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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8年,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迎来建院40周年。历经

40年的改革与发展,我院已建设成为服务种类齐全、技术力量雄

厚、人才优势明显的综合性水利水电技术服务中心。

40年来,我院开展了众多前瞻性、基础性、应用性的科学研

究,先后承担水利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水

利部示范项目、“948”和世行贷款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省部级项

目,相继完成湖北省水利厅重大科技攻关和国际科技合作课题100
余项,承担大型设计、监理项目600余项。其中,获部级以上综合

性奖励40余项;获专利9项、软件著作权50项。同时,我院具有

灌溉排涝设计、岩土工程勘察、工程招投标、施工监理等甲级资质,
以及5类专业甲级检测和二级施工总承包资质。

40年的辛勤耕耘,硕果累累。我院职工结合自己的科研工作,
勤于思考,勇于创新,善于总结,在期刊杂志上发表了近千篇论文。
这些论文是我院重要科研成果和精神财富,为推动湖北水利跨越式

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展示我院多年的科研成就,向建院40周年

献礼,特从2004年至2017年全院职工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或者取得

奖项的论文中,遴选出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论文编印成册,内容

涵盖水环境保护与水生态修复、水资源利用与节约、水土保持、防

灾减灾、设计与施工、智慧水利、水利管理7个方面。
在论文集的编印过程中,得到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和全院职工大

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编辑工作中难

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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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theimpoundmentoftheThreeGorgesreservoir themiddleandlowerreachesof
YangtzeRiverwillhavealongdistanceerosioninalongtime andthewaterlevelofthethree
outletsalongJingjiangriverreach Songzioutlet Taipingoutlet Ouchioutlet willdropunder
thesameflow whichalsoleadstotheflowdiversionreductionofthreeoutlets.Undoubtedly all
thesewillhaveanimpactonirrigationandwatersupplyofrivernetworksonsouthbankof
Jingjiangriverreach.Thecalculationofwaterresourcessupplyanddemandbalanceisthefoun-
dationofanalyzingtheinfluenceoftheThreeGorgesProjectontherivernetworksonsouth
bankofJingjiangriverreach clearingthekeylinkofwatershortageandallocatingwaterre-
sources.Thecalculationofwaterresourcessupplyanddemandbalanceinthisarea however 
hasuniquecomplexityofplainrivernetwork whichiscausedbymulti watersourcesand
multi waterintakes.Tohandlethisproblem thewaterresourcessupplyanddemandbalance
modelinplainwaternetworkwithmulti watersourcesandmulti waterintakesisestab-
lished whichisbasedonthecharacteristicsofplainrivernetwork.Andthismodelisutilizedto
calculateandanalyzethewaterresourcessupplyanddemandbalanceinrivernetworksonsouth
bankofJingjiangriverreach.Relevantresearchresultsprovidenewmethodsandthoughtsfor
thecalculationandanalysisofwaterresourcessupplyanddemandbalanceinplainrivernet-
work.
Keywords plainrivernetworkarea multi watersources multi waterintakes waterresources
supplyanddemandbalance

Introduction
ThreeportsofJingjiangcontaining Songziport  SongziRiverEstuary HuduTaipingkou  Ouchi

River Ouchikou  isthemainchannelofthemainstreamoftheYangtzeRiverdividingthesediment
intotheDongtingLake.ThreeoutletsalongJingjiangriverreach namelySongzioutlet Taipingout-
let andOuchioutlet isthemainpassageforYangtzeRivertodivideflowandsedimentintoDongting
Lake.AfterimpoundmentoftheThreeGorgesReservoir themiddleandlowerreachesofYangtze
Riverwillhavealongdistanceerosioninalongtime andtheriverbedwillbecutdown.Inthesame
discharge thewaterlevelalongthecoursewilldeclinetodifferentdegree.Thiswaterleveldecline es-
peciallythewaterlevelatthethreeoutletgates willmakethesplitflowofthreeoutfallstoreduce 12  
Undoubtedly thereduceofsplitflowhascertaininfluenceonirrigationandwatersupplyinthisarea
 HereinafterreferredtoasJingNanrivernetworkarea   Thecalculationofwaterresources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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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demandbalanceisthefoundationofanalyzingtheinfluenceoftheThreeGorgesProjectonthe
JingNanrivernetworkarea clearingthekeylinkofwatershortageandallocatingwaterresources 3 .At
present incalculationofwaterresourcessupplyanddemandbalance 46  thecalculationunitisusually
administrativearea irrigationareaorriverbasin andcarelessorunreasonabledivisionofthecalcula-
tionuniteasilyleadtopartofthewatershortagelinksbeingcovered.Inaddition inareaswhererivers
areusedaswatersources theinfluenceofupstream waterusersgettingwaterfromtheriveron
downstreamwaterusersisnotconsidered andthebendwayoftheriverafterriverblankingisalsonot
takenintoaccount.JingNanrivernetworkareahasfeaturesofmulti waterusers refertowaterfor
agriculture industry constructionindustry thetertiaryindustry lifeandecology etc.  multi water
source refertoYangtzeRiver Jingjiangriver reservoirs lakes canals riverbendways groundwater
andponds etc.  andmulti waterintakes refertothediversionculverts pumpingstations andin-
takesofwaterworks etc.  Thesefeaturesleadtothecalculationwaterresourcessupplyanddemand
balanceinthisareapossesstheuniquecomplexityofplainrivernetwork.Therefore traditionalcalcu-
lationmethodsandthoughtsarenotveryapplicable andcannotreallyreflectthewatershortagelinks
inthisarea.Inordertoovercomealltheseobstacles thewaterresourcessupplyanddemandbalance
modelinplainwaternetworkwithmulti watersourcesandmulti waterintakesissetup whichis
basedonthecharacteristicsofplainrivernetwork.Andthismodelisutilizedtocalculateandanalyze
thewaterresourcessupplyanddemandbalanceinrivernetworksonsouthbankofJingjiangriver
reach.Relevantresearchresultshaveimportantreferencevalueincalculationandanalysisofwaterre-
sourcessupplyanddemandbalanceinplainrivernetwork.

1 BasicInformationofRiverNetworksonSouthBankofJingjiangRiver
ReachinHubei
  JingnanRivernetworkareaislocatedinthesouthoftheprovinceofHubei involvesSongziCity
 7villages  Jingzhoudistrict MishiTown  GonganCountyandShishouCity 10villages andso
forth.Thereare21irrigatedareasinthisnetworkarea whichconsistsof2largeirrigationdistricts 18
medium sizedirrigationdistrictsand1smallirrigationareas.Itsdesignedirrigationareais2.9905
millionmu andthepresentirrigationareais2.2223millionmu.Andinthisarea waterstoragepro-
jectsinclude31reservoirs 25lakes 269deeptrenches 6318ponds 33deepsinks riversmainlyinclude
theSongziRiver theHuduRiverandtheOuchiRiver hereinafterreferredtoasThreeriversinJing-
Nan   Whatsmore thereare112waterdiversionworks sluices  correspondingwaterdiversionca-
pacityis593.9m3 s 76livingwatersupplyprojects correspondingwatersupplyscaleis6.40m3 s and
11mainindustrialwaterintakes correspongdingwatersupplyscaleis3.89m3 s.

2 GeneralIdeaofWaterResourcesSupplyandDemandBalance
ThewaterusersinJingnanrivernetworkmainlyincludewaterforagriculture industry construc-

tionindustry life thetertiaryindustryandoff streamecology andthewatersourcesmainlyinclude
theYangtze River threeriversinJingnan reservoirs lakes canals groundwaterand ponds 
etc.Industrialwaterandconstructionindustrialwatergenerallyhaveindependentwaterintakes.Most
oftheseindustriesgetwaterfromYangtzeRiverandundergroundwater whereasasmallamountget
waterfromreservoirsandthreeriversinJingnan.Forthoseenterpriseswhosewaterresourcescannot
beguaranteed theyareusuallyequippedwithgroundwaterbackupwatersources.Theresidentsliving
water thetertiaryindustrialwaterandtheoff streamecologicalwateraremostlyprovidedby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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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ThegeographicalpositionofJingnanRivernetworkareandirrigationdistricts
Note thenameofirrigationdistrictsandabbreviationareinFig.1

waterworks whichmainlygetwaterfromtheYangtzeRiver thethreeriversinJingnan theunder-
groundwater thereservoirsandthelakes.ThewaterworksthattakethreeriversinJingnanaswater
source canbasicallymeetthedemandofdomesticwater thoughthethreeriversinJingnanmaybreak
inthedryseason becausethewaterintakeisgenerallylocatedinthedeepchanneloftherivers.To
thosewaterworksthatcannotmeetthewaterdemand someofthemhavealsobeenequippedwith
groundwaterbackwatersource.AgriculturalwaterusersgetwaterfromYangtzeRiver threeriversin
Jingnan lakes reservoirs pondsanddeepcanals.Theagriculturalusers whichtakethreeriverinJing-
nan lakesandreservoirsaswatersources areinevitablyinfluencedbyindustrialwateranddomestic
waterintakes.Therefore theyshouldbeconsideredtogether.Basedonthesesituationsofwateruse
andwatersource thegeneralideaofwaterresourcessupplyanddemandbalanceinJingnanRivernet-
workisasfollows 

 1 Calculateandpredictthewaterdemandofagriculture industry construction thethirdindus-
try theresidentslivingandoff streamecology.

 2 Accordingtothesituationofwaterintakeandwateruse partitioncomputationalsubareasand
computeunits.Amongthosewaterusers whichtakeYangtzeRiverasthewatersource theindustrial
wateranddomesticwaterareguaranteed andtheagriculturalwaterintakesrequiresupply demand
balancecalculation.AstothewateruserswiththethreeriversinJingnanaswatersource thesupply
demandbalancearecalculatedintermsofintakes includingagriculture industryandlifewater  And
thosewateruserswiththereservoirsorlakesasthewatersource weusereservoirsorlakesascalcu-
lationunits.

 3 Thesequenceofwatersourcesupplyingwater thepondandtrenchcanalispriortootherwa-
tersource theYangtzeRiver rivers reservoirsandlakes  Thesequenceofwaterusersgettingwater 
calculatethesupply demandbalanceofthewaterusers whichtakethethreeriversinJingnanasthe
watersource fromupstreamtodownstreamaccordingtothelocationoftheintakes andwhenthe
threeriversinJingnanbreakandwaterissuppliedonlybytroughs thesequenceofwatersupplyis
thatthewatersupplyforlivingandindustryisprior followedbywaterforagriculture.Whiletheres-
ervoirsandthelakesarewatersource thesequenceofwatersupplyisthat life industr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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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andagriculture.
 4 Thenewlyaddedorexpandedpumpstationsthathavebeendeterminedtobeimplementedare

regardedascurrentwatersupplyprojectswhilecalculating.

3 ConstructionofWaterResourcesSupplyandDemandBalanceModel
3.1 Calculatingpartitions computeunits andanalysisunits
3.1.1 Calculatingpartitions

AccordingtothemainwatersourceforirrigationinJingnanrivernetwork thestudyareaisdivid-
edintofoursubareas Threeriverssubarea threeriversinJingnanisthemainwatersource hereinafter
referredtoasTRS   YangtzeRiversubarea YangtzeRiveristhemainwatersource hereinafterre-
ferredtoasYRS   Lakesubarea lakesarethemainwatersource hereinafterreferredtoasLS  and
reservoirsubarea reservoirsarethemainwatersource hereinafterreferredtoasRS   
3.1.2 Calculationunits

Inthereservoirsubareaandlakesubarea everysinglereservoirandlakeisacalculationunit.In
theYangtzeRiversubareaandthreeriverssubarea thecalculationnodesarecorrespondingcalculation
units.Inthispaper thecomputationalnodesaredividedinto3types thewaterlevel flowcontrol
point thewaterlevelpointandthewaterflowpoint.Furthermore thecomputationalnodesaredefined
asmentionedbelowandthegeneralizationofthesenodesisshowninFig.2.

Fig.2 ThegeneralgraphofcomputationalnodesintheJingnanrivernetwork

 1 Thewaterlevel flowcontrolpointisthestartingandterminalpointofthecalculationriver
reach.Theattributesofthispointincludetheeverytendayswaterlevel theeverytendaysflowrate
andtheratingcurveofthesectionwherethispointlocates.Ifthenodeisabranchpointoraconflu-
encepoint itcontainsrelevantattributeinformationsuchasthesplitratioandtheconfluenceratio.

 2 Thewaterlevelpointistheindependentsluiceorauxiliarywatersourceprojectfortheslu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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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estationatthecalculationriverreach exceptthestartingandterminalpoint  andthispointattrib-
utesincludetheeverytendayswaterlevelandtheeverytendaysflowrate.

 3 Theflowpointistheindependentpumpingstationwatersourceprojectatthecalculationriver
reach exceptthestartingpointandtheterminalpoint  andthenodeattributesonlyincludetheevery
tendaysflowrate.Irrigationpumpstations separated  waterworkintakesandindustrialwaterin-
takesareallrecordedasflowpoints.

Thereare31reservoirsand25lakesinthestudyarea.Therefore thereare56calculationunitsin
thereservoirsubareaandthelakesubareaintotal.Accordingtothedefinitionofcalculationnode 
thereare118computingnodesinthethreeriverssubarea including18waterflowpoints 65waterlev-
elpointsand35waterlevel flowcontrolpoints.Andthereare34calculationnodesintheYangtze
Riversubarea including7waterflowpoints 16waterlevelpointsand11waterlevel flowcontrol
points.
3.1.3 analysisunits

Theagriculturalwatersupplyanddemandbalanceisanalyzedbyirrigatedareaelement andthe
irrigationwaterrequirement watersupplyandwatershortagearecollected.Thenthecalculationand
analysisofwaterdeficientratioandirrigationguaranteeratearecarriedout.Theresultsofnon agri-
culturalsupplyanddemandarestatisticallyanalyzedbywaterintakeelement.
3.2 Calculationprocessandtrainofthought
3.2.1 Threeriverssubarea

 1 Taketendaysasacalculateinterval andcalculatebyeverytendays.
 2 Takethecalculationnodeasthecalculationunit andcalculatebyeveryriverreachandevery

calculationnode.
 3 Distinguishthetypeofcalculationnode waterlevel flowcontrolpoint waterflowpoint wa-

terlevelpoint  Readtherelationshipbetweenwaterlevelanddischarge thelengthofriverreach 
slopeofriverreach splitratioandsomeothercalculationfactors.Thenfigureoutthewaterleveland
waterflowofthecalculatednode.
 4 Whileconsideringthewaterconsumptionofindustryandlivinginthethreerivers itisneces-

sarytodistinguishthetypeofwaterintake includingtwocategories namelyindustryandlifeintake
andirrigationintake.

 5 Ifthewaterintakeistheindustryorlifewaterintake theavailablewatersupplycanbedeter-
minedbycomparingthewaterinflowandthedesignflowofthewaterintake.Andthentheactualwa-
tersupplycanbefiguredoutbycomparingtheavailablewatersupplywiththeindustryandlifewater
demand.Finally thenextcalculatednodeflowcanbeobtainedbysubtractingactualwatersupplyfrom
waterinflow.
 6 Whilecalculatingthewaterbalanceofirrigationintakes theirrigationareaandgrossirriga-

tionquotaandotherattributesfactorsshouldbereadfirstly thentheirrigationwaterrequirement the
irrigationwaterrequirementistheirrigationwaterrequirementafterdeductingthewatersupplyofca-
nalpondsandditches canbecalculated.Afterwards distinguishthetypeofwaterprojectofthecalcu-
lationnode andtheprojecttypesmainlyincludewaterlevelpoint independentsluicegate gatestation
matchingproject andflowpoint independentpumpstation  Finally differentcalculationmethodsare
usedtocalculatethesupply demandbalanceaccordingtothenodetype.Morespecifically thedis-
chargecapacityofsluicegateiscalculatedinaccordancewiththebroadcrestedweirandthatofsluice
 circular iscalculatedinaccordancewithpressureornon pressureshorthole.Whencalculate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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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 demandbalanceofthegateandstationsupportingproject watersupply demandbalanceis
firstlycalculated andsupplywaterthroughthepumpstationwhenthewaterdemandcannotbesatis-
fied.

 7 Sincethedeepwatertroughshavewatersupplyfunctionwhilewatercourseisdryup they
shouldbetreatedasspecialponds orreservoirs strungonriverreach whichonlyhavevolumeandno
waterlevel.Whenusingdeepwatertroughtosupplywater itshouldbeconfirmedthatonlythepump
stationcansupplywaterandthesluicegatecannot.

 8 Finally irrigation non agriculture waterdemand availablewatersupply actualwatersupply
andwatershortageofeverycalculationunitwillbeobtainedandsummarizedontheanalysisunit.
3.2.2 Calculationprincipleofdeeptrough

ItisassumedthatthemaximumwaterstorageindeepwatertroughisWmax thestoragecapacity
isW0atthebeginningofthetendayperiod andthestoragecapacityisW1attheendofthetendaype-
riod 

 1 WhenWin≥Wd namelytheamountofwaterinflow Win isgreaterthanorequaltothewater
demand Wd  

ifWin-Wd+W0>Wmax thenW1=Wmax afterdeductingthewaterdemandandthestoragecapaci-
tyofthedeepwatertrough theremainingwaterquantityistakenastheinflowofnextcalculation
node andthewateramountindeeptroughisthemaximumwaterstorageinthedeepwatertrough 

ifWin-Wd+W0≤Wmax thenW1=Win-Wd+W0 afterthewaterdemandisdeducted theremai-
ningwaterisallstoredinthedeepwatertrough sotheinflowofnextcalculatingnodeis0.

 2 WhenWin<Wd namelytheamountofwaterinflowislessthanwaterdemand 
ifWin-Wd+W0>0 thenW1=W0- Wd-Win  thewaterinflowislessthanthewaterdemand 

whereasthesumoftheinflowwaterandthewaterinthedeepwatertroughmeetstherequirementof
waterdemand thenthewaterinthedeepwatertroughreduce andtheinflowofnextcalculatingnode
is0.

ifWin-Wd+W0≤0 thenW1=0 thesumofinflowandwaterinthedeepwatertroughcannot
meettheirrigationdemand thenthewaterinthedeepwatertroughisreducedto0 andinflowofthe
nextcalculatingnodeis0.
3.2.3 YangtzeRiversubarea

ThecalculationprocessandthoughtofYangtzeRiversubareaaresimilartothatofthreerivers
subarea.Morespecifically theyalltaketendaysasacalculateintervalandcalculatebyeveryriver
reachandeverycalculationnode.Ontheotherhand theinflowofcalculationnodehasnothingtodo
withthewaterconsumptionofupstreamnodeandtheavailablewatersupplydependsonthethewater
capacityofcorrespondingwatersourceproject whichisbecausethewatersupplycapacityofYangtze
Riverissufficient.
3.2.4 Lakesubareaandreservoirsubarea

 1 Calculatethewaterbalanceofeverylakeandreservoirbyeverytendays.
 2 Whilecalculatingtheavailablewatersupplyoflakes thewatersupplycapacityofpumpsta-

tion intake requirestobetakeintoaccount sincethelakesupplywaterforirrigationbypump.
3.3 Maincalculationparameters
3.3.1 Calculationanddeterminationofwaterquota

Usethedailyobservationdatafrom1971to2000of4meteorologicalstations GonganCounty 
ShishouCity SongziCityandJingzhouDistrict asmeteorologicaldata anddeterminethe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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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prequirementbyPenman Montiethmethod.Basedonthese theactualcroprequirementcanbe
calculated.Then theirrigationnormofrice earlyseason middle season late  vegetables wheatand
cottoniscalculatedthroughwaterbalance.

Theindustrial constructionindustrial thetertiaryindustrial domesticandecologicalwaterquota
shouldbedeterminedbycomprehensivelyreferringtotheJingzhouofficialreportonwaterresources
 2014   toughwatermanagementmeasures Hubeiprovincewaterquota .
3.3.2 Utilizationcoefficientofirrigationwater

Thecoefficientofstatusquoyearisdeterminedbythesituationofcurrentprojectsinirrigation
area whereasthatoftheplanningyearshouldbedeterminedbyaccordingtomoderndevelopment
programofirrigationinHubeiprovince  efficiencyindexintoughwatermanagementmeasures and
thedesignspecificationsofirrigationanddrainageproject .AndsincetheirrigationareasinJingnan
rivernetworkareahavemultiscatteredwatersourcesandmorediversionandliftingprojects theutili-
zationcoefficientofirrigationwaterinthisareaisabithigherthantheothersimilarirrigationareain
Hubeiprovince.Aftercomprehensiveconsideration theutilizationcoefficientofirrigationwaterofdif-
ferentwatersourcesinstatusquoyeararedeterminedasfollows pondsare0.75 deepcanalsare
0.75 lakesare0.55~0.7 reservoirsare0.5~0.7 sluicestationsare0.5~0.7 andintheplanning
year thecorrespondingcoefficientsaredeterminedasfollows pondsare0.8 deepcanalsare0.8 lakes
are0.6~0.75 reservoirsare0.6~0.75 sluicestationsare0.6~0.75.
3.3.3 Waterinflow

TheLakeRivernetwork1 Dsedimentationmathematicalmodel whichaimtoresearchtheriver
reachfromYichangtoDatongofYangtzeRivermainstream threeoutletsalongJingjiangriverreach 
DongtingLakeandPoyangLake wasconstructed.Andthismodeladoptsthethreestagesolutionof
rivernetwork andusesmeasureddataof2003—2009yearstocalibrationandvalidatetheflowand
sedimentdepositionrate 7 .Afterwards thismodelwasutilizedtosimulatetheeverydaywaterlevelandflow
atthewaterlevel flowcontrolpointinstatusquoyearandplanningyear 2022 2032 2042 2052  

Generally thelake reservoir inflowiscalculatedaccordingtowaterbalance.However duetothe
lackofmeasureddata theinflowshouldbecalculatedthroughthemethodofrunoffcoefficient andthe
runoffcoefficientcanbedeterminedbyreferringtofeasibilitystudyreportofcontinueauxiliaryand
water savingimprovementprojectsoftheWeishuiRiverirrigationarea.

ThecalculationofwatersupplyofpondsandcanalsadoptsSCSmethod.Thewatersupplytimeof
thepondsisthewetperiod fromMaytoOctober  andthewatersupplytimeofcanalsisdryseason
 fromNovembertoAprilinnextyear  Pondre storagetimesis2inhighflowyears 1.5innormal
flowyears 1inlowlevelyears and0.75indryyears whereascanalre storagetimesis0.75inevery
year.
3.3.4 Averagewaterlevelgradientateveryriverreachindifferentlevelyears

Accordingtothepredictionresultsofwaterlevelatdifferentwaterlevel flowcontrolpointsin
differentlevelyear theaveragewaterlevelgradientateveryriverreachindifferentlevelyearsisde-
termined.
3.3.5 Ratingcurveofwaterlevel flowcontrolpoints

Accordingtothepredictionresultsofwaterlevelatdifferentwaterlevel flowcontrolpointsin
differentlevelyear imitativeeffectofthestage dischargerelationatwaterlevel flowcontrolpoint
isgood typicalstage dischargerelationisshownin Fig.3  soitcanbeusedfor model
calculation.Then usequarticpolynomialtofittheratingcureofwaterlevel flowcontrol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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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Thetypicalstage dischargerelation

3.3.6 Splitratio
Becausethesplitratioisaffectedbymanyfactors thefittingrelationbetweentheflowrateofthe

mainstreamandthesplitratioisnotgood andthelongseriesofsplitratioisadoptedtoimprovethe
calculationaccuracy.
3.3.7 Waterlevelandflowofeverystation

Waterlevelanddischargeatthreeoutletsaresimulatedbyone dimensionalwatersedimentmod-
el andtheflowofeachcalculationnodeisequaltotheflowofthelastcalculationnodededucttheac-
tualwatersupply ifthereresinksintheriverreach thewaterstorageinsinksshouldalsobededuc-
ted  Furthermore thewaterlevelatthewaterlevel flowcontrolpointscanbedeterminedaccording
totherelationbetweenwaterlevelandflow andthewaterlevelofcalculatednodesbetweenthetwo
waterlevel flowcontrolpointscanbecalculatedintermsofthewaterlevelgradient.

4 AnalysisofCalculationResults
Byusingtheconstructedwaterresourcessupplyanddemandbalancemode thewatersupplyand

demandbalanceofJingnanrivernetworkwascalculated andthechangeruleofeveryirrigatedarea
waterdeficientratioandprobabilityofirrigationwereanalyzed.
4.1 Thewatershortagerateofdifferentirrigationdistrictsindifferentlevelyears

TheshortageratioofPaifangkouirrigationdistrict PFKID  Babaoirrigationdistrict BBID  
Dongfengzhairrigationdistrict DFZID  Nanhaiyuanirrigationdistrict NHYID  Donggangyuanirri-
gationdistrict DGYID  Caozuirrigationdistrict CZID  Xingxueyuanirrigationdistrict XXYID  
Guanjiapuirrigationdistrict GJPID andtheLianxinyuanirrigationdistrict LXYID islow butthatof
otherirrigationdistrictsisallhigh.Andthewatershortagerateofalltheirrigationdistricts ex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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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aifangkouirrigationdistrict PFKID  showanincreasingtrendovertime whichmainlydueto
thedevelopmentofirrigationtechnique theincreaseofutilizationcoefficientofirrigationwaterand
thechangeofriverwaterlevelandflowrate.Furthermore thedownstreamoftheOuciRiver the
SongziRiverandtheHuduRiverarethemainwatershortagearea andthewatershortageinOuci
Riverisespeciallyserious.
4.2 Irrigationguaranteerateofirrigationdistrictsindifferentlevelyears

 1 Ingeneral theirrigationguaranteerateofPaifangkouirrigationdistrict PFKID  Lianx-
inyuanirrigationdistrict LXYID andNanhaiyuanirrigationdistrict NHYID isrelativelyhigh.The
irrigationguaranteerateofotherirrigationdistricts however istoolowtomeetthedemandofirri-
gation.

 2 TheirrigationguaranteerateofBabaoirrigationdistrict BBID  Dongfengzhairrigationdis-
trict DFZID  Donggangyuanirrigationdistrict DGYID  Mishiirrigationdistrict MSID  Jingjiangir-
rigationdistrict JJID  Nanwuzhouirrigationdistrict NWZID  Guanjiapuirrigationdistrict GJPID 
andDiaodongirrigationdistrict DDID instatusquoyearishigh whereasthatinplanningyearis
low.Andtheirrigationguaranteerateofotherirrigationdistricts bothinthestatusquoandplanning
years islow whichcannotmeettheirrigationdemand.

 3 Thetrendofirrigationguaranteerateschangingwithtime becauseoftheimplementofwater sav-
ingreformofirrigationdistricts theirrigationguaranteerateofPaifangkouirrigateddistrict PFKID  
Lianxinyuanirrigationdistrict LXYID andotherirrigationdistrictsthattaketheYangtzeRiverasthe
watersource increaseswiththepassingoftime theirrigationguaranteerateoftheirrigationareas
withthreeriversinJingnanasthemainwatersources onthecontrary deceaseswiththepassingof
time whichisinfluencedbythereduceofsplitflowtothreeoutlets.

Fig.4 Thewatershortagerateofdifferentirrigationdistrictsindifferentlevelyears

 4 Theirrigationguaranteerateisgenerallycalculatedbytheunitofirrigationdistrict.Butfor
theirrigationdistrictswithmulti watersources theirrigationguaranteerateofthewholeirrigation
areacannotreflecttheproblemsofacertainwatersourceorwatersourceproject.Tohandlethisprob-
lem theirrigationguaranteerateofirrigatedsubareawithdifferentwatersourcesinairrigationdis-
trictwasdetermined Table1  Table1showsthatthePaifangkouirrigationdistrict PFKID  Dong-
gangyuanirrigationdistrict DGYID  andDiaodongirrigationdistrict DDID mainlyexisttheproblem
ofinsufficientwatersupplyofreservoir andotherirrigatedareasmainlyexisttheproblemofinsuf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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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ntwatersupplyandengineeringshortageoftheintakeatthreeriversinJingnan.Thismethodfig-
uresouttheshortagelinkofeveryirrigationdistrict andithasimportantguidingsignificancetonot
onlytheconstructionofcontinueauxiliaryprojectsandwater savingreformoftheirrigationdistricts
butalsowaterresourcesallocation.

Table1 Theirrigatedguaranteerateofirrigationdistrictsindifferentyears

level
year

parti
tion

PFKIDHZYID BBID DFZIDNHYIDHSYIDDGYID CZID MSID SSYID JJID ZHYID
MXD
YID

NWZIDXXYIDYFYIDWFYIDJHYID GJPIDLXYID DDID

quo
year

TRS96.8 9.7 83.919.490.3 3.2 93.538.748.416.171.0 9.7 25.8 — 45.2 0.0 0.0 32.374.2 — —

YRS96.8 — — 83.9 — — — — 96.8 — 67.7 — — 67.7 — 96.8 — — 96.896.887.1

LS — — — — 96.8 — — — — — 96.8 — 96.8 — — — 96.8 — 96.8 — 96.8

RS 61.383.9 — — — — 35.5 — — — 71.0 — — — — — — — — — 25.8

total64.512.987.183.993.5 3.2 64.538.780.616.174.2 9.7 35.567.751.6 0.0 0.0 32.396.896.880.6

2022

TRS96.8 0.0 9.7 0.0 74.2 0.0 54.8 9.7 0.0 0.0 3.2 0.0 3.2 — 0.0 0.0 0.0 0.0 0.0 — —

YRS96.8 — — 35.5 — — — — 96.8 — 0.0 — — 16.1 — 96.8 — — 74.296.825.8

LS — — — — 96.8 — — — — — 93.5 — 93.5 — — — 96.8 — 96.8 — 96.8

RS 67.790.3 — — — — 41.9 — — — 74.2 — — — — — — — — — 32.3

total74.2 0.0 16.135.580.6 0.0 41.9 9.7 3.2 0.0 0.0 0.0 6.5 16.1 0.0 0.0 0.0 0.0 12.996.822.6

2032

TRS96.8 0.0 22.6 3.2 67.7 0.0 48.419.4 0.0 0.0 0.0 0.0 0.0 — 0.0 0.0 0.0 0.0 0.0 — —

YRS96.8 — — 35.5 — — — — 96.8 — 0.0 — — 12.9 — 96.8 — — 80.696.8 3.2

LS — — — — 96.8 — — — — — 93.5 — 93.5 — — — 96.8 — 96.8 — 96.8

RS 71.096.8 — — — — 45.2 — — — 80.6 — — — — — — — — — 32.3

total74.2 0.0 32.335.571.0 0.0 45.219.4 0.0 0.0 0.0 0.0 3.2 12.9 0.0 0.0 0.0 0.0 0.0 96.8 9.7

2042

TRS96.8 0.0 19.4 3.2 67.7 0.0 45.219.4 0.0 0.0 0.0 0.0 0.0 — 0.0 0.0 0.0 0.0 0.0 — —

YRS96.8 — — 29.0 — — — — 96.8 — 0.0 — — 12.9 — 96.8 — — 67.796.8 0.0

LS — — — — 96.8 — — — — — 93.5 — 93.5 — — — 96.8 — 96.8 — 96.8

RS 71.096.8 — — — — 45.2 — — — 80.6 — — — — — — — — — 32.3

total74.2 0.0 25.829.071.0 0.0 35.519.4 0.0 0.0 0.0 0.0 6.5 12.9 0.0 0.0 0.0 0.0 0.0 96.8 3.2

2052

TRS96.8 0.0 19.4 3.2 67.7 0.0 41.912.9 0.0 0.0 0.0 0.0 0.0 — 0.0 0.0 0.0 0.0 0.0 — —

YRS96.8 — — 25.8 — — — — 96.8 — 0.0 — — 9.7 — 96.8 — — 61.396.8 0.0

LS — — — — 96.8 — — — — — 93.5 — 93.5 — — — 96.8 — 96.8 — 96.8

RS 71.096.8 — — — — 45.2 — — — 80.6 — — — — — — — — — 32.3

total74.2 0.0 25.825.871.0 0.0 35.512.9 0.0 0.0 0.0 0.0 0.0 9.7 0.0 0.0 0.0 0.0 0.0 96.8 0.0

5 Conclusion
 1 Thewaterresourcessupplyanddemandbalancemodelatplainrivernetworkregionwith

multi watersourcesandmulti nodeisconstructed.Whencalculatingthewatersupplyanddemand
balanceofThreeriverssubareaandYangtzeRiversubarea takethecontrolareaofwatersourcepro-
jectascalculationunit andcalculatebyeverytendays everyriverreachandeverynode.IntheReser-
voirsubareaandtheLakesubarea thecontrolareaofasinglereservoirandasinglelakeistakenas
thecalculationunit andthestorageandtransportationcalculationiscarriedout.Itprovideanew
methodtothecalculationofwaterresourcessupplyanddemandbalanceinplainrivernetworkarea 
especiallythehandlingmethodoftheriverreachatthreeriversinJingnanhasimportant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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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hatriverreachwhoseintakedischargecannotbeignoredtothetotalinflowofthisriverreach.
 2 Theirrigationguaranteerateofeachirrigationdistrictisanalyzedbytakingtheirrigationdis-

trictasanalyticalunit.Generallyspeaking theirrigationguaranteerateofirrigationdistrictwiththe
YangtzeRiverasthemainwatersourceishigh andsincetheirrigationdistrictwiththreeriversin
Jingnanasthemainwatersourceisaffectedbythedecreaseofsplitflow theirrigationguaranteerate
showsadownwardtrendwithtime.Inthemeantime analyzesthewatershortagerateandirrigation
guaranteerateofeveryirrigationareabytakingeachcalculatedsubareaasaunit andclarifiesthewa-
tershortagelinkofirrigationdistricts.Thus itprovidesanewideafortheanalysisofwatersupply
anddemandbalanceinmulti watersourceirrigationdistricts.

 3 Thegeneralizedtreatmentofthecalculationnodesanddeepsinkisvaluablefortheanalysisof
watersupplyanddemandbalanceandtheallocationofwaterresourcesforregionslikeplainrivernet-
work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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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anefficientecologicalrestorationtechnologyinsitu ecologicalfloatingbedtech-
nologyoffersanavailableoptionforsewagepurificationandecologicalrestorationwithunique
environmental economicandsocialbenefits.Inthispaper effectsofcontrollablefactors inclu-
dingstructuretechnologyoffloatingbedsystem vegetationmanagement andartificialmediaon
thepurifyingeffectofecologicalfloatingbedareelaborated.Thus itcanprovidecomprehensive
technicalsupportandscientificbasisfortheapplicationandimprovementofecologicalfloating
bedtechnology.
Keywords ecologicalfloatingbed ecologicalrestoration controllablefactors

1 Introduction
Ecologicalfloatingbedtechnologyisakindofbiologicaltreatmenttechnologyinsituusedforwa-

terenvironmentmanagementandecologicalrestoration.Initially aquaticplantsarecultivatedonthe
watersurfaceofriversandlakesbysoillessculturewhereplantassimilationandtransformation deg-
radationandplantrootadsorptionofcontaminantsareutilized.Pollutionsarethentakenawayfrom
waterbyharvestoftheplantsandthusachievingthedoubleresultofwaterpurificationandlandsca-
ping.Recently researchershavemadesomestructuralreformsontheecologicalfloatingbedsys-
tem.Therehavebeenvariousfloatingbedsystemswithalayeredstructure suchasupperandlower
layerfloatingbeds andthreelayerfloatingbeds 2007 whichincludelower middleandupper.Biofilm
andfillers etc wereaddedtothesystemthatonlycomposedofaquaticplants tostrengthentheinter-
actionbetweenplants microbesandthecontaminants.

Basedonsuccessfulexperiencesathomeandabroadofwastewatertreatmentbyusingplants the
influencesofcontrollablefactors whichincludestructuretechnologyincludinghydraulicloading in-
flowconfiguration plantingpatternandplantapplicationandsoon vegetationmanagement andartifi-
cialmedia onthepurifyingeffectoftheecologicalfloatingbedsystemarediscussedincombination
withtheapplicationandstudyoftheecologicalfloatingbedtechnologyinChina.Thispaperisanat-
tempttoprovideascientificandcomprehensivebasisfortheuseoftheecologicalfloatingbedtechnol-
ogyforwaterpu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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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ystematicStructureTechnology
2.1 HydraulicLoad

Hydraulicloadisoneoftheimportantfactorswhichhaveinfluenceonthepurifyingeffectofsys-
temssuchasconstructedwetlandandecologicalfloatingbed.Alotofresearches 1999 2005 demon-
stratethattheremovalofnitratenitrogenisstrengthenedbyincreasinghydraulicloadingofthecon-
structedwetland.Generally ahigherhydraulicloadmeansarelativeincreaseinorganicloadandthus
morecarbonsourcefordenitrifyingbacteria whichcontributetoremovenitratenitrogen.Butotherre-
ports 2009 showthattheremovalefficienceofnitratenitrogenbyconstructedwetlandswithdifferent
hydraulicretentiontimeshavenosignificantdifference.Thatislikelyrelatedtothescaleandworking
timeofwetlands.

ThestudyofWuandLuo 2008  whichwasabouttheeffectofhydraulicloadonnitrogenremov-
aloffloatingisland showedclearlythatTNremovalloadincreasedwithincreasedhydraulicloadofup
to0.3m3  m2d  anddecreasedgraduallywithanincreaseofhydraulicloadbeyondthisvalue.Inre-
search inwhichEichhorniaCrassipeswasusedtoremovenitrogenandphosphorusundervarioushy-
draulicloadconditions 0.14 0.20 0.33 1.00m3  m2·d   decreasingremovalratesandincreasing
removalloadswereobservedwiththeascensionofthehydraulicloadUnderhighhydraulicloadcondi-
tions researchelsewherehasestablishedthatnitratenitrogencanberemovedsignificantlyonlywhen
thehydraulicloaddoesnotexceedacertainvalue 2010  

Hydraulicretentiontimereducesaccordinglywiththeaugmentofhydraulicloadinacertain
range butcontaminantscanbedegradednormallyandproperlyincreasedpollutionloadcanimpelthe
degradationtobemorethorough whichenhancesthepurifyingeffect.However excessivelyhighhy-
draulicloadsresultinsomechangeintheprecipitationandreactiontimesandcausesomeproblems
suchasweakenedplantuptake incompletenitrificationordenitrification inadequatepollutantsettle-
ment andincreaseddifficultyinabsorbingsuspendedsolids.Andtherestricteddegradationpossibly
resultingfromexcessivelyhighhydraulicloadswillreducethepurifyingeffect.

Intheecologicalbedsystem treatmentefficiencycanbeenhancedwiththeaugmentofhydraulic
loadtolessthanacriticalvalue whereastreatmentefficiencyworsenswhenthehydraulicloadexceeds
thecriticalvalue.However thecriticalloadchangesowingtodifferentconditions suchasstructureor
scale invarioussystems 2008 2004  
2.2 InflowConfiguration

Dissolvedoxygenisoneoftheimportantindicatorsusedtoinspectthepurifyingeffectsofsewage
treatmentsystems.Theshortageofdissolvedoxygenpreventsfurtherimprovementinthefurtherim-
provementinthetreatmentabilityofthetreatmentsystems.Tosolvetheoxygenshortageproblem 
micro pumpsareutilizedtomakethesewagecirculateinthefloatingbedsystem andachievehigher
removalrateunderexperimentalconditions 2004  Batch flow widelyusedintheconstructedwet-
lands canenhancere aerationabilityandcontributetoenhancepurifyingcapacity.Researchersintro-
ducesewageintotheverticalflowreed bedfilterbyintermittentinflow andtheremovalrateis
greatlyincreased.

Inthecomparisonresearchabouttreatmenteffectsunderbatch flowandcontinuous flowcon-
ditions NieandNianetal. 2007 concludedthatbatch flowmakesacontributiontohigherDOcon-
centrationandhasgreatimpactonTNandNH+

4 NremovalandlessinfluenceonNO3 N TPand
CODMnremoval.TheresearchersfoundthattheintermittentMBR membranebioreactor hadasign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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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lybettereffectontheremovalofTNandNH3 NthantheaerobicMBR 2010  Batch flowcan
strengthenreaerationability andhelptoaerobicallydecomposepollutants.Meanwhile influentdis-
chargeofbatchflowismuchgreaterthanthatofcontinuous flowforthesamedailyhydraulicload 
whichcanmakelocalpores groundsubstanceofconstructedwetland artificialmediaoffloatingbed 
filledwithwater.Thentheconditionsbeneficialtonitrationreactionwillbedeveloped.Thestronger
waterimpactreducesdeadspaceinsidethesystem andthiscanexplaintheincreasingtreatmenteffi-
ciencyofTNandNH+

4 N 2009  
Nowadays thestudyabouthydraulicloadandbatchflowintheecologicalfloatingbedsystemis

mostlyconfinedtoexperimentalinvestigationofthecomparisonbetweendifferenthydraulicloadsor
betweenbatch flowandotherinflowconfiguration.Sincetherearecloserelationsbetweenhydraulic
loadanddischargeaswellasbetweenbatch flowandflowcharacteristicsofriverscontrolledby
gates ecologicalfloatingbedsystemsinpracticeareadjustedandoptimallycombinedwiththeschedu-
lingschema.
2.3 PlantingPattern

Whenusingthemacroohytestotreatsewage peoplegetusedtoapplyingvariousplantcultiva-
tionsinsteadofsingleplantcultivation mainlybecausewhenmacrophytesareusedtotreatsewage the
mostobviousfunctionsarelandscapingandtheinfluenceonwildlifehabitat.Combinationcultivation
canincreasethediversityofwildlifehabitat andtheseasonaldifferencesbetweenplantsresultindif-
ferentlandscapingfordifferentseasons.Additionally itwasprovedthatplantconfigurationcanen-
hancenitrogenandphosphorusremoval 1997  Anddifferentplantsinthesameenvironmentaswell
asplantsindifferentenvironmentshavedifferentpurifyingcapacities.Therefore appropriatecombina-
tioncultivationhelpstoestablishaperfectecologicalsystem improvepurifyingcapacity andensure
long termstabilityofthesystem.
2.4 ApplicationofPlants

Nitrogenandphosphorusarerestrictiveelementsofprimaryproducersinmostfreshwaterecosys-
tems consequently thecontroltargetoffreshwaterecologicalrestorationistoreducenitrogenand
phosphorus 2004  Nutrients nitrogen phosphorus areaccumulatedinthegrownplantsandtaken
awaythroughharvest.Thismethodisfeasible 2001 2007  However therearetwokeystepsrequired
toenhancetheroleofplants applicationofplantsbeforerunningthesystemandvegetationmanage-
mentduringrunning.

Generally terrestrialplantsaredifficulttogrowinaquaticenvironmentsbecausetheyhaveadap-
tedtodryenvironments butmosthygrophyteswhichgrowinwetland marshandriverbankscanbe
cultivatedinfloatingbedsbecausetheycanadapttoaquaticenvironments.Buthowwelltheseplants
adapttotheaquaticenvironmentsdifferfromplanttoplant.TheresearchofLiandNie 2003 shows
thatfourplants rice Chrysopogonzizanioides Cannalily andwatertaro areabletogrowinfloating
bedsverywell thebiomassandrootactivityofriceandCannalilychangeslightlywhilethebiomassof
Chrysopogonzizanioidesdeclinesignificantly.

Evenifintheextremeenvironment suchasastrongreducingenvironment meta acid partialal-
kalineenvironment andtoxicwaterconditions hygrophytes includingreed Juncusroemerianus cat-
tailandsoforth cangrowwellbecauseoftheirspecialgrowthmechanisms 2003  Inaddition hygro-
phyteshavegreattoleranceforheavymetal 2005 2008 sothattheycanliveinthewaterofhighheavy
metalconcentration whereasdifferentplantshavedifferentaccumulationabilitiesforvariousheavy
metals 1997 2010  AshasbeenstatedintheZayeds 1998 report Typhalatifoliahashigheraccu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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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ionabilityforCd Cu Ni andPbwhileNeedleLincanaccumulatehighlevelsofCr.Ithasbeen
foundthatplantbiomasshasstrongaffinityforCu andZnbytheadsorption resolutionofwatermifoil
forCo Cu NiandZnasstudiedbyLesageandMundia 2007  

Accordingtotheresearchonthepurificationabilityofplants 1997 2010 2011  theremovalabil-
ityofemergentplantsfornutrientsandheavymetalisstrongerthanofsubmergedplantsandfloating
plants whichisrelatedtotheirsturdyrootsanddevelopedadventitiousroots.Researchersreportthat
theaccumulationofnitrogen phosphorus 2012 andheavymetal 1983 2010 intheplanttissuesfol-
lowsanascendingorderofroot stem andlamina.Plantrootsmainlyabsorbcontaminant.Developed
rootsconducefortheadhesionofrhizosphericmicroorganismaswellastheabsorptionanddeposition
ofpollutants.Hence hygrophytewithdevelopedrootscanhelpeffectivelytoremovewatercontami-
nant.Briefly duringtheprocessofbuildinganecologicalfloatingbedsystem itisnecessarytoinvesti-
gatefirstthepollutioncharacteristicofthewatertobetreated thenaccordingtogrowthcharacteris-
tics pollutionresistibility etcresearcherscanselectappropriateplants.Choosingplantsmustbedone
carefullybecausesomeplants suchasEichhorniacrassipes whichhaveveryhighreproductivecapaci-
ty cancauseanecologicalinvasion.

Allinall acriticalfactorthatdeterminesthepurifyingeffectisstructuretechnologyoftheeco-
logicalfloatingbedsystem.Combinedwithpollutantcharacteristicsandsurroundings thebestecologi-
calfloatingbedsystemcanbedesignedonlywhenthedesignercarefullytakesintoconsiderationthe
structuretechnologywhichhascrucialeffectsonbiologicaldegradationandremovalmechanismsofthe
pollutants.

3 VegetationManagement
Theexperience accumulatedbyresearcherslocallyandabroadinusingconstructedwetlandsto

treatsewageshowsthattoattainandmaintainoptimaltreatmenteffect vegetationmanagementisre-
quiredinordertoachievesuitablevegetationbalance.Therearemainlytwokindsofbalance thebal-
ancebetweenthebiomassforreachingtreatmenteffectandexcessiveaccumulationofplantwaste and
thebalancebetweenremovalcapacitycausedbyabundantbiomassandnutrientloadresultingfrom
phytodegradation.

Inthenewly builttreatmentsystem plantswhichgrowrapidlycanabsorblotsofnutrients min-
eralsubstancesandsoon.Plantslivinginnutrient richwaterandcomfortableclimatecanproduce
largeamountsofbiomasswithinashortperiodoftime.Duringthisgrowthstage nutrientsgetreduced
becauseoftherapidlyincreasingbiomass.Indeed comparedwiththesystemwithoutplants treatment
efficiencyofthesystemswithplantsisimprovedsignificantly 1995 1996  Asplantsgrow thework
mechanisminthetreatmentprocesskeepschanging.Thematureplantsgrowingstablycandrivethe
denitrificationandnitrogencycleofthesystem 2005  whichplaysacriticalroleinwatertreatment 
buttheremovalabilitymainlyactivatedbyplantswhicharegrowingrapidlydecreases.

