道底泥清淤施工工艺和设备，减小
扰动程度，最大程度的减少清淤扰动对水质造成的不
利影响。
随着上述措施的实施，加之降雨量逐渐增多，茅洲

河水质已出现好转。 整改后的控制断面水质监测数据
显示（见图 ５），全河段综合污染指数呈现下降趋势，其
中 ４月份综合污染指数较 ３ 月份下降 ３５．０％，５ 月份
综合污染指数较 ３ 月份下降 ３７．０％。

３　总结和建议

综上所述，分析水环境治理过程中断面水质恶化
原因，需要全面、系统、历史性的来考虑，才能找到问题
的根本原因，进而提出针对性措施。 从长远看，水污染
治理需要依靠污水管网、污水处理厂、河道三大设施体

系的建设和完善，因此只有坚持近远结合、标本兼治、
多措并举，全面提升流域水环境质量，才能减小治理过
程中断面水质恶化的出现概率。

１）做好工程前期规划与工程衔接，全力提速流域

综合治理工程进度。 一是要做好前期各项工程规划，

一方面要解决好工程实施导致暂时无法处理的污水处

置问题，另一方面安排好各类工程之间的衔接，比如截

污管网与污水处理厂提标扩建工程之间的进度安排与

衔接，确保截后污水能顺利进入污水处理厂。 二是围

绕治理目标全力解决征地拆迁等突出问题，加快雨污

分流管网改造，推进截污工程、堤岸整治、河道清淤、生

态修复等一揽子工程建设进度。

２）狠抓控源截污，强化源头治污。 一是完善污水

收集处理系统。 落实污水处理厂进水水量、浓度“双

提升”行动，全面梳理流域片区污水厂进厂管网情况，

推行“厂网一体化”；进一步提速提质污水管网建设；

加快实施“织网成片”和“正本清源”工作。 二是深入

开展入河排污口专项整治行动，加强河道日常管养和

巡查，杜绝新增污水排放口，最大程度减少入河污染

源。 三是开展垃圾中转站渗滤液、沿河垃圾乱堆放等

专项整顿行动，最大限度减少面源污染。

３）加大环境监管执法力度，落实重污染企业淘汰

任务。 一是以“河长制”为抓手，建立完善流域河涌长

效管理机制，加强日常监管巡查，实行动态监管，以最

严格的监管和高标准的养护助力水环境治理攻坚战。

二是加大环境监管执法力度，重拳打击工业废水偷排、

生活污水乱排等行为。 开展环保专项执法，全面提升

环境监管执法效能。 三是对流域内所有污染企业进行

全面梳理，加速完成重污染企业淘汰任务。

参考文献：
［１］朱琳， 王雅南， 韩美， 等．武水河水质时空分布特征及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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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鲍琨， 逢勇， 孙瀚， 等．基于控制单元划分技术的百渎港

断面水质达标分析 ［ Ｊ］．河海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１， ３９（６）： ６５１ －６５５

［３］江涛， 张晓磊， 陈晓宏， 等．东江中上游主要控制断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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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平价上网时代　企业面临技术创新和企业变革
挑战

　　２０１８ 年 ５月，国家能源局发布了枟关于 ２０１８ 年度
风电建设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枠，明确推行竞争方式
配置风电项目，这预示着风电平价上网时代即将到来。
只有实现平价上网，新能源行业才能真正发展起

来，才能从根本上形成与化石能源竞争的优势，这既是
机遇，也是挑战。 风电将在 ２０２０ 年实现平价上网已经
是业界共识，风电相关企业都在奋力降低度电成本，寻
找行业发展的新空间，目前风机价格一再探底，分散式
风电慢慢崛起，海上风电如火如荼，国际间合作前景蒸
蒸日上。
在 ２０１８ 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ＣＷＰ２０１８）

的“企业家论坛”上，来自全球领先的风电企业的代表
共同探讨了如何推动风能尽快摆脱财政补贴桎梏，快
步实现平价上网。 同时，众嘉宾还就海上风电的开发
及发展进行了探讨。