Thereareaseriesofpositiverolesplayedbyplantsgrowingstablyinatreatmentsystem such
as plantsabsorbnutrientsandotherpollutants 2000  provideattachmentpoints 1998 formicrobial
andinvertebrates oxygenfromdevelopedrootsisbeneficialformineralizationandnitration 2001  and
plantdegradationprovidesomecarbonsourceforheterotrophicmicroorganismslikedenitrifyingbacte-
ria whichcanhelptoremovenitrogen.However intensivelygrown plantswillleadtoalistofprob-
lemswhenthebiomassgraduallyapproachesmaximum.Someofthemareasfollows 1999 2000  ni-
trationisconfinedowingtothelowerDOconcentration usuallylessthan1.0mg L  2000 2000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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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tingfromdensevegetation organicloadincreasesevidentlybecauseofplantdegradationlargely 
andplantshadownegativelyaffectsthegrowthofalgaeandautotrophicmicroorganisms whichresults
intheirdecreasingretentivityfornutrients.

Naturally plantsaccumulationofnutrientsbyabsorptionistemporary actuallytheimpactof
plantsontreatmentefficiencydividesintotwostages purificationanddegradation 2010  Inthepuri-
ficationstage nutrientconcentrationdecreasesquicklybecauseoftheindirecteffectofplantsonwater
 microorganism physicalparameter etc andassimilationofnutrients.However inthedegradation
stage nutrientsaccumulatedinplanttissuesreturntowater whichleadstoincreasednutritionload
andwaterdegradation.Itisreportedthat31%oftheinitialquantitywillremaininthesystemafter
plantsdieoneyear 2006  Thereforeharvestisoneofmethodseffectivelycarriedoutinvegetation
management.Atpresent theharvestinengineeringisonlydonefortheplantsabovewater notforthe
rootsunderwaterwhichhavenotreceivedmuchstudy.However plantrootsplayavitalroleinsys-
temswhereplantsareusedforsewagetreatment.Accordingtoresearch theresidenttimeofsewage
nearplantrootshasacrucialinfluenceontheassimilationandcontaminantdegradation 2003  Clear-
ly plantrootsareimportanttothepurificationeffectofthesystem.

Nitration nitrificationbymicroorganismsistheprimarymechanismofthesystemforremoving
nitrogen 1995  Nitrobacteriacanconvertammonianitrogentonitratenitrogenunderaerobiccondi-
tions andnitratenitrogencanbeconvertedtoN2anaerobically.Organicnitrogencanbenitratedorab-
sorbedeventuallyunderconditionsinwhichorganicnitrogenisdecomposedintoinorganicnitro-
gen.Oxygenistransmittedtorootsbyplanttissues andreleasedtowaterbyroots.Thenaerobicanox-
ic anaerobicenvironments 2008 2003 areabletoexistinseriouslypollutedwaterandprovidehabi-
tatsfordifferentmicroorganisms whicharebeneficialforremovalofnutrientsincludingnitrogen 
phosphorus etc.

Developedrootscanprovideahugesurfaceareaformicroorganismattachment 2010  meanwhile
rootexudatesandinsolublecontaminantsinterceptedbyrootscansupplyabundantcarbonsourceand
nutrientsformicroorganisms allofwhichcontributetomakefulluseofbiologicaldegradation.Ithas
beenreported 2008 thatthemicroorganismsintherhizosphereplaymajorrolesduringthedegrada-
tionprocessesoforganicpollutants ammonianitrogen etc.Somefunctionsoccurringinplantroots 
suchas theinterception thedegradationresultingfrommicroorganismsattachedtotheroots oxygen
secretionandsoon leadtothestrongabilityofplantrootstoremovecontaminations.

Plantrootsalsoplayasignificantrolewhenplantsareusedforremovingheavymetals.Thereare
twopartsintheremovalprocessarousedbyplantroots rapidadhesion absorptionandaccumulation
 2008  Actually theheavymetalremovalbyplantabsorptiononlyaccountsforapart 2007  Plants
playmoreimportantrolesinthesettlementorsedimentaryprocessesforheavymetalremoval 2001  
forinstance variousbiologicalgeochemicalreactionshappeningaroundplantrootscanmotivatethe
settlementofheavymetal.Andresearchindicatesthatthecapacityofsedimenttostoreheavymetal
cangetenhancedduetothechangeinwaterenvironmentcausedbythebiochemicalreactionsaround
roots 2008  

Thedeclineingaspermeabilityofthecellwall graduallyappearswiththegrowthofplantroots 
andresultsintheminimizationofradialleakageoxygenquantity whichmakesmoreoxygenreachthe
apicalmeristem 1997  Theaerobiceffectofoxygenwhichisreleasedbytheapicalmeristemcande-
toxifypotentially toxicsubstances.Therefore theperiodicharvestoftheabovewatervegetationin
ecologicalfloatingbedsystemscanconservematureplantroots whichcontributetothedegradation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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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minants.Agedroots however whichareboundtofallawaynaturally willincreasenutrient
load.Itissuggestedthatplantrotationisadopted andplantsincludingtheirrootsshouldbereaped
whenoneroundofplantsbegintodie.Thus wecantakefulladvantageoftheseasonaldifferencesof
variousplants.

Harvestbyreapingtheplantsabovethewatersurfacewhenplantbiomassisclosetoitsmaxi-
mum aimstokeepplantsgrowingrapidly whileplants includingtheirroots areremovedattheendof
thegrowingseasontostartanewroundofcultivationandmanagement.Allofthesecanreducepollu-
tionasmuchaspossible.Betterpurificationeffectisobtainedwhenplantrotationandharvestareused
tomanagevegetationinthefloatingbed.

4 ArtificialMedia
Recently researchersinchinahavebeenimprovingtheecologicalfloatingbedtoachievebetterre-

movaleffect mainlybyaddingmicrobialbiofilm filler etc tothefloatingbedsystemandforminga
compoundecologicalfloatingbedwhereartificialmedia plantsandmicroorganismcoordinate.Theex-
perimentalresearchaboutthecombinedecologicalfloatingbedcomposedofaquaticplants lower  a-
quaticanimals middle andartificialmedia upper  andinventedbyLiandSongetal. 2007  clearly
showthattheartificialmediaisthemainsubjectforremovingnitrogenandphosphorus.FCEFB
 framebentcompoundecologicalfloatingbed ofFanandChouetal. 2011  developedbyusingsym-
biosismechanism wherezeoliteishungontheframeworkandsubmergedandplantsaregrowninthe
plantingapparatus optimizestheecologicalfloatingbedsystemandobviouslyhasbetterdenitrification
effectthantheordinarysystem.

Generally artificialmediaadoptinorganicmaterials porousandhighlyadsorptive whichcanab-
sorb some particulate pollutants and gather efficiently indigenous microorganism in the
sewage.Additionally porousmediahavethecharacteristicofhugesurfaceareawhichcanprovideat-
tachmentpointsformicrobialgrowth whichisbeneficialforthebiodegradationofcontaminants espe-
ciallymacromolecularhard degradedorganics.

Thestudiesaboutconstructedwetlandsshowthatmatureplantscangraduallysupplyadequate
carbonsourcefordenitrification whichcanincreasetheremovalratioofnitrogen.Whereas phosphor-
usremovalabilitydescendswiththedeclineintheabsorptioncapacityofthesoilmatrix 2009 1996  
theabsorptionplaysaremarkableroleinthewetlandswhenremovingphosphorus.However intheec-
ologicalfloatingbedsystem developedrootscanextendtodeepunderwaterwhere owingtothese
roots contaminantsabsorbedbytheartificialmediaaremostlydegraded thenthereleasedporeisa-
vailabletomaintaintheremovaleffect.Ifallowed inordertoachievebetterpurifyingeffects managers
needtoregularlyregeneratetheartificialmedia.Itisalsocrucialtoselectartificialmediaaccordingto
pollutantcharacteristics.

5 ConclusionandOutlook
Recently ecologicalmanagementhasgainedwideattention.Ecologicalfloatingbedtechnologyis

animportantdirectionforstudyingsewagetreatmentandecologicalrestorationowingtotheexcellent
performanceandremarkableecologicalbenefit.Whenusingthistechnology however thereareseveral
problemsthatrequireattentiontoensureastablepurifyingeffectandmaintainasustainableland-
scape firstly thereisneedtocombinelocalecologicalenvironmentandpollutantloadwhendesigning
ecologicalfloatingbedsystem secondly selectingandascertainingofpollutantcharacteristicsand



20   水环境保护与水生态修复

watergeochemicalcharacteristics thirdly thereisneedtogiveattentiontosomeproblemssuchasveg-
etationmanagementandartificialmediumregenerationduringtherunningoftheprocesses.

Ourreformationoftheecologicalfloatingbedstructuremostlyisconfinedtoscientificresearch 
butthefloatingbedwithplantsonlyisusedcommonlyinpractice.Therearetworeasons ontheone
hand compoundecologicalfloatingbedismorecomplicatedanditisdifficulttoformmodularproduc-
tionthoughithasbetterpurifyingeffect andinordertoadapttotheecologicalrestorationoflarges-
caleriversandlakes wemustfurtherimprovethissystem.Ontheotherhand itisdifficulttoregener-
atefillersduetothecomplexstructureofcompoundecologicalfloatingbedalthoughtheabsorptionof
thefillercanstrengthenthehandlingabilityforcontaminants.Withdevelopmentsinbiology materi-
alogyandothersubjects theecologicalfloatingbedwillgetfurtherimprovementandbecomeanother
technologywidelyusedintheecologicalrestoration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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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uratelysimulaterainfall runoffprocessofthelowerplainareasishighlycomplex
becauseofthemulti leveldrainagesystem whichisoperatedbythedifferentauthoritiesin
differentdecisionlevel Themultileveldrainagesystemischaracterizedwiththehighdensity
drainagecanalsandthelargenumberofsluicesandpumpstations Acombinationofthehydro-
dynamicmodel thehydrologicmodel thesluiceandpumpmodelwasadoptedtosimulatethe
rainfall runoffprocessinthelowerplainarea Theoutflowofsecond levelsluiceorpump
stationinsub districtwassimulatedbythesluiceandpumpmodel anditwascoupledtohy-
drodynamicmodelintheformofpointinflowordistributedinflow Thismodelcombination
wasverifiedwiththerainfall runoffprocessoftheDiaochalakearea whichislocatedinthe
middlereachoftheYangtzeRiver Simulationresultsshowthattheproposedmodelcombina-
tioniseffectiveinmodelinghistoricalfloodswhichoccurredintheDiaochalakearea 
Keywords multileveldrainagesystem hydrodynamicmodel DiaochaLake lowerplainareas

1 Introduction
Itisessentialtodevelopproperrainfall runoffmodelforthepredictionofdischargerateofthe

lowerplainareaswithmulti leveldrainagesystem characterizedwiththehighdensitydrainageca-
nalsandpumpstations.Duetoextremelyhighpercentoffarmingarea highdensityofcrisscrossed
drainagecanalsandditcheswithlargenumberofsluicesandpumpstations thehydrologicalprocessof
thelowerplainareaisstronglyaffectedbythehumanactivities suchasthedifferentoperatingrulesof
sluiceandpumpstation andthelayoutandcroppingstructureofagriculture.Therefore therainfall
runoffprocessofthelowplainareasisanon naturalprocessundermulti levelartificialcontrol re-
sultinginthatthedirectionofflow thevelocityofflow therateofflowandwaterlevelismostcon-
trolledbytheoperatingrulesofsluiceandpumpstation.

Thepasttwodecadeshavewitnessedthedevelopmentofanumberofrainfall runoffmodelsfor
thelowerplainareasofdifferentcomplexity rangingfromconceptualmodeltophysicallybasedmode
 Wu etal. 2001 Kim etal. 2005 Jia etal. 2005  However thecurrentrainfall runoffsimulation
modelfocusingonthedescriptionofthenaturalwatercycleprocess Chahinian etal. 2005 isonthe
basinscale andtheagriculturalhydrologicalmodel focusingonthedescriptionofthenatural agricul-
turalcompoundwatercycleprocessisonthesoilcolumnscaleandfieldscale.Theagriculturalhyd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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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modelonthebasinscaleislackinginthedescriptionofthemechanismofnatural agricultural
compoundhydrologicalcirculationsystem Moussa etal. 2002  Inaword researchonrainfall run-
offmodeltothescaleofdrainageareaisstillinthestageofinitiationandexploration Chen etal. 
2003  Itisaneffectivemethodtosimulatetherainfall runoffprocessofthelowerplainareasbycou-
plingthedistributedhydrologicalmodelofthedrainagearea thehydrodynamicmodelofhydraulic
structureincludingsluiceorpumpateachlevel andtheoptimizationmodelfortheoperationofthe
pumpstation.However onthescaleofthedrainagearea thismethodrequiresalotofhigh precision
datawithperformancecomputingequipment soinfactthismethoddoesnotgetgoodresultsforengi-
neeringapplicationsinlowerplainareas.Howtobuildasimpleandreliablerainfall runoffsimulation
methodiscriticalinthefaceofincreasinglyurgentflooddisastercontrolinlowerplainarea.TheDi-
aochalakearea locatedinthemiddlereachoftheYangtzeRiver isselectedasthestudyarea acombi-
nationofthehydrodynamicmodel thehydrologicmodel thesluicesandpumpmodelisadoptedto
simulatetherainfall runoffprocessintheDiaochalakearea.

2 StudyArea
AsshowninFigure1 theDiaochaLakeareaislocatedinthenortheastoftheJianghanPlainwith

theHanbeiRiverinthenortheast andtheHanRiverinthesouthandtheTianmenfloodcontrolsluice
inthewest.Thetotaldrainageareais1936km2 amongwhichTianmenis919km2 Hanchuanis
984km2andYingchengis33km2.Theterrainofthisregionisrelativelyflat littletiltedfromnorthwest
tosoutheast.Mostofthegroundelevationisof24.0~28.0minTianmenandmostofthegroundele-
vationisof23.0~26.0minHanchuan.

ThedrainagesystemofDiaochaLakeareaismainlycomposedofintersectingartificialditchesa-
roundthestorageareaandthesparestoragearea.Thestorageareaandthesparestoragearea known
astheDiaochaLake isdividedbyseparationleveeandthesparestorageareaislocatedintheeast.The
areaofstorageareaandsparestorageareais48.7km2and38km2respectively.

Thestudyareaiscrisscrossedbyriversandartificialcanals ditches.Themaindrainagecanalsare
mainlycomposedoftheeast westcanalsandthenorth southcanalswithdoubledikes.Theformer
includestheXiatianmenriver theNanzhiriver theBeizhiriver thesouthcanal thenorthcanal the
Minlecanal thepumpstationriver andthelatterincludestheFenshuicanal theeastcanal thewest
canal.Inadditiontotheabove mentionedriverorcanal therearefourbranchwithtotalareamore
than150km2 respectively Yangjiaxinditch Longzuiditch HuayanLakedrainagecanal NanYuca-
nal.

Thestudyareaisdottedwithsluicesandpumpstations.Therearemorethan30first level
sluicesintheDiaochaLakearea amongwhichtheMinlesluice theHanchuansluiceandthattheHan-
chuanpumpingstationsluiceisthethreemainfirst levelsluicewithatotaldesignflowof900m3 s.The
totalinstalledcapacityofthe29first levelpumpstationsis46400kW withatotaldesignflowof
516.59m3 s inwhich12first levelpumpstationsdischargeintotheHanRiverwithatotalflowof
420.89m3 s andtheothersdischargeintotheHanbeiRiverwithatotalflowof95.7m3 s.The1stand
the2ndHanchuanstationandtheFenshuipumpstationisthethreemaindrainagestationunderjuris-
dictionofHanchuanWaterResourcesBureauandtheothersbelongtothevillagewithlimiteddrainage
area.

Thereare129second levelsluicesintheDiaochaLakearea mostofthecontrolareaislimit-
ed.Thenorthfloodgateonthenorthcanalandthesouthfloodgateonthesouthcanalisthe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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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uice whichdischargewaterintothestorageareawhenthewaterlevelofthecanalishigherthan
25.3m.Theeastfloodgateontheeastcanalisthemainsluice whichdischargewaterintothespare
storageareawhenthewaterlevelofthecanalishigherthan26.0m.TheHukousluiceattheintersec-
tionofthesouthcanalandtheFenshuicanalcanadjustwaterbetweentheFenshuipumpstationand
theHanchuanone stationortheHanchuantwo station.Thereare102second levelpumpstations
dottedalongthemaincanalwiththetotaldesignflowof236.16m3 s andthetotalinstalledcapacity
is21857kW.

Fig.1 DrainageSystemDiagramoftheDiaochaLakeArea

3 ModelDescriptions
Thedrainagerainfall runoffmodelisestablishedbycombiningthehydrologicmodel thepump

andsluicemodel thehydrodynamicmodel.Inthisstudy asimplehydrologicmodelisusedbasedon
thedividingofsub district.Thepumpandsluicemodelisemployedtosimulatetheoutflowofeach
sluiceorpump andtheoutflowiscoupledasinflowtothehydrodynamicmodel.
3.1 Districtdivisionandhydrologicmodel

Itiseffectivetoimprovetheaccuracyofhydrologicsimulationbydividingthestudyareaintosub dis-
tricts.Thefourmainfactorsforthisdividingarethesimilarsurfacecondition boundedbyriversorca-
nals controlareaofsecond levelsluicesorpumpstations andtheaccomplisheddistrictbylimited
drainageareastations.However thejointcontrolareaofsomesecond levelsluicesandcorresponding
pumpstationsisvariedaccordingtothewaterlevelaround Soitisnoteasytoaccuratelydividethe
jointcontroldrainageareaofeachcouple.Afterinvestigation duetotheelectricitybillsofdrainage 
thecontrolareaofthesecond levelpumpstationisrelativelyclear itcanbeaccuratetotheadminis-
trativevillage andconsideringthemodelismostappliedforfloodyearswhensecond levelsluice
hardlyhasthechancetodrainage sothejointcontrolareaofthecouplesecond levelsluiceandpump
stationisthesameasthatofthesecond levelpumpstation.Accordingtotheaboveprinciples theen-
tireDiaochalakeareacanbedividedinto73sub districts.



26   水环境保护与水生态修复

Accordingtothecharacteristicofrainfall runoffoflowerplainarea thetotalrainfallisthedeci-
dingfactortorunoffdepthandtheprocessofrunoffisflat asimplehydrologicmodelisused 

R=P-b0Ia-La  1 
Where Ristherunoffinsub districts Pisdailyprecipitation Iaisinitialabstraction Laislater

abstraction andb0isthereductioncoefficientofinitialabstraction.ThevalueofIaandb0isanalyzed
throughthetestdatacollectedfromtheHanchuanrunofftestfieldandLaisequaltotheevaporation
byE601.
3.2 PumpmodelandSluicemodel
3.2.1 Pumpmodel

Second levelpumpstationsusuallybelongtotownshiporvillage.Thereisnofixedoperationand
schedulingrules intheprincipleofmaximizingtheirowninterests townshiporvillageusuallyfully
loadthepumpstationnosoonerthantherainstarting sothereisnearlynosurfacewatersoonafter
therainstops.Therefore theoutflowofthesecond levelpumpstationisafunctionofthedrainage
capacityandtheremainingwaterlogging.Drainagecapacitycanbeapproximatedbythedesignflowof
thepumpstation.Owingtothesmallcontroldrainageareaofeachstationandtherapidconfluenceve-
locityincrisscrossedditch theremainingwaterloggingdependsmainlyontherunoffdepthyiel-
ded.Theoutflowofthesecond levelpumpstationintheSpumpmodelcanbeexpressedbyabilinear
function 

Qpump=
b1V    V≤V0
Qmaxpump V>V0{  2 

Where Qpumpistheoutflowofsecond levelpumpstation m3 s  Vistheremainingwaterlogging
ofsub districtdrainagearea m3  QmaxpumpisMaximumdrainagecapacity m3 s  V0istheminimum
remainingwaterloggingrequiredforthepumpstationtoenterfullloadoperation m3  b1isaparame-
ter Thevalueisequaltotheslopewhichcanbeanalyzedfrommeasureddata  1 s  Theremaining
waterlogginginthedrainageareaissimulatedbyalinearreservoir.

Fig.2 OutflowProcessofSecond levelPumpStationandSluice

3.2.2 Sluicemodel
MostoftheupstreampartintheDiaochaLakeareaisself drainingarea andtheoutflowofthe

self drainingareaiscontrolledbythewaterlevelofthedownstreammaincanal.Itismainlyafunc-
tionofthescaleofthesecond levelsluiceandthewaterlevelundersluice.Partofthesluicemeasured
datashowthatitsprocesslineapproximationshowninFig.2right thesluicesimulationmodelcanbe
expressedas 

Qsluice=
Qmaxsluice
kQmaxsluice{  3 

Where Qsluiceistheoutflowofsecond levelsluice m3 s  Qmaxsluiceisthemaximumdrainageca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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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y m3 s  Zisthewaterlevelundersluice m  andZ0isaparameter criticalwaterlevelabovewhich
theoutflowwillbelimited  b2isaparameter Canbeobtainedfromthemeasureddataanalysis  
3.3 HydrodynamicmodelofDrainageNetwork

TheSaint Vernanequations 3 isusedtosimulatethewaterlevelandflowinthemaincanal in-
cludingtheXiatianmenRiver theNanzhiriver theBeizhiriver thesouthcanal thenorthcanal the
eastcanal thewestcanal theMinlecanal thepumpstationriver theFenshuicanalandthesluiceca-
nal.

Treatthestorageareaandthesparestorageareaastheintersectionwithstorageandtheintersec-
tionofcanalsastheintersectionwithoutstorage continuityequationandmomentumconservatione-
quationisusedtosimulatethewaterlevelandflowoftheintersection.

Treatthemaincontrolsluice suchastheHukousluice thenorthfloodgate thesouthfloodgete
andtheeastfloodgete asinner boundarynode thehydraulicformulaofsluiceisusedtosimulatethe
flowofthosesluice.

Theupperboundaryconditionisflow thevalueistheoutflowoftheTianmenfloodcontrol
sluice.Thelowerboundaryconditionistherelationshipbetweenwaterlevelandflowofthefirst level
pumpstationorsluice.

Fig.3 HydrodynamicModelStructureofDrainageNetworkoftheStudyArea

3.4 ModelCoupling
Usingthehydrologicmodeltosimulatetherunoffthatwillbetakenastheinflowofpumpmodel

orsluicemodelinthesub district andtheoutflowofpumpmodelorsluicemodeliscoupledtothe
hydrodynamicmodelbytheformofexternalinflow.Accordingtothedrainagenetworkandthestatus
ofsecond levelsluiceorpumpstationsinsub districtarea theoutflowisgeneralizedintoapointin-
flowordistributedinflow.SpecificdiagramofcanalinflowisshownintheFig.4.

4 ModelValidationandApplication
4.1 Modelvalidation

Themodelwasvalidatedbyusingthefloodeventswiththenumberof19990622 2003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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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SomeCouplingDetailsattheMainCanal

20040710.Duetothestorageareaandthesparestorageareawasnotbeusedinthethreeflood soonly
thewaterlevelatNanyustationinsouthcanalnearNo.5intersectionistakenasverificationsta-
tion.AscanbeseenfromTable1 theabsoluteerrorofthewaterlevelofthethreetypicalfloodsare
lessthan0.2m.Figure5showsacomparisonbetweenthesimulatedandobserveddailyforebaywater
levelofthe1stHanchuanstationandFenshuipumpstationof20030702flood.Agoodagreementis
achievedatthehighwaterlevelstage.However theyarenotconsistentatthelow waterlevel
stage.Fortherealoperationrulesofthefirst levelpumpstationisrelativelyfreebyhand butthe
simulationoperationrulesisstrictlycarriedoutbycomputer.SuchastheFenshuipumpstationwas
stoppedbeforethewaterlevelfallingto24.5minthereal butinthemodelitwillstillrununtilthe
waterlevelfallingunder23.5maccordingtotheschedulingrules.

Table1 ModelPerformanceduringThreeFloodEventsinDiaochaLakeArea

Years Precipitation mm
HighestWaterLevelatNanyuStation m

Observed Simulated AbsoluteError

1999 336.4 26.23 26.41 0.18

2003 294.7 26.54 26.59 0.05

2004 367.0 26.51 26.50 -0.01

4.2 Modelapplication
InfluencedbyElNino InMeiyurainyperiodof2016inHubeiProvince sixroundsofheavyrain-

fallshowedunprecedentedextremevalue.ThefivefamouslakeareasofthePlainlakeareawereall
lostintoemergencyfloods thewaterlevelofthefivefamouslakeeitherhitanall timehighorex-
cessedtheguarantee.Thefourthroundofheavyrainfallbroughtthestudyareatothehighestwater
levelof26.87monJuly9th.Andafterthattherainfallintensityatthestudyareawasnotbig butthe
neighbouringHanbeiriverbasinwasstronglyinfluencedbythesixthroundofheavyrainfall.Within
43hours thewaterlevelofdownstreamriveratMinlesluicejumpedmorethan3mfrom27.2mon
July18.OnJuly20 thegovernmentdepartmentconcernedissuedaseriesofflooddiversionorders in-
cludingdivertingfloodintotheDiaochalakeareabytheTianmenfloodcontrolsluice.Inorderto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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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ComparisonofSimulatedandObservedDailyForebayWaterLevelof
the1stHanchuanStation left andtheFenshuiPumpStation right 

imizeflooddiversionvolumeoftheHanbeiRiver andatthesametimenotobviouslyincreasethewa-
terloggingoftheDiaochalakearea themodelwasusedtosimulatethewaterlevelofdrainagenetwork
afterflooddiversionunderdifferentdischargeconditionoftheTianmenfloodcontrolsluice.Figure6
showsthewaterandrainfallconditionduringtheMeiyurainyperiodatmainhydrologicalstationand
thecomparisonofsimulatedandobservedhourlywaterlevelatNanyustationunderobservedflood
dischargeoftheTianmenfloodcontrolsluice.TheTianmenfloodcontrolsluiceopendat6oclockon
July20andclosedat15 30onJuly21 thetotaldivertedfloodwasmorethan1300millionm3 andat
thesametimethewaterloggingintheDiaochalakeareawasalmostnotincreased.

Fig.6 WaterandRainfallConditionin2016MeiyuRainyPeriod left andSimulationResults
ofFloodDiversionthroughTianmenFloodControlSluice right 

5 Conclusion
Inthispaper thecombinationofhydrologicmodel sluicemodelandpumpmodel hydrodynamic

methodsisdevelopedforsimulatingtherainfall runoffprocessofthemultilevelartificialcontrolled
drainagesystemsintheDiaochalakearea whichislocatedinthemiddlereachoftheYangtzeRiv-
er.Throughdividingthedrainageareaintoanumberofsmallsub districts thedifficultyofhydrolog-
icsimulationwillbesimplifiedwithoutsacrificingthesimulationaccuracybecausethatsimpler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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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beusedtosimulatetherunoffofsub district.Inordertosimulatetheoutflowofsub district 
thepump modelofsecond levelpumpstationandsluice modelofsecond levelsluiceis
developed.Similarly inordertosimulatethewaterlevelandflowinthemaincanal thehydrodynamic
modelofdrainagenetworkisdevelopedbyusingSaint Vernanequations usingcontinuityequation
andmomentumconservationequationtosimulatethewaterlevelandeachwayflowoftheintersec-
tion usinghydraulicformulatosimulatethefirst levelpumpstationorsluice.Theoutflowofsub
districtwhichissimulatedusingthepumpmodelorthesluicemodeliscoupledtothehydrodynamic
modelbytheformofpointinflowordistributedinflow.Thecasestudyshowthatthemethoddevel-
opedforthefloodsimulationwassuccessfullyintheHanbeiriveronthe98+ floodeventin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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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2 Dhydrodynamicandwaterqualitymodelwasdevelopedandemployedtoanalyze
theeffectofwaterdiversionfromtheYangtzeRivertoChangLake.Threelevelsofwaterdi-
versionvolumewereassumed.Hydrodynamiccharacteristicsandwaterqualityofthelakebe-
foreandafterthewaterdiversionprojectsweremodelledusingthedevelopedmodel.There-
sultsshownthatwaterdiversionhaseffectonpartofthelakearea andthepollutioninthe
westareaofthelakewastakentothewestandfinallythemainareaofthelakebecauseofthe
slowcurrentcausedbywaterdiversion whichindicatedthatthewaterdiversionprojectex-
pandedthepollutedarea.However thebalanceconcentrationofwaterqualityindexdecreased
asthequantityofwaterdiversionincreasedfrom50m3 sto150m3 s.
Keywords model waterdiversion ChangLake YangtzeRiver waterquality

1 Introduction
HubeiProvinceisknownasaprovinceofthousandlakes whichprovideimportantsupportforthe

soc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ofHubeiProvince.However thewaterenvironmentofthoselakes
havebeenpollutedseriouslyduringthelastdecades.

Waterqualityoflakeswerenotimprovedpreviouslyjustthroughcontrollingpointsourcepollu-
tion andriver lakeconnectionprojecthasbeenanimportantecologicalconstructiontoachievethe
goal.However thereweresomekeyissuestobeansweredbeforeconnectionprojectswereconstruc-
ted suchastheeffectofconnectionprojectonwaterquality newpollutionscausedbytheconnection
project thespecificandeffectiveschemeforconnectionproject etc. andalsothesequestionsneedto
beansweredthroughresearchesonconnectionprojectsofriversandlakes.

ChangLakeinHubeiprovinceinthemiddleofChinawaschosenastheresearchobjecttodiscuss
effectsofriver lakeconnectionprojectonlakewaterquality andtoresearchandmakemorespecific
andeffectiveschemesofwaterdiversionintheconnectionproject whichcanalsoprovidecertainsup-
portforwaterenvironmentalmanagementofChangLakebasin.

2 ResearchArea
ChangLakeisthethirdlargelakeinHubeiProvinceinthenortheastofJinzhouCityand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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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westofShayangCity itsanimportantlakeforfloodregulationandstorageinChangLake
catchmentsupplying6.97×108m3storagevolumeforthecatchmentof3240km2scale.Moreover 
ChangLakesuppliesfreshwatertomillionsofpeopleintheborderingareas andprovidesimportant
supportfortheeconomicdevelopmentoftheFour Lakearea.

ChangLakewasconnectedtoYangtzeRiverandHanRiverinhistory butitwasseparatedfrom
riversgraduallybyhumanactivity whichcausedaseriesofwaterenvironmentalproblems suchasde-
creaseoflakearea waterpollution reductionofbiodiversity etal.Therefore waterconnectionpro-
jectsbetweenlakesandrivershasbeenanargentconstructionforChangLakebasintorecovertheriv-
er lakeecologicalsystem.

3 Method
3.1 Governingequations

2 DSaint Venantequationswereemployedasgoverningequationsforlakehydrodynamicmod-
elling whichwereshownasfollows 1  equa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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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histhewaterdepth uandvarethedepth averagedvelocitycomponentsinthex andy
directions respectively g=9.81m s2isthegravityacceleration S0xandS0yarebedslopesinthex
andydirections respectively SfxandSfyarefrictionslopesinthex andydirections respectively.

S0x=-∂b x y ∂x  S0y=-∂b x y ∂y  3 

3.2 Finitevolumediscretization
Theintegralformof 1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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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Greenstheorem equation 4 becomes

∂
∂t∫Ω

UdΩ+∮∂ΩFadv·ndl=∮∂ΩFdiff·ndl+∫Ω
SdΩ  5 

inwhichΩisthecontrolvolume ∂Ωdenotestheboundaryofthevolume nistheunitout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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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ctornormaltotheboundary dΩanddlaretheareaandarcelements respectively.
Fadv= Eadv Gadv T Fdiff= Ediff Gdiff T 

3.3 Computationalgrid

Fig.1 Schematicdiagramofthe
unstructuredtriangulargrid

Consideringtheadvantagesofthetriangularmeshsuchas
strongfittingabilityofcomplexboundary convenientinmesh
generationandlocalencryption theunstructuredtriangularele-
mentwasemployedinthestudy 1 5].Agridischaracter-
izedbythreevertices threeedges andthreeorlessimmediate
neighborgrids.TheverticesofeachcellCihavetobenumbered
inthecounter clockwisedirection asvertices1 2 3shown
inFig.1.Theedgeofeachcellarealsonumberedcounter
clockwise asedgeΓi 1-Γi 2-Γi 3showninFig.1.Eachedge
hasastartnode anendnode andaunitoutwardnormalvec-
tor.Theneighborcellsofeachcellshouldbenumberedthe
sameasedges.

4 FeasibilityAnalysisofWaterDiversionProjectfromtheYangtzeRiverto
ChangLake
  Aroutinewaterqualitymonitoringstationwassetupneartheportwherewaterwastransferred
fromtheYangtzeRivertotheHanjiangRiver.MonitoringdataofCODMn ammoniaandtotalphos-
phorusfromyear2006to2015wereemployedandanalyzed.TheresultsshownwaterqualityofYan-
gtzeRivermeasureduptothethirdlevelofEnvironmentalqualitystandardsforsurfacewater
 GB3838—2002  whichwassuperiortothewaterqualityofChangLake whichindicatedthatwater
connectionbetweentheYangtzeRiverandChangLakecanimprovethehydrodynamiccharacteristics 
furthermore itcanalsoimprovethewaterqualityofChangLake.

5 ResultsandDiscussion
5.1 Calculationcells

Allthelakeareaof134km2wasdividedinto9745trianglecells 5743nodeswith13750m2percell.
5.2 HydrodynamicmodellingandanalysisofChangLakewithoutwaterdiversionproject

Thehydrodynamicmodelwasemployedformodellingthehydrodynamiccharacteristicsofthe
ChangLake.Consideringthatwaterlevelofthelakehadlittlechangesinayear thewaterlevelof
ChangLakeforcalculationwasconsideredas29.5maccordingtofiledhydrologicaldata andthecorre-
spondingflowfieldofthelakeinwaterlevel29.5mwasshowninFig.2.

Theresultsshownthattheflowvelocityinthewholelakeisverysmallincurrentcasewithout
waterdiversionproject.MainlakeareaofMiaoLakeandHaiziLakehasweakcircumfluencebythe
drainageofsewageoutfalls.However consideringtheeffectofwindandsewagedrainage thewater
levelofthelakehaslittlechangelessthan0.005m.
5.3 HydrodynamiccharacteristicsanalysisofChangLakewithwaterdiversionprojectfromtheYangtze
RivertoChangLake

ThreedifferentwaterdischargeweredesignedforwaterdiversionfromYangtzeRivertoChang
Lake suchas50m3 s 100m3 s 150m3 s.Simulatedwaterflowfieldsofthelakeinthethreecases
withdifferentwaterdiversionflowwereshowninFig.3toFig.5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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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FlowfieldofChangLakeatthelevelof29.5mwithoutwaterdiversionproject

Fig.3 FlowfieldofChangLakewithwaterdiversionof50m3/sfromtheYangtzeRiver

Fig.4 FlowfieldofChangLakewithwaterdiversionof100m3/sfromtheYangtzeRiver

TheresultsshownthatflowvelocityneartheareaofMiaoLake andHaiziLakeandthewestof
ChangLake wherewaterflowintoChangLakefromYangtzeRiver wasdistinctiveandtheflowvelocity
becameslowquicklyafterwaterflowingintothemainareaofChangLake.FlowvelocitynearGateLiuling
andXijiakou theoutletofChangLake wererelativelyfastbutweakinthenorthernbayof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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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FlowfieldofChangLakewithwaterdiversionof150m3/sfromtheYangtzeRiver

Lake.Inall waterexchangeinMiaoLake andHaiziLakeandwestChangLakeweredistinct whileca-
pacityofwaterexchangesinthenorthernbayandmainareaofChangLakewereweak.

FlowvelocityinMiaoLake andHaiziLakeandthewestareaofChangLakeincreasedobviouslya-
longwiththeincreaseofwaterdiversionfromtheYangtzeRiver however flowvelocityinthemainarea
ofChangLake andthenorthernbayhaslittlechangewiththeincreaseofwaterdiversion.
5.4 Effectanalysisofwaterqualityimprovementindifferentwaterdiversionproject
5.4.1 Waterqualitymodellingofthelakewithoutwaterdiversionproject

Accordingtothesurfaceshapeandhydrodynamiccharacteristicsofthelake sometypicalpoints
werechosentoanalyzechangesofwaterqualityalongwiththewaterdiversionprocessindifferentde-
signcondition.ChangesoftheconcentrationsofCODandTPatthesetypicalpointsalongwithwater
diversionprocesswereanalyzed.ThelocationofthesetypicalpointswereshowninFig.6.

Fig.6 Locationoftypicalpointsforwaterqualityanalysis

Incurrentschemewithoutwaterdiversionproject modelledconcentrationchangesofCODinthe
typicalpointswereshowninFig.6.TheresultsshownthattheconcentrationsofCODinthelakewill
increasealongwiththesewagedrainageandcometodynamicbalanceandtendedtobestable as
showninFig.7.
5.4.2 ChangesofCODconcentrationinthetypicalpointsindifferentwaterdiversionprocess

Changesofwaterqualityweremodelledindifferentwaterdiversionproject.Theresultssh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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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ChangesofCODconcentrationinthetypicalpointswithoutwaterdiversionproject

thattheconcentration ofdifferent waterindex had similarchangesin one waterdiversion
project.Therefore modelledresultsofCODchangeswerelistasfollowswhileresultsofotherwater
qualityindexeswerenotlistinthispaperasspacewaslimited.ChangesofCODconcentrationatthe
typicalpointsindifferentwaterdiversionprojectwereshowninFig.8toFig.10.

TheresultsshownthatconcentrationofCODincreasedfirstlyandthendecreasedtobalancecon-
centrationduringthewaterdiversionprocess.Thereasonwasthatpollutantsinthewestofthelake
weretransferredtotheeastofthelake andenteredthemainlakeareabysmallcurrentfromthesouth
baycausedwaterdiversion whichresultedinlargerpollutedareaandmorereplacetimeofwaterinthe
lake.AndthebalanceconcentrationofCODdecreasedastheincreaseofwaterdiversionflux.

Fig.8 ChangesofCODconcentrationatthetypicalpointswithwaterdiversionof50m3/sfromtheYangtzeRiver

Indifferentwaterdiversionprocess 50m3 s 100m3 s 150m3 s fromtheYangtzeRiver thebal-
ancedconcentrationfieldofCODofthewholelakewereshowninFig.11toFig.13.

AsshowninFig.11toFig.13 whenthediversionwaterflowincreasedfrom50m3 sto150m3 s 
waterqualitywereimprovedgraduallywithshorterpollutedzone lowerconcentrationofCOD andthe
increaseofwaterareawithgoodquality.

Whenthediversionwaterflowwas50m3 s thepollutedzonewereshapedwiththelength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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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9 ChangesofCODconcentrationatthetypicalpointswithwaterdiversionof100m3/sfromtheYangtzeRiver

Fig.10 ChangesofCODconcentrationatthetypicalpointswithwaterdiversionof150m3/sfromtheYangtzeRiver

Fig.11 BalanceconcentrationfieldofCODwithwaterdiversionof50m3/sfromtheYangtzeRiver

25kmnearbythesouthbay wheretheCODconcentrationexceeded40mg Lwhichwasthelimited
concentrationofthefifthlevelinthenationalsurfacestandard GB3838—2002  Andtheareawhere
theCODconcentrationexceededthefourthlevelwas30kmlong expandedtothesoutheast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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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2 BalanceconcentrationfieldofCODwithwaterdiversionof100m3/sfromtheYangtzeRiver

Fig.13 BalanceconcentrationfieldofCODwithwaterdiversionof150m3/sfromtheYangtzeRiver

lake.
whenthediversionwaterflowwas100m3 s thepollutedzonewereshapedwiththelengthof

17kmnearbythesouthernbay wheretheCODconcentrationexceeded40mg Lwhichwasthelimited
concentrationofthefifthlevelinthenationalsurfacestandard GB3838—2002  Andtheareawhere
theCODconcentrationexceededthefourthlevelwas28kmlongshorterthanthatintheschemeof
50m3waterdiversion.

Whenthediversionwaterflowwas150m3 s thepollutedzonewereshapedwiththelengthof
15kmnearbythesouthernbay wheretheCODconcentrationexceeded40mg Lwhichwasthelimited
concentrationofthefifthlevelinthenationalsurfacestandard GB3838—2002  Andtheareawhere
theCODconcentrationexceededthefourthlevelwas18kmlongmuchshorterthanthatinthescheme
of50m3 swaterdiversion.

Accordingtothemodelledresults waterareaswithdifferentqualityandthecorrespondingper-
centoverthewholelakeweresummarizedindifferentwaterdiversionscheme showninTable1.

AsshowninTable1 indifferentwaterdiversionscheme thewaterareawhereCODconcentra-
tionwerelowerthanthethirdlevelofthenationalsurfacestandard were24% 38%and43%ofthe
lakearea whilethewaterareawhereCODconcentrationexceededthefifthlevelofthenationalsurface
standard were38% 28%and15%.



EffectofWaterDiversionfromtheYangtzeRivertoChangLakeon
HydrodynamicCharacteristicsandWaterQualityofChangLake 39   

Table1 Waterareawithdifferentlevelofwaterqualityindifferentwaterdiversion

WaterDiversion  m3 s 

Levelofwaterquality           

Area km2 Proportion %

50 100 150 50 100 150

2 <15mg L 17.27 27.13 28.67 13 20 21

3 <20mg L 15.09 24.39 28.79 11 18 22

4 <30mg L 49.36 44.96 55.05 37 34 41

5 <40mg L 21.93 17.31 9.91 16 13 7

Less5 >40mg L 29.68 19.49 10.95 22 15 8

6 ConclusionandDiscussion
A2 Dhydrodynamicandwaterqualitymodelwasdevelopedandemployedtoanalyzetheeffect

ofwaterdiversionfromtheYangtzeRivertoChangLake.Hydrodynamicandwaterqualitybeforeand
afterthewaterdiversionprojectsweremodelledusingthedevelopedmodel.

Theresultsshownthattheflowvelocityinthewholelakeisveryslowincurrentcasewithout
waterdiversionproject.MainlakeareaofMiaoLakeandHaiziLakehasweakcircumfluencebythe
drainageofsewageoutfalls.Waterdiversionhadobviouseffectontheflowvelocitynearthewater in-
letofthewaterdiversionproject andhadlittleeffectonthenorthernbayandthemainwaterareaof
thelake.

ResultsofmodelledwaterqualityshownthatconcentrationofCODincreasedfirstlyandthende-
creasedduringthewaterdiversionprocess especiallyinthesouthofthelake.Thereasonwasthatpol-
lutantsinthewestofthelakeweretransferredtotheeastofthelake andenteredthemainlakearea
byslowcurrentfromthesouthernbaycausedwaterdiversion whichresultedinlargerpollutedarea
andmorereplacetimeofwaterinthelake.Whenthediversionwaterfluxincreasedfrom50m3 sto
150m3 s waterqualitywereimprovedgraduallywithshorterpollutedzone lowerconcentrationof
COD andtheincreaseofwaterareawithgood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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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保护规划中有关技术问题探讨

张祖莲,关洪林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湖北省的湖泊数量不断减小,面积不断萎缩,污染日趋

严重,生态功能不断退化,开展湖泊保护刻不容缓。结合湖北省出台的 《湖北省湖泊

保护条例》以及实际规划经验,从湖泊保护规划设计的主要内容、湖泊保护规划与湖

泊水利综合治理规划的关系、湖泊功能排序及水功能区划确定与调整、湖泊形态保护

主要技术指标确定、水资源保护规划、湖泊保护监测、湖泊保护管理等方面分析了湖

泊保护中的主要技术问题及解决方法。分析结果可为今后湖泊保护规划的制定提供

借鉴。

关键词:湖泊保护规划;湖泊水利综合治理规划;水环境保护;水生态修复;湖北省

千湖之省的湖北近几十年来,由于过度开发、管理无序等因素,导致湖泊不仅数量锐减、面积萎

缩,而且水体污染、水环境恶化、生态脆弱、湖泊功能退化等问题突出。为全面贯彻实施 《湖北省湖

泊保护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落实 《关于加强湖泊保护与管理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实施意

见》),省政府颁布了湖北省第一批及第二批湖泊保护名录,包括水面面积6.67hm2 (100亩)以上及

重要城中湖泊共计755个[14]。全省各级政府都很重视湖泊保护与湖泊水利综合治理规划编制工作。
本文根据工作实际,对两个规划的关系及湖泊保护规划中几个主要技术问题提出几点看法,供探讨。

1 湖泊保护规划设计的主要内容

对湖泊保护规划设计,到目前为止,国家没有相应规程规范可供参考,根据 《条例》为达到保面

(容)积、保水质、保功能、保生态、保可持续利用的目标,湖泊保护规划设计主要内容应侧重以下

几个方面。
(1)全面收集湖泊现状基础资料、所在区域国民经济基础资料及相关规划,分析湖泊现状及存在

的问题。
(2)根据湖泊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考虑湖泊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重新拟定湖泊功能及排

序,并根据功能调整划定水功能区。
(3)形态控制是保面 (容)积的关键措施,在基础资料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形态控制水位的确定

是技术难点。根据控制水位确定保容积、保面积的范围,提出形态保护控制措施,并匡算工程量及投

资,但达到形态控制标准的工程及非工程措施投资应列入湖泊水利综合治理规划。
(4)根据湖泊水功能区划及水质现状、水质目标、预测入湖污染物,核算湖泊纳污能力、制定污

染物总量限排方案。制定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规划,提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措施,并匡算工程量及投

资,建议各行业减排措施投资不计入本规划。确定湖泊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水位。
(5)根据湖泊生态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修复与保护措施,并匡算工程量及投资。
(6)提出形态、水位、水环境、水生态监测的布局、内容、频次要求,匡算工程量及投资。
(7)确定组织机构,建立健全管理机制及政策法规,制定湖泊保护目标责任考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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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湖泊保护规划与水利综合治理规划的关系

湖泊保护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形态保护、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湖泊监测、湖泊管理5
个方面的内容。这5方面的内容与湖泊水利综合治理规划息息相关,但其侧重点不一样。湖泊保护规

划是对以上5个方面提出保护与管理措施,重在管理,如形态保护重在根据控制水位确定保护范围进

行勘界定桩,并根据定桩进行监督执法管理。湖泊水利综合治理规划是对达到以上5个目标提出工程

与非工程措施,如达到形态控制水位的各种堤防加高加固、外排闸站增容改扩建、退垸 (鱼)还湖增

加调蓄容积等。因此,湖泊水利综合治理规划是湖泊保护规划的基础,例如保护规划形态控制中的控

制水位必须通过水利综合治理规划中的防洪排涝规划确定,湖泊保护规划是水行政主管部门行使湖泊

保护活动的技术支撑。
根据笔者工作经验,结合湖北省湖泊实际情况,建议对水面面积10km2 以上的湖泊,分别进行

两个规划,先编制湖泊水利综合治理规划,然后编制湖泊保护规划,使湖泊保护规划所采用的数据来

源可靠。对于功能单一且水面面积较小的湖泊,可以将两个规划合并编制,但内容要涵盖湖泊水利综

合治理规划及湖泊保护规划的全部内容。

3 湖泊功能排序及水功能区划确定与调整

湖北省第一批及第二批湖泊保护名录中的755个湖泊,除神农架大九湖位于鄂西山区外,其余绝

大多数集中在江汉平原及鄂东平原上,且约70%集中在武汉城市圈。随着城市圈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对湖泊功能提出了更多的需求,甚至改变了以前的主要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由于城市规模扩展及建设用地的增加,很多农村或城郊结合地带变为城市规划新区或开发

区,区域内的湖泊现状功能多以防洪蓄涝、农业灌溉及养殖为主,将来以防洪蓄涝、城市生态景观

为主。
(2)由于三峡水库蓄水带来的清水下泄导致河床下切,致使荆南三河分流时间及分流量均较蓄水

前减少,长江沿岸同级流量下水位降低,严重影响了以荆南三河及长江为水源的引水灌区春灌用水,
迫使该地区湖泊增加蓄水,原来以防洪蓄涝为主改变为防洪、灌溉并重。

(3)城市中心或城郊结合部的湖泊原来以投饵养殖为主,致使湖泊富营养化严重,每年春夏季节

死鱼翻塘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影响湖泊水质及水环境。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城中湖泊均应以

水环境改善及旅游景观为主,严禁投肥养殖。
综合以上原因,无论是湖泊水利综合治理规划还是湖泊保护规划,都必须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复

核或重新拟定湖泊功能及排序。湖北省绝大多数湖泊没有进行水功能区划,为了满足保水质的要求,
必须根据新的功能排序,拟定水质管理目标,并划定水功能区,为管理单位进行水资源保护提供技术

依据。

4 形态保护主要技术指标确定

根据 《条例》,湖泊保护范围包括保护区和控制区,保护区是按湖泊设计洪水位划定,因此湖泊

设计水位的确定是划定保护区的唯一依据。

4.1 设计洪水位确定

湖北省湖泊基础资料条件差别较大,如省内五大重点湖泊梁子湖、洪湖、长湖、斧头湖、刁叉湖

已经编制了湖泊水利综合治理规划,其他各地、县也对当地个别重点湖泊编制了相应规划,但绝大多

数湖泊既无观测资料,也无管理资料,更没有开展任何规划编制工作。本次全省湖泊保护总体规划对

以防洪功能为主且编制了湖泊水利综合治理规划的湖泊,直接采用已确定的设计洪水位;对没有编制

水利综合治理规划且功能单一、水面面积较小的湖泊,不再单独编制水利综合治理规划的,采用以下

简单方法确定设计洪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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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查法。调查堤防现状、历史最高水位及淹没和损失情况,收集湖泊所在县市防汛手册中的

保证水位,综合比较论证确定设计洪水位。
(2)频率分析法。对长系列湖泊年最高水位进行频率分析,得到设计标准下的湖泊设计水位。
(3)简单调蓄演算法。调查湖泊成灾暴雨历时,选取1980年以来湖泊水位最高年份的实际降雨,

计算入湖洪水,以外排闸站现有排水能力进行调蓄演算,确定设计水位。对于不是以防洪为主,如城

中湖和城郊湖,最高蓄水位取湖泊现有堤防最低堤顶或环湖路最低高程减0.3~0.5m。

4.2 划定保护区范围需注意的边界问题

由于城中湖及农村湖泊周围开发利用情况差别较大,保护区范围划定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1)城中湖泊。设计洪水位以外50m区域内有市政道路或为划拨土地时,以距离设计洪水位最

近的市政道路边线或划拨土地边线为保护区外围界线。设计洪水位以外50~100m区域内为城市公共

绿地、未开发土地时,保护区可适当扩大。
(2)农村湖泊。设计洪水位对应水面线外延50m区域内有特殊分界线 (如河流、道路、行政区

划线、流域分水岭等)的湖泊,则以分界线为湖泊的保护区外围界线。对湖泊周边圩垸,已经明确纳

入退垸还湖和设计洪水计算时参与分洪的圩垸面积是保护区的一部分。设计洪水时不参与分洪,且为

重要保护对象的圩垸不划入保护区,但保护这些重要圩垸的垸堤划入保护区,以重要圩垸垸堤的背水

侧堤脚外延50m作为保护区外围界线。同一水系,水面直接或通过控制闸相连,且同时参与洪水调

蓄的相邻湖泊,以分隔堤的堤轴线作为两湖的分界线。

5 水资源保护规划的重点

在湖泊保护规划中,水资源保护的重点是在明确湖泊水功能区划及水质现状、水质目标的情况

下,预测入湖污染物,核算湖泊纳污能力,制定污染物总量限排方案,提出各行业污染物总量限排

方案。
入湖污染物预测是湖泊作为所在区域受纳水体所有国民经济行业全口径的入湖污染物预测。点源

污染主要包括工业、城镇生活污水集中排放、规模化畜禽养殖业;面源主要包括农村生活污染物排

放、农田径流污染物排放、分散式畜禽养殖排放;内源包括湖泊养殖、底泥等。
对于各行业如何通过工程措施及非工程措施削减入湖污染物,达到总量控制标准,其工程及非工

程措施及投资不列入规划,由地方政府根据规划提出的限排方案由各行业制定专项减排规划。

6 湖泊保护监测

监测是湖泊保护的重要执法手段。监测站点布置、监测手段、监测内容及频次设定要结合湖泊功

能及实际需要确定。最近3~5年内,根据 《条例》确定的目标,监测的重点在形态控制及水质水环

境监测。
湖北省湖泊局为了加强湖泊保护管理,已经建立了湖泊卫星遥测监控系统,利用卫星遥感和信息

化技术,定期开展湖泊岸线监测,加强对湖泊水域岸线的监控管理。各湖泊监测规划应制定遥感监测

技术应用与湖泊日常巡查相结合制度,有针对性地加强区域巡查的频次,有效维护河湖形态及水面

面积。
水文、水环境及水生态监测要充分利用水利、环保部门已有站点,采取自动监测站与人工巡测站

相结合的方式。

7 湖泊保护管理

目前湖泊管理为开放式管理模式,涉及水利、环保、水产、林业、交通、国土、建设等多个政府

部门,由于管理主体不明、执法不力,特别是跨界湖泊,受经济利益驱动,地区之间在湖泊勘界、调

度运用上矛盾重重,加剧了湖泊管理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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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立湖泊管理机构,落实湖泊管理责任人。首先要明确管理主体,市、县两级水行政主管部

门可参考省湖泊局的设置模式,尽快成立湖泊管理机构。原则上,水面面积10km2 以上的湖泊成立

湖泊日常保护专管机构;若不设专管机构,则应明确代管机构及岗位设置、人员。其他按流域或行政

区域集中设立机构,或积极整合现有涉湖机构,赋予相应职能,履行湖泊保护管理职责。
在成立管理机构的前提下,落实湖泊管理责任人,推荐实行武汉市首创的 “湖长”负责制。湖泊

保护实行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以县市区为考核单元,每个县市区的县市区长为该县市区的总 “湖
长”,以乡镇负责人为各湖泊的 “湖长”。总湖长报省湖泊局备案,各湖湖长在县市区政府备案。

(2)建立湖泊保护目标责任考核体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职责分工明确各相关部门和湖泊保

护机构及其负责人的相应责任,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根据湖泊保护规划总体要求,明确各类考核指

标,制定政府层面的考核办法。各地制定考核体系要具体并量化,做到切实可行。

8 结语

湖泊保护规划工作起步较晚,湖泊保护管理法规及机制建设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完善,实际规

划编制工作中,需要认真研究各地实际现状,根据 《条例》制定符合各湖泊保护需要的规划内容,提

出确实可行的保护措施,为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湖泊保护执法、武汉城市圈及湖北省两型社会建设提供

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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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利用湖泊 建设美丽湖北

王小平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介绍了湖北省湖泊的变迁,阐述了湖泊保护的重要作用;针对湖北省湖泊现

状,分析湖泊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诱因,提出了建设美丽湖北的愿景与对策。
关键词:湖泊保护;湖泊利用;美丽湖北

1 湖北省湖泊概况

湖北因湖而得名,素有 “千湖之省”的美誉。境内湖泊是长江中下游湖泊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除

大九湖位于神农架林区西北郊外,其余湖泊均集中在平原湖区,分布于长江、汉江沿岸、平原周边

50m等高线一带以及江河相间的平原洼地。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北省面积6.67hm2 以上的湖泊有

1332个,水域总面积8528km2。1957—1962年,为防止外江洪水威胁,在湖泊通江河口建设了大量

的堤防工程,河湖被人为分割,湖泊水位不再随江水同涨同落,解除了外洪威胁。1963—1970年,
为发展粮食生产,大规模整修河网渠道,兴建了一大批泵站涵闸,湖区排灌能力得到大大提升,在发

展农 (渔)业的同时,也导致了湖泊面积萎缩。1971—1976年,大规模的围湖造田,很多上百平方

公里的大型湖泊开始消亡或被围垦成鱼池。20世纪80年代,湖泊萎缩趋势减缓,但因大面积改造湖

泊、开挖鱼池,部分湖泊逐渐失去了湖盆形态和调蓄功能。世纪之交前后20年,城市扩张和房地产

开发填湖造地,导致城中湖和近郊湖泊水域面积缩减甚至完全消失[1]。

2012年,湖北省开展 “一湖一勘”工作。统计结果表明,全省共有面积6.67hm2 以上湖泊728
个,水域总面积2000km2;另有面积6.67hm2 以下的城中湖27个。全省湖泊共计755个,湖泊面积

总计2706.85km2,其中跨省湖泊3个 (龙感湖跨安徽省,牛浪湖和黄盖湖跨湖南省),跨市湖泊12
个,城中湖103个[2]。

2 问题及原因分析

2.1 湖泊保护方面

2.1.1 湖面遭到蚕食

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北省面积6.67hm2 以上的湖泊有1332个,水域总面积8528km2;可是到2012
年,“一湖一勘”成果表明,面积6.67hm2 以上的湖泊仅有728个,水域总面积只有2000km2。湖泊

数量减少近50%,水域面积不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5%。短短60多年,人类活动对湖泊伤害之重令

人触目惊心;若再不进行保护,可能要不了多少年,“千湖之省”就将成为历史的记忆。

2.1.2 渔业养殖过度

湖北省湖泊绝大多数具有养殖功能,是淡水鱼及其他水产品主要生产基地。基于此,各级政府和

当地老百姓为提高经济效益采取各种办法开展渔业生产,大量采取围堤、围栏和围网方式,建精养鱼

池,饲养滤食性鱼类如鲢、鳙,为提高渔业产量,投饵投肥难以避免,过度养殖造成湖泊富营养化现

象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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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保护意识淡薄

湖北省湖泊数量多、湖岸线长、情况复杂,无论是城中湖还是乡村湖,各种有损湖泊健康的行为

时有发生,如投饵投肥、暗管排污、非法填埋、倾倒垃圾等等;所有这些现象仅仅依靠有限的监管部

门和更有限的监管人员是远远不够的,而是需要沿湖百姓都来保护和参与。但调研发现,大多数沿湖

居民对上述损害湖泊健康的行为均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只有此类行为损害到自己的生活和利益了,
才会向当地政府和媒体反映问题,广大民众的湖泊保护意识极为淡薄和缺失;而这种迟到的反馈信

息,无疑使得湖泊侵害和污染已经既成事实,填土难以挖除、污染难以治理、损害难以复原,很大程

度上降低了湖泊管理的效率,增大了湖泊治理成本,错过了湖泊保护的最好时机。

2.2 水利设施方面

2.2.1 堤防建设标准低

湖北省湖泊湖围堤防大多形成于20世纪50—60年代,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就地建设。因此,
大多堤防是在湖底淤泥基础上形成的,沉降严重,虽逐年加培,但达到设计标准的很少;加之湖堤上

的涵闸、泵站等建筑物设计标准低、运行时间长、老化严重、长期带病运行,当汛期到来时,险象

环生。

2.2.2 防洪排涝能力不足

湖北省湖泊设计防洪能力大多为10年一遇~20年一遇,少数为50年一遇标准;排涝能力大多

为5年一遇~10年一遇,少数为20年一遇标准;无论是防洪或是排涝能力最好的也仅仅只达其下

限,大多数湖泊防洪排涝能力远远达不到设计标准要求。

2.3 水生态环境方面

2.3.1 水污染日益突出

2013年,全省对列入 《湖北省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中的308个湖泊展开了水质监测工作,统

计了98个城中湖泊及82个水域面积大于5km2 重点湖泊的水质状况。结果表明:全省湖泊水质总体

为中度污染,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 (TP)、化学需氧量 (COD)、五日生化需氧量 (BOD5);面积大

于5km2 重点湖泊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城中湖泊水质总体为重度污染,富营养化现象较为严重。导

致城中湖泊普遍呈现富营养化状态的主要污染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点源污染。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污水处理厂尾水等排放入湖。
(2)面源污染。老城区无法实现彻底截污及雨污分流,大量污染物随地表径流进入城中湖。
(3)内源污染。投肥投饵养殖和不科学清淤累积了大量污染物的沉淀物,在水流和波浪等水动力

的作用下,不断重复着沉淀和再悬浮的过程,持续释放污染到水体。

2.3.2 水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由于湖泊面积萎缩和容积减少,湿地植被与野生动物生存环境受到限制,水生态系统恶化加剧,
导致生物数量下降、多样性减少、物种结构改变、部分水生植物濒临灭绝。通过对城中湖泊的水生动

植物调查发现,湖泊中通常没有沉水植物生长;湖泊周边过度硬化,或成为社区,或建成驳岸,或铺

成硬质路面,植被缓冲带缺失或宽度不足;鱼类群落结构不合理,多数以杂食性的鲤、鲫为优势种,
缺乏在食物网中处于高营养级别的鳜、鲶、乌鳢等肉食性鱼类;底栖动物群落退化严重,未发现

螺、蚬、蚌类等大型底栖动物,以富营养化指标种摇蚊幼虫和水丝蚓等小型底栖动物为优势种,
在一些清淤过度的水域,甚至未发现任何种类的底栖动物;大型浮游动物密度低,浮游动物小型

化,主要是轮虫、剑水蚤、变形虫、污钟虫等中污带和多污带的指示物种;营养盐循环速率高,
沉积物 水耦合作用剧烈,底泥易再悬浮;食物链短,生态系统结构简单,多样性低,自净能力普

遍较弱。

2.4 湖泊管理方面

2.4.1 管理体制不顺

目前涉湖管理的部门有水利、水产、环保、林业、农业、国土、建设、旅游、海事 (公安)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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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堤防的不管水面,管水面的不管水质,管水质的不管功能,看似 “九龙治水”,实际上是都管又都

不管,缺乏联动机制。

2.4.2 综合管理执法难

虽然在 《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的要求下,成立了一些湖泊专管机构[3],但主要负责监督协调、
宣传和服务,没有真正的执法权,对违规违建、违法圈地填湖、污水直排入湖等现象,执法主体缺

失;再者,绝大多数湖泊没有设立水文和水质监测站,没有连续的水质与水生态监测数据。因此,制

定不出科学高效的管理方案和措施,湖泊管理举步维艰。

3 湖泊保护与利用探索

近年来,湖北省在推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充分意识到湖泊资源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湖泊保护

与开发策略。

3.1 举全省之力提升湖泊保护战略高度

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湖泊保护工作,将湖泊保护纳入全省 “一元多层次”发展战略,
建立了最严格的护湖管水责任体系,要求坚持保护为先,促进湖泊资源的永续利用。颁布实施

《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为湖泊管理保护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召开高规格的全省湖泊保护大会,
与各市州签订 《湖泊保护责任书》,提出了地方政府的责任考核目标。出台 《关于加强湖泊保护与

管理的实施意见》,成立以政府为主导,水利、环保、城管、规划、农业、林业等多部门组成的湖

泊保护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联系工作机制,设立 “湖北省湖泊局”,明确了水行政主管部门

的湖泊保护主体地位。

3.2 编制规划为湖泊保护与利用提供决策依据

以 “保水质不污染、保数量不减少、保面积不萎缩”为目标,组织开展湖泊保护规划工作。目前

已基本完成全省重要湖泊的保护规划编制工作,计划用3~5年时间,基本遏制湖泊面积萎缩、数量

减少的现象,主要湖泊污染排放总量、富营养化趋势得到有效控制,水功能区划达标率在70%以上,
具有饮用水源功能和重要生态功能的湖泊水质达到Ⅲ类以上。

3.3 加强水利综合治理以修复提升湖泊功能

积极构建江湖两利防洪减灾格局,着力提升湖泊防灾减灾能力。加强湖泊堤防、排水闸渠、排涝

泵站等防洪排涝工程体系建设。着力推进湖泊水环境治理与修复,为恢复湖泊各项功能奠定基础。坚

持 “一湖一策、一湖一景”,先后组织实施了大东湖生态水网构建、汉阳六湖连通、四湖流域综合治

理等湖泊生态修复工程,内沙湖生态修复[4]、借粮湖水利综合治理等工程,均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

和生态效益。

3.4 加强开发管理以实现湖泊永续利用

3.4.1 坚持严格执法

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的湖泊保护执法体系,完善预防为主、调处结合的湖泊保护

机制,统筹涉湖执法力量,加大湖泊执法监督力度,加强湖泊范围内的建设项目管理,坚决打击查处

违法设障、非法圈围、非法采砂、擅自取水排污行为,依法取缔非法占用湖泊水域、滩地的建设

项目。

3.4.2 坚持合理开发

根据污染物限排总量要求,拟定湖泊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削减和控制计划,制定污染治理措施

和污染源整治计划,以维护自然生态的生命系统良性健康为前提进行合理开发,充分发挥湖泊效益。

3.4.3 坚持营造水文化氛围

着力在全省建立 “人湖生死同体、福祸与同”的价值观念,努力营造护湖为荣、损湖为耻的社会

氛围,凝聚全社会爱湖惜水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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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态湖泊与美丽湖北的愿景对策

4.1 创新依法治湖方式,加大法制建设力度

严格执行涉湖法律法规,加大贯彻落实 《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关于加强湖泊保护与管理的实

施意见》的力度。建立和完善湖泊保护的部门联动机制等10项法律制度和16项禁令。建立事权清

晰、权责一致、规范高效、监管到位的湖泊管理体制,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实行湖泊保护绩效目标

管理。统筹涉湖执法力量,加大湖泊执法监督力度,加强湖泊日常巡查和动态监控,使湖泊保护做到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4.2 凝聚社会合力,加强湖泊管理

创新湖泊管理与保护思路,实现政府管理向社会化管理的转变。环保、水利、农林等政府部门管

理湖泊必不可少;除此之外,建立多层次、多方式的民间监督机制,发挥公众在湖泊保护中的重要作

用,加大教育和宣传的力度,提高公众的湖泊保护意识,树立保护和改善湖泊环境的良好社会风尚,
引导全社会都来关心和参与湖泊保护工作。

4.3 有计划实现 “两退”,让湖泊休养生息

加强湖北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积极开展湖泊生态治理修复,推动实施退田还湖、退渔还湖,努力

恢复天然湖泊水域面积,把形态保护、水质保护、功能保护、生态保护作为刚性约束。

4.4 实施江河湖泊连通,构建循环生态体系

坚持山水田林湖的生命共同体思想,科学编制湖泊保护规划,合理确定湖泊开发利用、生态保

护、岸线利用等控制指标,确保湖泊数量不减、面积不萎缩、水质不污染。推进实施河湖水系连通工

程,构建布局合理、连通有序、通畅自然、循环良性、生态健康、引排得当、蓄泄兼顾、丰枯调剂、
多源互补、调控自如的江河湖库水系格局。如大东湖生态水网工程,着力构建东沙湖连通、青山江湖

连通、九峰渠连通、严东严西湖连通、严东湖北湖连通、北湖与长江连通等工程。谋划联动与和谐生

态环境治理策略,激活江湖、湖湖内连功能,实现江湖、湖湖水体互换,营造循环流动的水环境。

4.5 统筹整合各方资源,开展人工生态修复

整合水利、环保、农林等各部门的涉湖政策和资金资源,推进 “一湖一策、一湖一景”建设,把

湖泊建设成水清岸绿、生物多样的水生态景点;成为水系连通、旱涝无忧的水安全景点;打造传承文

明、人水和谐的水文化景点[5],确保湖北省湖泊的永续利用。
健康湖泊即生态湖泊,实现湖泊水清、流畅、岸绿、景美,促进美丽湖北建设。按照 “五个”湖

北要求 (即富强湖北、创新湖北、法治湖北、文明湖北、幸福湖北),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携手并肩、
加强协作,奋力推进湖泊保护和利用工作,让湖泊既是全省人民的钱袋子,又是荆楚儿女的精神家

园,千湖之省碧水长流的愿景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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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湖流域水质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子

余明勇1,徐圣杰2,徐建华1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武汉市环境监测中心,武汉 430015)

摘 要:利用2009—2014年长湖5个水质监测点数据,采用时间序列法分析了长湖水

质的时间变化规律,采用相关性分析法,分析了流域水污染的影响因子。结果表明:
在时间上,长湖水污染物质量浓度季节变化明显,COD、TN、NH3 N均为7月、9
月较低,1月、3月较高,丰水期水质好于枯水期。入湖地区TP质量浓度7月达最高

值,且7月入湖地区的桥河口、关沮口的NH3 N、TN含量稍高于5月。空间上,西

北部入湖地区水质劣于湖心及东南部出湖地区。工业、生活等点源污水,以耕地为主

的农业非点源以及天然降水量和径流量是影响水质的主要因素,入湖排污量、降水量

和径流量与长湖水质呈显著相关关系 (P<0.05)。
关键词:水污染;时空分布;降水;土地利用;长湖

资助项目:水利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 (201101063)资助。

水污染的时空分布特征与水污染影响因子密切相关,如何正确分析评价水污染的时空分布特征及

其主要影响因子是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长湖是湖北省第三大湖泊,流域降水丰富,但时空分布不

均,其特有的气候变化特征、水系形态、地形地貌和过度开发活动等因素,加之大量工业废水、生活

污水以及农村面源污染物排入湖泊,湖泊水产养殖的无序过度发展,导致局部水域有机污染严重,富

营养化风险水平较高。有关研究表明,近几年长湖平均水质类别为Ⅴ类,水体受到中度污染,主要污

染指标为TP、TN、NH3 N、COD、BOD5 等[1]。长湖突出的水污染问题引起了国内研究者的广泛

关注,但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富营养化评价、水质类别评价与达标评价[24]、水环境质量等级的判

定[5]、底泥污染[6]、非点源负荷估算[7]等方面,对长湖水污染时空变化特征的研究则鲜见报道,而对

水污染原因的分析也仅限于污染源负荷及其特点分析[4,7],缺乏包括水文动力、气象条件在内的多因

素研究,对各影响因子与水污染的相关性分析则未见报道。以长湖为研究对象,利用长湖5个水质监

测点数据,采用时间序列法分析了水体污染物浓度的时间变化规律,并采用相关性分析法,对长湖流

域水污染的影响因子进行分析研究,便于采取针对性污染控制措施,为有效消减污染负荷、改善水环

境并加强流域综合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长湖位于湖北省荆州市东北部,范围涉及荆州市、沙洋县和潜江市,湖泊面积为122.5km2,流

域总面积为3240km2,总人口为140.6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65%。耕地总面积较大,但农业人均

耕地仅为0.12hm2。长湖流域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其中山地、丘陵面积占2/3以上。流域内水系发

育,长湖主要承纳西北部的太湖港、龙会桥河、拾桥河及东北部的广坪河来水,其中西北部河流来水

量占流域总径流量的92%,出流主要由长湖东南部的习家口闸、刘岭闸分别排入四湖总干渠、田关

河 (图1)。流域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湿润气候,雨热同季,雨量充沛,降雨多集中在5—9月,占全



长湖流域水质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子 49   

图1 长湖流域水系及监测点位布置示意图

年降水量的60.8%,在此期间降雨多以暴雨形

式出现,降雨强度大。69.7%的径流量集中在

汛期 (5—9月),丰富的降雨、径流为长湖流域

污染物质的迁移转化提供了动力。

2 研究方法与数据资料

2.1 研究方法

采用时间序列法,分析了水体污染物浓度

的时间变化规律。

2.1.1 综合污染指数

采用综合污染指数[810]对湖泊水污染状况进

行综合评价:

P= 1n∑
n

i=1

Ci
C0i

(1)

式中:P为综合污染指数;Ci 为污染物i的实测浓度,mg/L;C0i为污染物i的评价标准值,mg/L。
根据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布的 《湖北省水功能区划》 (鄂政函 〔2003〕101号)规定,长湖执行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水质标准。

2.1.2 相关性分析方法

采用SPSS13.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计算统计数据的相关系数,分析环境影

响因子与各水污染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2.2 数据来源

湖泊水污染受很多因素影响,通过多种途径收集流域水文气象、水质、污染源及基本地理信息的

相关基础数据,主要数据及其来源见表1。

表1 数 据 资 料 来 源

数据类型 数 据 描 述 数 据 来 源

地形图① 比例尺110000  湖北省测绘局

土地利用图① 分辨率30m  中国科学院地理空间数据云,2014年TM卫星数据与图像解译

水系图① 比例尺1100000  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气象②  气温、降水、风速等  荆门气象站、荆州气象站

水文② 径流量等  荆门市水文局、荆州市水文局

水质② 水质监测数据  荆门市环境保护监测站、荆州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污染源② 工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畜禽养殖等
 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2014年沙洋县统计年鉴、2014年荆州区统

计年鉴、2014年沙市区统计年鉴

水利工程② 涵闸、泵站、堤防等  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作物管理② 作物生育期和化肥、农药施用等
 2014年沙洋县统计年鉴、2014年荆州区统计年鉴、2014年沙市区统

计年鉴

 ① 表示数据类型为图数据。

② 表示数据类型为表数据。

选取长湖湖岸附近的习家口、戴家洼、桥河口、关沮口4个监测点及湖心监测点水质监测资料,
习家口是长湖向中下游总干渠下泄的出口控制点,戴家洼、桥河口、关沮口分别是龙会桥河、拾桥

河、太湖港流入长湖的主要控制点 (图1)。水质数据为荆门市、荆州市环境保护监测站提供的

2009—2014年原始水质监测数据,监测频率为每年6次,逢单月监测,于上旬5—10日采样监测。
各站点的监测次数均为36次。主要水质指标包括COD、NH3 N、TP、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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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长湖水质时间分布特征

3.1.1 年际变化

长湖2009—2014年各污染指标年平均质量浓度的年际变化趋势见图2。

图2 长湖水体污染物质量浓度年际变化过程

由图2可见,近几年长湖水体 COD 质量浓度逐渐下降,从7.78mg/L 降低至4.75mg/L,

2012—2014年质量浓度已满足Ⅲ类水质标准;TN与NH3 N的年际变化趋势较为一致,先呈上升

趋势,至2014年后又下降,不同的是,NH3 N各年均符合Ⅲ类水质标准,且年度变化大,其变化

范围为0.36~0.84mg/L,而TN各年均超标,但年度变化小;TP浓度呈波浪式变化,2009—2013
年年际之间差异较小,无明显上升或下降趋势,2014年显著下降至最低值 (0.058mg/L),但仍不满

足Ⅲ类水质标准。
总体上,长湖水质呈波动变化,2009—2011年水质基本呈逐渐好转趋势,2011—2013年呈恶化趋势,

2013—2014年又呈好转趋势。长湖水质在2011、2014年有所改善,2014年有机污染程度相对最轻。

3.1.2 年内变化

根据长湖各监测点2014年水质监测数据,分析各污染指标月平均质量浓度的年内变化,见图3。

图3 2014年长湖水体污染物质量浓度月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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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3可见,COD质量浓度的年内变化情况为各监测点COD质量浓度均符合Ⅲ类水质标准,且

随季节的变化比其他污染物小,但其年内变化规律仍十分明显,1月、3月、5月、11月大于7月、9
月,即枯水期、平水期、丰水期初期之间无显著差异,但均高于丰水期中后期。TN质量浓度年内变

化情况为变化规律明显,3月初最高 (3.49mg/L),长湖入湖地区 (戴家洼、桥河口、关沮口)9月

最低 (1.40mg/L),1月、5月、7月、11月之间无显著差异;在湖心、出湖地区则为7月最低

(1.12mg/L),1月、5月、11月之间无显著差异,故总体上表现出枯水期>平水期>丰水期的特征。

TP质量浓度年内变化情况为,长湖入湖地区TP质量浓度的年内变化明显,7月最高 (0.12mg/L),

9月次之,3月最低 (0.068mg/L),1月、5月、11月之间无显著差异;在湖心、出湖地区则为1月

最高 (0.088mg/L),5月、7月、11月次之,9月最低 (0.046mg/L)。NH3 N质量浓度年内变化

情况为变化规律与TN极为相似,全湖均为3月初最高 (1.20mg/L),9月最低 (0.21mg/L),枯水

期>平水期>丰水期。

3.2 长湖水质空间分布特征

长湖各主要污染指标年平均质量浓度空间分布见图4。

图4 长湖水体污染物质量浓度空间分布

由图4可见,TP的空间分布规律与TN基本一致,长湖西北部地区的戴家洼、桥河口、关沮口

3个监测点之间的COD、TP、TN含量无较大差异,不同监测点之间的波动范围仅为2.3%~7.0%,
但西北部地区的COD、TP、TN含量分别比其他水域高出约0.4mg/L、0.016mg/L、0.5mg/L。西

北部入湖地区不同监测点之间的NH3 N浓度差异明显,变化范围为0.59~0.76mg/L,且入湖地区

明显高于东南部出湖水域约0.3mg/L,表明长湖西北部地区的水质劣于湖心及东南部出湖地区。

4 讨论

4.1 长湖水质年内变化特征分析

丰水期 (5—9月)污染物质量浓度除受到污染源排放量影响外,更大程度上受到降水和径流量

稀释作用的影响。丰水期长湖流域降水量占全年的60.8%,多年平均入湖径流量为4.82亿 m3,丰

水期的水量是枯水期的7倍,降水和地表径流大幅度增加,水体流动加快,十分有利于污染物的稀

释扩散,水环境容量增大。同时,由于丰水期水中丰富的水生植物对有机营养盐的吸收消耗,地表水

中污染物含量降低。随着水量的增加,COD质量浓度稳定下降。长湖流域雨热同季,丰水期又是农

田耕作和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的时期,频率高、雨量大的降水将土壤中未被农作物吸收的 “过剩”氮

磷营养元素冲刷进入河流、沟渠。7月入湖地区的TP以及位于入湖地区的桥河口、关沮口的NH3
N、TN含量与5月相比有所增加,表明丰水期流域农村面源污染对长湖水质的影响较大[11]。因此,
丰水期农业非点源污染负荷量随降水量的增加而增大,丰水期早中期污染物浓度虽下降但不是最低

值,至9月COD、TN、NH3 N质量浓度下降至最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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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水期 (12月至次年3月上旬)的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11.8%,径流量占年总径流量的7.8%,
由于降水量小、上游来水减少,河流、湖泊水位下降,流速减慢,不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水环境

容量较丰水期和平水期大大减小;同时冬季的低温不利于微生物和水生生物的繁殖生长活动,致使水

体的稀释净化能力大幅度下降[12]。此时污染物的分布受农业非点源的影响微弱,湖泊周边荆州区等

城镇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成为主要污染来源,导致枯水期长湖水质普遍下降,COD、TN、

NH3 N质量浓度出现峰值,水质最差。高浓度的NH3 N是人畜排泄物和生活污水的特征,3月初

NH3 N质量浓度最高,表明春季长湖流域城镇生活污水对湖泊水质影响较大。

4.2 入湖污染负荷空间分布特征

长湖各湖区主要污染物负荷贡献比例空间分布见图5。

图5 长湖水体污染负荷空间分布

由图5可见,长湖西北部地区分布着荆州区

中心城区以及荆州区的6个乡镇,这些城镇排放

的生活 污 水 量、工 业 废 水 量 占 全 流 域 的93.7%
(该数据来源于湖北省水利厅重大项目 “湖北省长

湖综合治理与保护利用规划”),主要通过龙会桥

河、拾桥河、太湖港排入长湖。
图5显示,长湖西北部水域的庙湖、海子湖、

拾桥河入湖口的入湖污染负荷共占全湖总负荷的

83.8%~87.6%,其中 海 子 湖 的 负 荷 贡 献 最 高,
占长湖总负荷的53.7%~64.6%,而后港水域、
毛李水域的贡献较小。因此,长湖污染物主要来

源于西北部地区入湖河流。
东南部地区为出湖地区,经过长湖的沉淀、转化

与降解等作用,污染物浓度降低,习家口为全湖水质最好的地区,其次为湖心。因此,在空间分布上,

2014年长湖污染物质量浓度总体呈现出西北入湖地区偏高,湖心及东南部出湖地区偏低的趋势[3]。

4.3 长湖流域水污染影响因子分析

4.3.1 工业、生活排污量

近年来,加强了长湖流域工业污染防治,超标排污的企业实施停产治理,2010—2013年兴建、扩建

了4座城镇污水处理厂,与2009年相比入湖COD、TN、TP、NH3 N削减量分别达4362.71t/a、

509.38t/a、85.71t/a、376.69t/a(该数据来源于湖北省水利厅重大项目 “湖北省长湖综合治理与保

护利用规划”),至2014年COD、TN、TP浓度降至最低,水质有所好转。利用实测的2009—2014
年水质监测数据,采用SPSS软件分析长湖年平均水质与工业、生活污水排放量的相关关系,结果见

表2。

表2 长湖水质与工业、生活污水排放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

项  目
质 量 浓 度

COD TN TP NH3 N

工业、生活污水排放量 0.829** 0.625* 0.657* 0.784*

 注 计算样本数为30;“**”表示显著性水平为0.01,“*”表示显著性水平为0.05。

由表2可知,工业、生活污水排放量与COD呈极显著的正相关性 (P<0.01),相关系数为

0.829,与TN、TP、NH3 N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 (P<0.05),相关系数为0.625~0.784,表明工

业、生活污水排放减少对长湖水质改善的贡献十分明显。但相关研究成果表明,2014年点源COD、

NH3 N负荷贡献仍然高达62.7%、55.2% (该数据来源于湖北省水利厅重大项目 “湖北省长湖综

合治理与保护利用规划”),高于非点源,因此,点源仍然是影响流域 (特别是长湖湖汊)水质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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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因素之一。

4.3.2 降水条件与天然径流量

4.3.2.1 降水

根据长湖各监测点2009—2014年的水质监测资料,计算各月的综合污染指数,并采用SPSS软

件分析各监测点月综合污染指数与降水量的相关关系,结果见表3。

表3 降水量与综合污染指数的相关关系

项 目 戴家洼 关沮口 桥河口 湖心 习家口

Pearson相关系数 -0.498 -0.461 -0.506 -0.559* -0.562*

 注 计算样本数为36;“*”表示显著性水平为0.05。

由表3可知,降水量与湖心、习家口的综合污染指数呈显著的负相关 (P<0.05),与戴家洼、
桥河口、关沮口的综合污染指数呈负相关,表明降水量小的月份其综合污染指数较大,降水量大的月

份综合污染指数较小[13],降水的稀释作用是引起长湖水质随季节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4.3.2.2 天然径流量

2009—2014年水质监测数据,分析长湖月平均水质与入湖径流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及其显著性,
结果见表4。

表4 污染物含量与入湖径流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

项  目 COD质量浓度 TN质量浓度 TP质量浓度 NH3 N质量浓度

入湖径流量 -0.517* -0.665* -0.359 -0.428

 注 计算样本数为180;“*”表示显著性水平为0.05。

由表4可见,入湖径流量与TN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 (P<0.05),与COD、NH3 N之间呈中

度的负相关,与TP之间呈负相关。无论相关性明显与否,各因子与入湖径流量都存在负相关性,说

明天然径流量的增加,可以有效促进水质的改善,以月均径流量为代表的水文因素是影响长湖水质变

化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径流量与降水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年均降水量越大,天然径流量也

越大,其地表水水质越好。

4.3.3 土地利用类型

土地利用变化主要通过非点源污染途径影响水质,是水体氮磷污染的另一重要驱动力。通过对长湖

流域TM遥感影像进行解译,并借助ArcMap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制作的2014年土地利用现状见表5。

表5 2014年长湖流域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的污染物负荷

土地利用

类型

面积

/km2

占流域总

面积比例

/%

泥  沙

负荷

/(104t·a-1)
占总负荷

比例/%

单位面积负荷

/(t·km-2·a-1)

TN

负荷

/(t·a-1)
占总负荷

比例/%

单位面积负荷

/(kg·hm-2·a-1)

林地 845.40 26.1 35.51 8.5 420 211.35 7.1 2.5

草地 41.20 1.3 4.82 1.2 1170 22.66 0.8 5.5

耕地 1164.90 36.0 320.34 76.5 2750 2213.25 73.9 19.0

园地 30.98 1.0 4.21 1.0 1360 30.98 1.0 10.0

建设用地 688.82 21.3 53.73 12.8 780 516.62 17.3 7.5

  由表5可见,长湖流域耕地面积最大,占总面积的36.0%,其次是林地,占26.1%。流域泥沙

负荷采用土壤侵蚀模数估算。流域非点源污染负荷采用输出系数模型估算,各污染物的输出系数以国

内外研究的经验值和取值范围为基础[1417],经综合分析确定长湖流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TN的输出

系数。流域内耕地的年均泥沙负荷最高,占流域总泥沙负荷的76.5%,单位面积耕地的年均泥沙负

荷为2750t/(km2·a),是林地的6.5倍。耕地的年均TN负荷最高,占流域TN总负荷的73.9%,
单位面积TN年均负荷达到19.0kg/(hm2·a),大大超过林地和草地。史志华等[14]对汉江中下游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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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面源氮磷负荷的研究结果表明,水田的溶解态 TN 质量浓度为3.5~6.5mg/L,旱地为2.8~
3.8mg/L,林地仅为1.0~1.5mg/L。单位面积耕地所产生的泥沙和污染物负荷远大于其他土地利用

类型,这与耕地化肥施用量较多、土质松软、坡耕地分布范围较广等有密切关系。因此,耕地是长湖

流域内非点源污染控制的重点[7]。

5 结论

(1)在时间分布上,长湖COD、TN、NH3 N含量均在7月、9月较低,1月、3月较高,丰水

期的水质好于枯水期。入湖地区TP质量浓度于7月达最高值,且7月位于入湖地区的桥河口、关沮

口的NH3 N、TN含量稍高于5月,表明丰水期长湖流域上游农村面源对水体污染的贡献不容忽

视。3月NH3 N浓度最高,表明春季城镇生活污水对湖泊水质影响较大。
(2)在空间分布上,长湖西北部入湖地区各点的水质劣于湖心及东南部出湖地区。
(3)长湖水质变化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其中工业、生活等点源污水,以耕地为主的非点源及天然

降水量和径流量是主要因素,入湖排污量、年均降水量和径流量与长湖水质变化呈显著相关关系。流

域坡耕地分布广,以耕地面积最大和污染物负荷最大为特征的土地利用类型,是影响流域非点源氮负

荷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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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城中湖现状及综合治理对策

周 驰,苗 滕,周念来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在深入分析湖北省城中湖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探讨和分析了大东湖生态水网

构建、内沙湖水体生态修复、后官湖绿道环绕、磁湖风景区营造、房县引水围城、襄

阳九水润城等几种水系综合治理的典型成功案例,并依照这几种城中湖和城区水环境

治理模式提出了城中湖综合治理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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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发挥着洪水调蓄、农业灌溉、城镇供水、水质净化、生物栖息、
观光旅游、水产养殖、交通航运等多种功能,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持区域生态平衡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湖北素有 “千湖之省”美誉,数量众多的湖泊、富集的水资源是湖北省得天独厚的特色优

势,支撑着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休养生息。

1 城中湖现状及问题

根据湖北省 “一湖一勘”成果,湖北省现有城中湖103个,其中武汉市38个,黄石市5个,宜

昌市2个,鄂州市3个,荆门市5个,孝感市4个,荆州市21个,黄冈市16个,咸宁市1个,仙桃

市3个,天门市4个,潜江市1个。城中湖通常兼有洪水调蓄、旅游观光、水质净化、水产养殖、生

物栖息等功能。湖北省城中湖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1 湖面遭到蚕食

高速发展的湖北,城镇化进程和城市的扩张使宝贵的城中湖成为了牺牲品。城中湖水面面积在

8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建设的力度加大而急剧萎缩,有面积记载的47个城中湖消失了15个,水面面

积减少了7.4km2,面积减少1/2以上的湖泊不在少数,有的湖泊面积甚至减少了80%以上。全省各

主要城市无度的房地产开发和城市扩张使得各式高楼耸立在用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和泥土废渣填埋的

湖面上,湖景房、办公楼、购物广场、商务区依水而建。

1.2 水产养殖过度

《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颁布后,城中湖的围网养殖现象有所遏制,多数城市湖泊都在近年强制

拆除了围网和围栏,但还没有杜绝投肥和投饵养殖的现象,导致湖泊富营养化加剧。此外,个别处于

城郊的面积较小的湖泊仍被地方政府承包给私人养殖,基本成了精养鱼池,且饲养种类以滤食性鱼类

鲢鱼和鳙鱼为主,这些鱼类以浮游藻类为食,为了提高浮游藻类的密度,投饵投肥难以避免,造成这

些湖泊的富营养化加剧。与此同时,水产养殖造成湖泊水位提高,降低了湖泊调蓄水位,影响湖泊调

蓄能力。

1.3 水污染持续困扰

全省城中湖普遍水体污染、水质下降。湖北省水环境监测中心近年对全省23个城中湖进行了全年

期水质监测,主要城中湖水质污染十分严重,水质类别评价为Ⅲ类的4个、Ⅳ类2个、Ⅴ类4个,劣Ⅴ类

的达13个,超标项目多为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和总氮,导致城中湖普遍呈现富营养化状态。
湖北省城中湖主要污染源有如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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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源污染是城中或近郊湖泊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主要包括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污水处理

厂尾水等排放入湖。此外,污水收集与处理系统建设也严重滞后,绝大部分湖泊周边未建设污水收集

系统。受城市扩张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影响,城中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城区的主要纳污体。
(2)很多城市的老城区无法实现彻底截污及雨污分流,大量污染物随着地表径流进入湖泊,使得

城市雨水成为城中湖的主要面源污染来源。
(3)投肥投饵养殖和清淤不科学加剧城中湖内源污染,累积了大量污染物的沉积物在水流、波浪

等水动力过程的作用下,不断重复着沉淀和再悬浮的过程,持续释放污染到水体,导致湖泊水质及水

环境恶化。

1.4 生态恶化凸显

通过对城中湖水生动植物分析发现,湖泊中通常没有沉水植物生长;湖泊周边过度硬化,或成为

社区,或建成驳岸,或铺成硬质路面,植被缓冲带缺失或宽度不足;鱼类群落结构不合理,多数以杂

食性的鲤鱼、鲫鱼为优势种,缺乏在食物网中处于高营养级别的如鳜鱼、鲶鱼、乌鳢等肉食性鱼类;
底栖动物群落退化严重,未发现螺、蚬、蚌类等大型底栖动物出现,以富营养化指示种摇蚊幼虫和水

丝蚓等小型底栖动物为优势种,在一些清淤过度的水域,甚至未发现任何种类的底栖动物;大型浮游

动物密度低,浮游动物小型化,且出现的都是如轮虫、剑水蚤、变形虫、污钟虫等中污带和多污带的

指示物种;营养盐循环速率高,沉积物 水耦合作用剧烈,底泥易再悬浮;食物链短,生态系统结构

简单,多样性低,自净能力普遍较弱。

1.5 保护意识淡薄

湖北省城中湖数量多、湖岸线长、城市情况复杂,因此违法填湖、投饵投肥、暗管排污、非法垂

钓、垃圾随意丢弃等行为在任何一个角落里都有可能发生,仅仅依靠监管部门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沿

湖老百姓都参与到湖泊的保护和监管上来。但考察组走访调查发现,大多数沿湖居民对上述现象都是

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只有当湖泊的侵害和污染已经切实损害到自己的生活和利益时,才会向媒体反

映问题,湖泊保护意识极为淡薄和缺失。而这种迟到的信息,无疑使得湖泊侵害和污染已经既成事

实,填土难以开挖、污染难以回收、损害难以复原,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湖泊管理的效率,增大了湖泊

治理的成本,错过了湖泊保护的最好时机。

1.6 管理混杂盲目

目前,水利、水产、林业、城建、公安、卫生等部门都不同程度的参与涉湖管理,管理设施、制

度及措施缺失。虽然在 《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的要求下,近几年很多湖泊也相继成立了湖泊专管机

构,挂靠在水利部门,但主要负责监督协调、宣传和服务,没有真正的执法权。此外,湖泊基础设施

较差,大部分城中湖没有设立水文监测站,没有连续的水质、水生态监测数据,湖泊管理的基础和依

据缺失,因此很难制定出科学高效的管理制度及措施。

2 典型案例分析与模式探讨

随着湖泊保护被纳入全省发展战略体系,近几年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湖北省把湖泊治理

作为建设美丽湖北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各地也都在积极探索治湖方略,因湖施策,综合治

理,取得了初步成效。

2.1 大东湖模式———生态水网构建工程:水系连通

大东湖生态水网以全国最大的城中湖武汉东湖为中心,由东沙湖水系和北湖水系的江、湖、港、
渠构成,包括东湖、沙湖、杨春湖、严西湖、严东湖、北湖6个主要湖泊 (水面面积62.6km2)以及

青潭湖、竹子湖等湖泊,通过 “三大工程 (污染控制、水网连通、生态修复)、一个平台 (监测与评

估研究平台)”建设,实现江湖相通,构建生态水网湿地群。项目实施后,大东湖区域将形成一个

436km2 的湖泊生态湿地群,在国内绝无仅有。工程总投资158.78亿元,实施期12年,其中近期

(2008—2012年)投资匡算89.03亿元,远期 (2012—2020年)投资匡算69.75亿元。东沙湖连通渠



湖北省城中湖现状及综合治理对策 57   

工程是大东湖生态水网构建项目的启动工程,该工程自2010年4月30号开工,2011年9月30日楚

河竣工通水,2013年12月初期雨水截流箱涵全线连通,并投入运行。该工程的建设打通了东湖和沙

湖的水力连通通道,增强了茶港地区的区域排渍能力,完善了区域内配套的雨污水收集与处理系统,
有助于控制水果湖面源污染,改善东湖、沙湖和水果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区域城市功能和城

市环境景观,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
江湖连通、引水治湖。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湖泊水系通畅、水体自净能力强,是保持水质良好

的重要因素。大东湖水网工程的核心是 “引江济湖”,即在对污水进行截污处理的基础上,将东湖、
沙湖等6个主要湖泊与长江连通,使大东湖水系重现自然生态,对排洪减涝、雨洪资源利用和改善生