“可以说，风电产业已经长大，在去除不合理的非
技术性成本情况下，风电整体上已经具备了与火电等
传统能源竞争的能力。 除个别地区和特定资源条件下
的风电项目还要继续努力之外，风电行业做到发电侧
平价是‘十三五’末可以实现的目标。 一个行业不可
能永远靠补贴生存，一直靠补贴的行业永远做不大，也
走不远！”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会秘书长
秦海岩在 ２０１８ 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ＣＷＰ）上
表示。
技术革新是推动平价上网的一大助力

“当一个能源从替代能源变成主力能源之后，经
济性是最后能够来评价这个能源能不能取得更大发展

的关键因素。”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
裁曹志刚在论坛上总结道。 围绕着平价上网这个主题
曹志刚给出了几点建议，他讲到，在平价上网大的背景
之下，需要以开发商、制造商为主体，要建起来一个促
进整体平价上网的生态。 此外，和风电相关的生态链
都要为平价上网去做创新，同时，在商业模式上面希望

做很多的改进和变化，能够去迎接马上要到来的平价
上网。
西门子歌美飒亚太区陆上业务总裁 Ａｌｖａｒｏ Ｂｉｌｂａｏ

Ｍｏｒａｎ在论坛上提到，有了技术的革新和进步，才能够
进一步减少成本，能够开发出更加有效的风机，同时提
高发电效率。 Ａｌｖａｒｏ Ｂｉｌｂａｏ Ｍｏｒａｎ 表示，智能也很重
要。 如果实现智能化，叶片上就能够储存非常多的信
息和数据。 这样叶片就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工具，能够
进行更好的维护，资本投入也能大幅度降低。 有了智
能，生产也会变得更加有效，也能够进一步地减少风电
的成本。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副董事长沈忠民也提

到，平价上网的核心是通过技术创新，通过竞争来推动
的。 沈忠民还表示，怎么能够打造一个大家都有钱可
挣的环境，又能共同发展，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否
则行业发展不下去。 只有通过行业竞争把行业做大，
把蛋糕做大，大家才有一份合理的分享。
不过对于平价上网，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何骥有不同的看法。 何骥表示，表面上似乎还
没有进入平价时代，但是对于某些项目而言已经进入
了平价时代。 标杆电价不是固定的，因为火电的交易
比例比风电的交易比例还要大，这个交易比例在整个
电网的平均结算电价里，是低于标杆电价的。 此外，何
骥表示，平价上网要讲究一个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是可
以搞平价的，但是有些地方实现平价，现在的技术水
平，目前的风况、状况是不现实的。
平价上网要求产业链所有企业都要改变

“平价上网对整个产业链，是把我们拉回到持续
健康的过程。” 湘电风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岳智在论
坛上表示，由于过去的补贴造成业主方对行业苛刻要
求，现在行业的导向要改变。 可以有 ５ 年的质保回到
１年的质保，回归到中国市场的理性中间来，因为现在
的价格已经接近了底线。
作为制造企业，他认为，必须要解决三大问题：第

一个是机器的创新；第二个是管理成本，制造企业的物
流成本以及未来的维护成本都是解决未来平价上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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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持续的重要素；第三个期待行业平价上网。 在平价
上网过程中间，每一个企业都应该很坦然的去面对它。
进入平价上网以后，主机厂家和开发商未来是很

紧密关系，现有的开发模式可能不适应未来的发展。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

帅在论坛中讲到，主机厂家下一步应该在风电厂开发
的模式上做一些创新和改变。 主机厂家可以根据特殊
的风资源情况，在现有机型的基础上做定制化的设计。
另外从降低成本方面来看，也可以定制化的去做一些
工作。 此外，肖帅还呼吁，目前海上风电在国内有比较
好的发展势头和苗头，希望电价不要下调来得太快，不
然可能对装备制造厂家和开发商带来比较大的打击。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金孝龙在论坛

上表示，在价格下降这么大，项目投资的收益有大幅提
高的前提之下，在现金支付上面或者说是在另外一些
方面对整机厂应该有一些大力的支持，面对的平价时
代是双方共同的应对。 平价时代是风电行业发展的转
折点，因为风电发展不仅仅是面临着自己业内的竞争，
也更大是面临着光伏的竞争。 怎样避免走到光伏发展
急剧起伏的路上，是大家要考虑的。
（来源，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２０１８ －１０ －３１）