态环境等方面都有较为正面的影响。此模式适用于水系发达地区、地理位置靠近大江大河的城中湖治

理,对湖泊地理所处和水系现状要求较高。

2.2 内沙湖模式———水体生态修复工程:水体修复

内沙湖和鲩子湖生态修复工程以调整和优化湖泊生态系统结构为中心,结合城市景观湖泊的生态

功能,开展湖泊水生态修复,实施包括水位调控、水体透明度改善、湖泊底质改善、沉积物 水层交

换控制、健康食物网构建、水生植被和底栖动物群落恢复、清水态生态系统优化与稳定等措施,在短

时间内实现湖泊由 “浊水态”向 “清水态”的转换。项目实施前,2个湖泊水质常年为Ⅴ~劣Ⅴ类,
水体混黄,各种藻类疯长,食物链断裂,生态系统结构简单。项目实施短短3个月后湖泊整体水质提

升到Ⅳ类,部分湖区达到了Ⅲ类水水质,现在多达十几种不同种类的水草构成的水下 “森林”密布,
水体清澈见底,浮游植物丰度大幅降低,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湖泊自净能力显著恢复,生态系统已

实现良性循环。项目的实施不仅提升了市民的生活品质,还提升了湖周土地使用效益与环境景观,有

效推动了武汉市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此外,2个典型城中湖的治理成功,也证明了对城中湖进行

生态修复是可行的,生态修复技术应用于城中湖治理是成熟可靠的,是适用于湖北省气候和地理状况

的,可为全省城中湖的治理和保护提供新的思路、技术支撑和样板,值得借鉴和推广。
对湖泊水体本身的治理是 “内沙湖”模式着眼的关键。湖泊无论大小,都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

统,系统内各组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各自发挥着不同的生态功能。当环境改变使得这些组件缺失

后,必然引起生态系统的恶化。通过水体修复维护水生态系统的健康性、多元性和可持续性,加强水

生植被构建并通过恢复生物群落多样性,创造生态系统的物种流、能量流、营养物质循环以及生物竞

争的条件,维持水生态平衡。用生态方法调动水体本身的自净能力是水生态治理中事半功倍的治本之

策,这类技术具有处理效果好、工程造价相对较低、不需耗能或低耗能、运行成本低廉等优点;同时

不向水体投放药剂,不会形成二次污染,还可以与绿化环境及景观改善相结合,应当成为未来水体污

染及富营养化治理的主要发展方向。此模式适用于中、小型且截污工作较为彻底、对水体景观要求较

高的城中湖治理。

2.3 后官湖模式———绿道环绕:郊野休闲

后官湖绿道位于蔡甸区后官湖畔,是武汉市首条郊野绿道,将生态资源保护和知音文化传承相结

合,以 “山水相融、田园相映、林城相依、知音文化”为指导思想,打造韵律田园风光、雅乐知音故

事、静谧莲花水乡三大主题,具备湖泊修复、生态保护、休闲游憩、旅游经济四大功能。后官湖绿道

的建成还原了湖泊的自然生态功能,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绿道分为四条线路 (环后官湖线、
环知音湖线、环白莲湖线、环高湖线),总长度110km,占地总面积约550hm2,总投资7亿元。绿道

依湖而建,道宽4m,由石板路、水上木质栈道交联而成。道路两旁,一面湖光山色,一面树木葱郁,
鸟语花香,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骑行、采摘。由于绿道的绝美风景,后官湖畔也将被打造为武

汉休闲运动的中心。据不完全统计,周末绿道每天的接待量都在万人次以上,人气的升高,使得这里

的 “绿肺”效应显现的同时,也开始释放出可观的生态红利,在蔡甸区的生态创建中,可谓一个最亮

眼的 “样本”。
现代都市车水马龙,城市的发展掠夺了自然和绿色,使得人们亲近自然的热情无处释放。“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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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模式契合了当代的湖泊资源利用理念,以保护为主、开发为辅,在保护中开发,既综合考虑了武

汉市湖泊 “三线一路”保护规划,又迎合了现代都市人群的运动休闲需求,利用湖泊的优美环境,加

以完善运动休闲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郊野休闲型的生活与运动平台,拉近自然与人们的距离,使老百

姓不再与湖隔绝,从而聚集人气。在人气的拉动下释放出可观的生态红利,为周边的村民带来了可观

的经济效益。此模式适用于湖泊生态环境较好、人口较为稀疏且交通便利的城中湖治理,对配套设施

的完善和维护要求较高。

2.4 磁湖模式———风景区营造:园林文化

磁湖历史文化悠久,远在古代就是名胜风景区,因史闻名:苏轼 “乌台诗案”谪居黄州,苏辙乘

船溯江去黄州看望,突遇风阻,入湖避风,苏轼闻讯赶来,兄弟二人在磁湖泛舟游览,即景抒怀。在

此背景下,以 “打造矿冶文化名城,建设生态园林黄石”思想重新打造磁湖名片。一是在湖中心按古

籍记载,仿建了 “鲶鱼墩”。为了纪念苏氏兄弟泛舟磁湖的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在鲶鱼墩上建有 “系
舟亭”,立有 “苏公石”,并在碑石上刻有苏公的诗文,重现了积淀很久的磁湖历史文化。二是在湖的

南侧,人工建造了 “澄月岛”,岛呈圆形,周围环水,好像一轮明月浮于水中。岛上楼榭亭台,繁花

似锦,美不胜数。特别是 “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的雕塑,形神兼备,栩栩如生,与 “澄月”交相

辉映,寓意深刻,耐人遐思。三是在磁湖的中心地带,修建了团城山公园,园内还建有园中园,名曰

“逸趣园”“映趣园”“野趣园”,三园景色各异,各有特色,趣味横生,因此被称为 “名园三趣”。团

城山公园卧山绕水,雕梁画栋,碑林匾额,绿树掩映,鸟语花香,环境幽美,被评为国家园林建设的

名园,是磁湖风景区的主体和中心所在。
城市湖泊型风景区是位于城市建成区,具有一定自然景观资源或历史人文资源,并作为城市公共

和旅游生态资源的城市自然湖泊区域。城中湖风景区由于其特殊的发展历史和区域条件,往往会兼具

城市滨水区、风景名胜区、生态保护区与城市公园等不同区域的特性,往往具有多重属性的复合。城

中湖风景区的发展方向应与城市的发展方向相协调,需要面对城市快速扩张带来的压力,从有利于整

个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统筹风景区的规划与建设。此模式适用于自然景观资源或历史人文资源丰富的自

然湖泊治理,同时辅以较高水平的规划和设计。

2.5 房县模式———引水围城:人工景观

房县位于湖北西北部,虽因山而得名,但县城最具特色的却是四面均有河流穿城而过,南有大

河,西有马栏河的军店段,北有沙沟河、鲍家河,最后4条河流汇集一起滔滔向东而去;同时,城区

以马栏河谷为中心,形成一条狭长的断陷盆地。在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下,房县引水围城,对城

市水环境进行改造,充分利用自然河道的落差,在马栏河上共修建了11级橡胶坝和砌石坝,回水长

度达到9.85km,形成114.31万km2 的人工湖面,蓄水量达到250万m3;尤其是在不影响行洪的前

提下,在形态各异的砌石坝 (蘑菇坝、水帘子坝、S形坝、钢琴坝)回水区内人工修建了各具特色的

沙洲小岛,岛上种满各种水生植物,岛上成了各种小鸟栖息的家园,水下成了各种水生物繁殖、居家

的首选,人工湿地生态系统悠然而成;在这些人工湖的进口处,建有宾格网拦渣坝,有效地阻挡了上

游河道随流而下的杂物;入湖河道治理中全面摈弃 “渠化、白化河道”的现象,创立 “堤稳、水清、
岸绿、景美”的治河方针,在堤身中下部设计亲水平台,堤身用生态混凝土块护坡,堤顶绿树、红花

成行的建造格局,打造了总长40km的水生态长廊;沿河大道、滨河大道、唐城大道沿路有各类小

吃、夜市、商铺以及公司,原来人迹罕至的地方变得车水马龙。
在处处以牺牲宝贵的水资源为代价推进城镇化进程的今天,填湖、围湖、侵占水资源的情况随处

可见,引水入城新建人工湖未尝不失为一种出路。房县的引水围城是城区水环境治理中较为特殊的方

式———通过改善生态环境这一间接方式促进本地区的发展。河流和湖泊本身并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

益,但由于环境的优化,提升了本地区的品质,相较于其他地区形成了特有的资源优势,增强了本地

区的竞争力。房县因地制宜,引水围城,既可以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和小气候,优化人居环境和城市

景观,又能够加大县城防洪排涝能力,同时增值工商业、餐饮业和旅游产业,真正实现了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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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环境效益的统一。此模式适用于地理特点适合、有充足的水源补给 (包括江河引水、大气降水或

地下水)的城中湖治理,对规划和设计的水平也有较高的要求。

2.6 襄阳模式———九水润城:流域治理

襄阳承借独特山水优势,制定 “九水润城”战略,引水入城,显山活水,提升城市品质,建设山

水园林城。九水润城,以汉江为主线,以唐白河、小清河、七里河、南渠、连山沟、滚河、淳河、浩

然河为经线,周边水库和湿地为补充,使水系覆盖襄阳全城。第一,注重汉江生态景观带建设,以汉

江保护为重点,建设长寿岛、解佩渚、贾家洲、鱼梁洲、月亮湾湿地公园、樊城江滩公园、滨江路、
沿江大道生态景观带,多点打造百里汉江画廊。第二,“汉江 南渠 护城河”3水连通工程正式通水,
使清澈的汉江水自流入因缺活水而荒芜的南渠,进而流入护城河,南渠清了,护城河活了,既是景

观,又可泄洪。第三,人工开凿浩然河,连接起汉江与唐白河,开展绿道、塑胶跑道等景观廊道建

设,既保障了东津新区防洪安全,又提升了区域品质和能级。第四,采用BT融资模式投资建设的第

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小清河防洪景观综合治理工程,将对小清河水系岸线、植被景观、主题公园、
休闲广场、文化长廊等进行一体化开发建设。随着一条条水系的保护与修复,城市品质明显提升。

襄阳的 “九水润城”战略是城市河湖流域综合治理的典型代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运行后,对汉

江中下游特别是襄阳市生态环境造成深远的影响,如多年平均水位下降、多年平均流量减小;地下水

水位、水质下降;江滩、洲滩湿地面积减少;水环境容量降低;航运条件好的中水历时大幅度缩短;
生物多样性下降等。同时,汉江上游规划中的引汉济渭工程又将每年从汉江上游跨流域调水10亿~
15亿m3,进一步加剧对中下游沿岸地区的不利影响。在此情况下,襄阳从流域角度考虑城市发展,
引水覆盖全城,改被动为主动,积极应对南水北调产生的负面效应,谋划了一个涉及诸如水系连通、
河道综合整治、征地搬迁、城市交通、供水排污、桥梁建设、人造景观设计、商业延续等一系列问题

的巨大系统工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对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面

对全球化的影响,如何营造城市的特色和城市的凝聚力,这一工程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此模式适

用于水系发达、规模较大的城市进行河湖流域综合治理和建设,需要较高水平的顶层设计和配套工程

的大规模实施,还需要解决建设费用巨大和水生态系统如何建立的问题。

3 城中湖综合治理对策与建议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初级阶段,需要走资源开发型的道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走过了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对湖泊资源的保护和治理,亦应该进

入新的阶段。上述几种城中湖和城区水环境治理对策,成效明显,措施得力,使我们看到了希望的曙

光,对探寻今后的治湖方略,既可资借鉴,也发人深省。
(1)城中湖治理应作为生态城市建设的基础工程,摆在水环境治理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城中湖

的治理汇集了多种棘手的问题和矛盾,要综合考虑雨洪调蓄、污水接纳、渔业养殖、房地产开发、公

园和景观建设等多项工作,着力解决湖泊填占严重、水质污染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紧迫问题,工作

难度最大,但能够拉动一系列相关产业发展,带动作用也最大。
(2)城市河湖水环境治理模式应从单一向综合转变。湖泊的情况千差万别,不能套用一种模式。

通过借鉴上述几种城中湖综合治理模式,找到适用于湖泊现状的治理方式,改变单一的思维套路,集

成和采用各种有效手段,提高效率和可持续性。
(3)用铁的手腕坚决遏制湖泊被侵占的现象。定期进行湖泊巡查,对违法的涉湖项目记录在案,

并联合相关部门监督整改,加大对涉湖案件处罚力度,坚决打击违法涉湖项目。对非法涉湖行为的处

罚过轻,不足以震慑既得利益者,重疾需用猛药,乱象需用重典,只有加大处罚力度,才能有效制止

非法涉湖行为。
(4)下决心解决雨污分流问题,加快推进中心城区截污工程。随着人口、产业不断集聚,城市发

展与湖泊水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截污治污为湖泊保护与治理之根本和前提,完善管网、逐年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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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排污口、合理利用水资源、逐年提高城市水系生态环境质量,是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城市可持续发

展的必然选择。截污治污应 “一湖一规”,再协调汇总,形成 “网状”体系。控制排污,实施入湖排

污口整治工程,切断入湖工业、生活排污口,加快湖泊周边的城市雨污分流工程建设,从根本上保证

城中湖水体不再纳污。
(5)理顺城中湖保护与治理运行机制。尽快落实辖区内城中湖管理机构,改变多部门管理职能交

叉重叠、执法不严的现状;不定期对辖区内湖泊巡查抽查并将结果公之于众;将湖泊保护经费列入政

府财政预算,建立稳定的投入机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格局,建立市场化、多元

化的湖泊保护投融资机制,引导民间资本投入湖泊保护;整合民间保护力量,鼓励更多民间环保人士

和公众加入到湖泊保护的工作中来,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大公众教育和社会宣传的力度,提高公

众的湖泊保护意识。
(6)借助制定 “十三五”规划的契机,将城中湖的保护和治理纳入规划,并以法治的思维执行

好,以科学的态度落实好。围绕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汉江经济带等开发机遇,立足水生态文明建

设的大布局,有针对性地开展城中湖整治,综合考虑历史、现状和长远规划,恢复一些,改造一些,
新建一些。

城中湖是城市的眼睛,理应得到精心呵护。全社会共同努力,关注湖泊、善待湖泊、保护湖泊、
珍爱湖泊,实现人与湖泊的和谐发展、人与水的和谐相处,让湖泊更好地惠泽民生、造福人类!

(本文发表于 《湖北水利》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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氵危水水库水质变化趋势分析

喻 婷,周念来,苗 滕,江 来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以荆州市氵危水水库的水质为研究对象,对主要超标因子总磷和总氮为典型指标

进行水质变化趋势分析。结果表明,总氮上升趋势显著,水库水质富营养化趋势显现;
氵危水流域上游城镇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入河,以及不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是水库水体富

营养化的主要原因;加强氵危水水库水源地保护迫在眉睫。
关键词:饮用水源;水质变化;氵危水水库

对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变化的研究,一直是众多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基于不同的研究对象,所采用

的水质趋势分析方法也有所不同[1]。荆州市以氵危水水库作为新的饮用水源,解决松滋市城区及输水管

网范围内沿线8个乡镇的供水。本文以荆州市氵危水水库水质为研究对象,对主要超标因子总磷和总氮

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管理对策以及治理办法,为进一步做好水库的管

理和改善库区水质提供科学依据。

1 概况

氵危水水库是荆州市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担负着大岩咀集镇及水库周边数万人的生产生活用水,
随着松滋市 “引氵危济城”项目的启动,2016年氵危水水库将正式为松滋城区和部分乡镇供水,承担30
万人的安全供水重任。

氵危水水库工程于1958年动工兴建,1970年枢纽、灌溉工程基本完工。1975—1980年、2005—

2010年进行了2次除险加固。水库投入运行以来,平均每年为灌区供水1.21亿 m3,年平均发电量

4000万kW·h,供电3000万kW·h,拦蓄流量1000m3/s以上洪峰50多次,对受益地区国民经济

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水库已纳入一级水源地保护区,水功能区水质管理目标为Ⅱ类,保护氵危

水水库生态和水质是目前面临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氵危水水库作为松滋市城北青峰山水厂新的取用水源,担负着松滋市新江口城区生活用水和工业

用水以及周边4个乡镇 (南海镇、王家桥镇、街河市镇、氵危水镇)生活用水的重任,对供水保证率特

别是水质有较高的要求。随着水库上游及周边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围栏养殖业的兴起,水库

水体总氮、总磷含量增加,富营养化趋势凸现。因此,对水库水质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2 水功能区划与评价指标

2.1 水功能区划

根据 《湖北省水功能区划报告》,氵危水有1个一级水功能区,即氵危水水源地保留区,始于松滋县

乌溪沟水文站,止于松滋县大岩咀,长22km。现状水质Ⅳ类 (局部库汊Ⅴ类),水质管理目标为

Ⅱ类。

2.2 水质评价指标

根据氵危水流域的污染特点,确定氵危水水库水质评价典型限制性指标为总磷 (TP)和总氮 (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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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磷、总氮是主要治理对象。

3 水质变化分析

3.1 水质变化分析

3.1.1 水质变化过程

荆州环境部门的水质监测资料显示,自2010年5月至2015年5月,氵危水水库坝前取水口、库

心、库汊处的水质均有不同程度的恶化。水库坝前取水口处总氮含量年均值范围为0.94~2.23mg/

L,年内汛期、非汛期结果接近;水库库心处总氮含量年均值范围为0.99~2.05mg/L,年内结果也

较接近;至2013年10月,水库内付成贵库汊、洞马口库汊以及邓永革库汊的水质已基本为Ⅴ类甚至

劣Ⅴ类,主要超标因子是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化学需氧量 (总氮未检测);目前氵危水水库水

质为劣Ⅴ类。
从图1可以看出,2010年5月至2015年5月氵危水水库坝前取水口的总氮水平由Ⅲ类变为Ⅳ类、

Ⅴ类,直至变为劣Ⅴ类,呈现不断恶化的趋势。
从图2可以看出,根据近5年氵危水水库库心水质的检测结果,库心总氮水平由5年前的Ⅲ类变为

Ⅳ类、Ⅴ类,甚至劣Ⅴ类。

图1 氵危水水库取水口总氮变化趋势

图2 氵危水水库库心总氮变化趋势

2013年10月,松滋市环境监测站对氵危水水库内的李家河库汊、洞马口库汊以及欧家坳库汊进行

了水质取样及检测分析 (表1)。从表1可以看出,氵危水水库内的库汊水质已基本为Ⅴ类甚至劣Ⅴ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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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超标因子是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化学需氧量 (总氮未检测),可见库汊围栏养殖对水质

已造成巨大影响。

表1 氵危水水库各库汊处水质现状 单位:mg/L

库汊名称 项目
主要超标因子

高锰酸盐指数 氨氮 总磷 化学需氧量
评价类别 备注

李家河库汊
检测结果 18.7 2.182 0.315 62.8

单项水质类别 劣Ⅴ类 劣Ⅴ类 劣Ⅴ类 劣Ⅴ类
劣Ⅴ类

洞马口库汊
检测结果 12.6 1.732 0.174 36.7

单项水质类别 Ⅴ类 Ⅴ类 Ⅴ类 Ⅴ类
Ⅴ类

欧家坳库汊
检测结果 12.8 1.613 0.159 34.8

单项水质类别 Ⅴ类 Ⅴ类 Ⅴ类 Ⅴ类
Ⅴ类

总氮未检测

3.1.2 入库支流水质现状

2015年6月,项目组在氵危水水库上游主要支流入库处 (图3)进行了采样和检测分析,检测项目

主要为总氮和总磷,水质现状为劣Ⅴ类,见表2。

图3 氵危水水库库汊及入库支流监测点位示意图

表2 入 库 支 流 监 测 结 果

取样地点 项目

总  氮

总氮

/(mg/L)
其中NO-3

以N计/(mg/L)
NO-3 占比

/%

总磷

/(mg/L)
评价类别

支流入库处

(乌溪沟附近)

检测结果 2.390 1.928 80.65 0.011

单项评价 劣Ⅴ类 — 主要贡献因子 Ⅱ类
劣Ⅴ类

支流入库处

(沙溪坪附近)

检测结果 2.481 1.753 70.67 0.030

单项评价 劣Ⅴ类 — 主要贡献因子 Ⅱ类
劣Ⅴ类

根据表2的监测结果,氵危水水库的主要入库支流已严重污染,总氮均为劣Ⅴ类,其中70%~
80%为硝氮。可见,入库支流水质较差,且超标因子与水库库体相同,故可以推断出,入库支流是水

库水质恶化的污染源。

3.2 富营养化变迁分析

氵危水水库的富营养化情况,已由10多年前的贫营养水平升至富营养化水平。



64   水环境保护与水生态修复

富营养化是一种营养物质在湖泊水库水体中积累的过多,导致生物 (特别是浮游生物,即藻类)
的生产能力异常增加的过程。本项目采用狄龙模型预测总磷和总氮的浓度:

P=Lp
(1-Rp)
βhp

Rp=1-
W 出

W 入

β=Qa/V
式中:P为湖 (库)中氮、磷的平均浓度,g/m3;Lp 为年湖 (库)氮、磷单位面积负荷,g/(m2·

a);β为水力冲刷系数,1/a;Qa 为湖 (库)年出流水量,m3/a;Rp 为氮、磷在湖 (库)中的滞留系

数;hp 为湖 (库)平均水深,m;W 出 为年出湖 (库)的氮、磷量,t/a;W 入 为年入湖 (库)的氮、
磷量,t/a。

根据氵危水水库现场考察和相关资料,选取氵危水水库富营养化预测的各种参数,详见表3。氮、磷

的预测浓度分别为1.559mg/L、0.034mg/L。根据 《湖泊水库富营养化评分与分标准》,氵危水水库富

营养化总评分为65.59,已经出现富营养化。

表3 水库富营养化预测参数表

W入/(t/a)

总氮 总磷

W出/(t/a)

总氮 总磷

Rp

总氮 总磷

β
/(t/a)

Qa
/(万m3/a)

V
/万m3

hp
/m

Lp/[g/(m2·a)]

总氮 总磷

P/[mg/(L·a)]

总氮 总磷

1351.9 20.6 1623.1 71.0 0.189 0.710 20 102800 51200 12 46.3 2.8 1.559 0.034

4 原因分析

通过分析,水库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库汊围网养殖均对水库水质造成了一定影响。值得关注的

是,汇入水库的各支流中,总氮 (主要是硝氮)超标尤为严重。造成硝氮超标的主要原因有:①在农

业耕作中,所施的氮肥里氨氮容易被作物吸收,而硝氮较难,故农业面源流失以硝氮为主[2],最后汇

聚于水库水体中;②水库水体溶氧较高,导致氨氮易被氧化为更稳定的硝氮;③水库中碳源的相对缺

乏导致反硝化效率低,反硝化过程不畅,硝氮不能及时转化为氮气溢出环境,故硝氮富集。硝态氮通

常会被藻类优先利用,硝态氮浓度高会导致藻类大量繁殖[3],使得水库水体水华风险加剧。
氵危水流域水环境污染严重的成因可以概括为4个方面:
(1)近年氵危水水库上游来水偏少,其多年平均来水量为9.42亿m3,而近10年来水年平均仅8.4

亿m3,并且由于上游新建水库的调蓄作用,泄洪4次、年均0.17亿m3,水体交换的频率变小。
(2)污染源头控制不力,导致污染负荷不经处理直接排放。
(3)库区养殖是造成水质污染、水生态恶化的重要原因。
(4)在水资源与水环境管理方面,造成上述与水环境承载能力不相适应的经济发展的过程[4],存

在环境保护意识落后,污染防治投入不足等原因。

5 结论

氵危水水库的水环境问题与流域内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关系。2010年以前,水库水质一

直处在Ⅱ类偏上甚至近乎Ⅰ类地表水标准;随着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他综合因素的介入,2010
年以后氵危水水库的水环境质量逐年下降,2014年水库养殖业的迅猛发展,库区内整体水质较差,总

氮已超标2.32倍;目前水库内大水面围栏养殖已逐渐清退,但库汊养殖现象依然存在,整体水质暂

无明显好转。
针对上游入库支流水质现状为劣Ⅴ类以及水库水质不断恶化为劣Ⅴ类的事实,建议当地政府尽快

启动氵危水水库周边城镇污水处理厂及其配套管网的建设,确保城镇生活污水不再直接排放;尽快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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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库区周边的规模化养殖场,整顿氵危水上游的粗放式生产型厂矿,确保水源地水质不受其影响;规

范库区内的养殖行为,严格禁止投肥投饵,保证水质安全。通过从流域到水库的综合整治,优化水库

的管理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氵危水水库的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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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典型湖泊水生态现状与综合评价

周 驰,周念来,苗 滕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以湖北省25个典型湖泊为对象,分析了总磷、总氮、叶绿素a、透明度和高

锰酸盐指数等水体营养指标,对水体富营养化状况作出评价;同时结合浮游植物、浮

游动物和底栖生物等水生生物的鉴定和分类,综合评价湖泊水生态健康状况。
关键词:湖泊;富营养化;水生生物;水生态状况

资助项目:2013年湖北省省直部门科研项目、2014年湖北省省直部门科研项目、中央分成水资源费项目共同资助。

1 引言

湖泊富营养化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水问题,会引起水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变化,表现为水质恶

化、景观破坏、蓝藻等浮游植物异常繁殖、水体透明度下降、厌氧程度提高、生物多样性下降等,给

供水、水利、航运、养殖、旅游以及人类健康造成巨大的危害[1]。湖泊富营养化状况与由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大型无脊椎动物、高等水生植物和鱼类等组成水生生物相互影响和反馈。浮游植物是湖泊

中最基本的初级生产者,其种类组成、群落结构、区域分布变化直接反映水体的环境变化尤其是营养

元素和其他污染物在水体中的变化,所以浮游植物的变化和状态常常作为研究和评价水体富营养化最

重要的生物指标[2]。浮游动物是湖泊水生态系统的初级消费者,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存在明显的差异,

因此浮游动物的群落结构能够很好反映水生态状况,是湖库水质监测的重要指标[3]。底栖动物是健康

生态系统的关键成员,作为指示物种用于生态评价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首先,其在水体中普遍存

在,形体相对较大,易于辨认;其次,活动场所比较固定,迁徙能力差,生活周期长,可以监测较长

时间尺度内的时空变化信息;再次,对外界干扰 (如水质污染)的反应具有不同的敏感性且反应准

确,可以对生态环境的恶化或改善迅速作出响应[4]。沉水植物是维护水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基础,可直

接反映湖泊生态系统健康状况[5]。鱼类在湖泊生态系统中属于高级消费者,可以通过上行和下行效应

影响水体环境:水体环境中的理化因子变化通过上行效应影响鱼类群落结构和数量,反过来,鱼类群

落结构的变化又可以通过营养级联和下行效应对水体的营养盐等理化指标以及浮游生物的种类组成、
丰度、生物量等产生多方面的影响[6]。

本研究以湖北省25个典型湖泊为研究对象,评价了水体富营养化状况,同时结合多种水生生物

的鉴定和分类,综合评价了湖泊水生态健康状况。这一工作旨在系统真实的了解湖北省湖泊水生态状

况,明确水生态安全的任务和方向,为水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优越的水环境基础。

2 材料与方法

2.1 调查湖泊基本情况

综合考虑全省各地市湖泊大小、地理位置、水事敏感情况、地区平衡等多种因素,确定25个典

型湖泊作为富营养化及水生态调查和评价对象,湖泊基本情况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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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湖 泊 基 本 情 况 表

地市 序号 湖名 水面面积/km2 行 政 区 划

跨市

1 梁子湖 271 鄂州市梁子湖区;武汉市江夏区经济开发区

2 长湖 131 荆州市荆州区,沙市区;荆门市沙洋县;潜江市

3 斧头湖 126 武汉江夏区,咸宁市咸安区,嘉鱼县

武汉

4 鲁湖 44.9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

5 小奓湖 9.83 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

6 内沙湖 0.056 武汉市武昌区积玉桥街

黄石

7 大冶湖 54.7 大治市,阳新县

8 网湖 40.2 阳新县

9 磁湖 10.5 黄石市黄石港区、西塞山区、下陆区

宜昌 10 东湖 3.59 宜昌市枝江市马家店镇

荆州

11 洪湖 308 沙洋县,荆州市荆州区,荆州市沙市区

12 三菱湖 4.86 石首市桃花山镇

13 玉湖 6.83 公安县毛家港镇

荆门 14 南湖 11.8 钟祥市郢中街

鄂州 15 洋澜湖 3.73 鄂州市鄂城区

孝感
16 汈汊湖 48.7 汉川市

17 野猪湖 23.4 孝感市孝南区

黄冈

18 赤东湖 39 蕲春县

19 策湖 10.3 浠水县

20 遗爱湖 3.16 黄冈市高新区

咸宁
21 西凉湖 85.2 赤壁市,咸宁市咸安区,嘉鱼县

22 蜜泉湖 13.9 嘉鱼县官桥镇、鱼岳镇、高铁岭镇

仙桃 23 骑尾湖 0.170 仙桃市沙嘴街

天门 24 张家大湖 6.53 天门市九真镇

潜江 25 马昌湖 1.1 潜江市园林办事处

2.2 水生态状况评价

(1)水生态状况评价指标的选取。水生态状况评价可反映湖泊生态系统中不同种群的物种组成、
数量分布区域等,可以通过物种分布、多样性和多度等指标体现,结构特性和物种组成可通过浮游植

物、大中型浮游动物、底栖动物、鱼类的空间梯度来揭示。湖泊生态系统健康的评价方法较多,通过

对湖北省湖泊概况的了解和对各种生态评价的对比,选取湖泊营养状态指数、叶绿素a含量、藻类营

养指数以及水生生物指示种等指标对湖泊的水生态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各评价参数分别为:

1)湖泊营养状态指数评价。采用中国环境监测站总站提出的综合营养指数评分法对各湖泊进行

营养状态评价。对于湖泊的富营养化评价采用百分制,首先根据各测点项目实测值的平均值,对照各

参数营养状态指数计算式,求得各单项的评分值;然后依据综合营养状态指数计算公式结合权重计算

各湖泊的评分值;最后,根据评价值的大小,对照评价标准,确定该湖泊的营养状况。根据上述结

果,对湖泊富营养化现状和特征进行描述和评价。
选择总磷 (TP)、总氮 (TN)、叶绿素a(Chl a)、透明度 (SD)和高锰酸盐指数 (CODMn)五

项具有代表性的检测指标作为调查项目,采用综合营养状态指数 (TLI)作为评价方法。 (详见金相

灿等著 《中国湖泊环境》)。

2)叶绿素a评价。根据叶绿素a分级标准,将湖泊营养物控制标准分为五级,分别为贫营养、
中营养、轻度富营养、中度富营养、重度富营养。具体分级区间和标准见表2。

3)藻类营养指数评价。藻类营养指数评价是根据浮游植物的种类特征和数量组成情况,用简单

的数字评价水域环境的有机污染情况,根据对能耐受污染的20属藻类,分别给予不同的污染指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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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类的污染指数值见表3。根据水中出现的藻类,给出总污染指数,总污染指数大于28,属严重污

染,20~28为重污染,15~19为中污染,低于10~15为轻污染,低于10为清洁。

表2 基于叶绿素a的湖泊营养状态分级

营养分级 标准分级 叶绿素a/(mg/m2)

贫营养 Ⅰ <1.6
中营养 Ⅱ 1.6~10

轻度富营养 Ⅲ 10.0~26
中度富营养 Ⅳ 26.0~64
重度富营养 Ⅴ >64

表3 耐污染的20种藻类的污染指数值

属  名 污染指数值 属  名 污染指数值

组囊藻 1 微囊藻 1
纤维囊 2 舟形藻 3
衣藻 4 菱形藻 3

小球藻 3 颤藻 5
新月藻 1 实球藻 1
小环藻 1 席藻 1
裸藻 5 扁裸藻 2

异极藻 1 栅藻 4
鳞孔藻 1 毛枝藻 2
直链藻 1 针杆藻 2

4)浮游动物污染指数种评价。选取浮游动物生物指数法来对水生态进行评价,每种浮游动物有

其最适生境,不同生境会出现不同种类,个体生态学指标及分布规律的变化可指示水体污染状况。通

过各个采样点出现的浮游动物优势种及其所指示的水质等级,研究生物个体生态系统的变化指标和分

布规律,可以综合反映水质污染状况。根据指示种,可将水体分为寡污带、β 中污带、β α 中污

带,α 中污带以及多污带,其中β α 中污带主要是指水体中常见种既有指示β 中污带的,又有指

示α 中污带的。常见的浮游动物指示种见表4。

5)底栖动物污染指数 (IBP)评价。本次评价采用生物学污染指数对底栖动物进行评价。公式

如下:

IBP=lg(N1+2)/[lg(N2+2)+lg(N3+2)]
式中:N1 为底栖动物寡毛类、蛭类和摇蚊幼虫个体数量;N2 为多毛类、甲壳类、除摇蚊以外的其他

水生昆虫的个体数量;N3 为软体动物个体数量。

表4 常见的浮游动物指示种

分级 常见浮游动物指示种

寡污带
 长刺异尾轮虫、舞跃臂尾轮虫、长圆沙壳虫、大变形虫、脆弱象鼻溞、扁平泡轮虫、二突异尾轮虫、对棘同尾轮

虫、无常胶鞘轮虫、玫瑰旋轮虫

β 中污带
 龟甲轮虫、前节晶囊轮虫、短尾秀体溞、多刺裸腹溞、腔轮虫、盘肠溞、帆口虫、剪形臂尾轮虫、卵形鞍甲轮虫、
聚缩虫、大型水蚤、蚤状水蚤

α 中污带  萼花臂尾轮虫、广布中剑水蚤、臂尾水轮虫、转轮虫、角突臂尾轮虫、十指平甲轮虫、喇叭虫、椎尾水轮虫

多污带  变形虫、污钟虫

评价标准为:IBP<0.1,表示水体清洁;0.1≤IBP<0.5表示水体轻污染;0.5≤IBP<1.5,
表示水体处于β 中度污染;1.5≤IBP<5,表示水体处于α 中度污染;IBP≥5,表示水体重度

污染。
(2)水生态状况评价方法。将水生态状况评价的结果分为五类:好、良好、一般、较差以及很

差。对水生态进行评价所采用的综合营养指数、叶绿素a含量、藻类营养指数、浮游动物指示种指



湖北省典型湖泊水生态现状与综合评价 69   

示、底栖动物污染指数的评价结果均可与水生态状况评价的结果相对应。各评价指数所对应的水生态

状况评价指标见表5。

表5 各评价指数所对应的水生态评价指标

水生态状况

评价结果

所对应的各指数评价结果

综合营养指数评价 叶绿素a评价 藻类营养指数评价 浮游动物指示种评价 底栖动物污染指数评价

好 贫营养 贫营养 清洁 寡污带 清洁

良好 中营养 中营养 轻污染 β 中污带 轻污染

一般 轻度富营养 轻度富营养 中污染 β α 中污带 β 中度污染

较差 中度富营养 中度富营养 重污染 α 中污带 α 中度污染

很差 重度富营养 重度富营养 严重污染 多污带 重污染

水生态状况评价所采用的综合营养指数、叶绿素a含量、藻类营养指数、浮游动物指示种、底栖

动物污染指数这五个指标是相互独立的,在对每个湖泊进行水生态状况评价时,需要对每个指标单独

进行评价,参照五个结果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结果,作为该湖泊水生态状况评价的结果。若五个指

标所得出的结果各不相同,则以叶绿素a含量评价的结果为准。

3 结果与讨论

采用综合营养指数评价法对湖泊富营养化状况进行评价,调查湖泊综合营养指数主要介于

34.75~79.08之间,其中中营养型湖泊4个,分别为西凉湖、内沙湖、汈汊湖和马昌湖;轻度富营

养型湖泊6个,分别为梁子湖、长湖、斧头湖、鲁湖、大冶湖和洪湖;中度富营养型湖泊9个,分别

为南湖、洋澜湖、野猪湖、赤东湖、小奓湖、磁湖、三菱湖、骑尾湖和张家大湖;重度富营养型湖泊

6个,分别为网湖、东湖、策湖、玉湖、遗爱湖和蜜泉湖。所调查湖泊中,中营养型湖泊约占16%,
富营养化湖泊约占84%,说明我省多数湖泊正面临富营养化状况。

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动物、沉水植物和鱼类作为湖泊水生态系统各营养级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种类数、丰度和优势种等重要指标能对湖泊水生态状况起到有效的指示作用。25个湖泊水生

态状况评价结果见表6。
调查湖泊中水生态良好的有4个,分别为内沙湖、汈汊湖、西凉湖和马昌湖,占所调查湖泊的

16%;水生态一般的有4个,分别为梁子湖、长湖、洪湖、和野猪湖,占所调查湖泊的16%;水生

态较差的有14个,分别为斧头湖、鲁湖、小奓湖、大冶湖、磁湖、东湖、三菱湖、南湖、洋澜湖、
赤东湖、遗爱湖、蜜泉湖、骑尾湖和张家大湖,占所调查湖泊的56%;水生态状况很差的有3个,
分别为网湖、玉湖和策湖,占所调查湖泊的12%。全省暂无水生态状况好的湖泊,水生态较差和很

差的占到湖泊总数的2/3,证明我省多数湖泊水生态状况令人堪忧。

表6 调查湖泊水生态状况评价表

编号 湖名
综合营养指数

评价
叶绿素a评价

藻类营养指数

评价

浮游动物指示

种评价

底栖动物生物学

污染指数评价

水生态评价

结果

1 梁子湖 轻度富营养 轻度富营养 中污染 α 中污带 β 中度污染 一般

2 长湖 轻度富营养 轻度富营养 中污染 α 中污带 β 中度污染 一般

3 斧头湖 轻度富营养 中度富营养 严重污染 β 中污带 重污染 较差

4 鲁湖 轻度富营养 轻度富营养 重污染 α 中污带 α 中度污染 较差

5 小奓湖 中度富营养 中度富营养 中污染 α 中污带 α 中度污染 较差

6 内沙湖 中营养 中营养 轻污染 β 中污带 清洁 良好

7 大冶湖 轻度富营养 轻度富营养 中污染 α 中污带 β 中度污染 较差

8 网湖 重度富营养 重度富营养 严重污染 α 中污带 α 中度污染 很差

9 磁湖 中度富营养 中度富营养 严重污染 β 中污带 α 中度污染 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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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湖名
综合营养指数

评价
叶绿素a评价

藻类营养指数

评价

浮游动物指示

种评价

底栖动物生物学

污染指数评价

水生态评价

结果

10 东湖 重度富营养 中度富营养 重污染 α 中污带 α 中度污染 较差

11 洪湖 轻度富营养 轻度富营养 轻污染 β α 中污带 清洁 一般

12 三菱湖 中度富营养 中度富营养 重污染 α 中污带 β 中度污染 较差

13 玉湖 重度富营养 重度富营养 重污染 α 中污带 α 中度污染 很差

14 南湖 中度富营养 中度富营养 中污染 β α 中污带 α 中度污染 较差

15 洋澜湖 中度富营养 重度富营养 重污染 α 中污带 α 中度污染 较差

16 汈汊湖 中营养 中营养 中污染 寡污带 β 中度污染 良好

17 野猪湖 中度富营养 轻度富营养 中污染 β 中污带 α 中度污染 一般

18 赤东湖 中度富营养 中度富营养 重污染 β α 中污带 β 中度污染 较差

19 策湖 重度富营养 重度富营养 严重污染 β 中污带 α 中度污染 很差

20 遗爱湖 重度富营养 中度富营养 重污染 α 中污带 α 中度污染 较差

21 西凉湖 中营养 中营养 轻污染 寡污带 清洁 良好

22 蜜泉湖 重度富营养 重度富营养 重污染 α 中污带 β 中度污染 较差

23 骑尾湖 中度富营养 轻度富营养 重污染 β α 中污带 — 较差

24 张家大湖 中度富营养 轻度富营养 中污染 α 中污带 α 中度污染 较差

25 马昌湖 中营养 中营养 中污染 寡污带 β 中度污染 良好

值得注意的是,4个水生态良好的湖泊———西凉湖、内沙湖、汈汊湖和马昌湖,其营养水平也较

低,其共同特点是都拥有较高覆盖度的沉水植物。因此,沉水植物是缓解湖泊富营养化、保持水生态

良好的重要因素。沉水植物可通过多种途径影响湖泊生态系统:首先,其能消耗水体总的氮、磷等营

养、吸收污染物,促进营养物质的沉积、降低水体中污染物含量,提高湖泊的自净能力;其次,其对

有毒藻类的生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再次,其能够为固着性藻类提供附着表面,为水体中部分鱼

类、底栖动物、浮游动物等提供饵料和栖息、繁殖场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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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综合效益发挥的南方平原区
城市湖泊景观水位

余明勇1,张海林2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武汉 430079)

摘 要:在总结景观水位与景观环境需水量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湖泊景观水位的

概念、特征,认为湖泊景观水位受防洪排涝、市政排水、灌溉、河湖水资源量、航运、
生态需水量及调水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针对景观湖泊的特征,在分析汛期、枯水

期城市湖泊景观水位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采用综合协调景观湖泊各种功能的方法,
分别建立汛期、枯水期城市湖泊景观水位的定量计算模式。以王母湖为例,采用该模

式计算湖泊景观水位。结果表明:汛期将王母湖景观水位维持在22.5m,高于水资源

综合利用要求水位21.2m,既有利于防洪排涝安全,又可发挥湖泊灌溉、航运效益,
保证鱼类生存;将枯水期景观水位维持在21.9m,休闲活动平台距水面的距离小于

0.5m,需补水936.2万m3,这时水景观效果与外流域引调水量及投资最优,可以满足

游船航行、最低生态需水的要求。
关键词:湖泊景观水位;计算方法;王母湖

资助项目:水利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 (201101062)资助。

随着生态旅游的兴起,湖泊景观与娱乐用水成为湖泊综合治理、水生态环境修复与保护的一项重

要内容[1]。城市景观湖泊是城市中重要的休闲娱乐场所,必须具备良好的景观功能,为居民和游客提

供良好的亲水空间。然而,由于没有科学规划湖泊景观水位,汛期一些城市景观湖泊的景观设施频繁

遭受洪水侵袭,影响了湖泊景观功能的正常发挥[2],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在枯水期,如遇干旱年

份,湖泊水位很低,湖岸及湖床裸露,影响了景观湖泊的景观效果和功能。
目前对景观水位的概念已有了一定的研究:张代青[3]给出了维持河流景观需水量的概念框架,即

维持河流系统与其周边环境所需水量。但该概念框架未以城市湖泊为研究对象,且未明确景观水位包

含的内容及涉及的范围。对景观水位计算方法的研究鲜见报道且仅限于国内[4],均以根据经验或水文

条件直接给出为主,湖泊如北京市福海、北海、郑州市龙子湖[5]等,河流如广州市河涌[6]、西安市护

城河[7]、福州市内河[1]等。这些景观水位的确定均缺乏科学依据,仅王佰伟等[2]提出应统筹考虑汛期

景观河道的各种功能,采用多目标优选的密切值法计算小清河济南市城区段合适的汛期景观水位。此

外,刘光莲[8]结合龙口市黄水河湿地公园的景观功能,假设了3种湿地景观水位,但缺乏科学依据。
景观需水量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河流的景观需水量,且以估算法为主。如王西琴等[9]提出假设

法来确定河流维持原有自然景观并保证其不干涸平均所需补充的水量;卞戈亚等[10]采用人均水面面

积指标乘以景观区人口数计算法,来衡量和确定维持景观、娱乐的水面面积和河流流量;崔树彬[11]

提出景观和水上娱乐需水量一般应在河流生物学需水量的基础上兼顾,对于特别重要的河段,也可以

依据观光旅游或水上娱乐高峰季节所需要的水面面积及水深等参数,采用湿周法或其他方法进行计算

或确定;喻泽斌等[12]则采用权重 属性决策分析法确定河流景观生态环境需水量。国外以研究水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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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郊野地区湖库、湿地景观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关系为主:Bleser[13]研究了水位变化对湖泊土地

景观、生物群落景观的影响;Stamou等[14]采用水质模拟与景观美学方法确定了山丘区湖泊的最低水

位。在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了 《原生自然与风景河流法》,将部分河流划定为自然风景类河流,供人

们休闲娱乐和观光旅游[15]。
上述研究成果对景观水位的综合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存在如下问题:①景观水位的概念

与内涵不明确;②景观水位与景观需水量的计算主要以河流为研究对象,湖泊景观需水量的计算与衡

量未见报道,特别是城市湖泊景观水位基本未涉及;③湖泊、河流景观水位多数根据经验或水文条件

来确定,未能很好地考虑城市防洪排涝、市政排水、河湖水资源量、生态需水量、水景观功能类型、
水文条件等各项因素的影响,没有提出科学合理的计算方法;④未提出湖泊景观水位的评价标准。由

于目前我国关于湖泊景观水位的研究基本停留在经验判断与定性分析阶段,因此本文针对国内研究存

在的问题以及城市景观湖泊的特征,探讨湖泊景观水位的概念、特征,建立湖泊景观水位的计算方法

体系,并以王母湖为例,确定湖泊景观水位,以期为湖泊景观建设和湖泊综合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1 湖泊景观水位概念及特征

1.1 概念与内涵

1.1.1 概念

城市湖泊景观水位是为使湖泊水面区与滨水区、沿岸带组成的环境形成优美景观,从视觉上对城

市具有一定景观美化作用,通过人为控制将城市湖泊形态、水面面积维持在一定幅度并与湖泊水景观

功能区划相适应所需的湖泊水位。它包含两层含义:①维持一定范围的湖泊形态与水位;②形成优美

的城市水景观,维持城市湖泊景观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

1.1.2 景观水位与生态水位概念辨析

湖泊景观水位属于湖泊综合控制水位范畴,但又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生态水位。与生态水位一

样,景观水位具有生态、环境和自然属性,如时空特征的动态变化,与水资源及分布特性、社会文明

进步和水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有关。与一般意义上的生态水位的最大区别是,生态水位是以维持河湖

内生物栖息地条件和水生生物群落健康为核心目标,而景观水位则以保持河湖形态 (或重要节点处关

键断面尺寸)和足够水面面积、水量为集中目标,侧重于人类对河湖系统自然景观 (特别是城市景

观)的审美需要[16],属于更高层次的生态环境需水。在数量上,湖泊景观环境需水量大于湖泊基本

生态需水量。

1.2 属性特征

1.2.1 城市景观湖泊的特征

城市景观湖泊在自身形态、功能任务和水循环特性上与天然湖泊有很大差异。天然湖泊的共同特

点是服务城市、社会、经济方面功能较少,由上游和沿途汇集的天然来水满足水位的需水,水位变幅

较大且枯水期可维持水位较低;而城市景观湖泊由于人工控制设施众多,主要采取人工挡水、引水和

排水工程来满足景观需水的要求,以达到一定的水景观规划目标。同时,与生态水位以维持河湖内生

物栖息地条件和水生生物群落健康为核心目标不同,湖泊景观水位是以维持一定幅度的湖泊形态、水

面面积,创造优美的湖泊水景观,实现人水相亲为目标。因此,城市湖泊景观水位的计算方法不同于

湖泊生态水位,也不同于天然湖泊水位的计算方法。

1.2.2 湖泊景观水位的特征

(1)动态变化性。城市湖泊水景观功能与水景观格局的多样性,使得湖泊景观水位出现动态变

化。对于我国降雨丰富的地区,湖泊景观水位还受到天然降雨的影响。湖泊景观水位在人工建闸和泵

站情况下,为半动态半静态水位;在天然无工程控制情况下是完全动态的水位,但可维持水位较低。
(2)人为控制性。在枯水期及干旱年份,为避免湖泊景观水位过低,发挥城市景观湖泊的效果和

功能,需控制湖泊的最低水深,但必须用引水和排水工程控制才能长期保持景观水深[6]。优美城市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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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水景观的建设、形成、选择、评价与人类主观意识息息相关[17]。
(3)目标性。由于不同城市湖泊的水景观功能类型多样,因此相应的水景观规划目标也具有多样

性,而湖泊景观水位是为满足一定的水景观规划目标而制定的,所以不同地区水景观规划目标不同,
景观水位也就不同。

(4)功能的协调性。城市景观湖泊具有防洪蓄涝、灌溉、生物多样性维护、水产养殖、旅游、交

通航运等多种功能。城市景观湖泊水深受防洪排涝、市政排水、水资源利用、生态需水、河湖水资源

量等多方面的影响,必须通过综合协调确定城市湖泊景观功能要求的水深。因此,城市景观湖泊治理

不仅要考虑城市对湖泊的景观要求,还要实现湖泊的防洪除涝等功能,以实现景观湖泊防洪和景观功

能的有机统一[18]。

2 研究方法

城市景观湖泊承担的多种任务之间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矛盾性。因此,湖泊景观水位的确定必

须遵循统筹考虑、突出重点的原则,综合协调城市景观湖泊的各种功能及任务,选择合适的景观水

位,使其发挥最大的社会、经济与生态效益。

2.1 汛期城市湖泊景观水位计算模式

湖泊各功能对汛期水位的要求不同。从景观要求角度,水深越大,水面越宽,水质越好,亲水性

越好,景观效果越理想[19];从防洪排涝要求角度,汛前水量越少越有利于调蓄洪峰和涝水出流;从

市政排水要求角度,汛期水位越低,越有利于市政排水系统排出城区渍水入湖;从通航要求角度,湖

泊水深决定了通航能力,通航功能要求水位尽量高;从水资源利用要求角度,为了储蓄、利用水资

源,水位应尽量高[2]。
合理的汛期湖泊运行水位,既要保证湖泊调洪蓄涝的安全和城市管网排水的畅通,还要尽最大可

能维持湖泊良好的景观效果,充分发挥湖泊的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益。因此,汛期城市湖泊景观水位

H汛 计算模式为

H汛=min(H1,H2) (1)
其中 H2=min(H排1,H排2,…,H排k,…,H排n) (2)
式中:H1 为汛前湖泊控制水位,根据防洪排涝要求,由湖泊或湖泊所在流域防洪调度方案、调度规

程确定,具有强制约束力和执行力,m;H2 为市政排水系统出口最低高程,m;H排k为市政排水管

网第k个入湖排放口高程;n为统计的市政排水管网的入湖排放口个数。
对于我国南方浅丘、岗状平原区中防洪压力较大、市政排水系统出口设置受限的部分城市,城区

防洪排涝为主要矛盾,汛期湖泊的其他各项功能均应服从防洪排涝安排,则H汛 为

H汛≥H利用 (3)

H利用=max(H3,H4,H5) (4)
其中 H3=H0+H通航 (5)

H4=min(H灌溉1,H灌溉2,…,H灌溉j,…,H灌溉l) (6)

H5=H0+H鱼 (7)
式中:H利用 为汛期灌溉、航运、水产养殖要求的最低湖泊水位,m;H3 为通航要求的最低湖泊水

位,m;H4 为灌溉设施取水要求的最低湖泊水位,m;H5 为鱼类生存所需的最低湖泊水位[20],m;

H0 为湖底高程,m;H通航 为满足各类船舶通航要求的最小水深,m;H灌溉j为第j个取水建筑物的设

计最低取水水位,m;l为统计的取水建筑物个数;H鱼 为鱼类生存所需的最小水深,m。

2.2 枯水期城市湖泊景观水位计算模式

在枯水期,湖泊防洪排涝不是主要矛盾,主要承担景观娱乐、航运、生物多样性维护等任务,而

景观娱乐用水与水生生物栖息地需水及航运用水之间是相互兼容的[8]。由于枯水期中小型无源湖泊及

受季节性河流影响的中小型湖泊往往水位偏低,为保障枯水期这些湖泊的景观效果和航运功能、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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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系统基本功能的发挥,需控制枯水期湖泊的最低水深。但枯水期湖泊最低水深的维持受流域天然

水资源量、引调水量及其投资的影响,因此枯水期城市湖泊景观水位H枯 计算模式为

H枯=max(H3,H6,H7,H8) (8)
其中 H6=H平台min-Hm (9)
式中:H6 为维持城市湖泊景观功能要求的最低水位,一般由休闲活动平台确定,m;H7 为水景观效

果与投资最优的枯水期湖泊月均水位,m;H8 为湖泊最低生态水位,根据徐志侠等[21]、梁庆华等[22]

提出的天然水位资料法计算,m;H平台min为亲水休闲活动平台最低高程,m;Hm 为满足亲水性较好

要求的休闲活动平台距湖泊水面的最大距离,m。
根据湖泊逐月平均水位资料进行频率分析计算,选用P Ⅲ型理论曲线配线,得到湖泊枯水期

(11月至次年3月)月平均水位的频率关系。针对湖泊水景观功能对亲水性的要求,以休闲活动平台

距频率为P的湖泊水面的距离ΔHP 作为水景观效果的评价指标。在亲水性较好的系列湖泊月均水位

HP 中,所需外流域调水工程建设投资最小的HP 即为枯水期最优湖泊月均水位。
考虑水景观效果与投资约束,最优枯水期湖泊月均水位约束方程为

ΔHP≤Hm

ΔHP=H平台min-HP

H7=f(HP)  当ΔHP≤Hm 且IPi值最小时

ì

î

í

ïï

ïï
(10)

式中:HP 为频率为P 的枯水期湖泊月均水位,m;IPi为频率为Pi 的枯水期调水工程建设投资成本,
亿元。

同时,最优湖泊月均水位应具有增大补水量、增加投资、对亲水景观的改善效果较好的特性:

Vi=
HPi-HPi-1

IPi-IPi-1
(11)

式中:Vi 为第i个水位方案增加的投资对亲水景观的改善效果,m/亿元;HPi
为频率为Pi 的枯水期

湖泊月均水位,m;i为第i个水位方案编号 (或频率编号)。

Vi 值较大者,增加调水工程投资取得的水景观效益较好。

3 王母湖景观水位的确定

3.1 湖泊概况

王母湖位于孝感市城区,水面面积8.53km2,流域面积122km2。王母湖规划建设为孝感市城市

公园,发展生态旅游。然而,一方面,由于孝感市的快速发展对城区河流、湖泊的防洪排涝要求逐渐

提高,汛期防洪排涝与河湖水景观建设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另一方面,尽管王母湖地处水资源丰富

地区,但由于王母湖主要入湖河流邓家河属季节性小河流,降雨年际、年内分配不均,枯水季节景观

和生态缺水的问题突出。因此,合理确定王母湖景观水位对于保持王母湖优美的水生态景观具有重要

意义。

3.2 景观水位的确定

3.2.1 汛期景观水位

王母湖流域地处汉江下游浅丘岗状平原区,多年平均降雨量达1128mm,其中62%的降雨集中在

汛期5—9月。汛期王母湖除调蓄上游邓家河来水外,还承担着孝感市城区部分涝水的调蓄任务,王

母湖防洪蓄涝压力较大,因此汛期湖泊景观水位应以防洪排涝要求为关键性限制因子来确定。
(1)防洪排涝要求的湖泊水位。根据孝南区城市防洪排涝要求[23],汛前王母湖限制水位为

22.5m。王母湖周边的孝感城区市政排水以雨水为主,污水直接进入孝感市污水处理厂,不入湖。依

据相关给排水资料分析[24],孝感城区市政排水系统入湖口高程在23.8~24.6m之间。依据式 (1)得

王母湖H汛=22.5m,H0=19.7m[25],则汛期王母湖景观水深为2.8m。
根据实测气象资料等分析,汛期王母湖流域有时会出现短期干旱。因此,在保证正常年份夏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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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防洪排涝安全的前提下,除应充分发挥正常年份湖泊的灌溉、游船航行、水产养殖等其他功能外,
还应尽可能保障非正常年份汛期 (夏季的短期干旱)灌溉、游船航行、水产养殖等用水需求。

(2)满足湖泊通航要求的最低湖泊水位。作为生态旅游区的城区湖泊,通航功能是实现良好景观

功能的重要保证条件之一。与一般非旅游区湖泊不同,旅游区湖泊的通航功能只需满足游船的通航即

可。王母湖公园的游船主要以乌篷船、快艇、画舫等小型游船为主。根据相关资料分析,小型游船的

吃水深度一般小于0.8m,满足小型游船通航的最小水深一般小于1.5m。则依据式 (5)得满足王母

湖通航要求的最低湖泊水位H3=21.2m。
(3)满足灌溉要求的最低湖泊水位。王母湖主要为流域内的田家岗灌区提供抗旱水源,其提水设

施田家岗一级泵站的取水口设计水位22.02m,设计最低水位20.20m[26]。因此,满足灌溉设施正常

运行要求的最低湖泊水位为20.2m。
(4)鱼类生存所需的最低湖泊水位。综合各种资料分析,湖泊鱼类生存要求的最小水深约为

1.0m[20,27]。根据式 (7),计算得王母湖H5=20.7m。
(5)汛期水资源综合利用水位。根据式 (4),H利用=21.2m,小于 H汛 ,且汛期景观水位比灌

溉、航运、水产养殖要求的最低湖泊水位分别高2.3m、1.3m、1.8m,见表1。因此,将汛期王母湖

景观水位维持在22.5m,既有利于防洪排涝安全,又可发挥湖泊灌溉、航运效益,保证鱼类生存,表

明该汛期景观水位的确定基本合理。

表1 汛期王母湖景观水位计算结果 单位:m

汛期各功能要求的

最高湖泊水位

防洪排涝 市政排水

H汛

汛期景观

水深

汛期湖泊其他功能要求

的最低湖泊水位

游船航行 灌溉 鱼类生存

H利用

汛期景观水位与其他功能要求的

最低湖泊水位的水位差

游船航行 灌溉 鱼类生存

22.5 23.8 22.5 2.8 21.2 20.2 20.7 21.2 1.3 2.3 1.8

3.2.2 枯水期景观水位

(1)维持景观功能要求的最低湖泊水位。王母湖旅游区为居民和游客亲近水面而建设的主要设施

为休闲活动平台,如涉水池平台、观景平台、木栈道、景观桥、驳岸平台等。位于王母湖西部的滨水

休闲区是亲水、戏水的主要区域,该区域休闲活动平台最低高程为22.3m。
李振海等[5]提出北京市福海、北海水面距地面0.5m以内时,亲水性较好,浪花可以打湿鞋子;

水面距地面0.5~1.0m时,亲水性较差,接近水面较困难;水面距地面1.0~2.0m时,亲水性很差,
接近水面困难很大。王沛芳等[19]认为城市湖泊景观功能要求的最小水深一般取人们休闲活动平台下

约0.5m。结合王母湖旅游规划与湖泊特点,综合各种资料分析,王母湖景观功能要求的Hm=0.5m,
则由式 (9)得H6=21.8m。

(2)枯水期最优湖泊月均水位与引调水投资。根据王母湖1980—2012年逐月平均水位资料分析

计算得到枯水期月平均水位的频率关系 (表2)。

表2 枯水期王母湖月平均水位频率与引调水投资计算成果

P/% HP/m ΔHP/m Hm/m 景观水深/m IPi/万元[28] Vi/(m·亿元-1)

50 21.43 0.87 0.5 1.73 3850

33 21.61 0.69 0.5 1.91 4632

25 21.75 0.55 0.5 2.05 5379

20 21.86 0.44 0.5 2.16 6037 1.67

10 22.01 0.29 0.5 2.31 11829 0.26

  若将王母湖景观水位保持在21.43~21.75m,调水量及调水工程投资虽较小,但ΔHP>Hm=
0.5m,亲水性较差,景观效果和功能也不理想;若将王母湖景观水位保持在22.01m,亲水性和景观

效果较好,但景观缺水量与补水量过大,造成调水工程建设投资高达11829万元[28]。21.86m水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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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增加的投资对亲水景观的改善效果为1.67m/亿元,大于22.01m水位方案的0.26m/亿元。因此,
结合王母湖流域水资源条件及湖泊亲水景观建设需要,按照调水量适度、成本低、景观效果好的原

则,从枯水期湖泊天然月均水位最优的角度,初步选择将王母湖景观水位保持在21.86m,约

为21.9m。

图1 王母湖历年最低月均水位变化过程

(3)湖泊最低生态水位。采用1980—2012年

的水位资料近似代替天然状况下的多年水位情况,
统计结果 (图1)表明王母 湖 多 年 最 低 水 位 为

20.6m。水位统计资料年限长达33a,经历了丰、
平、枯不同水文年,故统计的多年最低水位具有

较强的代表性。
(4)枯水期王母湖景观水位。根据式 (8),

综合考虑枯水期景观娱乐、航运、水生生物栖息

地等功能要求的最低湖泊水位,结合流域天然水

资源量及引调水工程建设成本,枯水期王母湖景

观水位为21.9m,景观水深为2.2m。

3.3 合理性分析

根据王母湖水位站1980—2012年枯水期逐月平均水位资料,统计出月平均水位不足枯水期王母湖

不同目标景观水位的月数,利用王母湖水位、容积关系曲线,得到补足目标水位的需补水量 (见表3)。

表3 不同目标水位条件下多年平均枯水期需补水量及需补水月数

方案
目标景观水位

/m

多年平均需补水

月数/(月·a-1)
多年平均需补水量

/(万m3·a-1)

Ⅰ 21.43 1.3 163.2

Ⅱ 21.61 2.1 382.0

Ⅲ 21.75 2.6 672.4

Ⅳ 21.86 3.2 936.2

Ⅴ 22.01 4.1 1535.6

  从水资源的全年分布情况来看,方案Ⅰ、Ⅱ、Ⅲ补水量虽较小,但景观效果和功能不理想;保持

在方案Ⅴ景观效果虽最好,但补水量过大,且枯水期补水时间长达4.1个月,从外流域调水的几率较

小。景观水位从方案Ⅳ上升到方案Ⅴ,水位仅提高0.15m,景观效果变化不大,但补水量从936.2
万m3/a增加到1535.6万 m3/a,补水量发生突变。因此,将枯水期王母湖景观水位保持在方案Ⅳ
(约21.9m),调水量适度、景观效果好,为可行的最佳方案。

4 结语

(1)为形成优美的湖泊水景观,需将城市湖泊形态、水位、水面面积维持在一定幅度,湖泊景观

水位具有动态变化性。城市湖泊主要采取人工挡水、引水和排水工程来满足景观需水要求,以达到一

定的水景观规划目标。
(2)城市湖泊景观水深受防洪排涝、市政排水、河湖水资源量、水资源利用及生态需水等多方面

的影响。湖泊各功能、任务的需水量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是辩证的统一体,必须通过综合协调确定

湖泊景观水位。汛期防洪排涝为南方平原区城区湖泊主要矛盾,汛期城市湖泊景观水位应以防洪排涝

要求为关键性限制因子来确定。枯水期景观娱乐、航运、生态环境等需水量与河湖天然水资源量之间

矛盾突出,枯水期湖泊景观水位的确定,应通过维持一定频率P的最优枯水期湖泊月均水位来保障

景观娱乐、航运、生物多样性维护等功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
(3)王母湖景观水位计算结果表明,汛期、枯水期王母湖景观水位分别为22.5m、21.9m,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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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分别为2.8m、2.2m。该景观水位既有利于防洪排涝安全,又可发挥湖泊灌溉、航运效益,保证

鱼类生存,调水量适度,景观效果好,基本合理、可行。但实际操控湖泊景观水位涉及以上多项变化

功能、任务,管理有一定难度,迫切需要进行试点、现场观测和科学研究,以积累经验和改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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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修复的江汉平原湖泊环境治理研究

周念来,周 驰,康玉辉,苗 滕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4)

摘 要:文中对湖泊环境治理的几种技术进行了对比分析,针对江汉平原湖泊提出了基

于生态修复的湖泊环境治理技术,并在武汉市内沙湖进行了典型试验,取得良好效果。

关键词:生态修复;湖泊环境治理;江汉平原

地处长江中游和汉江下游的江汉湖群是我国淡水湖泊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着 “千湖之省”美

誉的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命脉。这些发育于长江和汉水两岸广大的冲积、淤积平原上的湖泊均

属于浅水湖泊,湖群周边的东、北、西三面环山与丘陵,加之地处亚热带季风区,雨量充沛,洪涝灾

害频发,独特的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造成了泥土的冲刷聚集,使得江汉湖群的湖泊普遍具有岸线不

稳、湖底平坦、淤泥深厚、有机质含量高等特点。同时,湖北省是我国重要的淡水养殖基地,淡水产

品总产量连续18年居全国第一,水产养殖业所造成的内源性污染问题突出,高密度鱼类、特别是草、
鳊等草食性鱼类和鲤、鲫等底栖杂食性鱼类的放养也造成了该区域水生植被特别是沉水植物群落的大

面积退化、消失。另外,江汉湖群流域水稻种植面积大,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还有,受独特

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影响,防汛抗灾历来是湖北天大的事。为应对频发的洪涝灾害,筑坝建闸、围

湖建堤、硬化和渠化河道等大量水利工程的兴建,造成了湖泊生境的严重碎化,湖泊生态系统受损相

对更为严重。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对湖泊治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湖北省陆续开始了一些

城市湖泊治理的研究工作。

1 湖泊环境治理技术比较

1.1 物理法

(1)引流换水[1]。引流换水实质上是对水体污染物和浮游藻类的稀释扩散,但从整个生态系统出

发,其实质为污染转移,并要求有优质水源。
(2)净化过滤。设计与净化水量配套的过滤净化设备来改善水质。与引流换水相比较,过滤虽然

减少了用水量,但日常的运行维护费用较高。
(3)曝气复氧。通过进入水体的溶解氧与引起黑臭的还原物质之间发生还原反应,使水生态系统

恢复到正常状态。曝气复氧具有效果好、投资与运行费用相对较低的特点。
(4)底泥疏浚。如底泥成为水体污染的主要来源,清淤疏浚是消除污染的重要措施。随着疏浚技

术的发展,疏浚过程对环境的影响正在变得越来越小,疏浚上来的淤泥处理是难点。

1.2 化学法[2]

(1)化学絮凝处理。利用化学药剂去除水体污染物以达到改善水质,但易对生态系统造成二次污

染,一般作为临时应急措施使用。
(2)化学灭藻处理。开营养盐的积累会使水中的藻类大量繁殖,致使许多水下的植物无法进行光

合作用,释放氧气,使水变成黑臭,投加化学灭藻剂杀死藻类。但长期使用藻类易产生抗药性,易对

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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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微生物法

利用微生物降解水体中的有机物,吸收和转化污染物质成为无污染或微污染的物质,起到水质净

化的作用。但微生物的繁殖快,每一次繁殖都可能一些变异品种,导致微生物净化作用下降,而且很

难控制其净化效果,同时微生物的分解物可能带来二次污染。

1.4 水生态修复法

主要是恢复动植物等生物的多样性,利用其生命活动,对水体中污染物进行吸收、转化及降解,
从而净化水体,重建并恢复水体中的生态系统。由于该技术效果好、成本相对较低、运行维护方便等

优点。同时不易形成二次污染,还可以与景观改善相结合,因此已成为湖泊环境的主要发展方向。
运用物理法、化学法以及微生物法来改善湖泊水体,在技术方法都有其局限性,或存在不可持续

性,易造成二次污染,或成本高等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体富营养化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因

此,水生态修复法是湖泊环境治理领域最有价值和最具生命力的技术。

2 基于生态修复的湖泊环境治理技术

在调研分析湖泊生态系统退化、结构不合理等原因的基础上,通过实施包括基础条件建设工程

(水位调控、湖盆物理形状改造和底质改善)、高等水生植被构建工程、食物链构建工程与清水态生态

系统优化与稳定工程等水生态修复工程措施,调整和优化生态系统结构,修复水生态系统,有效提升

水质,构建 “清水态”生态系统。

2.1 水位调控

为了改善底质,需排干湖水。生态修复初期,若降雨不能满足工程需要,需启用自来水作为备用

水源,按生态修复初期平均水深控制在0.6~0.8m,后根据植物的生长状况和降雨量控制湖泊的水位

在适宜的范围内。

2.2 湖盆物理形状改造

通过实施湖盆物理形状改造,将现有平坦的湖盆表面改造为若干个直径不一、深浅不同的锅底状

表面,同时布设多条纵横交错深浅不一的沟道,构造与自然沉积环境相似的湖盆形状,以满足不同生

态位的水生动植物生长需要,通过构造多种生境,为高等植物群落组成多样性乃至生态系统生物多样

性的恢复打下基础。

2.3 底质改善

运用 “高效抑氮磷复合基质配比技术”,将湖泊重污染底泥进行质地改良,经机械处理使底泥具

有良好的通气保水性能;然后投加微生物降解底质中过量的有机物成分,同时配以适量的铁、铝、钙

盐,既能使底质具有较高的养分有效性,以保证植物生长,又能通过上述几种金属盐固定底泥中的营

养物质,抑制底泥中营养过量释放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并结合现场环境状况制作成几种人工基质,并

在上面种上植物,筛选出适合本地使用的高效抑氮磷释放的复合基质配比方案,为湖泊大型水生植物

生态系统的构建提供良好的底质保证。

2.4 高等水生植被构建

以沉水植被恢复为主,沉水植物生长在水面以下,对抑制湖泊沉积物再悬浮、降低水体营养盐浓

度、提高水体透明度、改善湖泊水质和景观效果意义重大,是维持湖泊清水态的主要调控因素。

2.5 食物链构建

食物链构建是决定水生态修复成功与否的关键,不合理的食物链结构可能导致水生态系统不稳

定,水环境重新变得恶劣。清水态食物链结构构建主要包括鱼类、浮游动物、浮游植物、细菌等构件

的重建与优化。在湖泊生态修复初期,通过放养鳜鱼、乌鳢和大口鲶等肉食性鱼类,通过捕食其他鱼

类调节湖泊生态系统中鱼类多样性和种群密度,降低草食性、杂食性和掘食性鱼类对沉水植被恢复的

影响。底栖动物主要放养蚌和螺等,蚌等放养在水较深、底质软的区域,螺接近岸带浅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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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清水态生态系统优化与稳定

对水生态系统进行持续监测,据此在优化水生高等植物种类、食物链结构的同时,建立鱼类平

衡、鱼类 沉水植物平衡、鱼类 底栖生物平衡、滤食功能群 浮游植物平衡等,最终建立稳定的良性

湖泊生态系统。

3 案例分析

3.1 工程概况

内沙湖 (东经114°18'30″~114°18'39″,北纬30°33'51″~30°34'01″)位于武汉市中心城区,因粤

汉铁路 (今武昌到黄石线路)的修建由沙湖分割而成,面积约5.67万 m2,最大水深近3m。目前实

现截污,水源靠降雨补给,湖泊水环境恶化程度严重,常年水质为Ⅴ类,间或Ⅳ类,呈黄浊态,透明

度不到30cm,远远不能满足该湖功能区划的要求。对内沙湖开展了生态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内沙

湖主要生态问题是外来污染对生态系统破坏严重,是典型的恶性生态系统:缺乏沉水植物、底栖动物

群落退化严重,大型浮游动物密度低、食物链短,生态系统结构简单,营养盐循环速率高,沉积物

水耦合作用剧烈,整个水生态系统自净能力低[3]。

3.2 实施效果

实施基于生态修复的城市湖泊治理技术,2013年3月8日工程启动,6月初现成效,整体水质由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Ⅴ类提升到Ⅳ类,部分湖区出现Ⅲ类水质,提前实现水质

提升的目标;10月,在3个监测位点中,2个位点为Ⅱ类水质,1个位点为Ⅲ类水质。12月,在4个

监测位点中,2个位点为Ⅱ类水质,2个位点为Ⅲ类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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氵危水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研究

喻 婷,周念来,吴雪洁,周 驰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2)

摘 要:以荆州市氵危水水库水源地为研究对象,通过水质评价、水生态评价、污染源评

价分析水源地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水源地保护若干对策,为氵危水水库水源地安

全防护与综合整治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水源地;保护;评价;对策;氵危水水库

1 概况

氵危水水库位于湖北省松滋市西南部,与湖南澧县接壤,地处氵危水流域中游。氵危水水库是荆州市

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担负着大岩咀集镇及水库周边数万人口的生产生活用水,随着松滋市 “引氵危

济城”项目的正式启动,2016年氵危水水库将正式为松滋城区和部分乡镇供水,承担30万人的安全供

水重任。
氵危水水库工程于1958年动工兴建,1970年枢纽、灌溉工程基本完工。1975—1980年、2005—

2010年进行了两次除险加固。水库投入运行以来,平均每年为灌区供水1.21亿 m3,年平均发电量

4000万kW·h,供电3000万kW·h,拦蓄流量1000m3/s以上洪峰50多次,对受益地区国民经济

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水库已纳入一级水源地保护区,水功能区水质管理目标为Ⅱ类,保护氵危

水水库生态和水质是目前面临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氵危水水库作为松滋市城北青峰山水厂新的取水水源,担负着松滋市新江口城区生活用水和工业

用水以及周边4个乡镇 (南海镇、王家桥镇、街河市镇、氵危水镇)生活用水的重任。而随着社会经济

的片面发展及其他综合因素的影响,氵危水水库水环境现状已非常严峻,远不能达到水质Ⅱ类标准。
为保障氵危水水库水源地水质安全,进行水库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对维护松滋市社会稳

定,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水质现状

根据 《湖北省水功能区划报告》,氵危水仅划分有1个一级水功能区———氵危水水源地保留区,起于

松滋县乌溪沟水文站,止于松滋县大岩咀,长22km。现状水质Ⅳ类,水质管理目标为Ⅱ类。

2.1 水质现状

根据2010—2014年荆州市环境部门的水质监测资料,对氵危水水库的水质状况进行分析,主要选

择水库坝前取水口、库心、库汊3个监测点位为代表。依据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

2002),采用单因子法对监测结果进行评价。
(1)坝前取水口水质。根据氵危水水库坝前取水口近5年共5次水质检测结果,取水口水质由5年

前的Ⅱ类变为Ⅲ类最后变为Ⅳ类,主要超标因子是总氮、总磷,总氮还有继续恶化的趋势。
(2)库心水质。根据氵危水水库库心近5年共3次水质检测结果,库心水质由5年前的Ⅱ类变为Ⅲ

类、Ⅳ类,主要超标因子是总氮、总磷。
(3)库汊水质。2013年10月,松滋市环境监测站对氵危水水库内的付成贵库汊、洞马口库汊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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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永革库汊进行了水质取样及检测分析,结果表明,氵危水水库内的库汊水质已基本为Ⅴ类甚至劣Ⅴ
类,主要超标因子是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化学需氧量 (总氮未检测)。可见库汊围栏养殖对

水质已造成的巨大影响。

2.2 水生态现状

水库的富营养化评价采用全国水资源公报中的 《湖泊水库富营养化评分与评分标准》,评价方法

为指数法,评价项目为总磷、总氮和高锰酸盐指数,结果为初步富营养化,分值在50~60之间,表

明水库营养状况不佳。

2.3 问题分析

根据上述现状分析,造成氵危水水库水质污染及水生态失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水库养殖是造成水质污染、水生态恶化的重要原因。
(2)水库上游工矿企业和集镇的点源污染。
(3)水库上游养殖、农业生产、旅游、垃圾随意丢弃产生的大量面源污染。
(4)氵危水水库近年来水偏少,泄洪次数减少,水体交换频度变小。
(5)水质监测体系亟待建立,监管能力亟须加强。
(6)资金投入不够、基础设施不完善。
(7)居民保护意识薄弱。

3 现状污染源调查与评价

3.1 生活污染源

生活污水中含有大量有机物,也常含有病原菌、病毒和寄生虫卵,以及无机盐类的氯化物、硫酸

盐、磷酸盐、碳酸氢盐和钠、钾、钙、镁等,总的特点是含氮、含硫和含磷高,在厌氧细菌作用下,
易生恶臭物质,入库会提高水库氮、磷含量,加快水体富营养化,严重的直接导致藻类大量繁殖形成

水华。氵危水水库坝址以上流域面积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境内的石门、澧县,以及湖北省内的五峰、松

滋、公安5县 (市)。据统计,氵危水水库水源地周边总人口18.40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46万人,生

活污水和固体垃圾均未处理。按城镇和农村生活污染物入河计算,主要污染物 CODCr入河量

3440.46t/a、BOD5 入河量1558.96t/a、NH3 N入河量397.80t/a、TN入河量553.70t/a、TP入河

量38.71t/a。

3.2 畜禽养殖污染源

畜禽养殖的污染面比较广,养殖过程会产生大量的粪便、污水,含有大量的细菌和氮、磷等营养

盐成份。库区畜禽养殖以散养为主,4个养猪场共养殖生猪0.35万头,养鸡场有鸡1.3万只。粪便

大多随意堆放或还田,养猪场污染物入河系数为0.6,养鸡场污染物入河系数为0.8。畜禽养殖主要

污染物CODCr入河量45.0t/a、BOD5 入河量43.5t/a、NH3 N入河量3.6t/a、TN入河量7.8t/a、

TP入河量3.0t/a。

3.3 农业面源污染

氵危水水库以上面源污染主要来自于流域内的水土流失及农业面源污染,其中农业面源污染主要

来自于农业化肥的使用。土壤中氮、磷、有机质等可溶性营养物质在土壤侵蚀作用下可进入库区影响

水质。据调查,氵危水流域多年平均输沙模数为150t/km2。根据松滋市2013年统计年鉴分析,氵危水流

域2013年氮肥施用量3.03万t,磷肥施用量1.39万t。由此计算得到氵危水水库以上面源污染入库氮、
磷分别为573.45t/a、39.5t/a。

3.4 水土流失状况

由于近几年国家水保工程的实施,氵危水水库坝址以上流域水土流失状况已得到有效治理,根据

水利规划的发展趋势规划水平年水保措施将进一步得到加强,预计该流域水土流失将逐渐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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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工矿企业点源

根据现场调查,氵危水水库坝址以上流域目前主要厂矿企业有2家煤矿、1家铁矿、4家土法造纸

厂等。煤矿原则上不排放污水,主要考虑事故排水对水体有一定污染。铁矿废水排放量为3万t/a,4
家土法造纸厂废水排放量为10万t/a。

3.6 临库公路和旅游情况

水库对外交通以公路为主,库区沿线有村级公路与县级公路相接,可到达松滋城区。工程对外物

质运输均可通过现有公路交通网抵达工地,工程对外交通条件便利。库区游泳和旅游未形成规模,库

区内仅有一座饭庄,粗略估计日均用餐约50人,其产生的生活垃圾和废污水是氵危水水库的直接污染

源之一。

3.7 水体内源污染

水库养殖是造成氵危水水库水质退化的重要原因。氵危水水库内实施大面积养殖,但鱼类群落结构

不够合理,食物链结构失衡,水体沉水植被及小型浮游生物、贝类严重破坏,导致整个水库水生态系

统自净、修复能力降低。水库内有4处库汊投肥养鱼,洪水暴发时污水直接进入水库,导致水体存在

一定的内源污染。经调查,库汊内共有网箱养殖面积66.67hm2,实行投饵养殖;氵危水水库边建有澧

松大桥中华鲟养殖基地,共养殖中华鲟10万尾,19万kg。人工投饵的残留物及鱼类的排泄物都会给

水体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

3.8 污染评价

点污染源评价采用等标污染负荷法,选用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一级标准

CODCr、BOD5、NH3 N、TN和TP等因子。从表1评价可知,水库的污染源以生活污水为主,家

禽养殖业为次;各污染因子排序以 TP居首,占69.8%,BOD为次,占13.6%,总氮第3,占

6.3%。因此,该水库的治理首要任务是治理居民生活污水,然后治理家禽养殖业,解决的污染因子

以TP为主。

表1 各点污染源等标污染负荷及污染负荷比成果表

污染源 项  目
污 染 因 子

CODCr BOD5 NH3 N TN TP
合计

污染源

排序

城镇生活污水
等标污染负荷/(t/h) 3616 8192.5 2787.3 3879.7 40680 59155.5

污染负荷比 0.0514 0.1165 0.0396 0.0552 0.5785 0.8413
1

农村生活污水
等标污染负荷/(t/h) 311.5 705.7 240.1 334.2 3504 5095.4

污染负荷比 0.0044 0.01 0.0034 0.0048 0.0498 0.0725
2

煤矿事故废水
等标污染负荷/(t/h) 13.2 194.4 66.2 92.1 965.5 1331.4

污染负荷比 0.0002 0.0028 0.0009 0.0013 0.0137 0.0189
4

造纸厂废水
等标污染负荷/(t/h) 142.7 214 28.5 39.7 416.2 841.1

污染负荷比 0.002 0.003 0.0004 0.0006 0.0059 0.012
5

养殖场
等标污染负荷/(t/h) 51.4 248.5 27.2 59.3 3451.7 3838.1

污染负荷比 0.0007 0.0035 0.0004 0.0009 0.0491 0.0546
3

饭庄
等标污染负荷/(t/h) 8 7.3 0.7 3.5 36.4 55.9

污染负荷比 0.0001 0.0001 0 0 0.0005 0.0008
6

总污染负荷比 0.0589 0.136 0.0448 0.0627 0.6976

污染物污染程度顺序 4 2 5 3 1

4 水源地保护存在的问题

4.1 养殖污染

水库管理单位虽然完成了水管体制改革,但经费问题一直未有效落实,水库以 “自收自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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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自2003年水库大水面对外承包,要求自然养殖、不能投肥,但还是有部分渔民为了提高产量私

自投肥投饵,导致水体污染。同时,较为低端的养殖模式导致鱼类群落结构不够合理,食物链结构简

单,水体沉水植被及小型浮游生物、底栖动物严重破坏,造成整个水库水生态系统自净、修复能力

降低。

4.2 点源污染

库区内的点源污染主要来自上游工矿企业和集镇的生产生活。水库上游五峰县几家土法造纸厂不

但在产且有扩大趋势,浸泡池中污水下流入溪,一遇大雨更是对水库源头构成更大污染威胁;有些人

口较为集中的集镇人口密度较大,目前无集中污水处理厂和垃圾焚烧场,对水源地水质构成较大

威胁。

4.3 面源污染

水库上游养殖、农业生产、旅游、垃圾随意丢弃产生的大量面源污染。湖南澧县太清支流甘溪坪

镇千头猪场生产垃圾直接入溪,对水库源头环境造成极大污染;澧县边山河处中华鲟养殖场及澧松大

棚蔬菜种植基地也对水库上游水环境造成很大不利影响;水库承雨周边农业生产大量使用农药、化

肥,农村畜禽养殖和库汊水产养殖投肥投饲等,以及在水库消落区私自开垦农田耕作等行为,都会产

生大量面源污染;库内两家较大餐饮场所运营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现已被执法部门强制关闭;水库

周边居民区未设置垃圾集中存放点,生活垃圾随意丢弃,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一旦降雨便会

随着地表径流大量冲刷入库,严重的时候白色污染可覆盖水库西端整个库汊;另外,库区西南端约

333.33hm2 意杨分布,秋季树叶落入水中导致水体变黑,影响水质和水景观。以上都对氵危水水库水

质构成严重的污染威胁,水库存在恶化趋势。

4.4 水体变换频度小

氵危水水库近年来水偏少,水体交换频度变小。氵危水水库多年平均来水量为9.42亿 m3,而近10
年左右来水年平均8.4亿m3,来水少一成多;降雨也少近一成。多年平均泄洪量约为1.0亿m3,而

近10年由于来水偏少、加上上游新建水库的调蓄作用,泄洪仅4次、年均仅0.17亿 m3,泄洪次数

明显减少,水体交换的频度变小。

4.5 监管体系不健全

水质监测体系亟待建立,监管能力亟须加强。水库没有水质监测体系,缺乏对水质定期连续监

测,应急监测能力不足。一旦存在突发性污染,难以迅速察觉,将给松滋市城市、农村供水带来严重

后果。由于水库流域范围较大,水库饮用水水源地管理工作比较滞后,难免存在责任不明、管理不到

位等问题,水源地基本上为敞开式管理,没有设立保护标志牌并采取工程防护措施,也没有建立人畜

隔离防护,人畜任意出入,对取水口周围的水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

4.6 资金投入不够

资金投入不够、基础设施不完善。水源地保护区内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村污水和雨水排放系统还

不健全,生态户厕也未普及。村庄排水多为地表漫流,居民生活污水不能得到处理,水源地保护区的

立标围栏工作需要立即实施,这些工作都需要资金保障,同时保护区内鼓励实施退田还林,也需要大

量资金支持。

4.7 居民保护意识淡薄

保护区内居民对水源地保护意识不强,不仅不能够承担起保护水源地的责任,对危及水源地的一

些违规行为进行有效控制,甚至还不约束自身的行为,在取水口附近进行畜禽养殖,生活污水就地排

放,给水库带来污染。保护区内居民需要加强对水源地保护知识的了解,提高对水源地的保护意识。

5 对策措施

根据氵危水水库水源地特点和保护管理现状,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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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加大污染源整治力度

针对氵危水水库水源地保护区内的点源、面源、内源等各类污染源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对直接进

入保护区的污染源采取分流、截污及入河、入渗控制等工程措施,阻隔污染物直接进入水源地水体。
(1)点源污染控制。一级保护区内禁止一切与保护无关的活动。取缔一级保护区内的农家乐1

处,一级保护区内与供水无关的建筑物 (旅游码头)停止运营,增加水源地环保巡查频次。
限期治理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现有影响城镇供水水源水质的污染源,确保供水水源水质。
(2)面源污染控制。一级保护区内禁止一切与保护无关的活动,包括人工养殖、放养禽畜、种

植、网箱养殖和从事一切可能污染水体的活动。全面完成本区内退田还林的工作,确保没有任何农业

生产行为。
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取缔渔业养殖。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使用高残留农药,提倡用生态肥料替

代部分化肥,改变施肥技术,提高肥料利用率;鼓励农业向保护区外围扩展。
(3)内源污染控制。氵危水水库某些库汊盲目追求渔业经济效益,实行投肥养殖,导致水体污染

严重,涉及渔业养殖的库汊有4处,面积共约90hm2,饵料的残留物及鱼类的排泄物都会给水体造成

不同程度的污染。此外,水库大水面养殖面积达30km2 以上,由于鱼类群落结构不够合理,食物链

结构失衡,水体沉水植被及小型浮游生物、贝类被严重破坏,整个水库水生态系统自净、修复能力降

低。从保护水源地的角度出发,氵危水工程管理局应收回水面管理权,集中管理,合理放养,坚决取

缔投肥养殖。

5.2 加强水库水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

通过采取生物和生态工程技术,对水库水源地保护区的周边湿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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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在采取隔离防护及综合整治工程方案

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有针对性地在主要入库支流、水库周边及湖库内建设生态防护工程,通

过生物净化作用改善入水库支流和水库水质。通过对支流河岸的整治、基底修复,种植对土壤、气候

适宜的水生、陆生植物,构成绿化隔离带,维护河流良性生态系统,兼顾景观美化。对水库水源地周

边生态破坏较重区域,结合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物隔离工程建设,在水库周边建立生态屏障,减少农

田径流等面源对水库水体的污染,减轻波浪的冲刷影响,减缓周边水土流失。对水源地周边的自然滩

地和湿地选择合适的生物物种进行培育,为水生和两栖生物等提供栖息地,保护生态系统。

5.3 加强水质监测能力建设

氵危水水库目前没有水质自动监测点,需在整个水源地保护区新建一套自动化水质监测系统,以

便及时掌握水库的水质动态。拟在取水口附近、一级保护区进口断面、桃花岛附近、太阳岛附近、水

库西南角设立5个自动监测断面。中心站纳入湖北省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统一建设。

5.4 加强标示与警告设施建设

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设立界标54块、交通警示牌5块、宣传牌372块,用于向库区居民及旅游

人群传递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相关规定和信息,以保护饮用水水源地。

5.5 加强水库水源地保护宣传

利用报刊、杂志、网络、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和各类宣传册广泛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水库水

源地保护舆论宣传和科普宣传,使全社会意识到水库饮用水源地保护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营造全社会

关心支持的氛围,使水库饮用水源地安全保障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和支持。重点宣传节约用水、
清洁生产、科学施肥、乡村环境整治和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等。

(本文发表于 《湖北水利》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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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架大九湖保护涉水工程
对湿地生态环境的影响

余明勇,姚 玲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以大九湖盆地区域的湿地为研究对象,在对湿地生态环境现状、演变历史进行

充分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涉水工程的运行对湿地动植物的影响,并从自然体系

生产能力、自然体系稳定状况两个方面,研究了涉水工程对湿地生态完整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①涉水工程实施后,湖泊面积从18.00hm2 扩大到110.05hm2,沼泽湿地

的面积也增大至106.18hm2,各种调蓄湖、回填的人工渠等区域逐渐演替成沼泽湿

地和草甸,大九湖湿地范围内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将逐渐增加,湿地生境的原始

风貌也将逐渐得以恢复。②部分耕地实施退耕还泽还草、重建湖泊湿地等工程使得

林地、灌草地、沼泽和水域等自然景观的面积增大,其分布更加集中、均匀,区域

自然体系的平均生产能力由725.29g/(m2·a)提高至860.83g/(m2·a),景观多样

性指数从1.375增大至1.531,均匀度指数从0.707增大至0.787,自然景观体系的

异质性得到提高,阻抗稳 定 性 得 到 增 强,从 而 有 利 于 维 护 区 域 生 态 完 整 性。因 此,
该涉水工程实施十分有利于湿地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与发展,可保证湿地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
关键词:大九湖湿地;动植物;生态完整性;景观变化;涉水工程

资助项目: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12FFB03101)资助。

作为世界著名的人与生物圈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点的缓冲区、国家湿地公园,大九湖湿

地在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研究等方面对区域乃至全球都具有重要意义[1]。大九湖是神农

架林区特有的亚高山地区高山草甸和湖泊湿地,历来受到科研人员和相关机构的高度重视,并启动了

大九湖湿地恢复与保护行动计划。但是,目前我国对于高原沼泽的研究集中在青藏高原地区[2,3],而

华中地区的高山湿地研究相对较少。而且目前对大九湖湿地的已有研究仅限于孢粉分析[4,5]、泥炭研

究、古气候变化[6,7]、生物多样性[8]、植被演替及湿地生态恢复措施[913]等领域,这些专题性较强的

研究未能全面描述工程建设活动对湿地生态环境的整体影响,仅尹发能[14]等人从土地利用的角度分

析大九湖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对湿地生态环境的整体影响,尚缺乏大九湖湿地恢复与保护工程建设及其

运行对湿地动植物及湿地生态完整性等方面的研究。为从多尺度上反映大九湖湿地的生态学过程,为

解决实际的生态问题提供一个更合理、更有效的概念构架,本文通过对大九湖湿地生态环境现状及湿

地生态环境退化成因的分析,研究了涉水工程 (涉水工程指在湿地恢复与保护过程中,与水利相关并

采用水利工程措施进行治理的工程)的运行对湿地动植物的影响,并从自然体系生产能力、自然体系

稳定状况两个方面,研究了涉水工程对湿地生态完整性的影响,以期为制定切实可行的大九湖湿地恢

复与保护管理策略提供科学参考依据,本文对北纬31°以外和其他地带区的高山湿地恢复与保护也具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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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概况

1.1 大九湖湿地概况

大九湖位于湖北省神农架林区西缘,大巴山东麓,衔接渝鄂两省,盆地面积 (海拔1780m以下)

16.97km2。大九湖盆地是群山环抱的封闭型的岩溶盆地,盆底绝大部分海拔高程在1760m以下,盆

地四周是2000~2500m的中、高山。大九湖盆地地形复杂多样,沟壑纵横交织,构成多种不同的景

观。大九湖盆地发育了多种沼泽湿地,由于湿地地理位置相对封闭,发育有独特的北亚热带亚高山泥

炭沼泽,其泥炭沉积物于早全新世以前就已形成,在研究湿地演变和全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方面具有

重要的科研价值[1]。
大、小九湖盆地汇水面积57.21km2。大九湖内有黑水河、九灯河等多条河流,各山坳均有自然

溪流进入湿地,汇入西北角的十余个落水孔,最后流入堵河、汉水,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源头区,
大九湖湿地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涵养地的水资源保护起着重要作用。大九湖是我国亚高山地区罕

见的高山草甸和湖泊湿地,在国际上同纬度 (北纬31°)地带也属绝无仅有。该区现存湿地类型多

样、植物种类较多、生物多样性丰富,具有典型的湿地生态系统特征和生态过程,是华中地区最完好

的北亚热带亚高山草甸和泥炭沼泽湿地,因其群落结构和物种组成的独特性、原始性和稀缺性而具有

重要的科学价值。

1.2 大九湖湿地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九湖水利治理的指导思想一直是坚持以排涝除渍为工程措施,以开垦农田,
发展农业生产为目的,忽视了湿地生态环境的保护。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区域内人口增长和经济社

会发展,大九湖湿地经历了3次较大的土地利用和开发活动,尤其是1986年以来大规模的疏浚排水

通道和扩挖落水洞,使得大九湖湿地的沼泽与水面面积大大缩小,加之受眼前短期经济利益的驱动,
当地农民掠夺性地采集泥炭藓,人工引种红花车轴草,对湿地进行农作物耕作,导致大九湖湿地呈现

逐渐退化的趋势,湿地面积严重萎缩,湿地资源和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丧失,湿地

生态系统向陆生生态系统演化[14],水环境受到污染,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严重失衡。

1.3 大九湖湿地恢复与保护涉水工程

为了尽快解决大九湖湿地生态系统受损和湿地退化等问题,抢救性地保护和恢复大九湖湿地,湖

北省有关部门启动了大九湖湿地保护和恢复工程。针对大规模的排涝除渍等水利工程治理是导致大九

湖湿地退化的主要和直接原因,重点规划并建设了湿地恢复与保护涉水工程:修建11处暗坝,以控

制水流方向并抬升地下水位;在水系上游新建6个人工调蓄湖,拦蓄部分地面径流,以提升大九湖对

旱涝的缓冲能力;对于因破坏导致退化的湿地区域,进行水系改造,回填原有部分人工沟渠11585m,
疏浚天然河道5347m,新接连通渠道873m。其中11处暗坝与6处调蓄湖共可形成水面面积