●我国现有集中式风能和光伏发电项目遵循生态保护
宗旨

　　大自然保护协会（ＴＮ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能源研究所（ＥＲＩ）１０ 月 ３０ 日在北京共同发布报告认
为，中国现有集中式风能和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基本
遵循了生态保护宗旨。
这份名为枟生态友好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空间

布局（２０１６ －２０３０）枠报告认为，现有集中式风能发电
项目建设，基本遵循了生态保护的宗旨；现有集中式光
伏发电项目的建设，也基本遵循了生态保护的宗旨，
８５％的项目位于低风险开发区范围之内，但西北的部
分项目在高风险开发区也有分布，这可能会对生物多
样性带来潜在的影响。 如甘肃的个别项目建设在祁连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已经受到中央环保督察的问责。

ＴＮＣ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马晋红表示，可再生新
能源的建设和发展是清洁的，但“清洁”并不直接等于
“绿色”，在可以预见的可再生能源行业快速发展的过
程中，将会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带来的足迹可能对
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社区造成深远的影响。 因此，
我们需要一个解决方案，来满足社会对清洁、廉价能源
的需求，同时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对土地和水域的破坏
和影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副所长王仲颖

表示，中国近年来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也逐步显现。 如何平衡可再生能源发展需求和生
态环境保护需求之间的关系，如何在确保生态环境质
量的前提下，更好地发展和利用可再生能源，值得我们
关注和思考。
报告建议，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布局过程中，要加强

能源规划管理部门与生态环境管理部门的跨部门协

作，尽早开展可再生能源开发布局与生态保护之间协
调性规划研究工作。 进一步加强项目事前审核及环评
管理，加快研究并推动实施可落地的生态修复和生态
补偿机制，平衡区域经济发展。
该报告研究运用“发展系统规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ｙＤｅｓｉｇｎ）景观尺度的分析方法，对中国已有的中式风
能和光伏发电项目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性进行评

估，并对近中期生态友好的集中式风能和光伏发电发
展空间布局进行规划和建议。

ＴＮＣ是全球最大的非营利性的自然环境保护组
织之一，１９５１ 年成立，现总部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阿
灵顿，目前在全球 ７２ 个国家及地区开展工作，管护着
全球超过 ５０ 万 ｋｍ２

的 １ ６００ 多个自然保护区、
８ ０００ ｋｍ长的河流以及 １００ 多个海洋生态区。

（来源，中国新闻网，２０１８ －１０ －３１）

●以色列上网电价最低光伏电站完工

ＥＤ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ｓ 在以色列投运了 ５个太阳能光伏
项目，总装机量达 １０１ ＭＷ，其中包括四个据称是以色
列目前为止上网电价最低的项目。

５个位于内盖夫沙漠的电站包括：Ｍａｓｈａｂｅｉ Ｓａｄｅｈ
（６０ ＭＷ）、 Ｐｄｕｙｉｍ （１４ ＭＷ）、 Ｍｅｆａｌｓｉｍ （１３ ＭＷ）、
Ｋｆａｒ Ｍａｉｍｏｎ （７ ＭＷ） 和 Ｂｉｔｈａ （７ ＭＷ）。 电站占地面
积近 １３０ 公顷，共计使用了约 ３０７ ４００ 个光伏组件。
其中 ４个项目合同是通过 ２０１７ 年年中招标流程

签署的，项目发电定价４７欧元／ＭＷ· ｈ（合５３．４１美元）。
与此同时，ＥＤＦ去年签署了收购６０ ＭＷ的Ｍａｓｈａ-

ｂｅｉ Ｓａｄｅｈ太阳能电站的另一项合同。
法国电力公司负责可再生能源的执行副总裁兼

ＥＤ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ｓ 首席执行官 Ｂｒｕｎｏ Ｂｅｎｓａｓｓｏｎ 表示：
“这些光伏电站的投产巩固了 ＥＤ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ｓ 在以色
列的领导地位，我们在已开发可再生能源项目中的占
比已经超过了 ２５％。 ＥＤＦ在太阳能、储能和风电领域
都雄心勃勃，通过在法国和全球实施公司的 ＣＡＰ ２０３０
战略，ＥＤＦ很高兴为以色列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ＥＤ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ｓ 目前在以色列运营着 １７ 个太阳
能电站，装机总量近 ３００ ＭＷ。

（来源，ＰＶ－Ｔｅｃｈ，２０１８ －１０ －３０）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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