92.05hm2,形成潜育区面积106.18hm2。随着该涉水工程的建设与运行,在取得明显的生态效益及

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工程占地、蓄水淹没也将对湿地生态环境产生直接的影响。

2 涉水工程运行对湿地动植物的影响分析

涉水工程建成后,工程区域的环境变化较大,由于开挖的人工调蓄湖泊和暗坝形成的湖泊蓄水,
耕地、草甸和沼泽生境被湖泊型生境取代,这种变化是短期内完成的,而各种生物需要一定的时间才

能逐渐适应变化的环境。

2.1 对湿地内动植物的影响分析

运行期间,生态暗坝所形成的湖泊湿地以及人工调蓄湖泊的水位将比工程建设前抬高0.5~
2.0m,地下水水位抬高,湖泊沼泽水面面积扩大,从18.00hm2 增加到110.05hm2。土壤潜育区上限

将上移,沼泽湿地向湿地周围扩展,其分布范围和面积也明显增大。
(1)暗坝形成的湖泊。湖泊水面面积增加,其直接影响将使暗坝 (除1号、8号暗坝湖外)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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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大九湖湿地恢复与保护涉水工程示意图

的湖泊范围内的沼泽植被和草甸植被生境淹没,生物个体失去生长环境,影响程度为不可逆。但暗坝

形成的湖泊分散于大九湖湿地,各湖泊面积相对较小,故受淹没影响的草甸植被与沼泽植被的数量较

少,并且均为一般常见种,淹没线以上的各湖泊周围以及大九湖盆地周围可见到相似的群落,不存在

因局部植被淹没而导致种群消失或灭迹。
根据恢复生态学的观点,生物定居、功能实现与生态平衡的建立、发展需要一定的时间,必须遵

循生物尤其是植物的生长节律,正常情况下,基本沼泽需要3~5年的发育才能达到理想状态。经过

较长一段时期,暗坝形成的湖泊内原有的草甸和耕地将逐渐演替成水生植被,而在水位变幅区和土壤

潜育区逐步形成藓类沼泽、草本沼泽、灌丛沼泽及沼泽化草甸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湿地基底、湿地土

壤。因此在工程蓄水运行期间,大九湖湿地范围内的沼泽湿地植被的分布范围及面积大大增加,沼泽

湿地中植物的种类和数量增多,以沼泽湿地为栖息、繁衍环境的湿地水禽、水生动物、两栖动物的数

量、种类将明显丰富,以沼泽湿地为水源的兽类、爬行类动物在湿地范围内的密度也将增大。
(2)开挖的人工调蓄湖泊。蓄水运行期间,一方面,处于暗坝上游的人工调蓄湖可在旱季给下游

湖泊进行补水,由于人工渠回填后上游的来水将主要以地下潜水的形式向低处流动,这将抬高暗坝与

开挖的调蓄湖之间的地下水水位,并使水流更加缓慢、更加均匀,因此在此区间的草甸和耕地也将逐

渐演替成藓类沼泽、草本沼泽、沼泽化草甸等沼泽类型植被,以及草甸植被。另一方面,运行期对开

挖形成的调蓄湖泊实施湿地植被的恢复重建,人工种植当地的水生植物,并培育和放养大鲵、冷水鱼

等本地动物幼体,因此运行期调蓄湖内被破坏的草甸植被将得以补偿,形成沼泽湿地区,其沼泽湿地

植物和以沼泽湿地为生境的湿地动物 (尤其是水禽)的数量、种类将明显丰富。

2.2 对湿地周边野生动物的影响分析

大九湖湖泊湿地水面扩大后,湿地周边陆生野生动物的部分生境将被淹没,将使得盆地内陆生动

物的栖息地相对缩小,但其淹没面积占其生境的比例很小,不会对其造成明显不利影响。相反,大九

湖湿地面积的扩大和湿地环境改善,为湿地周围的蜥蜴类、蛇类等爬行动物以及两栖动物的生活提供

了良好的栖息、繁衍环境,有利于它们的生长。工程运行后,盆地周围山地中兽类、鸟类的生境不受

工程淹没影响,因而工程建设不会对它们的栖息造成较大的影响。

2.3 对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的影响分析

由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均距大九湖湿地较远,故涉水工程蓄水运行不会对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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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影响。
在盆地周围山地分布的国家保护动物活动范围主要在海拔1800m以上区域,大九湖湿地扩大范

围后,湿地环境的改善,水源的充足和水质改善,将十分有利于它们的栖息、生活、觅食,所以工程

运行对珍稀濒危保护动物是十分有利的。

3 涉水工程对生态完整性的影响分析

生态完整性包括自然体系生产能力和稳定状况两个方面的内容,对生产能力的测定可通过对生物

生产力的度量来进行,稳定状况的度量通过对生物生产力的测定 (恢复稳定性)和植被的异质化程度

来测定 (阻抗稳定性)[15]。

3.1 涉水工程对自然体系生产力的影响

通过对大九湖地区2005年6月14日及2011年6月20日的 Quickbird遥感影像 (分辨率

0.61m),结合该地区地形图,运用遥感技术判读,并结合野外实地调查进行人工目视解译分类,利

用ArcMap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分别制作2005年和2011年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图。最后使用景观分析软

件Fragstas和Excel计算有关景观格局指数。结合涉水工程区域地表植被覆盖现状,将区域植被类型

划分为五类:落叶阔叶林、灌草丛、沼泽、农作物、水生植被。工程所在区域各植被类型的平均净生

产力和平均生物量,采用周广胜、张新时[16]根据水热平衡关系及生理生态学特征而建立的自然植被

净第一生产力模型的研究成果来计算确定。
大九湖湿地恢复与保护涉水工程建设前,由于大九湖盆地区域林地、耕地和沼泽面积的比重仍较

大,使该地区自然生态系统的平均净生产力达到725.29g/(m2·a),比全球陆地水平720g/(m2·a)
高5.29g/(m2·a),说明该地区的植被生长力处于仍较高水平 (表1)。林地、灌草丛和沼泽的面积

仍占据优势,对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变化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涉水工程施工建设期部分临时占地,施工结束后植被会自然恢复,其对区域自然体系生产力的影响

是暂时的,可恢复的。工程建成后,虽然暗坝所形成的湖泊蓄水造成了一定量地表植被的淹没损失,但

对部分耕地实施退耕还泽还草以恢复成典型沼泽或沼泽化草甸,并在人工湖泊群区域实施湿地植被恢复

与重建工程,以及在水源地实施水源涵养林恢复与水土保持工程后,区域自然体系的生产力将提高。表

1结果显示,工程建成后,区域自然体系的生物总量每年将增加2299.79t,平均生产能力由现状的

725.29g/(m2·a),提高至860.83g/(m2·a),从热带稀树干草原700g/(m2·a)的生产力水平提高至北

方针叶林800g/(m2·a)的水平。因此,涉水工程的运行对提高区域自然体系的生产能力十分有利。

表1 工程建成前后区域自然体系生产力的变化

土地利用

类型
植被类型 代表植物[17]

平均净生产力

/(g·m-2

·a-1)

平均生物量

/(t·hm-2)

面积/hm2

工程建

成前

工程建

成后
面积变化

生物量

变化

/t

林地 阔叶林  锐齿槲栎林、湖北海棠林 1023.6 300 613.76 613.76 0 0

灌草地 灌草丛
 华中山楂、金丝梅、红车轴草、
水蓼、小箭叶蓼

600 68 116.91 168.10 51.19 3480.92

沼泽 沼泽植被

 红桦,华刺子莞、阿齐苔草、水

毛花、佛子茅、地榆、灯心草+东

方香蒲、早熟禾+羽毛饽荠

458.6 15 352 458.18 106.18 1592.7

水域 水生植被  菹草、东方香蒲、黑三棱、睡菜 325 0.2 18 110.05 92.05 18.41

耕地 农作物
 土豆、小麦、荞麦、大豆、玉米

以及各类蔬菜和中药材
644 11 566.67 312.83 -253.84 -2792.24

建筑用地 —  — — — 15.33 19.75 4.42 0

道路 —  — — — 14.03 14.03 0 0

合计 725.29 1696.70 1696.70 0 229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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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涉水工程对自然体系稳定状况的影响

3.2.1 对恢复稳定性的影响

(1)从植被生物量度量角度分析。工程建成后,土地利用方式和结构发生变化,耕地减少,水域

面积、沼泽湿地和草甸面积增加。部分耕地实施退耕还泽还草致使农田生态系统的生物量减少,但由

于灌草丛、沼泽、水生植被生物量的增加量大于农田生物量的减少量,从而使区域自然体系的生物量

增加了2299.79t,平均生产力增加了135.54g/(m2·a),平均净生产力提高至860.83g/(m2·a),达

到北方针叶林800g/(m2·a)的生产力水平。因此有利于提高自然体系恢复稳定性。
(2)从区域生态系统演替规律角度分析。大九湖沼泽具有形成时间早、发育连续、泥炭累积速度

慢的特点,最底层泥炭的堆积时间至少为晚更新世末期。根据泥炭剖面中泥炭植物残体分析,大九湖

沼泽的演化遵循从富营养沼泽开始,经中营养沼泽,最后发展成为贫营养沼泽,见图2。

草甸      富营养沼泽     中营养沼泽     贫营养沼泽

野古草+苔草群落 → 苔草+灯心草群落 → 柳兰+灯心草群落 → 灯心草+泥炭藓群落

图2 大九湖沼泽演化过程

  大九湖沼泽湿地是以陆地沼泽化,尤其是草甸沼泽化为主形成的。大九湖盆地在沼泽化之前,这

里的古地理环境曾是干湿交替、无林木生长的草甸,以后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变化和草甸密丛植物发

展,促使地表土层过湿,通气不良,从而导致沼泽的形成和发展。
由于该工程地处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属典型的大陆性高山潮湿气候,雨量丰富,且多为中小

雨,利于土壤维持较大蓄水量,可为湿地生态系统提供可靠的水分供应。湿地以蒸发蒸腾形式与大气

进行大量的水汽交换,形成阴雨多雾的盆地小气候,利于喜阴耐湿动植物的生长,为湿地生态系统恢

复提供了适宜的水热环境条件。这使得大九湖地区湿地植物的生物恢复力较强,一般在10~20年可

以形成较稳定的次生群落。因此,各项涉水工程设施建成后,湖泊水面、沼泽湿地和草甸湿地面积得

到恢复稳定后,湿地生态系统将达到新的平衡,区域生态系统的恢复功能将趋于增强和稳定。

3.2.2 对阻抗稳定性的影响

(1)阻抗稳定性分析的指数及其计算方法。自然景观生态体系分为自然组分和人为干扰组分,自

然组分包括林地、耕地、灌草地和沼泽,人为干扰组分包括耕地、建筑用地和道路。根据研究目的和

研究区特点,选择了景观组分的比例、密度、平均大小、分离度、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优势

度[1820]等指标,来反映涉水工程对自然体系阻抗稳定性的影响。计算公式分别为:

1)景观组分比例 (Pi):表示景观的组成状况:

Pi=(Ai/A)×100%
式中:Pi 为景观组分i(i=1~m)的面积比例,%,m 为景观组分类型数;Ai 为景观组分i的面积,

hm2;A为景观总面积,hm2。

2)景观组分密度 (Ri):表示景观破碎化程度:

Ri=Ni/A
式中:Ri 为景观组分密度或破碎度,个/hm2;Ni 为景观组分i的斑块数。

3)景观组分的平均大小 (Ai):用于描述景观粒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景观破碎化程度:

Ai=Ai/Ni
式中:Ai为景观组分的平均面积,hm2。

4)景观分离度 (Fi):表示景观组分的分离程度,分离度越大,表明景观在地域分布上越分散:

Fi=Di/Pi

Di= Ri/2
式中:Fi 为景观分离度;Di 为景观组分i的距离指数。

5)景观多样性指数 (H):反映景观的复杂性。在一个景观系统中,H 值越大,表示景观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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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丰富,该指数同时表示景观中景观组分的多度和异质性程度。

H =-∑
m

i=1

(PilnPi)

式中:H 为景观多样性指数。

6)景观均匀度指数 (E):反映景观组分分布的均匀程度:

E=H/Hmax

Hmax=lnm
式中:E为景观均匀度指数;H 为景观实际多样性;Hmax为景观最大多样性。

7)景观优势度 (D):以反映景观组分的地位和作用。D大时,表示景观中仅以少数景观组分为

优势,D小时,表示各景观组分的面积比例大致相似。多样性指数越大,优势度越小。

D=Hmax-H
式中:D为景观优势度指数。

(2)结果与分析。

1)景观数量结构及分布变化分析。工程建成前,林地、耕地和沼泽面积占景观总面积的

90.3%,共同主导着大九湖湿地景观。部分耕地实施退耕还泽还草,重建湖泊湿地景观后,林地、耕

地和沼泽面积占景观总面积比例下降至81.6%,而林地、耕地、灌草地和沼泽面积占景观总面积比

例则达到91.5% (表2)。表明工程建成后,由林地、耕地和沼泽3个景观类型共同主导的大九湖湿

地景观格局转变成由林地、耕地、灌草地和沼泽4个景观类型共同主导的湿地景观,导致原有自然景

观体系中优势景观组分的优势地位趋于更加不明显,而自然组分作为主导景观的特征趋于明显。

表2 景观组分的面积、斑块数量、密度及分离度比较

景观类型

工程建成前 (2005年)

斑块

数量

景观组

分面积

/hm2

景观组

分比例

/%

斑块平

均面积

/hm2

景观密度

或破碎度

/(个·hm-2)

景观

分离度

工程建成后 (2011年)

斑块

数量

景观组

分面积

/hm2

景观组

分比例

/%

斑块平

均面积

/hm2

景观密度

或破碎度

/(个·hm-2)

景观

分离度

林地 89 613.76 36.17 6.90 0.0525 0.3166 89 613.76 36.17 6.90 0.0525 0.3166

灌草地 56 116.91 6.89 2.09 0.0330 1.3183 41 168.10 9.91 4.10 0.0242 0.7845

沼泽 66 352.00 20.75 5.33 0.0389 0.4753 41 458.18 27.00 11.18 0.0242 0.2878

水域 35 18.00 1.06 0.51 0.0206 6.7691 29 110.05 6.49 3.79 0.0171 1.0078

耕地 41 566.67 33.40 13.82 0.0242 0.2327 23 312.83 18.44 13.60 0.0136 0.3157

建筑用地 43 15.33 0.90 0.36 0.0253 8.8079 36 19.75 1.16 0.55 0.0212 6.2558

道路 1 14.03 0.83 14.03 0.0006 1.4676 1 14.03 0.83 14.03 0.0006 1.4676

合计 331 1696.7 5.13 260 1696.7 6.53

  同时,工程建成后耕地面积从566.67hm2 下降至312.83hm2,导致人为干扰景观组分所占比例

从35.1%下降至20.4%,而林地、灌草地、沼泽和水域等自然景观组分所占比例从64.9%增大至

79.6%,自然景观组分构成了景观的基质,其作为优势景观组分的地位逐渐得到增强,这种变化有利

于该区域吸收内外干扰,提供抗御干扰的可塑性,增强了局部景观的稳定性,阻抗稳定性有所

增大[21]。

2)景观异质性变化分析。该涉水工程建成后,大九湖湿地的景观多样性指数从1.375增大至

1.531,均匀度指数从0.707增大至0.787,均有所增大,表明大九湖自然景观生态体系各景观组分

的分布更加均匀,异质性程度变得更高。但景观优势度指数却有所下降,从0.571下降至0.415,反

映了实施退耕还泽还草、重建湖泊湿地景观后,大九湖湿地的优势景观组分从3个上升至4个,没有

特别占优势的景观组分,景观组分比例趋于均匀化 (表3)。
因此,退耕还泽还草与涉水工程建成后,由于自然景观组分面积扩大,分布更加集中、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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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自然景观生态体系的多样性、异质性得到提高,阻抗稳定性得到增强,自然景观组分对景

观动态变化的控制程度及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调控能力得到提高,更加有利于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

维护。

表3 景观异质性特征指数比较

特征指数 工程建成前 (2005年) 工程建成后 (2011年)

景观多样性指数 1.375 1.531

景观均匀度指数 0.707 0.787

景观优势度指数 0.571 0.415

4 结语

(1)为了尽快扭转大九湖湿地面积减少和功能下降的局面,抢救性地保护和恢复大九湖湿地,实

施了大九湖湿地保护和恢复工程,并重点规划建设了涉水工程。该涉水工程实施后,正常运行期除淹

没一般物种为不可避免损失外,在施工临时占地植被得到恢复,水土保持措施逐步发挥作用,调蓄湖

植被得以恢复重建,以及各种调蓄湖、回填的人工渠等区域逐渐演替成沼泽湿地和草甸后,大九湖湿

地的生态环境将逐渐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前水平,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和湿地生境的原始风貌也

将逐渐得以恢复。
(2)工程实施有利于维护区域生态完整性。部分耕地实施退耕还泽还草,重建湖泊湿地等涉水工

程实施后,林地、灌草地、沼泽和水域等自然景观的面积增大,其分布更加集中、更加均匀,区域自

然体系的平均生产能力由现状的725.29g/(m2·a)提高至860.83g/(m2·a),景观多样性指数从

1.375增大至1.531,均匀度指数从0.707增大至0.787,自然景观生态体系的异质性得到提高,阻

抗稳定性得到增强。
(3)大九湖湿地生态环境受土地利用方式影响。其一,受人为干扰产生的各种景观组分中,耕地

是最活跃的组分。工程实施前,耕地的斑块数量较多且景观组分面积比例位居第二 (33.4%),呈大

面积广泛散布在大九湖盆地区域。当地居民因经营耕地而活动在大九湖盆地区里,构成了大面积强烈

的干扰。工程实施后,耕地的景观组分面积比例下降至18.4%,破碎度从0.0242个/hm2 下降至

0.0136个/hm2,使得耕地经营活动相对集中,干扰影响范围明显缩小,但仍占较大比例。其二,在

自然景观组分中,沼泽和水域为最活跃的组分。工程实施后,灌草地、沼泽和水域等自然景观组分的

面积比例从28.7%增大至43.4%,沼泽和水域的平均斑块面积增大十分明显,使自然景观组分的生

产能力和稳定状况得到明显提高,为实施退耕还泽、重建湖泊湿地的结果。
因此,应研究土地利用方式及其发展变化规律,通过土地利用结构优化调整以改善大九湖湿地的

土地利用方式和生态环境。建议进一步实施退耕还泽还草,减少人类活动对湿地的干扰,以使大九湖

湿地得到良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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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黄冈城区河段水环境容量与
污染物总量控制研究

余明勇1,刘婧婧2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武汉 430223)

摘 要:针对黄冈市经济社会和城市化发展带来的长河水污染问题,以污染严重的长河

黄冈城区河段为研究对象,基于对该河流水环境现状、水环境功能及水污染负荷的充

分调查,采用河流一维水质数学模型计算了该河流的水环境容量。采用逆推法计算了

各污染物的最大允许排放量,并提出了长河流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与削减方案。
结果表明,当长河黄冈城区河段水质符合Ⅲ类水质标准时,COD、NH3 N、TP的水

环境容量分别为4534.42t/a、331.78t/a、34.04t/a,三者实际污染负荷分别是其水环

境容量的2.09倍、2.20倍、1.46倍,削减率需分别达到35.3%、33.9%、13.0%时

才能有效改善长河下游的水质。
关键词:水环境容量;总量控制;一维水质模型;长河

资助项目:水利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 (201101063)资助。

图1 长河流域水系及监测断面布置示意图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农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长河

流域水污染问题日渐严重。合理划分河流水环境功能区,控制

河流污染物总量特别是黄冈城区河段的污染物总量是目前亟须

解决的重要问题[1]。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首先要科学准

确地核定出水环境容量。水环境容量不仅是水环境目标管理的

基本依据和环境规划的主要约束条件,也是污染物总量控制的

关键技术支持[2]。水环境容量是指在维持生态平衡不超过人体

健康阈值的情况下,水体所能承受的污染物总量。水环境容量

以环境目标和水体自净规律为依据计算污染物允许入河量,该

污染物允许入河量应小于污染物排放量。本文以污染严重的长

河黄冈城区河段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学模型计算其水环境容量,
进而采用逆推法计算得各污染物的最大允许排放量及达到控制

目标需削减的污染物量,为环境管理部门实施流域水污染控制

提供技术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长河位于黄冈市中南部,属巴水支流,流经黄冈市城区黄

州区和团风县。长河流域面积464.5km2,干流全长46.16km,
其中黄州段长28.45km。长河黄冈城区河段包括长河黄州城区

段和团风城区段 (图1)。长河黄州城区段是指禹王至土司港闸



96   水环境保护与水生态修复

段,河段长18.3km,沿程仅有支流东湖港汇入;长河团风城区段指盘石桥至罗家沟闸段,河段长

6.9km,沿程无支流汇入。长河城区河段流经黄州和团风县中心城区,沿岸居住人口集中,工业生产

废水和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大,污染较为严重,对下游水质造成不利影响。
据黄冈市环保部门监测结果,近几年长河中下游各监测断面的水质为Ⅳ~劣Ⅴ类水,其中黄州城

区及以下河段水质明显比上游河段差,主要超标项目为NH3 N、COD、TP、BOD5,表明长河受到

的有机污染严重。

2 水环境容量模型

2.1 模型选择

长河干流宽深比不大,河道较规则,污染物质在较短的河段内经平流输移、纵向离散和横向混合

后达到均匀混合,故长河干流各段的水环境容量可采用一维恒定流水质模型概化计算[36]:

W =∑
n

i=1
Wi=∑

n

i=1
31.536Csexpk xi

86.4ui
æ

è
ç

ö

ø
÷-Ci0[ ]·(Qi+Q污i) (1)

式中:W 为水环境容量;Wi 为第i个河段的水环境容量;Cs 为污染物控制目标浓度;k为污染物综

合降解系数;xi 为第i个节点与下游控制断面距离;ui 为第i个河段的河流设计平均流速;Ci0为河段

第i个节点处来水水质本底浓度;Qi 为第i个节点后河段的河水流量;Q污i为第i个节点处废水入

河量。

2.2 设计条件

(1)水功能区划和水质保护目标。据 《黄冈市水功能区划》[7],长河被划分为长河团风—黄州景

观娱乐用水区,水质保护目标为Ⅲ类。
(2)污染物控制指标。由于该河段主要受到有机污染,主要超标项目为COD、NH3 N、TP,

因此选取具有代表性的COD、NH3 N、TP作为该河段的污染物控制指标。
(3)设计水文条件。河水流量采用长河近10年90%保证率最枯月平均流量[2,8]。根据实测的河

道断面地形,由断面面积、流量计算得相应条件下的流速,见表1。

表1 水文与废水特征值统计

地区 河 段
距离

/km

河水流量

/(m3·s-1)
流速

/(m·s-1)
废水入河量

/(m3·s-1)

团风县 盘石桥—罗家沟闸 6.9 0.99 0.015 0.26

黄州区 师院—磨盘咀 4.2 1.41 0.030 0.16

磨盘咀—土司港闸 8.6 1.65 0.037 2.09

(4)河流控制断面。对于非持久性污染物,河流控制断面既要考虑污水在河流中的充分混合稀

释、污染物自净,又要考虑对下游的影响。若起始断面至控制断面的距离过短,则不能充分利用河流

的自净能力,从而对污染物的排放要求过严;若过长,则不达标的河段太长,且下游不能充分利用河

流的稀释作用,从而限制其污染物的排放[9]。一般按设计河段的水质达标比例0.50~0.56来

确定[10]。
为缓解长河下游防洪除涝压力,通过在罗家沟修建横堤、节制闸,实现 “高水高排、低水低排”,

正常年份罗家沟横堤闸不开启,罗家沟横堤以上团风县的来水通过黄草湖泵站排入长江,因此正常年

份可考虑长河团风段与黄州段相互独立,无水力联系,可分别计算其各自的水环境容量。
根据长河流域水系和工业、城镇生活污染源分布特征,以及城镇景观娱乐用水水质控制需要,考

虑监测条件,长河团风段在罗家沟闸处设置1个控制断面,黄州段在磨盘咀闸和土司港闸处各设置1
个控制断面。

2.3 污染源概化

水环境容量计算的前提条件是保持目前排污口的分布格局不变。根据长河城区河段内主要排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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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布和实际污染负荷,将距离较近的多个排污口简化成一个集中的排污口,概化后的排污口位

置[11]为:

X=(Q1C1X1+Q2C2X2+…+QnCnXn)/(Q1C1+Q2C2+…+QnCn) (2)
式中:X为概化后的排污口到下一个控制断面的距离;Qn 为第n个排污口的废水排放量;Xn 为第n
个排污口到下一个控制断面的距离;Cn 为第n个排污口的污染物浓度。

长河断面位置及污染源概化示意图见图2。

2.4 参数确定

图2 长河断面位置及污染源概化示意图

(1)污染物降解系数k。采取实测资料反推法

计算污染物降解系数k,选取长河中上游支流付河

(图1),长河中上游来水绝大部分源于付河,两者

均属于平原区河道,河道均呈宽 U 形,较顺直,
除流量大小略有差异外其他水文条件较接近,河

中水生植被较少,沿河流横断面分布状况相近,
故该支流的边界条件与长河基本一致。该支流上

的宋墙至方高坪河段无排污口、支流口汇入,且污染物质稳定均匀混合,故该河段可避免随机因素对

计算结果的影响。根据付河的宋墙、方高坪断面2009年1月、3月、5月、7月、9月、11月共12
次、36d (每月监测2次,每次连续监测3d)的水质监测资料,采用下式推求k值[12]:

k=(lnCA-lnCB)u/Δx (3)
式中:CA、CB 分别为河流上、下两断面的污染物浓度;u为河流平均流速;Δx为上、下两断面间的

河段长度。
采用式 (3)可求得2009年各频次的污染物降解系数,计算得年均值为kCOD=0.200d-1,kNH3 N=

0.240d-1,kTP=0.094d-1。
(2)河流来水本底浓度Ci0。长河上游及支流受人为活动影响较小,基本无人为污染,达到Ⅱ类

水质标准,可将其水质作为长河来水本底浓度。
(3)废水入河量Q污i。根据2008年全国污染源普查成果,结合2009年长河团风、黄州城区段排

污口废水常规监测的更新结果,得到各排污口的废水入河量。

2.5 模型验证

为了使水质数学模型具有合理性、可靠性及适用性,能真实反映污染物入流后的情形,必须对数

学模型进行验证,即将已知现状污染源输入模型中,计算出各单元的COD、NH3 N、TP浓度值,

并与实测值进行比较,以确定模型的模拟吻合程度[13]。
按照上述模型各项设计参数和条件,将长河现状污染负荷代入一维水质模型进行理论 (验证)计

算,再将所得模型的理论计算值与实测值进行比较,其结果见表2。由表2可看出,计算值与实测值

较接近,吻合较好,均在误差允许范围内,表明河流一维水质数学模型适用于长河干流城区河段的水

环境容量计算。

表2 一维水质数学模型计算值与实测值的比较

河  段
COD

实测值 计算值 误差

NH3 N

实测值 计算值 误差

TP

实测值 计算值 误差

盘石桥—罗家沟闸 15.20 15.73 3.5 0.61 0.69 13.1 0.07 0.07 3.3

师院—磨盘咀 36.50 30.81 15.6 1.82 1.73 4.9 0.23 0.18 21.7

磨盘咀—土司港闸 29.40 31.79 8.1 1.35 1.46 8.1 0.17 0.14 17.6

 注 实测、计算值单位均为mg/L;误差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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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环境容量计算与分析

3.1 水环境容量计算

当长河各控制断面水质符合水质保护目标时,按照确定的模型和各项参数,计算得长河城区河段

的水环境容量,见表3。

表3 长河水环境容量核算结果

河  段 控制断面
水环境容量/(t·a-1)

COD NH3 N TP

盘石桥—罗家沟闸 罗家沟闸 1654.90 118.75 8.96

师院—磨盘咀 磨盘咀 632.07 48.64 6.60

磨盘咀—土司港闸 土司港闸 2247.45 164.40 18.48

合计 4534.42 331.78 34.04

3.2 结果分析

依据黄冈市环境监测站2009年实测的各排污口的排水量Q污i、污染物浓度C污i等数据,采用一维

水质模型计算得长河各入河口处的污染物浓度[14]:

C=QiCi+Q污iC污i

Qi+Q污i
exp -k xi

86.4ui
æ

è
ç

ö

ø
÷ (4)

式中:C污i为第i个节点处废水中污染物浓度。
再由各入河口处的河水流量Qi,可求得长河城区各河段的入河污染负荷。
将长河城区河段的污染负荷与其相应的水环境容量进行对比,见表4。由表4可看出:①因目前

团风县城区工业企业和城镇人口规模尚有限,长河团风城区段尚有一定剩余环境容量;②长河黄州城

区段因城镇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量较大,致使该河段的实际污染负荷已超过其纳污能力,COD、

NH3 N、TP的实际污染负荷分别是其水环境容量的2.09倍、2.20倍、1.46倍,必须削减该区域

的污染源负荷,以保护长河下游的水质。

表4 实际污染负荷与水环境容量比较

地区
实际污染负荷

COD NH3 N TP

水环境容量

COD NH3 N TP

倍 数 比

COD NH3 N TP

团风县 1004.30 32.87 1.25 1654.90 118.75 8.96 0.61 0.28 0.14

黄州区 6005.26 469.31 36.51 2879.52 213.03 25.08 2.09 2.20 1.46

合计 7009.56 502.18 37.76 4534.42 331.78 34.04 1.55 1.51 1.11

 注 实际污染负荷、水环境容量单位均为t/a。

据近几年水质监测数据分析 (表5),长河团风段各断面的COD、NH3 N、TP均符合Ⅲ类水质

标准,其中团风城区段 (盘石桥—罗家沟闸)COD、NH3 N、TP浓度分别为Ⅲ类标准的0.76~
0.82倍、0.61~0.75倍、0.35~0.45倍;长河黄州城区段 (师院—磨盘咀下)COD、NH3 N、TP
浓度分别超标0.83~1.79倍、0.82~0.87倍、0.15~0.40倍。总的来看,长河的水环境状况符合

“污染负荷小于水环境容量时,水质达标,且污染负荷越小,指标监测浓度与标准浓度的比值就越小;
污染负荷超过环境容量时,水质超标,且污染负荷与水环境容量的比值越大,超标倍数就越大”的规

律,说明水环境容量的计算结果基本合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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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 长河各监测断面水质现状

地区 断面名称
COD

浓度 超标倍数

NH3 N

浓度 超标倍数

TP

浓度 超标倍数

团风县

宋祥 5.6 -0.72 0.54 -0.46 0.09 -0.55

方高坪 3.3 -0.84 0.41 -0.59 0.08 -0.60

黄草湖港 10.8 -0.46 0.59 -0.41 0.09 -0.55

盘石桥 16.3 -0.19 0.75 -0.25 0.09 -0.55

何家墩 15.6 -0.22 0.67 -0.33 0.07 -0.65

罗家沟 15.2 -0.24 0.61 -0.39 0.07 -0.65

黄州区

罗家沟横堤下 15.2 -0.24 0.39 -0.61 0.07 -0.65

师院 55.8 1.79 1.87 0.87 0.28 0.40

磨盘咀下 36.5 0.83 1.82 0.82 0.23 0.15

江北船厂 32.9 0.65 1.34 0.34 0.21 0.05

土司港闸 29.4 0.47 1.35 0.35 0.17 -0.15

 注 浓度单位为mg/L。

4 总量控制方案

4.1 污染物总量控制与削减方案

(1)污染物允许排放量与污染物允许入河量的关系。

W=W 允 K入河 (5)
式中:W 允 为污染物允许排放量;K入河 为入河系数,K入河<1。

(2)污染物允许排放量。根据河流水环境容量及完全混合稀释模式,污染物排放浓度C污i一定

时,污染物允许排放量W 允
[8]为:

W 允= WC污i

C污i-Csexpk xi
86.4ui

æ

è
ç

ö

ø
÷

(6)

其允许排放量估算结果见表6。

表6 长河流域污染物总量控制与削减方案 单位:t/a

项  目
团 风 县

COD NH3 N TP

黄 州 区

COD NH3 N TP

水环境容量 1654.90 118.75 8.96 2879.52 213.03 25.08

污染物排放量 2639.28 183.77 28.55 10941.69 944.03 193.87

污染物允许排放量 3050.25 385.69 91.63 7078.07 623.70 168.76

排放削减量 0 0 0 3863.62 320.33 25.11

(3)污染物总量控制与削减量。目前,团风县和黄州区的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及工业废水处理率

不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了环境自净能力,必须进行削减。计算结果见表6。

4.2 总量控制重点

根据全国污染源普查统计,长河流域工业、城镇生活、农业面源、水产养殖等污染源中,COD
排放量分别占排放总量的27.4%、43.9%、13.8%、14.8%,NH3 N分别占排放总量的43.6%、

38.8%、1.5%、16.2%。近几年长河流域水产养殖发展迅速,造成了农村水污染,若监督、控制不

力,规模化水产养殖所排放的污染物很可能大幅度增加。因此,工业废水、城镇生活污水和水产养殖

应列为长河流域总量控制的重点,应给予足够重视。

4.3 总量控制措施

为实现上述总量控制目标,改善长河水生态环境质量,应按照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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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要求,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技术进步,强化企业

主体责任,加快推进清洁生产,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加快城市污水治理工程建设,实施水资源节约利

用,确保实现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
(1)加强环境、渔业管理等方面的监督管理,防治水污染和湿地生态破坏。水环境保护是一项系

统工程,需要相关行业和部门共同合作,尽快落实、制定黄冈市水域限制排污总量意见,并加强行政

管理、环境监督执法、水环境监测与污染源监控等措施[15]。
(2)淘汰落后产能,严格环境准入条件。流域内禁止新建造纸、印染、制革、电镀、化工、制药

等排放含磷、氮、重金属等污染物的企业和项目;对已有的污染企业,应当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转

产或关闭。到2010年,对全市剩余造纸落后生产能力8.86×104t全部关闭到位。
(3)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加大推进清洁生产力度,对团风县达标排放但污染物总量负

荷依然较高的企业,监督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对黄州区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地方标准或污染排放总

量超过核定限额的企业,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加快推进资源综合利用和污染减排,鼓励化工、
建材等企业积极使用中水。

(4)建设水污染治理工程。实施黄州区城镇污水专项治理,加快城镇污水处理厂及其配套污水管

网的规划与建设。根据国家节能减排、水污染治理方面的要求,应按规定足额开征治污费。鼓励农村

集镇兴建生活污水净化沼气工程;实施河塘清淤,建设污水人工湿地处理设施、生物滤池设施和接触

氧化池等污水处理设施。
(5)水产养殖污染整治措施。对于长河黄冈市境内规模化水产养殖,应控制围湖养鱼面积,严禁

在湖泊围堤内和湿地自然保护区围湖造塘。向生态渔业发展,推广鱼鸭共养和鱼莲共生的生态养殖模

式。推广池塘循环水养殖技术,构建养殖池塘—湿地系统,实现养殖水的循环利用。
(6)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目标的实现提供技术保证。充分利用现有科研力量,加强与国内外

科研单位、组织之间的合作,以逐步加强河流湿地恢复与永续利用技术的研究,为水环境和湿地的保

护与恢复服务。
(7)依靠水污染治理工程和生态工程项目的支撑,保障目标实现。根据长河流域综合整治规划,

将实施一系列水污染治理工程和生态修复工程项目,主要包括黄州区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工程、工

业污染源重点整治工程、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工程、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区)治理工程、生态恢复与

建设工程等项目。规划在现有遗爱湖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基础上,新建路口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6×
104m3/d,正常运行后可分别削减COD、NH3 N、TP1777.26t/a、131.34t/a、9.79t/a。

5 结语

(1)考虑到长河水系特点,选择并建立了河流一维水质数学模型,并采用长河现状年的实测水质

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该模型的模拟吻合较好,适用于长河的水环境容量计算。
(2)长河城区河段各控制断面水质符合Ⅲ类水质时,长河城区河段COD、NH3 N、TP的水环

境容量分别为4534.42t/a、331.78t/a、34.04t/a,削减率分别需达到35.3%、33.9%、13.0%。
(3)目前长河流域的城镇生活、工业、水产养殖等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量占排放总量80%以上,

为实现上述总量控制目标,改善长河水生态环境质量,应重点控制这三类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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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闸联合调度下河网水动力过程数值模拟研究

李 1,曾凡棠2,关洪林1,王 艳3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广州 510655;
3.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武汉 430079)

摘 要:在河网地区,为控制河道水体循环、改善河流水环境质量,需要越来越多的利

用水闸联合调控技术。但利用数学模型精确模拟水闸控制对水动力过程影响的技术尚

不成熟。利用面向对象思想和三级联解法并结合MPI和OpenMP并行编程技术,开发

了潮汐河网水动力模型TRNM (TidalRiverNetworkModel)。将该模型用于珠江三角

洲市桥河网,利用实测水文资料对模型进行率定后,模拟了市桥河上雁洲水闸建闸前

后不同调度方案对市桥河水动力过程的影响。模拟结果与实测结果吻合良好,并行算

法大大提高了模型的计算速度。
关键词:潮汐河网水动力模型;并行算法;联合调度;水闸;市桥河网;珠江三角洲

资助项目: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2008ZX07211 10 03)、水利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 (201101062)共同资助。

市桥河位于珠江三角洲河网区,其水流运动受上游径流和下游潮汐的共同作用,水文变化规律十

分复杂,只有采用动态的河网水动力与水质联合模型才能较准确地反映其变化特征。市桥河上游有龙

湾窖水闸控制,下游正在修建雁洲水闸 (图1),其水环境受人工控制显著。当前在河网模型中关于

主干河道上多水闸联合调度改善河流水动力过程的研究报道还比较少。

图1 市桥河网结构示意图

市桥河网存在水闸、泵站以及其他各

种不同类型的源与汇,为利用模型方便地

描述各类水工构筑物的运行规律,在构建

模型时采用面向对象的方法。面向对象的

方法早期被用于模型框架的构建[14],具

有灵活方便的优点。
动态河网水动力模型采用三级联解算

法,计算量大,为提高计算效率,本研究

采取了并行算法。三级联解的河网模型要

实现高效率的并行计算,需要在断面水力

参数、河道递推系数、汊点衔接矩阵三级

数据结构上都实现并行计算。常用的并行

方法有基于 MPI和OpenMP两大类。基

于 MPI的并行计算方法可以方便地将计算任务分布至局域网上的各独立计算机上,但是在断面水力

参数、河道递推系数两级数据量差异巨大,难以平衡计算负荷,而且在每个层级都需要通过消息传递

命令交换中间数据,信息传递量大,易造成并行效率偏低的弊端。
采用OpenMP并行方法在计算断面参数、河道递推系数时因不需要额外执行信息传递命令,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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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高,适用于共享内存的计算机上并行计算,但难以扩展到网络上的多个物理计算节点[56]。采用

OpenMP与 MPI并行方法相结合,可以扬长避短,保证计算效率和良好的扩展性。
本研究利用面向对象的方法对三级联解河网模型[7]进行改进,并结合计算机并行计算技术,开发

了适用于潮汐河网的水动力和水质模型TRNM (TidalRiverNetworkModel),并利用市桥河网实测

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率定。模型率定后,利用其研究在不同联合调度方案下,市桥河上龙湾窖闸和雁

洲闸运行对市桥河水动力过程的影响。

1 TRNM河网水动力模型

1.1 控制方程

1.1.1 河道基本方程

明渠水流运动规律用圣·维南方程表示,方程各项的物理意义参见文献 [8]。
连续方程:

∂z
∂t+

1
B
∂Q
∂x=

q
B

(1)

动量方程:
∂Q
∂t+ gA-

BQ2
A2

æ

è
ç

ö

ø
÷
∂z
∂x+

2Q
A
∂Q
∂x=

Q2
A2
∂A
∂x z

-gQ|Q|Ac2R
(2)

1.1.2 汊点衔接方程

(1)流量衔接。每一节点进出的流量必须与该节点内实际水量的增减率相平衡。

∑
i
Qi=∂V∂t

(3)

(2)动力衔接。汊点处各断面之间的总能量应当相等。

zi+u
2
i

2g+ζi
u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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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j
2g+ζj

u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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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2 差分方法

对河道方程采用Preissman四点隐格式进行差分,得到如下离散方程组:

a1izn+1i -c1iQn+1i +a1izn+1i+1+c1iQn+1i+1=E1i (5)

a2izn+1i +c2iQn+1i -a2izn+1i+1+c2iQn+1i+1=E2i (6)
利用方程 (5)、(6),可递推得到各河道内任意断面的水位、流量与首、末断面水位的关系:

zi=G1iz0+J1izend+T1i (7)

Qi=G2iz0+J2izend+T2i (8)
递推详细过程及参数意义可参见相关文献 [4]。

1.3 水闸的处理

面向对象的三级联解法能够灵活方便地处理水闸问题。本模型将水闸作为汊点处理,水闸开启

时,水闸上下游为直河段连通,此时满足普通汊点衔接条件。水闸闭合时,将水闸上下游河段作为边

界河段,流量边界条件为0;当水闸部分开启时,利用水闸过流公式计算出过闸流量,作为上下河段

的边界流量。

1.4 并行策略

MPI信息并行传递和OpenMP单机多核并行计算是如今主要流行的两类并行计算方法。本研究

建立的TRNM模型结合了两种计算方法,大幅度提高了模型计算速度。具体方法如下。
利用 MPI并行技术将各河道的水动力计算工作分配至网络上各计算节点,在各计算节点分别求

解各直河道方程,将递推系数传递至主控节点,主控节点通过Gauss主元消去法求解汊点衔接方程

组,得到各河流首末断面的水位和流量并传递给网络上各计算节点,在各计算节点上计算直河道内部

各断面的水位和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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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OpenMP共享内存并行技术可对各计算断面的地形参数模块进行并行化处理,从而充分利

用各计算节点上多核的运算能力。在主控节点上利用OpenMP对Gauss消去法求解汊点衔接方程组

的模块进行并行化处理。

2 模型验证

根据2009年3月6—9日的实际流量监测结果和广东省常规水文监测站勒竹站2009年2月15日

至3月15日的水位观测结果,对水动力模型的模拟结果进行了验证,见图2。由于模拟河网区域内

无流量监测站,采用剖面流量测量仪 (YSI/Sontek1.5MHzADP)现场实测了各验证断面的实际流

量,并与计算的流量对比 (图3、图4)。由图3、图4可见,计算与实测结果吻合良好。

图2 勒竹水位站水位验证结果

图3 大九律上流量验证

利用水动力模型计算结果进行水质模拟时,若水质模型时间步长与水动力模型不一致,需对水动

力结果按时间进行插值得到与水质模型对应时刻的水动力过程,此时容易产生汊点水量不守恒的情

况[4]。本模型采用水动力和水质模型时间步长同步的方法,检验了所模拟的一个月水动力过程全部汊

点处流量守恒条件,未发现相关文献所提到的汊点水量不守恒的情形。

3 市桥河网水闸调度模拟分析

为改善市桥河水环境质量,当地环保局提出了引水方案,通过龙湾水闸向市桥河引水,雁洲水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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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大九律流量验证

只流出,当闸下流量变为负值时关闭,由于龙湾闸持续引水,雁洲闸内水位持续升高,当雁洲闸上游

水位高于下游水位时开闸放水。
本研究利用现状水动力边界条件,采用验证后的模型模拟了龙湾窖水闸引水量分别为20m3/s、

40m3/s、60m3/s、80m3/s条件下,雁洲水闸处的流量过程,与现状水动力过程对比,结果如图5所

示。模拟结果表明,建闸后市桥河水体由受潮汐影响的往复流变成受人工控制的单向流,水动力过程

将发生显著变化。随着引水量的增加,雁洲闸开闸时间提前,开闸时段增长,最大流量也变大,河道

水体流动时间增长,更有利于河道水体交换。

图5 不同引水量时雁洲闸流量过程

4 并行计算效率分析

为了分析并行运算的效率,本研究在一台电脑上 (E7500双核2.93GHzcpu、4G内存)运行串

行程序,在由3台配置完全相同的电脑组成的并行网络上运行并行计算程序,分别模拟了2008年1
月1日至12月30日的水动力过程,均不输出计算结果至电脑硬盘。比较结果为:串行程序计算时间

约为20552s,并行程序计算时间为4177s,并行加速比为4.92,并行效率为82%。可见,并行计算

可大幅度提高计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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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将面向对象的思想引入河网水动力模型,将 MPI和OpenMP并行方法相结合建立的潮汐河网水

动力模型 (TRNM),可大幅度提高模型的计算速度。
本文研究的模型对市桥河网的水动力模拟结果很好地反映了市桥河网现状水动力过程,能够为改

善受水闸影响的、复杂的河网地区水动力条件提供技术支持。模型模拟结果表明,雁洲水闸建成后,
市桥河水流完全受龙湾窖水闸和市桥水闸控制,与现状条件相比水流变化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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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湖水环境需水量与引清济湖研究

余明勇1,张海林2,余向京2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武汉 430079)

摘 要:以长湖为研究对象,在对长湖水环境现状和流域污染负荷进行充分调查分析的

基础上,结合流域水系特征,采用水质模型分析计算了长湖水环境需水量;针对水

环境需水量亏缺的状况,提出了引清济湖方案。最后,预测分析了引清调水的环境

效果与制约性因素,为开展长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长湖调水工程的实施提供重

要的科学依据。结果表明:为达到长湖Ⅲ类水质控制目标,2010年现状污染负荷与

2020年削减污染物负荷后两种情况下长湖的最小水环境需水量分别为40.63亿 m3

和3.26亿m3,水环境缺水量分别为33.12亿m3 和1.26亿m3。为保证2020年长湖

达到Ⅲ类水质目标,从外流域实施引水流量应达到21.30m3/s。控制污染源、减少入

湖污染负荷是长湖水污染综合治理的基础和根本,而实施引清补水是水污染防治和

水生态修复潜能均得以充分发挥作用下的有益补充,是改善水环境质量的辅助及应

急措施。
关键词:环境需水量;水质模型;引清调水;长湖

资助项目: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12FFB03101)资助。

为了迅速改善河湖水环境质量,增加水环境容量,提高水体自净能力,国内外普遍实施了引清调

水工程。但是,在我国实施的引清调水工程中,多数是利用已有水利工程的调水能力来实施,而上海

滴水湖[1]、武汉汉阳湖群[2]等则依据湖泊水文条件直接给出引调水规模,引调水量的确定缺乏科学

化,没有根据入河湖污染物总量、水域水质状况、水体自净能力等综合分析水环境需水量的基础

上确定引调水量,故而造成引调水量与水环境需水量不相适应。如果引水多,虽对环境有利,但

经济成本很高;如果引水少,环境质量将得不到改善[3]。因此,合理地确定水环境需水量具有重

要意义。目前根据水环境需水量来确定引清调水量的方法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已有应用实例,如太

湖[3,4]、南京玄武湖[5]、杭州西湖[6]、安徽巢湖[7]等。但太湖、巢湖等属平原区特大型湖泊,滴水

湖、玄武湖、西湖、汉阳湖群等属城市型小型湖泊,对于浅丘区大型湖泊的引清调水在长江中下

游地区还没有先例。
长湖地处丘陵地区,具有河湖水量充沛、出入湖河流众多、水系复杂、河流流动较快等特点,加

之长湖的湖汊众多,使得长湖的水动力学条件极其复杂,其污染物的稀释自净和分布状况形成了与平

原区湖泊、城市型小型湖泊不同的独特规律。因此长湖调水问题的研究成果,对于长江中下游浅丘区

大型湖泊的引清济湖工程方案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推广应用价值。
本文针对上述引清调水存在的问题,以湖北省长湖为研究对象,探讨浅丘区大型浅水湖泊的污染

物稀释扩散和净化规律,采用水质模型分析计算长湖水环境需水量;针对水环境需水量亏缺的状况,
提出引清济湖方案,为长湖引清调水工程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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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概况

1.1 长湖概况

长湖位于荆州市东北部,范围涉及荆州市、沙洋县和潜江市,是湖北省第三大湖泊,是四湖流域

上区的主要调蓄湖泊。长湖流域地处江汉平原腹地,南滨长江、北临汉江及东荆河,西北部与宜漳山

区接壤,流域面积3240km2。
长湖含庙湖和海子湖两个子湖。长湖正常水面面积为122.5km2,容积2.71亿 m3,平均水深

2.1m。长湖是长江中游左岸重要的生态湿地,已列入 《中国重要湿地名录》,目前长湖已建立鲌类国

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湿地自然保护区。

1.2 长湖水环境现状

2006—2011年的水质监测数据显示,长湖综合平均水质类别为Ⅴ类,水体受到中度污染,达不

到规定的Ⅲ类水水质要求,主要污染指标为TP、TN、NH3 N、COD、BOD5 等,表明近几年长湖

水体有机污染严重。经营养状态分析计算,长湖整体上处于轻度富营养状态,在丰水期长湖的营养状

态有所减轻。

1.3 长湖入湖污染物

近年来由于城市的快速发展使污染物排放持续增加,而相应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大量

废污水几乎未经处理便排入长湖。
据2008—2010年全国污染源普查统计,2010年长湖流域共排放废污水总量3043.76万 m3,流

域各类污染源的污染负荷总量,TP为1295.81t/a,TN为7179.69t/a,NH3 N为4221.47t/a,见

表1。其中规模化畜禽养殖为长湖流域主要污染源,其次依次为城镇生活、农业面源、水产养殖。规

划对长湖实施水污染综合治理,削减污染物排放量,预计至2020年,长湖流域TP、TN、NH3 N
的污染负荷总量分别为891.57t/a、5732.28t/a、3198.63t/a。

表1 长湖流域现状污染负荷与预测值

地区

2010年污水排放

总量

/(万m3·a-1)

2020年预测污水

排放总量

/(万m3·a-1)

2010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t·a-1)

TP TN NH3 N

2020年预测主要污染物排放量/(t·a-1)

TP TN NH3 N

荆州市 2543.60 6042.13 696.51 3729.86 2196.93 328.25 2544.05 1395.44

荆门市 500.16 684.39 599.30 3449.82 2024.54 563.31 3188.23 1803.19

合计 3043.76 6726.52 1295.81 7179.69 4221.47 891.57 5732.28 3198.63

1.4 长湖引清调水的必要性

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的扩张,以及湖泊水产养殖的无序过度发展,长湖水体污染

严重,富营养化风险水平长期居高不下,直接威胁城乡饮水安全和湖泊生命健康。另一方面,1949
年以后,因围湖造田,造成了长湖湖泊湿地面积大为萎缩;同时,兴建涵闸、泵站,疏挖渠道,造成

江湖隔断,江湖水体交换被人工控制,使长湖由开放的湖沼湿地变成封闭、半封闭的水体,水系与长

江失去了联系,江湖水量交换不足和水体流动不畅问题日渐突出。这些都造成了长湖水环境容量减

小,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严重制约着湖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进行流

域水体综合治理,修复水网和引清补水。

2 水环境需水量预测

目前主要采用10年最枯月平均流量法和水质目标法计算水环境需水量,前者是改进的7Q10法,
通常采用近10年最小月平均流量或90%保证率下最小月平均流量作为满足河流污染物稀释功能所需

的最小流量;后者是依据水环境容量的基本原理,以水质目标为约束的计算方法[8]。本文以水质目标

为约束条件,采用水质模型法计算长湖水环境需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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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水环境需水量模型

根据长湖流域污染源分布特征,考虑到浅丘区大型浅水湖泊的特点,确定采用浅水湖库氮磷水质

数学模型,即OECD模型[9]。
(1)水质模型方程。

C=C1(1+2.27T0.586)-1 (1)

Q=10-6×C1Q入 (2)
式中:C为氮磷控制目标浓度,mg/L;C1 为入湖单位体积氮 (磷)负荷,mg/L;T 为湖水停留时

间,年,T=湖泊湖容/出湖水量;Q入 为入湖水量,m3/a;Q为允许入湖氮 (磷)总量,t/a。

图1 长湖核定区划分与概化图

(2)核定区划分与概化。根据长湖

流域水系和污染源分布特征分析,参考

文献 [10]中的湖泊水环境容量核定方

法,将长湖划分为两大核定区 (即混合

区、主体区),并 在 河 渠 入 湖 处 按1~
3km2 设混合区,见图1。长湖有大小12
条河渠入湖,考虑污染物在大湖中自净

规律,结合湖周堤内外水产养殖等因素,
取全湖面积10%作为混合区面积,由此

对核定区作进一步概化。
(3)边界条件。在湖泊水质模型计算中,边界条件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外边界条件,通常是作为

输入资料给定;另一类是内部边界条件,通常是用兼容条件给定。
(4)污染物控制指标及其控制目标浓度。模拟污染物指标为TP、TN、NH3 N,长湖水环境功

能为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一般鱼类保护区,水域中氮、磷控制目标浓度按Ⅲ类标准的

上限控制。

2.2 长湖水环境需水量计算

本文取污染负荷现状 (2010年)与实施水污染综合治理、污染物负荷削减后 (2020年)两种情

况,按上述Ⅲ类水质目标和确定的各项参数,采用水质模型,计算得2010、2020年长湖的最小水环

境需水量分别为40.63亿m3、3.26亿m3,结果见表2。

表2 长 湖 水 环 境 需 水 量 单位:m3/s

水平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10 150.09 145.09 126.57 116.51 129.55 123.07 127.69 126.57 133.49 116.86 123.07 128.43

2020 26.43 18.84 15.79 7.48 13.10 0.62 0.78 0.45 1.22 8.48 13.62 16.95

2.3 长湖水环境需水量盈缺分析

水环境需水量盈缺分析主要是湖泊水环境需水量的用水过程分析,将湖泊水环境需水量分配到全

年各月份,分别与入湖径流量进行比较,得出不同水平年逐月的水生态环境的需水过程和缺水情况,
具体用水环境缺水量来表示,月缺水量=月需水量-月径流量,见表3。

表3 长湖水环境需水量盈缺分析 单位:万m3

水平年 月平均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合计

2010

月均径流量 1374 1943 3246 5311 9018 9990 16371 10208 6737 5925 3489 1478 75091
月均水环境需水量 40200 35100 33900 30200 34700 31900 34200 33900 34600 31300 31900 34400 406300
月均水环境缺水量 38826 33157 30654 24889 25682 21910 17829 23692 27863 25375 28411 32922 331209

2020
月均径流量 1374 1943 3246 5311 9018 9990 16371 10208 6737 5925 3489 1478 75091

月均水环境需水量 7080 4720 4230 1940 3510 160 210 120 315 2270 3530 4540 32625
月均水环境缺水量 5706 2777 984 0 0 0 0 0 0 0 41 3062 12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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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3分析长湖水环境的需水和缺水过程,结论如下:①各水平年长湖水环境均存在不同程度缺

水,2010年、2020年长湖的水环境缺水量分别为33.12亿m3、1.26亿m3。因此,若需保证长湖达

到Ⅲ类水质目标,2010年、2020年从外流域实施引水流量应分别达到144.96m3/s、21.30m3/s。

②现状年长湖不采取有效水污染防治措施情况下的水环境缺水量远大于治污后的缺水量,说明 “引水

必先治污”,控制污染源、减少入湖污染负荷是长湖水污染综合治理的基础和根本。③至2020年,长

湖在采取水污染综合防治和水生态系统修复与保护等系列措施的情况下仍然缺水,说明只考虑入湖污

染物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而不从外流域引清补水的情况下,2020年长湖仍然无法达到Ⅲ类水质目

标要求。因此,实施外流域调水是十分必要的,引清调水是基于已有水污染防治潜能均得以充分发挥

作用下的有益补充,以便使长湖水环境尽快得到改善。④从年内分布来看,冬季 (1月、2月、12
月)水环境缺水量较为突出,其原因主要是冬季长湖的来水量较小,而向四湖流域中下游的下泄水量

较大,造成长湖入湖的稀释净污水量较少,水体置换速度较慢,水体自净能力减弱,从而使得水环境

需水量变大,缺水较为严重。

3 长湖引清济湖方案研究

3.1 引水思路和引水条件分析

目前长湖流域外有长江、汉江、沮漳河、东荆河水系,长湖水系通过外排闸站与其他水系相通,
但内外部水系之间没有形成畅通的水力联系。因长湖水体污染十分严重,尤其是在水环境缺水量较为

突出的枯水期无外来水源补充。因此,长湖水体治理应修复水网,解决长湖的水体连通问题,增大枯

水期长湖来水量。
位于沮漳河左岸的万城闸设计引水流量40m3/s,在闸前建有一座橡皮坝,枯水季节抬高橡皮坝,

可以壅高沮漳河水位,保证万城闸的引水。“引江济汉”工程主要引长江水至汉江解决汉江水量不足

问题,但 “引江济汉”工程输水干渠经长湖向东荆河补水。因此,可充分利用 “引江济汉”工程通过

分水闸引长江水进入长湖,并在沮漳河通过万城闸引水入长湖,形成引江河济湖机制,实现河湖

连通。

3.2 水源地的水量水质分析

水源地的水质将直接影响引清调水对长湖水质的改善效果。一般来说,引水水质越好,引水对长

湖水质的改善效果就越明显,即为达到相同的水质改善效果所需的引调水量就越小;反之,当引水水

质变差时,引调水量就不断增大,而且当引水水质差到一定程度以后,引水将丧失其改善水环境的

意义[11]。
长江干流荆州段枯水期流量在3000m3/s以上,沮漳河万城闸断面枯水期来水量为18.42m3/s,

长江、沮漳河水量充沛。近几年水质监测结果表明,长江干流荆州段、沮漳河均可达到Ⅱ类水质要

求,水质良好,可作为长湖引清调水的水源地。

3.3 长湖水系连通与引清济湖方案

(1)引清调水线路和调水方式选择。根据湖泊引调水的特点,长湖引调水线路选择应注意的问题

和遵循的原则如下[2]:①引水路线的选择应尽量保持湖渠连通的自然原貌。②连通线路遵循 “湖程取

长、渠程取短”的原则。由于连通沟渠并不是单一的,在选择引水线路时尽量增加调水水流在湖区内

的流动距离,对湖泊水体进行最大程度的置换,减少死水区;同时尽量缩短沟渠的长度,如果需要,
应开挖部分新渠来缩短沟渠长度。③避免交叉污染。

引调水方式直接关系到工程建成后的运行费用,因此在兼顾水质改善的前提下,以节约运行费用

为主要目的来合理选择。利用流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的优势,可通过万城闸抓准时机进行自流引水,
节约运行费用。

(2)引清济湖方案。按照上述引调水线路选择的原则,结合流域地形地貌、现有水利工程实际情

况,以及水系和污染源分布特征,采取以下几条线路连通长湖与外江水系,实施引清补水,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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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长湖引清调水线路示意图

1)沮漳河万城闸引水线路。沮漳河万城闸引水方案是利用现有工程万城闸和橡皮坝,在非汛期

从万城闸引水,经港南渠、荆州城区护城河、太湖港总渠排入长湖的海子湖,对长湖进行补水。具体

引水线路为:万城闸—引水干渠—南渠闸—港南渠—护城河进水闸—护城河—荆州泵站—太湖港总

渠—海子湖 (长湖)。由于受沮漳河上游水利工程影响,来水量存在不确定性,因此非汛期只要万城

闸具备引水条件,就应开闸自流引水,引水流量确定为5m3/s。

2)利用 “引江济汉”工程经荆州城区水系引水入长湖线路。目前荆州区城区的污水均通过荆州

城区水系入太湖港再排入长湖,因而改善荆州城区水系的水质,可减轻长湖受太湖港来水污染的压

力,改善长湖水环境质量。利用南水北调中线 “引江济汉”工程,从引江济汉工程与港南渠交汇处兴

建港南渠分水闸引水,经港南渠入护城河,再经太湖港总渠排入海子湖,引水流量为10m3/s。具体

引水线路为:“引江济汉”输水干渠—港南渠分水闸—港南渠—护城河进水闸—护城河—荆州泵站—
太湖港总渠—海子湖 (长湖)。

3)利用 “引江济汉”工程直接引水入庙湖、后港湖汊线路。在 “引江济汉”工程输水渠道与庙

湖、后港湖汊的交叉点处各兴建一座分水闸,分别向庙湖、后港湖汊进行补水,庙湖、后港分水闸拟

定引水流量分别为5m3/s、1m3/s。具体引水线路为:“引江济汉”输水干渠—庙湖与后港分水闸—庙

湖湖汊、后港湖汊—长湖主体。

3.4 讨论

(1)引清济湖的环境效果预测与分析。实施湖泊引清补水,在改善湖泊和河道水生态环境质量、
取得较好环境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河道淤积、二次污染、污染转移以及影响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

等其他问题[3,12]。①引水时,引入含沙量较高的长江水,排出已沉淀过的湖水,势必给长湖与引水河

道带来更多的淤积。②引水可能引起湖泊底泥污染物的二次释放。在流速较缓的湖泊中,污染物质随

悬浮物沉淀到湖底,当水流加快时,沉淀的污染物在水动力的作用下会随底泥重新进入水体,造成水

质下降。但底泥引起水质下降是短时的,并大多发生在引水初期,当引水流量稳定后,底泥污染物释

放量明显变少。③引水引起污染物质的转移。在实施调水进行水体置换的挤污排污时,虽能改善长湖

的水质,但污染物质在水动力的作用下会向下游或水域外转移,造成了改善引水河道、湖泊水质却污

染了退水水域的结果,损害原来水质较好地区的部分群众利益,从而影响到他们的生产生活用水。因

此,注重调水效果的同时,还需进行全面的分析与研究。
(2)引清济湖的制约性因素分析。引清调水效果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主要包括[13]:①引调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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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决定了补水的影响范围。补水自长湖西部进入,从东南角出湖,引调水线路对长湖北部以及湖汊影

响有限,远离主流区水域的水质改善效果明显减弱。②引调水水源地的水质、水量状况以及引调水流

经河流、渠道的水质影响补水的效果和引水规模。③引水期污染源对长湖水质的影响较大。引水期

间,拾桥河、龙会桥河、太湖港、孙桥河等主要入湖河渠将携带大量未处理的工业废水、城镇生活污

水、农业面源污水、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水等入湖。据张家港市引长江水改善市区水环境期间对COD
的变化监测结果[3],引水完成时张家港市区河网水体水质已明显劣于引入时长江水体的水质。因此,
污染源治理必须加强,仅依靠引调水是不能彻底解决水环境问题的,它只能缓解污染的程度,使之得

到暂时改善。④雨洪量的汇入影响补水效果改善的幅度。雨洪中的TP、TN、COD污染负荷较大,
制约了补水的效果。⑤补水过程中,湖区水质的变化是渐变的过程,补水效果受水动力条件、水体停

留时间等因素影响。⑥水利工程的运行及其引水输水能力也影响引水规模。沮漳河万城闸可引水量受

上游峡口电站在非汛期的运行情况限制而具有不确定性,当峡口电站单机运行时,则能保证单机发电

流量28m3/s的下泄,这时可保证万城闸生态引水几率为100%。当峡口电站关机蓄水不发电或机组

检修时,万城河段就只有漳河来水,这时只有4月和11月存在部分引水可能,且可供引水流量只有

2.01~3.76m3/s。

4 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1)区域内的引清调水只能作为改善水环境质量的辅助及应急措施,它不可能成为长期采用的水

污染治理措施。虽然引水暂时提高了水体的稀释和自净能力,但不能对污染物进行有效的削减,引调

水不能彻底地解决水环境问题,同时污染物的迁移还会侵占下游水体的环境容量。因此,随着污染源

治理力度的加大,应逐渐减小引水流量[14]。
(2)在引清调水工程实施前只用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是不够的,由于数模中的湖泊概化、污染

源资料的不够准确等,使得计算模型的边界条件、污染物的迁移转化、水量的分配、水质的变化都可

能与实际有一定的出入,因此还应采用物理模型或现场试验对治理湖泊的数模计算结果进行校验。
(3)由于长湖湖面宽广,且湖汊众多,形状复杂,引入的水流难以对全湖的水体进行置换。因此

对处于引水入湖口及引水水流的主流区域的水质改善效果较好,而对长湖的湖汊 (除庙湖、后港湖汊

外)和远离主流区域的水质改善效果不明显,存在水质改善的 “盲区”。“盲区”面积随着调水流量的

减小而增大,同时 “盲区”面积的大小还和湖泊的形状有关。所以,如何优化引水方案、利用水利控

制工程使治理湖泊区域较均匀流动起来,是大型湖泊引调水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4)规模化畜禽养殖、城镇生活、农业面源为长湖流域主要污染源,针对长湖水污染严重、富营

养化以及水环境需水量短缺的现状,应实行流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全面控制污染源,实现点

源、面源和内源综合治理。
(5)建立长湖全流域的水生态环境预警监控体系,实时监测、控制长湖的水质、水量安全状况,

提高风险预警预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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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水生态文明建设构想

徐建华1,王 越2,余 晖2,李延春2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武汉 430064)

摘 要:根据水生态文明内涵,阐述了湖北省水利发展规划和理念,提出了以生态系统

为本位的流域管理理念,在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景观、水文化、水文明等传

统相关领域之外,更要关注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内容。
关键词:湖北省;水生态文明;构思

水利部 《关于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指出,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

基,水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和基础保障。水生态文明要求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具有科学

的水生态发展意识,健康有序的水生态运行机制,和谐的水生态发展机制,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态

势,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良性循环与发展,以及由此保障的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水生态文明反

映的是人类处理自身活动与自然关系的进步程度,是人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水生态文明不能只局

限于局部,在全国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水生态文明应该面向整个流域、整个社会,因为生态问

题不是局限于特定的区域之内,水生态危机是全局性的。因此,实现水生态文明也需要从整体上、从

全局的角度来考虑。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是从源头上扭转水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是在更深层

次、更广范围、更高水平上推动民生水利新发展的重要任务,是促进人水和谐、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实践,是实现 “四化同步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基础和支撑,也是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

重要职责。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水生态补偿机制是国家生态补

偿制度的重要组成。建立水生态补偿机制,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生态体系完整、水生态环境优美

为目标,防止水生态破坏,促进水生态良性循环,着力生态水系治理、改善水环境,以水定发展、以

水调结构等生态补偿措施。

1 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构想

水生态文明建设由水利部提出,旨在从源头上扭转水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是促进人水和谐、推动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实践,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基础和支撑。水利部将选择一批基础条件较好、代

表性和典型性较强的城市,开展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探索符合我国水资源、水生态条件的水生态文

明建设模式。笔者认为,水生态文明的内涵是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生态系统完整、水生态环境优

良。”[1]因此,评价水生态文明建设是否良好,需要一定的指标体系进行考量,予以量化或者定性的认

识,得出结论。
根据联系的观点,水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构想以及发展方向应定性为水系连通,相互补给;根据生

态学的观点,水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构想以及发展方向应定性为生态系统完整,运转良好;从人水和谐

的角度,水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构想以及发展方向应定性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环境优良。
从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上来讲,水生态文明建设要明确设计标准,因为水生态文明建设不

仅关乎水生态和水环境问题,还关乎社会精神文明、资源体系、水文要素等相关体系建设,在规划环

节应当制定出顶层设计,高瞻远瞩,制定出关乎水生态文明的水资源规划,明确指标体系,量化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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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从水环境问题上来讲,要从多方面出发,逐步探索水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发掘水生态文明

建设的内涵,不仅要研究地表水的问题,也要研究地下水问题。水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要从河湖

污染,地下水污染,工程运行过程中造成的污染,城市污染等方面进行探索,建立相关的制约机制,
即如何避免污染或者如何避免污染的加剧,从各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上,确保水生态修复的成果,保

障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逐步利用遥感等高新技术,对水质变化、污染源扩散等进行实时监控,进

行三维监测,从而打造智慧湖泊,智慧河流。
因此,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构思是通过优化水资源配置、加强水资源节约保护、实施水生态综合治

理、加强制度建设等措施,完善水生态保护格局,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最终

实现 “水资源保障、水环境保护、水生态修复、水安全保证、水管理落实、水文化传承,水文明

建设。”

2 湖北省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划及理念

湖北是千湖之省,地处长江中上游,拥有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丰富的水资源优势,但现在江湖

连通格局的丧失,污染程度的加剧,正逐步步入 “优于水而忧于水”的泥潭,水安全得不到保证,水

环境日益恶劣,离水生态文明省份相差甚远。因此,对湖北省水利规划建设进行顶层设计时,要理解

水生态文明内涵、结合水生态学要素、贯彻水利部关于水生态文明建设精神,探索出适合湖北省水生

态修复与水环境改善的规划设计方案,以较高的标准进行全省水利规划。

2.1 加强水资源水文生态涵养

湖北河流众多,水系发达,需要注重保护流域生态,特别是森林植被,保持森林对水体的生态功

能,避免水土流失的加剧。加强水源地及流域沿程的生态涵养,是保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础,是

防止水土流失及沙漠化的有力措施,也是确保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保障。石羊河流域的水生态建

设表明,重视绿洲水资源转化,注重植被对水源的涵养,确定自然生态耗水的比例,然后进行社会经

济系统内部的耗水量分配,是文明开发利用水资源的体现[2]。

2.2 以生态系统为本位的流域管理理念

以水定产,生态优先。生态系统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水是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水通

过水文圈的循环进行持续运动。水文圈与气候、森林、沙漠、动物和植物等一起构成生态系统不可分

离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因此,以生态系统为本位的流域管理理念要求在流域

管理中要首先考虑流域资源环境的动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在充分认识和了解流域生态系统结构和功

能的基础上,对影响流域生态系统的各要素进行统一管理,包括流域内社会、经济等子系统的整体、
全面管理,并将水资源的管理与水生生物、陆地、森林、海洋等其他资源的管理适当结合,以实现流

域的可持续发展。

2.3 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宗旨

淡水资源作为人类及其他陆地生物生存和发展的必需资源,维持和保护淡水资源及其生态系统的

基本生态进程,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实际上是可持续发展理

论在地表水和地下水领域的应用,它侧重对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是确保水资源的经济、社会和

生态价值有效平衡的根本,它不仅注重水资源利用的代内公平,更注重水资源利用的代际公平。因

此,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建设水生态文明的宗旨。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要求适度开发、节流优先,对

水资源开发利用不应破坏其固有价值,并且尽可能地避免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的不利影响,要求不妨碍

未来后代的利用,为后代利用留下选择余地;注重水资源的利用率和利用效益;不能破坏水生态系

统。可持续利用的核心是利用的 “度”,这个度是指水资源的再生和永续的能力。通常认为一条河流

调水不能超过20%,用水不能超过40%,否则将严重影响河流的自净能力,从而破坏河流的生态恢

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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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以水资源的损害预防为重要内容

在水资源统一管理方面,节流和开源并举;在水生态建设方面,实行预防为主,恢复为辅。水作

为生态系统中的基本要素,是生态系统中最为关键的因子、变量,它的质与量的变化必然引起生态环

境质与量的变化。同其他类型的生态系统相比,河流生态系统具有自身的特点。既受地域的限制,又

具有更高的封闭性,其中的物种迁入迁出都很困难,相互之间的交流少,使得淡水生态系统更容易受

人为干扰的影响,比其他生态系统更为脆弱而且遭破坏后较难恢复。水资源作为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

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是生态与环境的控制要素,水生态文明是流域建设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

3 构建湖北省水生态文明建设体系

水生态文明建设关系水生态系统、资源体系、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等相关领域,需要各方面统筹兼

顾。在湖北省水利规划阶段,需要制定水生态文明的水资源规划标准和水生态建设目标,防止水生态

恶化,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做出以水定发展,以水调结构的产业格局战略,才能保证经济社会健

康可持续发展。逐步建立省水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园区,进一步修改规划标准,制定出符合湖北水生态

文明的顶层设计。建立地表水和地下水规划标准,研究地表水的问题,也要研究地下水问题,建立地

表水和地下水之间反映水环境变化的关系纽带,为水资源生态环境提供可视化窗口,营造水生态文明

建设基础。积极探索工程生态运行管理机制,尽可能避免工程运行过程中产生污染,从各时间尺度和

空间尺度上,确保水生态修复成果。逐步利用遥感及GIS等高新技术应用,实时监测水资源各要素,
为河流、湖泊实行定期体检。

湖北沿江城市是一座座因水而兴的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名城,实施水生态文明建设有

基础、有优势。湖北地理水系格局全国独有,江湖交错,水系贯通,实施水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优化

城市资源配置、提升城市的管理竞争力,更有助于提高城市国际竞争力。古人讲 “天人合一”,从科

学角度来讲就是 “人水和谐,河流健康”。湖北在通常的防洪排涝、水资源和水环境保护之外,再加

上水生态,合起来就是湖北水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其中主要抓住两样东西做文章,一是保护长江流

域水土,建设健康长江;二是江湖连通,彰显水文化,注重水优势,利用水资源。湖北的水势特别发

达,实施工程要注重水势的横向联系,河流、湖泊、湿地的比例和分布要有具体而科学的规划,要做

好部门之间的协调,水利、建设、环保等部门只有形成合力,才能管好水、用好水。实施水生态文明

建设,要回答如何进一步防止生态恶化、如何恢复自然生态功能、如何变水忧为水优等几个问题,要

在规划中考虑湖北城镇化建设需要,将来城市、小城镇和农村人口的布局和比例涉及用水比例分配问

题和污染源的预测。目标理念先进、科学、超前,才能圆湖北人的 “水之梦”。

参考文献

[1] 郝少英.国际水生态文明的法理基础和科学内涵 [J].环境保护,2011 (1):76 78.
[2] 雷志栋,杨诗秀.从石羊河看绿洲水资源转化、消耗规律 [J].中国水利,2013 (5):13 14.

(本文发表于 《水电与新能源》2013年第6期)



生态修复初期内沙湖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初步研究及其生物学评价 117  

生态修复初期内沙湖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
初步研究及其生物学评价

苗 滕,康玉辉,周念来,周 驰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内沙湖在2013年3月开始了生态修复工程,修复前内沙湖水质污染严重,处于

Ⅴ类水质。于2013年6月至8月对内沙湖底栖动物群落结构进行调查分析。结果显示:
采样期间内沙湖共检出底栖动物11种,其中软体动物6种,水生昆虫4种,寡毛类1种,
优势种为铜锈环校螺和中华圆田螺;底栖动物平均丰度和平均生物量分别为416.89ind/m2

和97.40g/m2。利用Shannon Wiener多样性生物指数 (H)、Maralef丰富度指数 (D)以

及生物学污染指数 (BPI)对采样期间内沙湖的水体水质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表明内

沙湖水质处于中污染型 (Ⅲ),说明生态修复工程使内沙湖水质得到明显好转。
关键词:内沙湖;底栖动物;生物学评价前言

底栖动物是指生活史的全部或大部分时间生活于水体底部的水生动物群,除定居和活动生活的以

外,栖息的形式多为固着于岩石等坚硬的基体上或埋没于泥沙等松软的基底中。底栖动物作为水生态

系统中的重要生态类群,由于其生活栖息地比较固定,活动范围相对较小、生活周期特别长而且直接

接触底泥,因而能很好地反应水体水质的污染情况。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发生改

变,生物多样性降低,某些特殊指示种因此而逐渐消失,或是被其他指示种所代替[1],因此,底栖动

物的种类及群落结构被广泛地应用在湖泊、河流等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评价上[25]。

图1 内沙湖采样点

武汉内沙湖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的中心城区 (30°33'55″N,114°18'35″E),目前湖泊水域面积

57900m2,最大水深3.0m。由于大量生活污水和城市废水涌入内沙湖,导致水质污染严重,常年水

质为Ⅴ类。为了彻底治理内沙湖,2013年3月开始对内沙湖进行了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内沙湖已经

由浮游植物为主的藻型湖泊转变为沉水植物为主的草型湖泊,沉水植物覆盖度高,水体感官性好。为

了提高我们对生态修复效果的认识,本文通过研究内沙

湖生态修复初期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及其对生态修复的

响应,为富营养化湖泊生态修复以及修复后的管理提供

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采样位点的设置

采样时间为2013年6—8月,即生态修复初期,每月中

下旬采集底栖动物样品一次。在内沙湖共设置了4个采样点

(图1)。

1.2 底栖动物样品的采集、保存及鉴定

底栖动物定量用1/16m2 彼得生采泥器采集,在每个

位点采集底泥一次,将采集的底泥用网孔为0.5mm的手

抄网清洗,在白瓷盘中分类挑选后装入标记好的5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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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样品瓶中,用甲醛固定后带回实验室进行计数鉴定。

1.3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处理、作图使用利用Excel2007、Spss13.0、Sigmaplot12软件;利用Shannon Wie-
ner多样性指数 (H)、Margalef多样性指数 (D)、生物学污染指数 (BPI)评价水质的健康状况。

底栖动物生物多样性采用以下公式计算[6]:

Shannon Wiener多样性指数 (H):

H=∑{(ni/N)×log2(ni/N)}
式中:ni 为第i种的密度;N 为总密度。

Margalef多样性指数 (D):

D=(S-1)/lnN
式中:S为物种数;N 为总密度。

生物学污染指数 (BPI):

BPI=lg(N1+2)/[lg(N2+2)+lg(N3+2)]
式中:N1 为寡毛类、蛭类和摇蚊幼虫个体数;N2 为多毛类、甲壳类、除摇蚊幼虫以外的其他水生昆

虫的个体数;N3 为软体动物个体数。
底栖动物生物多样性水质评价等级划分见表1。

表1 生物指数与水质评价等级标准[7]

评 价 指 数
水 质 等 级 标 准

清洁 (Ⅰ) 轻污染 (Ⅱ) 中污染 (Ⅲ) 重污染 (Ⅳ) 严重污染 (Ⅴ)

Shannon Wienerd多样性指数 (H) >3.5 2.5~3.5 2.0~2.5 1.0~2.0 <1.0

Margalef多样性指数 (D) >3.5 2.5~3.5 2.0~2.5 1.0~2.0 <1.0

生物学污染指数 (BPI) <0.1 0.1~0.5 0.5~3.0 3.0~5.0 >5.0

2 结果与分析

2.1 底栖动物种类组成

内沙湖共检出底栖动物11种,分属于3个门,其中软体动物门6种 (腹足纲),占54.55%,铜

锈环棱螺、中华圆田螺为优势种;节肢动物门4种 (昆虫纲),占36.36%,长足摇蚊幼虫为优势种

类;环节动物门1种 (寡毛纲),占9.09% (表2)。底栖动物种类组成在不同月份差异不大。

表2 内沙湖底栖动物的种类组成

种类Species 点1 点2 点3 点4

软体动物 Mollusca
铜锈环棱螺Bellkmyapurificata + + + +
梨形环棱螺Bellamyapurificata + + +

中华圆田螺Cipangpaludinachinensis + + + +
放逸短沟蜷Semisulcospiralibertina +

椭圆萝卜螺Radixswinhoei + + +
圆扁螺 Hippeutishumbilicalis + + +

环节动物Annelida
霍普水丝蚓Limnodrlushoffmeisteri + + +

水生昆虫Aquaticinsects
羽摇蚊幼虫Chironomusgrphumosus + + + +

长足摇蚊幼虫Tanypussp. + + + +
红裸须摇蚊幼虫Propsilocerakamusi + + +

豆娘Zygopterasp. +

 注 “+”表示该采样点有此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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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底栖动物丰度和生物量

2.2.1 丰度和生物量月变化

采样期间内沙湖底栖动物平均丰度为416.89ind/m2 (表3),各月份底栖动物丰度变化结果为7
月 (669.33ind/m2)>6月 (405.33ind/m2)>8月 (176ind/m2);从丰度种类组成上看 [图2 (a)],
软体动物所占比例最大,占内沙湖底栖动物总丰度的55.19%,其次为水生昆虫,占42.90%,寡毛

类最低,仅占1.91%。
底栖动物平均生物量为97.40g/m2,生物量月变化结果为6月 (129.95g/m2)>7月 (129.79

g/m2)>8月 (32.46g/m2)。从生物量种类组成上看 [图2 (b)],软体动物所占比例最大,占所调查

底栖动物总生物量的98.78%。

表3 内沙湖底栖动物密度和生物量月变化

指标 6月 7月 8月 平均值

丰度/(ind/m2) 405.33 669.33 176 416.89

生物量/(g/m2) 129.95 129.79 32.46 97.40

 
图2 内沙湖夏季底栖动物丰度和生物量月变化

2.2.2 丰度和生物量水平分布

内沙湖各采样点底栖动物的丰度和生物量由于水深、沉水植物覆盖度等因素而有所差异,其中丰

度变化范围为1088~1600ind/m2,3号采样点丰度最高,主要由水生昆虫 (摇蚊幼虫)组成 [图

3 (a)],达到1104ind/m2,1号点采样点软体动物为优势类群,占1号采样点底栖动物丰度的

87.76%;生物量变化范围为146.93~456.25g/m2,其中2号采样点最高,3号采样点最低 [图

3 (b)],由于软体动物 (螺类)个体相对较大,螺类生物量在四个采样点所占比例均高于94%。

 
图3 内沙湖底栖动物丰度和生物量水平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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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底栖动物生物多样性

通过运用Shannon Wiener多样性生物指数 (H)、Maralef丰富度指数 (D)以及生物学污染指

数 (BPI)3种生物指数进行评价 (表4),除8月份Shannon Wiener多样性生物指数 (H)结果为

重污染 (Ⅳ)以外,其余结果均得到内沙湖水质污染状况为中度污染型 (Ⅲ)。

表4 内沙湖夏季各月份水体生物指标及水质评价等级

多样性指数
6月

指数值 水质评价

7月

指数值 水质评价

8月

指数值 水质评价

H 1.14 中污染 1.41 中污染 0.91 重污染

D 1.34 中污染 1.95 中污染 1.03 中污染

BPI 2.51 中污染 2.12 中污染 2.62 中污染

3 讨论

内沙湖6—8月份共检出底栖动物11种,其中软体动物6种,水生昆虫4种,寡毛类1种;底栖

动物丰度的月变化范围为176~669ind/m2,主要为软体动物和水生昆虫,耐污染性的寡毛类含量较

少,说明内沙湖生态修复对底栖动物生境的修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生物量变化范围为32.46~
129.95g/m2,且软体动物所占比例最高,这可能是因为软体动物 (腹足纲)个体相对较大,而且内

沙湖经生态修复后,由藻型湖泊转变为草型湖泊,湖内沉水植物覆盖度高,沉水植物作为草型湖泊生

态系统的最主要的初级生产者,其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能够为软体动物等喜水

草类的底栖动物提供良好的生存与繁殖环境[89];从水平分布上看,4个采样点底栖动物丰度和生物

量有所差异,可能是因为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空间分布受底质、水草分布、水深、水文状况等多种因

素的影响[1011]。
运用Shannon Wiener多样性生物指数 (H)、Maralef丰富度指数 (D)以及生物学污染指数

(BPI)对内沙湖底栖动物进行水质生物学评价,得出的结果除Shannon Wiener多样性生物指数8
月份为重污染外,其余评价结果均为中型污染 (Ⅲ)。Shannon Wiener多样性生物指数可以反映生

物群落中两种信:一是群落中的种类数,种类数越少,其数值越小;二是该数值的大小还决定于生物

群落中各类生物个体数的均匀情况,个体数分布越均匀,其值越高,该指数反应较为灵敏,可以说明

近期的污染问题。8月份水体温度较高 (>31℃),湖中1号采样点部分未收割的伊乐藻因为不耐高

温死亡,沉入湖底后腐败分解,对底栖动物的生存环境造成一定影响,这可能是导致8月份

Shannon Wiener多样性指数较低的原因。
此次调查在内沙湖选取了4个采样点,且仅用夏季三个月份的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调查结果,获

得的数据量相对较少,虽无法较为准确的反应内沙湖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时空变化,但能在一定程度

上反应内沙湖水质现状。生态修复前对内沙湖底栖动物的调查结果表明,底栖动物的水质生物学评价

属于严重污染 (Ⅴ),而在生态修复工程实施的初期,底栖动物的水质生物学评价结果为中度污染

(Ⅲ),说明生态修复工程使内沙湖水质得到明显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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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城市湖泊生态修复理论与实践
———以武汉内沙湖为例

杨金春,康玉辉,周 驰,苗 滕,王小平,周念来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首先介绍了退化湖泊生态修复的有关理论基础,然后以武汉内沙湖为例,论述

了退化城市湖泊生态修复的有关技术方案及在工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及解决

办法,以期为城市退化湖泊生态修复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城市湖泊;生态修复;理论;实践

大型水生植物的概念属于生态学范畴,大型水生植物群落是不同类群植物通过长期适应不同水环

境而形成的趋同性适应类群,对维持湖泊的 “清水态”具有重要意义[1]。一般概念上的大型水生植物

主要指大型维管束植物,通常包括挺水、漂浮、浮叶和沉水四种生活型[2]。其中的沉水植物群落对湖

泊生态系统意义尤其重大,大型沉水植物群落的退化被认为是湖泊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标志[3]。过量

的营养盐 (主要是氮、磷)输入被认为是导致湖泊大型沉水植物群落退化进而导致湖泊生态系统退化

的主要原因[4,5]。营养盐的过量输入导致浮游植物的异常增殖,水体浊度逐渐上升,透明度不断下

降,影响靠视觉捕食的肉食性鱼类的捕食,从而有利于靠嗅觉觅食的底栖鱼类;水体生产力的异常上

升,导致水体悬浮颗粒物浓度上升,碎屑食性及杂食性鱼类的食物供给逐渐增加,最终导致鱼类的群

落结构向底栖和杂食性方向发展。同时,由于水体透明度的下降,以及营养盐的过度输入引起附着藻

类的大量增殖,沉水植物的光合作用受到抑制,加之逐渐增加的底栖鱼类在觅食过程中不断扰动沉积

物,一方面不断释放出更多的营养盐进而促进更多浮游植物的增殖,另一方面也直接破坏沉水植物群

落甚至把沉水植物连根拔起,最终共同导致了沉水植物群落的退化,甚至消失。当大型水生植物消失

后,进入水体的营养盐被浮游植物吸收的比例大大增加,浮游植物生物量急剧上升,水体透明度进一

步下降;浮游植物死亡降解过程中又消耗大量的氧气,使包括鱼类在内的许多水生动物因缺氧而死

亡;浮游植物大量生长还导致湖水pH值上升,有可能促进沉积物营养盐的释放;一些浮游植物还产

生藻毒素,威胁其他生物的生存,致使生物多样性进一步下降,营养盐循环速率加快,湖泊自净能力

下降,最后导致湖泊生态系统的严重退化。
大型水生植物 (特别是沉水植物)是不仅为鱼类提供栖息场所和繁殖基质,为浮游动物和底栖动

物提供良好的栖息地和避难所,也是周丛生物的附着基,同时,大型植物还可降低水体流速、抑制湖

泊沉积物的再悬浮、改善沉积物的特性从而降低营养盐释放率、吸收水体中的污染物、抑制浮游植物

生长等作用[6]。所以大型水生植物 (特别是沉水植物)对于改善湖泊水质,提高湖泊生态系统的生物

多样性和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恢复大型水生植物群落 (主要指沉水植物)成为退化浅水湖泊

生态修复的主要内容之一,被认为是藻型湖泊向草型湖泊转换的关键[3,7,8]。

1 退化湖泊生态修复的理论基础和技术路线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富营养化浅水湖泊至少存在两种稳定状态:以浮游植物把占优势的 “浊水

态”和以大型水生植物占优势的 “清水态”。前者常缺少大型沉水植物,浮游植物生物量大,水体透

明度低。后者的主要初级生产者一般为大型植物,水体自净能力强,透明度高。因此,湖泊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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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路线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把湖泊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者———相当于湖泊生态系统的 “火车头”由

“浊水态”的生态系统的浮游植物调整为大型植物 (主要指沉水植物),“带领”湖泊生态系统 “这列

火车”向 “清水态”生态系统挺近。
湖泊生态修复的首要任务是找到导致湖泊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胁迫因子,然后根除或降低这些胁

迫因子对湖泊生态系统的影响,为湖泊生态修复创造条件[3]。由于大量营养盐 (主要是氮、磷)的输

入被认为是导致湖泊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因素,因此,降低水体营养负荷被认为是湖泊生态修复的前

提条件,所以早期湖泊生态修复的主要工作放在了外源截污和底泥疏浚上[3]。但实践表明,严重退化

的富营养化湖泊在外源截污、内源负荷得到控制 (疏浚)后,由于生态系统结构不合理,沉积物 水

界面营养盐交换剧烈,水中营养盐水平仍较高,浮游植物密度仍然高,甚至出现水华,水质仍得不到

有效改善,湖泊生态系统仍多处于 “浊水态”。由于 “浊水态”生态系统中存在多种反馈作用,这种

“浊水态”系统相对稳定,维持能力强,没有人工干预,这种 “浊水”稳定状态难以打破,水质将在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无法得到改善。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自净和恢复能力,但生态系统结构的自然优

化与恢复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为加速退化湖泊生态系统向健康湖泊生态系统的演替,必

须对该类退化湖泊生态系统加以人工驱动,打破 “浑水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构建或恢复以大型水

生植物占优势的 “清水态”湖泊生态系统,从根本上增加水体透明度,改善湖泊水质。
因此,湖泊生态修复的核心内容就是在消除导致湖泊退化的主要胁迫因子的基础上,结合湖泊水

位的调控、底质的改善、水体透明度的改善、鱼类和底栖动物群落的调控,通过人工干预,加速恢复

和重建 “清水态”湖泊生态系统[3]。而恢复大型水生植物群落 (主要指沉水植物)就成为退化浅水湖

泊生态修复的主要内容,被认识是藻型湖泊向草型湖泊转换的关键[7,8]。
目前,我国各地正在开展退化湖泊治理工作。研究人员认识到了沉水植物在湖泊生态系统中的重

大作用,尝试进行了沉水植物群落的恢复工作,但在实践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有些湖泊沉水植物种下

去不能正常生长,如武汉的东湖;有些虽然短期内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到了夏天就全部烂根死

亡,如太湖的梅梁湾;有些湖泊实现了某些种类的沉水植物的恢复,但由于物种较单一,出现了沉水

植物的疯长,如南京的玄武湖,整个湖面几乎为菹草所覆盖,不但威胁到湖泊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

性,而且严重影响了湖泊景观和湖泊的多种功能。而到了春末夏初,菹草在短期内全部死亡,释放出

大量的营养盐,出现严重 “黄泛”,但这时候又缺乏其他水草,整个湖泊水质严重恶化。但在湖泊生

态修复过程中注重增加沉水植物多样性的惠州西湖、无锡鑫湖和泰州溱湖,却没有出现这种现象,水

质常年清澈见底,因为这些湖泊中种植了多种沉水植物,依靠沉水植物之间的竞争关系,不会出现某

一单一物种疯长的现象,并且在不同生长季节都有多种沉水植物生长,避免了水质的反复,提高了湖

泊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性和稳定性。这为我们开展湖泊生态修复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2 内沙湖退化湖泊生态系统修复实践

2.1 研究区域现状和原因分析

2.1.1 研究区域

内沙湖是武汉市武昌中心城区的一个小型浅水湖泊,因粤汉铁路 (今武大铁路)的修建由沙湖分

离而成。多年来一直承担调蓄功能。调蓄期间,生活污水随雨水大量排入,水质不断恶化。2007年

至2008年的水质监测数据表明内沙湖水质为劣Ⅴ类,远远不能满足城市湖泊水功能区划的定位需求。
为改善内沙湖湖泊水质,武昌区水行政主管部门于2007年实施了 “清水入湖” “景观绿化”两大工

程,把内沙湖建设成了内沙湖公园,并与2012年完成了前进路泵站和新生路泵站间的联通涵管,内

沙湖不再承担调蓄功能,周边的生活污水也不再进入内沙湖,内沙湖基本完成了外源截污。经过综合

整治,内沙湖周边环境状况有了显著改观,内沙湖湖泊生态系统出现向健康湖泊生态系统演替的迹

象,湖泊水质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距内沙湖的功能区划定位需求还有很大差距。为进一步改善

内沙湖水质,需要进行必要的人工干预,在人工辅助条件下加速湖泊生态系统的演替,尽快恢复内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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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湖泊生态系统的健康,以早日满足内沙湖的功能区划定位对水质的需求。

2.1.2 现状调查结果

2012年11月进行的湖泊调查发现:内沙湖为武汉市武昌区的一个市内小型浅水湖泊,湖泊面积

0.0579km2,岸线总长1.18km,汇水面积4.42km2,规划正常水位19.15m,最高控制水位19.65m,
分大小两个湖区。大湖区长约312m,宽约165m。小湖区长约129m,宽约52m。湖泊最大水深近3m
(图1),透明度在30cm左右。没有河流流入。内沙湖大部分湖区的淤泥已被清除,目前该湖除部分

区域的近岸带有较深淤泥外多为硬质底质 (图2)。调查结果表明:内沙湖经过截污、清淤等工程的

实施,水质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浮游植物密度仍然较高,浮游动物群落小型化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水体透明度较低,水体感官效果差,与该湖功能区划对水质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调查中没有发现对

湖泊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的沉水植物成体,但却发现了高密度的菹草石芽,也没有发现大型底栖动

物,甚至摇蚊幼虫和水丝蚓也没有,生态系统结构未能实现根本转变,仍然属于典型的 “浊水态”生

态系统。但内沙湖目前已截断了大部分外源负荷,同时实施了底泥疏浚,湖泊水体的污染负荷得到有

效降低,内沙湖生态系统具备了生态修复的条件。

图1 内沙湖水体深度分布图 图2 内沙湖沉积物深度分布图

图3 内沙湖鱼类质量百分比组成

2.1.3 原因分析

内沙湖生态系统在实施截污、清淤等工程后没有得到有效恢复的原因是:草鱼的大量放养直接导

致沉水植被的退化;以前的底泥疏浚工程在移除底泥的时候把大部分底栖动物也一并移除了,同时严

重破坏了底栖动物的生境,导致了底栖动物群落的严重退化。另外,低层活动的杂食性鱼类生物量偏

高 (图3)也可能是导致大型沉水植物和底栖动物群落

退化的重要原因。鱼类是湖泊生态系统变迁最重要的驱

动因子之一,是影响水体透明度和水体营养盐浓度的重

要因素:草食性鱼类通过摄食可直接破坏水生植物的生

长;鲫鱼等杂食性鱼类的幼鱼和鲢、鳙等滤食性鱼类会

导致浮游动物群落小型化,降低浮游动物群落对藻类的

牧食压力;底栖鱼类在觅食过程中不断扰动沉积物;此

外,鱼类的排泄物还会影响湖泊中营养盐的地球化学循

环。底栖动物通过滤食和刮食及凝絮作用,可有效降低

水体中的悬浮颗粒物 (包括藻类)浓度和沉水植物叶面

上的附着藻类,同时通过部分种类底栖动物的直接摄食、
转化,可直接降解湖泊水体中不断沉降到湖底的有机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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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改善水下光照条件,促进沉水植物的生长,有效提高水体自净能力,改善湖泊水质。因此,内沙

湖大型水生植物,特别是沉水植物群落的缺失以及不合理的鱼类群落结构和底栖动物群落的退化可能

是内沙湖长期保持 “浊水态”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调查发现,内沙湖底泥疏浚后,沉积物的表层

又逐渐积累了厚度约5~10cm的絮状物,这些絮状物在受到扰动后极易发生再悬浮。由于内沙湖属

于典型的浅水湖泊,高密度的鱼类,特别是鲤、鲫等底层活动的杂食性鱼类的活动不断搅动沉积物,
造成的沉积物的不断再悬浮,加速了水体营养盐的再循环速率,为藻类提供了充足的营养盐,从而使

内沙湖水体悬浮物浓度高达107mg/L,是内沙湖在全面截污后水生态系统难以恢复及水体感官效果

仍然较差的主要原因。

2.2 技术方案

在调查分析内沙湖在污染负荷得到有效控制后仍长期维持浊水态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包括水位调

控、鱼类调控、水体透明度改善、湖泊底质改善、沉积物 水层交换控制、沉水植物群落恢复、底栖

动物群落恢复、健康食物网构建、清水态生态系统优化与稳定和滨岸带修复等工程措施,调整和优化

内沙湖生态系统结构,并结合城市景观湖泊的生态功能,恢复和重建健康湖泊生态系统,有效改善内

沙湖水质,实现内沙湖 “清水态”生态系统。
内沙湖生态系统修复主要内容分五个部分:污染源控制工程、基础条件建设工程、高等水生植被

构建工程、食物网构建工程、底栖群落构建工程与清水态生态系统优化与稳定工程。

2.2.1 外源污染控制工程

尽管以前在外源截污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调查之中仍发现10处点源污染:内沙湖东北角的原

连通沙湖的和新生路泵站地下箱涵的节制闸密封性较差,明显可见大量污水渗漏到内沙湖来。新生路

内沙湖北侧的垃圾处理站的车辆洗刷污水和部分垃圾渗出液通过靠近内沙湖一侧墙体上的孔洞排出,
再通过探井排到地下箱涵内,探井盖严重破损,遇到大雨或者排污量较大时,腥臭的污水可进入近在

咫尺的内沙湖。靠近武昌文化宫一侧的岸边的三个排污口以前做了堵塞的工作,但调查时发现两处排

污口仍存在明显的渗漏现象,余下的一个排污口原堵塞物已不见,洞口内可见地下箱涵内在污水流

动,可预见此排污口遇暴雨时箱涵内的污水必涌出到内沙湖中。另外,在市政一公司家属院发现三处

排污口,其中一个排污口为简易厕所。外源污染:节制闸处采用钢筋混凝土砌墙,封死闸口,后采用

黄黏土封填的方法防治渗漏,并在黏土上构建挺水植物群落,对渗漏的污水进行拦截;改造垃圾处理

站处的排污口,避免地表排污,采用地下管道连接墙上的孔洞和探井,更换已经破损的井盖;采用砂

石料完全封堵6个排污口。

2.2.2 基础条件建设工程

由于内沙湖生态系统已经严重退化,现有的环境条件不能满足湖泊生态修复、特别是沉水植被恢

复的眼球,需要对现有的环境条件进行改善,以满足沉水植被恢复的要求。通过基础条件根据内沙湖

的具体情况,基础条件建设主要包括底质改造工程、水位控制工程、鱼类调控工程和水下光照改善工

程等。
调查发现由于以前的底泥疏浚,内沙湖大部分湖区的底质为硬质;以前在内沙湖从事水质改善的

公司在湖内投放了大量海绵和砖块;在湖泊的最北段和最南端及靠近武昌文化宫一侧的近岸带有大量

建筑垃圾,这种底质状况给沉水植物的种植和着床生长造成了一定困难。同时,调查也发现,内沙湖

的湖底呈深V形,在湖心地带存在一个深沟,给鱼类群落调控带来很大困难。
鉴于这些情况,项目组采用干湖的办法,捕除了草鱼、团头鲂等草食性鱼类、鲤鱼和基鲫鱼等底

层活动的杂食性鱼类及鲢鳙等滤食性鱼类,并对底质进行为期2周的晾晒,然后采用微型旋耕机对底

质进行疏松,捡除海绵、砖石等杂物,在改善施工条件的同时为沉水植物群落的构建创造了适宜的基

质条件。

2.2.3 高等水生植被构建工程

高等水生植被构建是内沙湖生态系统构建的关键工程,工程内容包括先锋植物种类选择与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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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水植物功能群物种选择与群落构建、浮叶植物种类选择与构建、挺水植物种类选择与构建,以及整

个工程区水生高等植物结构优化与稳定工程等。
另外,对内沙湖大湖区靠近栈桥一侧的莲藕设置了物理阻碍,防止过度蔓延。

2.2.4 食物网构建工程

食物网构建是决定清水态建立的一个关键,即使清水态成功建立了,不合理的食物网结构可能导

致其生态系统不稳定,甚至崩溃,水质重新变得混浊。清水态食物网结构构建主要包括掠食性鱼类、
食浮游动物鱼类、底层杂食性鱼类、植食性浮游动物、浮游植物、细菌等构件的重建与优化,使其成

为促进清水态生态系统形成与维持稳定的食物网结构。

2.2.5 沉积物 水层交换控制工程

浅水湖泊混水态主要原因之一是沉积物 水层作用剧烈,物质交换通量大,而决定这一通量大小

的主要因子之一是底栖生态系统结构,改变生态系统结构特征,降低沉积物 水层物质交换通量,以

促进清水态生态系统的形成。沉积物 水层交换控制工程包括构建释氧功能群、滤水功能群和刮食功

能群的构建等。

2.2.6 清水态生态系统结构优化与稳定工程

在完成水生高等植被的构建、食物网构建和底栖群落构建工程后,各部分之间协调发展、有机融

合后才能形成稳定的清水态生态系统。在系统的形成过程中,通过对系统中多个要素的连续监测,据

此在优化水生高等植被结构、食物网结构和底栖生态系统结构的同时,建立水层 底栖平衡、刮食功

能群 沉水植被平衡、底栖鱼类 沉水植被平衡、滤食功能群 浮游植物平衡等,最终建立稳定的清水

态湖泊生态系统。

3 遇到的问题

工程期间遇到两个影响工程进展和工程效果的重大问题。

3.1 面源污染问题

2013年6月,内沙湖园林部门对内沙湖公园的园林绿化开展了大规模的恢复重建,工程涉及整

个公园近80%的陆地面积。由于地表被多次翻动,土质疏松,工程期间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造

成了大量污染物入湖。特别是7月初,园林部门向裸露的地表倾倒了近千袋的土杂肥 (主要为鸡粪、
落叶等发酵物),在没有来得及翻耕入土的情况下,被50年一遇的暴雨几乎全部冲刷入湖,对湖泊水

体造成了严重的水体污染,营养盐 (特别是磷)浓度急剧上升,水体透明度严重下降,水体溶解氧严

重降低,造成了以前在内沙湖从事水质改善的公司所种植的伊乐藻大面积腐烂上浮 (特别是小湖区),
严重影响了湖泊水质和工程进展。问题发生后,我们迅速对腐烂上浮的植物残体进行了人工打捞,对

未腐烂区的沉水植被进行了疏割,并采取措施改善了水体透明度,每天对水体的透明度和溶解氧进行

检测。在水体透明度和溶解氧得到有效改善后,及时补种了沉水植被,迅速抑制了湖泊生态系统的进

一步恶化。目前,受影响区域的水质得到有效提升,生态系统重新恢复了生机。

3.2 生态水位问题

内沙湖是一个与周边水体几乎隔绝的水体,补给水源主要来自降雨和地下水,工程实施期间遇到

了严重的水危机。

2013年的夏季,湖北省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气象异常,武汉市在20天中伏里有19天的最高温都

超过35℃,连续4天破39℃,全省各地降雨量较往年同期降低2~7成。由于高温少雨,全省出现了

大面积的严重干旱,武汉市的园林植物出现大面积干旱死亡,内沙湖园林部门和武汉市园林部门出动

多台套灌溉设备从内沙湖抽水对内沙湖周边的园林植物进行抗旱,加上由于高温干旱导致蒸发量大

增,内沙湖水位平均每天以3~5cm的速度下降,原来生长在水面下的沉水植物逐渐露出水面干枯、
死亡、腐烂,再次影响了湖泊水质和刚刚建立起来的脆弱湖泊生态系统。

问题出现后,我们联系了消防部门,在园林部门休息的间隙利用消防栓对内沙湖进行生态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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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内沙湖周边可利用的消防栓只有一个,还要在园林部门休息的间隙才能利用,补水量十分有

限,在此期间,内沙湖水位总体呈下降趋势,这种情况直到8月中、下旬下了几场暴雨后才得到缓

解。目前,项目组正在对内沙湖水面干枯死亡的植物进行打捞。

4 工程效果和展望

尽管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仍初步完成了生态系统的重新构建,湖泊水质得到有效提升,浮

游植物丰度大幅降低,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生态系统结构逐步完善。项目组接下来的工

作就是通过人工干预,部分去除先锋植物,逐步引入多种沉水植物,并结合鱼类调控和水位调控,最

终在改善湖泊景观的同时,重建健康而稳定的大型沉水植物群落,进而在此基础上恢复整个湖泊生态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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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塘堰整治技术集成及效益分析

程国银,王 煌,杨香东

(湖北省水利厅,武汉 430071)

摘 要:湖北省在开展大规模的塘堰整治工作中,针对实际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

题的对策和思路,重点提炼了湖北塘堰整治六大技术系统,并分析了塘堰在灌溉、防

洪、供水、养殖等方面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关键词:湖北;塘堰整治;技术集成;效益分析

塘堰淤积、污染是广大农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之一。湖北省大小塘堰共约100万口,总容积

共约40亿m3。最新水利普查表明,全省万方以下堰塘达70余万口,占总堰塘数的70%,基本丧失

堰塘功能的达60多万口。2010年秋末至2011年春夏长达220多天的跨季大旱,全省88个县 (市、
区)受旱,共放、引、提水近80亿m3,抗旱电费达3亿元。灾后反思,湖北省委、省政府2011年

提出动员全社会力量,重点为全省20.9万个村民小组每组整治一口当家塘。

1 主要问题

(1)年久失修,淤积严重。湖北大部分塘堰建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且多为 “公堰”。经过几十

年的运行,塘堰淤泥堆积严重,大多数塘堰已成为 “碟子堰”“筛子塘”,晴干雨漫,部分塘堰丧失原

有功能,不能充分发挥灌溉作用。
(2)配套不全,效益低下。塘堰的进水系统、溢流口及灌溉输水系统等不完善,许多塘堰被闲置

不能正常使用,严重影响塘堰灌溉、饮水、防洪等综合效益。
(3)标准不一,参差不齐。没有统一的塘堰建设技术标准、施工标准和验收标准,质量和标准不

高,各地规划、设计、施工不能做到规范统一。
(4)财力有限,缺乏整合。由于市县两级财力有限,加之农村税费改革取消 “两工”,塘堰建设

经费紧张。统筹协调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规划及实施的机制不健全,缺乏有效整合措施,难以形成

合力。
(5)管护乏力,污染严重。基层水利管理服务体系不健全,存在重建轻管、有建无管的现象,纯

灌溉而无其他收益的堰塘管护责任很难落实。村民生活垃圾及废水、污水直接倾倒入塘堰中,水体污

染较严重。

2 解决对策和思路

(1)高位推进,清淤复容。湖北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

究塘堰整治工作。省、市、县三级党委和政府层层建立了塘堰建设绩效考核和奖励激励机制。在整治

过程中,以清除淤泥恢复塘堰的容积为重点。塘堰容积根据需要的灌溉蓄水量计算确定,不满足灌溉

蓄水量要求的,进行清淤、扩挖,使正常蓄水深度大于2m。采用1.5~3m3 挖掘机挖泥,辅以适当

人工转运。清除的淤泥堆放在塘堰下游20m以外,并设置挡渣坝,防止雨后四处漫溢污染环境。
(2)多措并举,高效运转。一是广宣传,造舆论。通过电视、报纸、水利简报、水利情况通报、

农建简报、宣传展板、各种会议等形式,广泛宣传塘堰整治工作为民造福的意义和群众积极参与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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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典型,发出专刊10期。同时,邀请中央和省内主要新闻媒体进行专题采访报道,扩大了社会影响。
二是编指南,立标准。组织编制 《塘堰整治技术指南》和 《塘堰整治工作考评验收办法》,并按照重

点突出、喜闻乐见和简单明了的原则,组织编写了 《塘堰整治 “三字百言句”》。三是先试点,树样

板。在竹溪、竹山两个山丘区县开展塘堰整治试点。在平原地区荆门市及时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建

设与管理经验。四是履职能,强指导。省水利厅及时成立14个工作组,分别由1位厅领导带队,实

行对口督办,分片包干,分赴各地巡回开展技术指导。
(3)整合资金,多元投入。一是整合涉农资金。开展塘堰整治后的两个月内,湖北共整合资金高

达37亿元。二是积极引导社会投入。探索建立了政府投入群众投入、企业资助、能人捐助等多元化

的投入格局,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支持塘堰整治建设,实行 “财政投入为主导,农民参与投入、其

他投入为补充”。通过一事一议、以奖代补、民办公助等方式,农民投工投劳近3亿个工日、以资代

劳资金近1亿元。三是通过政府搭台、宣传互动、企业参与的方式,引导各类社会投入塘堰整治约

10亿元。
(4)统一标准,确保质量。省水利厅制定下发了统一的塘堰整治技术指南、施工标准、验收标

准、奖补标准等规范性文件,促进塘堰整治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一是突出关键部位建设质量。回

填土必须分层压实,采用打夯及机械碾压,每层铺土厚度控制在20~40cm。黏性土料压实度不小于

93%,无黏性土的相对密度不小于0.7。要求堰堤顶部宽度一般不小于2m,迎水面边坡不陡于11,
背水面边坡不陡于11.5。塘堰迎水面现浇混凝土或预制块护坡厚度不低于10cm。塘堰堤顶要求平

整,无明显变形,坝面无高秆杂草,无杂树灌木。二是因地制宜,有效加强管理。在塘堰建设与管理

中,始终坚持 “养殖服从灌溉,灌溉服从农村饮水,农村饮水服从防洪”原则。三是编制塘堰整治技

术标准和质量标准等。塘堰容积根据灌溉需水量计算确定,不满足灌溉蓄水量要求的,进行适当清

淤、扩挖。塘堰整治后正常蓄水深度不小于2m。
(5)完善配套,凸显效能。在对塘堰整治的过程中,以清淤、堰堤及基础防渗为重点,同时兼顾

配套设施建设,确保塘堰效益的充分发挥。一是引水系统。对平原区的堰塘,配套引水沟渠U100渠

系或ϕ200PVC管,引导水流进入塘堰。对丘陵岗地及山区塘堰,设置U20集雨沟和引水渠,确保塘

堰有水可蓄并实现雨水和水系连通。二是沉沙过滤。设置拦污栅,用于拦阻水流挟带的水草、漂木等

杂物进入塘堰。拦污栅后设置过滤池,过滤池滤层由厚为0.5m左右的石英砂或河砂 (粒径0.5~
1.0mm)组成,以阻挡泥沙直接进入塘堰。三是防洪系统。防洪标准不满足10年一遇至20年一遇的

山丘区塘堰,根据最大洪水流量加大溢流口尺寸。溢流口采用C20混凝土或 M10浆砌石砌筑,泄槽

末端设消能设施,并与下游水流出口平顺连接。四是输水系统。输水管进口高程高于塘堰底部0.5~
1.0m,以保证生态用水。输水管安装在坚实基础上,避免沉陷断裂。总容积在1万 m3 以上的塘堰,
设置输水建筑物及闸门启闭机。五是绿化系统。采用草皮生态护坡,草皮厚度不小于3cm,提高成活

率。六是便民系统。人口居住较集中的门口塘设下塘踏步、漂板等便民设施,每口门口塘设不少于3
处踏步和2处漂板。农村人口密集地区塘堰要设置安全警示牌或栏杆。

(6)管护改革,长久受益。塘堰管护改革主要有5种方式:一是自建自管型。实行 “塘堰随田

走,产权受益户共有,产权自主管理,权利义务凭合同”的模式。二是民营型。其核心是个人 (或几

人联合)出资兴建的塘堰,产权属出资人所有,带有经营行为。三是专业化管理型。主要是以国家投

资为主兴建的跨村 (组)或跨流域、纯公益性塘堰,产权属国家所有,由乡镇水利站或独立管理机构

管理,并负责维护。四是受益者参与管理型。产权归农民用水户协会所有,相关权利义务在协会章程中

予以明确。每年由乡镇或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管护情况进行考核。五是改制型。主要是由国家投资和

农民投劳或集资兴建的塘堰,通过承包、租赁、股份合作拍卖等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明确产权归属。

3 创新点

(1)提炼出塘堰整治技术集成理论框架———六大技术系统。一是引水系统。配套引水沟渠或集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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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引导水流进入塘堰。二是沉沙过滤。设置拦污栅,以阻挡泥沙直接进入塘堰。三是防洪系统。根据

最大洪水流量加大塘堰溢流口尺寸,泄槽末端设消能设施,并与下游平顺连接。四是输水系统。输水

管进口高程高于塘堰底部0.5~1.0m。五是绿化系统。采用草皮生态护坡,均匀铺植。六是便民系

统。门口塘设下塘踏步、漂板等便民设施,人口密集地区塘堰设置安全警示牌或栏杆。
(2)首次系统地分类阐述塘堰对雨水的汇集、蓄存技术,实现山坡、沟渠雨水以及塘堰之间水系

连通。一是山区堰的藤结瓜模式。利用PVC管或U形末级渠系或钢管以 “串糖葫芦”的方式,将堰

塘、蓄水池、窖、湖泊等串联或并联起来,从而提高了灌溉保证率。二是丘岗地的沟集雨模式。通过

截流沟、汇流沟等引导水流、雨水或山洪至塘堰,实现洪水资源化。三是平原区的渠网连模式。通过

纵横的沟渠将湖泊、河流、排水渠等连接起来,及时向塘堰补充水源。
(3)系统提出塘堰整治水生态环境及人水和谐的蓝图。一是采用草皮护坡,塘堰周边种植经果林或

景观苗木,实现 “水清、岸绿、景美”的人水和谐的新农村景观。二是采取水源保护措施,禁止向塘堰

倾倒垃圾和污物,污水经过滤、沉淀等措施处理后方可入堰,防止水源污染。三是在人口居住较集中的

门口塘设下塘踏步、漂板等便民设施,农村人口密集地区塘堰立安全警示牌,重点地方设置护栏。

4 效果与效益

全省清淤扩挖80万口塘堰,将新增蓄水能力25亿m3,改善灌溉面积560万亩 (37.3万hm2),
解决基本农田灌溉不足和灌溉死角问题,大幅度提高抗旱保丰收能力。

(1)经济效益。塘堰经过整治后,改善农业耕地生产用水条件,预计粮食产量可提高25%。塘

堰蓄水深度由过去的0.2~0.6m增加为1.8~2.0m,水产养殖量增大,产量大幅度提高,单位水面

的产值增长2~3倍,农民收入明显增加。
(2)社会效益。一是带动全社会投资建设水利。据估计,政府以奖代补带动社会资金投入的比例

达14。二是落实塘堰管理责任人后,用水调度有人管理,供水秩序有人维护,融洽了邻里关系,
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

(3)生态环境效益。在塘堰整治过程中考虑了水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建设结合水生态环境需要,
植树种草,拦污治污,集蓄水、养殖、水景观于一体。

(4)防洪减灾效益。塘堰经过整治后,有近50%的塘堰蓄水量达1万~10万m3。由于整治前塘

堰运行时间较长,塘坝普遍存在垮塌、渗漏现象,每年汛期都是防汛重点,且在防汛抢险方面的投入

较大。塘堰整治工程实施后,骨干塘防洪标准提高,蓄洪能力加大,调洪能力明显增加。据估算,塘

堰整治完工后,全省80万口塘堰每年节省防汛抗旱人力、物力和财力合计近800万元。
(5)综合经营效益。经调查,塘堰整治后,有20%的塘堰承包户利用其水域兴办农家乐,发展

餐饮、垂钓、休闲等多种经营,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塘堰的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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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库区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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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科学院水利部 水土保持研究所黄土高原土壤侵蚀

与旱地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杨凌 712100)

摘 要:基于RS和GIS技术,研究了丹江口库区1990—2007年的土地利用变化状况,
采用空间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模型,评价了库区生态环境脆弱性,
探讨了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关系。结果表明:①库区土地利用格局承受

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两方面相互矛盾的巨大压力,1990—2007年间,
除水田和旱地减少外,其他用地比例均有不同程度增长;②18年间,库区生态环境整

体状况有所好转,脆弱性综合指数从5.96降至5.56,林地基本处于微度脆弱性状态,
灌丛、园地、草地属于轻度和中度脆弱状态,水田、旱地和未利用地多属于中度和重

度脆弱状态;③不同利用类型的脆弱性综合指数顺序基本保持为:城镇>农村居民

地>未利用地>旱地>园地>草地>水田>灌丛>林地,林灌措施是库区生态恢复和

重建的首选,同时应加强城镇与农村居民地以及农田的生态环境建设。
关键词:土地利用变化;生态环境脆弱性;空间主成分分析;丹江口库区

资助项目:中国科学院 “百人计划”、水利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 (200901008)共同资助。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集中体现[1]。土地利用变化可改变地表覆

盖状况,改变生态过程,如土壤养分与水分、土壤侵蚀、水文过程等[2],并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环

境。目前,人类面临的许多生态环境问题都与土地利用变化密切相关[3]。因此,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及

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助于了解区域生态环境演变趋势,促进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生态环

境脆弱性是生态系统在特定时空尺度相对于外界干扰所具有的敏感反应和自恢复能力,是自然属性和

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4]。开展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度评价不仅可以了解区域的脆弱程度,而且有助

于因地制宜地利用土地资源和保护脆弱生态环境。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兴起,区域生态环境脆弱性

研究备受关注[57]。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我国一项规模宏大的跨流域水资源配置战略工程,工程规模宏大,将产生巨

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同时其对区域生态环境的潜在影响也非常复杂。对丹江口库区而言,一方面,
因调水带来的水位变化及移民安置将对库区的土地利用格局产生一定的冲击,并对区域生态系统功能

产生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区域土地利用及其变化也影响水库未来可供水量、水质及其动态。因此,
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备受关注[8]。开展丹江口库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对生态环境脆弱性影

响研究,对科学规划生态建设措施具有重大意义,但相关研究非常缺乏。本文在野外调查和相关资料

收集基础上,借助GIS空间分析技术,对库区土地利用变化及生态环境脆弱性进行制图和评价,并

探讨土地利用类型与生态环境脆弱性间的关系,以期为库区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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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域及其脆弱性

丹江口库区位于32°14'~33°48'N,109°25'~111°52'E,含河南淅川和西峡县,湖北十堰、丹江

图1 研究区位置及其DEM图

口、郧县和郧西等 县 (市),面 积1.79×104km2,
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保护最为敏感的地区 (图

1)。库区海拔范围86~2213m,总的地势是西北

高、东南低、北陡南缓,汉江沿线形成峡谷和盆地

相间的地貌。本区位于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地带的秦

巴山区,属 北 亚 热 带 季 风 气 候,年 均 温11.2~
15.9℃,平均年降雨量750~950mm,集中在5—9
月。土壤以山地黄棕壤和黄褐土为主,并有水稻

土、紫色土、石灰土等非地带性土壤发育。植被为

常绿落叶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常见树种有栎类、
马尾松、侧柏、杉木、油桐等。除山区有少量原始

森林外,多为次生林,浅山多为荒山或灌丛,盆地

是主要的农耕区。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及处理

利用IDRISI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建立研究区的环境数据库,数据库内容及数据来源见表1。对各

图件进行几何配准和数据重采样,将空间数据统一到 WGS84投影坐标系。统计数据则采用空间数据

从行政单元向网格单元转化的技术方法[9],统一到能与TM影像配合套准 (均方根误差≤0.5像元),
即栅格为30m×30m。此外,2008年利用GPS与地形图进行定位、导航,开展了以了解库区土地利

用和生态环境状况为目标的野外调查。

表1 研究区环境数据库及来源

数据层名称 时 间 数 据 描 述 来 源

DEM 2000年
 由15万地形图数字化等高线内插得到,并衍生坡度、
坡向图等

 湖北省测绘局

土壤类型图 1990年  分县 (市)110万土壤图  相关县市土壤肥料工作站

遥感影像 1990年和2007年
 库区1990年10月和2007年9月的LAND SATTM
影像,轨道号P125R37和P125R38

 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

气象数据 1990—2007年
 研究区内的气象站点位置,1990至2007年的降雨、蒸

发、≥10℃积温等
 湖北省测绘局

水土流失图 1990年和2005年
 库区1990年和2005年15万水土流失现状图,在野

外调查基础上,遥感解译获得
 长江水利委员会

土地利用图 1990年
 库区内丹江口、郧县和郧西3个县1990至1993年完成

的15万土地详查图
 相关县市国土资源局

道路图 1990年和2005年
 库区1990和2005年15万道路线状图,分为高速公

路、国道、省道、乡村公路等
 十堰和南阳市交通局

社会经济数据 1990—2007年
 按行政区记录从1990至2007年的人口、GDP、作物面

积、产量等
 相关县市统计局

2.2 土地利用遥感分类

结合野外调查信息,参照我国现行土地利用分类系统并考虑库区实际情况,采用监督分类和目视

解译相结合的方法对TM影像进行分类,共分为10类:林地、灌丛、草地、园地、水田、旱地、未

利用地、城镇、农村居民地和水域。参考库区部分县 (市)15万土地利用图和野外调查数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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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分类结果进行精度评价,1990年和2007年的Kappa系数分别为0.84和0.87,能够满足研

究要求。图2显示了丹江口库区1990年和2007年土地利用的空间格局。

图2 丹江口库区1990年和2007年土地利用图

2.3 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方法

2.3.1 评价指标

野外调查与已有资料分析结果表明,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脆弱性成因包括两方面:一是结构脆弱

性,其原因是生态环境系统自身存在先天的不稳定性和敏感性。库区山地丘陵地占70%以上,地形

破碎复杂,坡度较陡;植被多为 “疏、幼、残”林,自然调节能力低下,涵养水源能力低;库周荒山

荒坡多、植被覆盖率低、土壤瘠薄、坡地开垦指数高、水土流失严重。据长江水利委员会2005年水

土流失遥感调查结果显示,库区水土流失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40%,侵蚀模数达3572t/(km2·a)。
二是库区人类活动压力导致的胁迫性脆弱性,库区大部分属贫困山区,农业人口占82%,而贫困人

口超过25%,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突出。
基于对研究区生态环境脆弱性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兼顾可操作性和简练性,选取高程、坡度、

植被覆盖、地质岩性、土壤肥力、水土流失强度、≥10℃积温、湿润指数为自然因子,路网密度、人

口密度、人均GDP为人类活动因子共11个评价指标。其中,高程、坡度和地质岩性指标反映了地质

地貌对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影响,植被覆盖指标反映了植被对区域环境变异的抗干扰能力和缓冲能力,
土壤肥力指标反映了因其对植被及作物生长影响而带来引起的潜在脆弱威胁,水土流失强度指标强弱

则是库区生态环境状况好坏的一个主要反映,≥10℃积温、湿润指标对植物生长有着较强作用。路网

密度、人口密度、人均GDP指标主要反映了土地资源的开发程度,也反映了生态系统的改变或退化。
在聚类分析基础上,采用专家级分法标准化对各评价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1011,15,17],根据各指标

对生态环境稳定性的影响大小,从高到低分为5级并赋值 (2,4,6,8和10),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

优劣。

表2 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因子的标准化

因 素
等  级

2 4 6 8 10

高程/m <300 300~500 500~800 800~1100 >1100

坡度/(°) 6 6~15 15~25 25~40 >40

植被覆盖 >0.8 0.65~0.8 0.5~0.65 0.3~0.5 <0.3

地质岩性 火山岩 沉积岩、变质岩 闪长岩等 碳酸盐 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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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 素
等  级

2 4 6 8 10

土壤肥力*[11]

OM>2
TN>0.1
AP>10

OM1.4~2
TN0.07~0.1
AP6~10

OM1.0~1.4
TN0.07~0.06
AP4~6

OM0.8~1.0
TN0.03~0.06
AP2~4

OM<0.8
TN<0.03
AP<2

水土流失强度 微度 轻度 中度 强度 极强度、剧烈

≥10℃积温/℃ >4800 4500~4750 4250~4500 4000~4250 <4000

湿润指数 >14 9~14 6~9 3~6 <3

路网密度/(km/km2) <0.2 0.2~0.4 0.4~0.8 0.8~1.2 >1.2

人口密度/(人/km2) <2 2~50 50~100 100~250 >250

人均GDP/(元/km2) <10 10~30 30~60 60~100 >100

 注 *OM为有机质 (%);TN为全氮 (%);AP为速效磷 (mg/kg)。

2.3.2 评价模型

综合评估法[12]、人工神经网络法[13]、层次分析法[7]、模糊数学法[14]等在生态环境评价中都得到

了广泛应用。生态环境是一个多因素耦合的复杂动态系统,评价指标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因而评价数

据反映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有重叠,且指标太多会增加分析问题的复杂性。随着空间分析技术发展,
空间主成分分析法 (Spatial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SP CA)得到了许多学者的重视[1516]。
该方法是基于统计分析原理,从多指标分析中提取少数几个不相关的综合性指标,而信息量仍能得到

保持的一种方法。基于SPCA的脆弱性评价步骤:①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基础上建立变量的相关系

数矩阵R;②计算矩阵R的特征值λi 和相应的单位特征向量αi;③将特征向量作线性组合,输出m
个主成分 (图3)。

图3 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流程

应用IDRISI的PCA模块,通过对原始空间轴的旋转,将相关的多变量空间数据转化为少数几个

不相关的综合指标,完成主成分分析。然后根据所转换的主因子特征向量,得到各主因子的贡献率,
依据主因子累计贡献率,确定主因子数为4 (表3)。在提取出来的主因子基础上,脆弱性指数

(Eco environmentalVulnerabilityIndex,EVI)定义为若干主成分的加权和,以某个主成分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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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率作为权重,进行多因子综合计算:

EVI=α1Y1+α2Y2+…+αmYm (1)

式中:Yi 为第i个主成分;αi 为其相应的贡献率。

表3 研究区空间主成分分析结果

年份 主因子 1 2 3 4

1990 特征值λi 17.26 8.91 5.43 2.31
贡献率/% 45.3 23.4 14.2 6.1

累计贡献率/% 45.3 68.7 82.9 89.0

2007 特征值λi 16.92 8.29 4.39 2.02
贡献率/% 45.7 22.4 11.9 5.5

累计贡献率/% 45.7 68.1 80.0 85.5

  根据空间主成分综合评价法原理,由表1和式 (1)生成1990年和2007年生态环境脆弱性指数

的计算公式:

EVI1990=0.453×A1+0.234×A2+0.142×A3+0.061×A4
EVI2007=0.457×B1+0.224×B2+0.119×B3+0.055×B4

式中:EVI是生态环境脆弱性指数;A1~A4 和B1~B4 分别为1990年和2007年原始空间变量进行

主成分提取的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主因子。4个主因子累计贡献率超过85%。

2.3.3 脆弱性分级及综合脆弱性指数

参考相关已有研究成果与标准[10,17],将库区生态脆弱性划分为5个等级 (表4)。采用乘算模型

对脆弱性综合指数 (Eco environmentalVulnerabilitySyntheticIndex,EVSI)进行求算:

EVSIj=∑
n

i=1
Pi×AiSj

(2)

式中:Pi 为各脆弱性分级标准值;Ai 为脆弱性等级i的面积;Sj 为总面积;n为脆弱性等级数。

表4 库区生态环境脆弱性分级标准

综合评级 等级 EVI 特  征

潜在脆弱 Ⅰ <4 生态系统稳定、抗干扰能力强

微度脆弱 Ⅱ 4~6 生态系统较稳定、抗干扰能力较强、微度水土流失

轻度脆弱 Ⅲ 6~7 生态系统较不稳定、抗干扰能力较差、轻度水土流失与土壤退化

中度脆弱 Ⅳ 7~9 生态系统不稳定、抗干扰能力差、中度水土流失与土壤退化

重度脆弱 Ⅴ >9 生态系统极不稳定、抗干扰能力极差、严重水土流失与土壤退化

3 结果与分析

3.1 土地利用动态变化

利用IDRISI的叠置功能,生成1990年和2007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获取土地利用动态变化信

息 (图2和表5)。

表5 1990—2007年丹江口库区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单位:km2

1990年
2007年

林地 灌丛 草地 园地 水田 旱地 未利用地 城镇 农村居民地 水域
1990年合计

林地 7432.5 615.6 49.0 10.7 0.2 573.1 17.2 11.7 23.8 9.9 8743.6
灌丛 583.4 981.0 204.8 0.2 0.0 0.1 20.7 4.9 17.5 3.1 1815.7
草地 171.5 129.8 591.5 0.1 0.0 0.7 25.6 3.9 27.2 3.3 953.6
园地 0.3 0.1 0.1 110.8 0.0 0.0 0.0 0.8 2.0 0.3 114.4
水田 15.5 12.6 4.3 0.0 98.1 1.2 3.5 6.0 7.2 1.4 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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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
2007年

林地 灌丛 草地 园地 水田 旱地 未利用地 城镇 农村居民地 水域
1990年合计

旱地 794.0 465.9 311.1 5.1 0.4 3161.9 176.9 37.3 94.8 21.0 5068.6
未利用地 25.8 20.6 74.4 0.1 0.0 2.9 117.5 5.4 18.1 35.1 299.8

城镇 0.1 0.03 0.1 0.0 0.0 0.0 0.0 63.0 0.0 0.2 63.3
农村居民地 0.7 0.6 1.0 0.8 0.0 0.3 0.7 9.9 69.5 0.1 83.7

水域 16.3 2.1 3.2 0.9 0.0 8.1 25.7 0.9 6.3 576.6 640.2
2007年合计 9040.0 2228.5 1239.4 128.6 98.7 3748.4 387.8 143.8 266.4 651.0

  从图2和表5可以看出,除水田和旱地外,其他地类均有不同程度增长,林地、灌丛、草地、城

镇及农村居民用地分别由1990年的48.76%、10.13%、5.32%、0.35%和0.47%增加到2007年的

50.41%、12.43%、6.91%、0.8%和1.49%。库区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推动了城镇和农村居民用

地的剧烈扩张,相比1990年分别增长了2倍和3倍;灌丛增加幅度为22.72%,其绝对面积最大,
达412.8km2;林地和草地的增加面积也接近300km2。1990至2007年间,由于库区退耕还林 (草)
和水土保持生态工程的实施,导致旱地迅速减少了1320.2km2,到2007年仅占总面积的20.9%;同

时,水田面积虽然只减少51.1km2,幅度却最大,达34.1%。水体由1990年的3.57%增至2007年

的3.63%,增加了10.8km2,这主要是库区内干支流的各类水库兴建。从土地利用各类型相互转化

来看,林地、灌丛和草地之间转入转出较多。城镇和农村居民用地主要是通过旱地和林地转变而来,
其中旱地被占用最多。研究期内,园地的增加幅度12.4%,主要源于旱地和林地,在空间位置上靠

近库周。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库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和城镇及农村居民用地的扩张是土地利用

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3.2 库区生态环境脆弱性变化

脆弱性评价结果如图4和表6。库区1990年的生态环境状况整体相对较差,中度和重度脆弱区

分别占总面积的21.6%和8.9%。重度脆弱区主要分布在河南淅川、西峡以及湖北丹江口市境内的库

周地区;中度脆弱区则相对分散地分布于环库区周边浅山丘陵区。轻度脆弱区面积最大,占总面积的

26.0%,主要零散分布在郧西、郧县和十堰市区;潜在和微度脆弱区分别占库区总面积的17.1%和

22.8%,主要分布在库区北部的老界岭自然保护区和南部的武当山自然保护区。到2007年,中度和

重度脆弱区主要分布在库区东部,呈现集中化趋势,其比例分别降至17.9%和8.4%,轻度脆弱性区

面积比例降至22.7%,潜在和微度脆弱区的面积则分别增长至20.5%和26.9%。

图4 丹江口库区1990年和2007年生态环境脆弱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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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1990年和2007年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脆弱等级分布 单位:km2

土地利用类型
潜在脆弱

1990年 2007年

微度脆弱

1990年 2007年

轻度脆弱

1990年 2007年

中度脆弱

1990年 2007年

重度脆弱

1990年 2007年

林地 2634.5 3156.5 2768.2 3271.4 2318.7 1763.4 942.5 757.9 79.4 90.8

灌丛 172.1 245.0 425.7 681.2 605.0 746.7 518.5 467.8 94.4 87.8

草地 62.5 49.8 178.9 194.9 324.8 412.3 296.2 459.8 91.2 122.6

园地 6.3 8.3 18.2 27.0 33.6 31.3 41.4 38.5 14.8 23.5

水田 10.2 9.2 15.5 13.7 54.6 42.2 51.2 26.7 18.3 6.9

旱地 171.3 182.1 645.1 541.8 1240.6 902.2 1832.5 1181.8 1178.4 940.3

未利用地 6.4 12.7 18.9 40.9 72.2 93.1 139.5 162.4 62.5 78.7

城镇 4.0 10.1 5.3 12.9 8.1 18.3 20.2 25.4 24.6 76.9

农村居民地 5.6 9.7 7.1 31.2 11.8 52.5 32.2 87.5 27.0 85.7

合计 3072.8 3683.5 4083.0 4815.1 4669.4 4062.1 3874.2 3207.8 1590.6 1513.3

  从1990年到2007年,库区生态环境始终处于微度脆弱状态,但整体状况有所好转,脆弱性综合

指数从5.96降至5.56,归功于退耕还林 (草)、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等各种生态工程的实施。但库周

人口密度较大,种养殖业发达,交通便利,开发建设项目比较集中,人为干扰作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较大。相比1990年,局部地区由于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以及水土流失加剧等原因,仍有恶化现象。从

主成分结果看,两期第一主成分包括植被覆盖、水土流失和坡度,第四主成分包括≥10℃积温和湿润

指数等区域内变异相对较小的水热因子;1990年土壤肥力和地质岩性对区域脆弱性影响较大,是

第二主成分,而2007年的第二主成分包括路网密度、人口密度和人均GDP。可见,丹江口库区生

态环境脆弱性是自然和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

还在逐步加强。一般而言,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呈 “倒 U形”曲线关系,通常称为环境库兹涅茨

曲线[5]。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8],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到人均GDP1000美元,达到了 “倒U形”
曲线的拐点,就会采取大规模的治理行动。2007年库区人均GDP达到10382元,生态压力达到拐

点区域,进入了生态治理与破坏的相持阶段。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发展理念更加强调生态需

求、重视生态建设,库区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加大治理生态环境的力度,使生态质量保持平稳

好转。

3.3 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环境脆弱性演变

由表6可以看出,林地基本处于潜在和微度脆弱性状态;灌丛、园地、草地则绝对大部分属于轻

度和中度脆弱状态;水田、旱地和未利用地大部分属于中度和重度脆弱状态,而城镇和农村居民地的

中度和重度脆弱等级比例也较大。具体而言,从1990年到2007年,潜在脆弱性等级在各土地利用类

型中均有所增加,最显著的是林地和灌丛,分别增加了19.78%和42.35%;林地的微度脆弱性等级

增加面积最多,达503.2km2,灌丛则增加了255.5km2;林地、旱地、水田、园地的轻度脆弱性等级

有所减少,其中以林地减少幅度最大;旱地的中度脆弱性等级减少了650.7km2,其次为林地,减少

了184.6km2;水田、旱地、灌丛的重度脆弱性等级均有不同程度减少,其中旱地减少幅度最大,

达238.1km2。
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脆弱性综合指数来看 (表7),2007年林地、灌丛、园地、旱地、未利用

地、水田这6种类型的脆弱性综合指数都较1990年有所降低,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库区开展

的一系列生态工程的效果。其中减少较多的依次是水田、灌丛、林地和未利用地,分别为0.43、

0.33、0.32和0.20,农村居民地的生态环境脆弱性指数比较稳定。此外,比较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之

间的生态环境脆弱性综合指数可以发现,其大小顺序基本保持为:城镇>农村居民地>未利用地>旱

地>园地>草地>水田>灌丛>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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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脆弱性综合指数

年份 林地 灌丛 草地 园地 水田 旱地 未利用地 城镇 农村居民地 总体

1990 4.86 6.31 6.68 6.94 6.92 7.40 7.63 7.76 7.62 5.96

2007 4.54 5.98 6.94 6.89 6.49 7.29 7.43 7.92 7.60 5.56

4 结论与讨论

1990年到2007年,丹江口库区土地利用格局承受着来自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两

方面相互矛盾的巨大压力,土地利用变化较大,除水田和旱地外,其他用地比例均有不同程度的增

长,其中,灌丛增加面积最大,林地和草地的增加面积也十分显著,同时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也推

动了城镇和农村居民用地的剧烈扩张。18年间,库区生态环境整体状况有所好转,脆弱性综合指数

从5.96降至5.56。林地基本均处于微度脆弱性状态,灌丛、园地、草地绝大部分属于轻度和中度脆

弱状态,水田、旱地和未利用地多属于中度和重度脆弱状态,而城镇和农村居民地多属于重度脆弱状

态。2007年林地、灌丛、园地、旱地、未利用地和水田的脆弱性综合指数都较1990年有所降低,但

草地和城镇的生态环境状况稍有恶化。库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脆弱性综合指数顺序基本保持为:城

镇>农村居民地>未利用地>旱地>园地>草地>水田>灌丛>林地。因此,林灌措施是库区生态恢

复和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要加强城镇、农村居民地及农田的生态环境建设。
为改善库区生态环境,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土地利用生态调控。第一,城镇及农村居民地

是生态环境脆弱性人为影响最为突出的区域,要尤为注重,城镇建设应注重生态产业、生态经济、循

环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地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因村制宜营造良好的生态和区域特色生活居住环

境。第二,库区周边浅山丘陵区的未利用地是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区域,应根据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规

律,选择与之适应的乡土植物进行植被恢复,减少水土流失。第三,库区的生态环境中等脆弱区多为

农田,生态环境建设的核心是要将传统粗放式农业转变为集约式农业,并与生态农业建设相结合,实

现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第四,对于生态环境条件较好的地区,如库区北部老界岭自然保护区和南

部武当山自然保护区等地区,必须以保护为主;同时,由于水利工程引起的移民问题也不可忽视,在

库区移民和定居过程中必须采取相关的生态保护措施防止水土流失、控制污染、保护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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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溪水电站工程对区域生态完整性的影响研究

余明勇1,汪富贵1,马 军2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武汉 430070;
2.新疆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地质勘察研究所,乌鲁木齐 830094)

摘 要:在介绍生态完整性的概念及其度量方法的基础上,从自然体系生产力、自然体

系稳定状况与景观生态体系质量3个方面,阐述了双溪水电站工程建设对区域生态完

整性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域自然体系的生产力由工程建设前的974.34g/(m2·a)
降低到972.06g/(m2·a),作为模地的林地优势度值从84.69%降低到78.35%,下降

的幅度均较小,恢复稳定性和阻抗稳定性变化也不大,因此工程建设对区域生态完整

性的影响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关键词:水电站工程;生态完整性;生产力;稳定状况;景观生态体系

生态完整性是物理、化学和生物完整性之和,是与某一原始的状态相比,质量和状态没有遭受破

坏的一种状态。一个生态系统只要能够保持其复杂性和自组织的能力以及结构和功能的多样性,并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能维持生态系统的自组织及其复杂性,那么它就具有完整性[1]。生态完整性包括自

然系统生产能力和稳定状况两个方面的内容,目前对生产能力的测定可通过对生物生产力的度量来进

行,稳定状况的度量通过对生物生产力的测定 (恢复稳定性)和植被的异质化程度来测定 (阻抗稳定

性)。区域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还可以通过景观生态体系质量的综合评价来度量,对景观生态体系质

量的综合评价目前多采用景观系统内各种拼块的优势度值来估测,该方法能较准确地反映出生态环境

的整体性与完整性。
双溪水电站工程位于湖北省宣恩县酉水河上游,水库正常蓄水位1440.00m,总库容290万 m3,

工程总装机4.2万kW。该水电站工程永久占用土地4.1hm2,主要是林草地,水库蓄水后水域面积

增加3.21hm2,这都将使工程区域的绿地面积减少,导致区域自然生态体系生产能力和稳定状况发生

改变,对区域生态完整性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1 水电站工程对自然体系生产力的影响

植被是生态环境中最重要、最敏感的自然要素,对生态系统变化及稳定起决定性作用,植被净生

产力是指绿色植物在单位面积,单位时间内所累积的有机物数量,是由光合作用所产生的有机质总量

中扣除自养呼吸后的剩余部分,它直接反映植物群落在自然环境条件下的生产能力,是生态系统完整

性评价的重要参数。根据实地调查和卫片解译,结合双溪水电站工程区域地表植被覆盖现状和植被立

地情况,将区域植被类型划分为五类:暖性针叶林、灌丛和灌草丛、落叶及常绿阔叶林、农作物、河

流水域。工程所在区域各植被类型净生产力情况采用国内关于自然生态系统生产力和植被生物量的研

究成果来确定,见表1。
双溪水电站工程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的平均净生产力为974.34g/(m2·a),该区针叶林面积占的

比重较大,使该地区的平均生产力较高,比全球陆地水平高254.34g/(m2·a),说明该地区的植

被生长力处于较高水平。林地为该地区的主要植被类型,对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变化起到很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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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区域自然生态系统植被自然生产力现状

植被类型 代表植物 面积/km2 比例/%
平均净生产力 (碳)
/ (g·m-2·a-1)

暖性针叶林  杉木、马尾松 12.47 87.02 1031.92

灌丛和灌草丛  拐棍竹、满山红、杜鹃、美丽马醉木 0.36 2.51 822.99

落叶及常绿阔叶林  大穗鹅耳枥、小枝青冈、紫楠 0.07 0.49 1023.60

农作物
 水稻,玉米、红薯、油菜、黄豆、高

粱、花生以及各类蔬菜
0.48 3.35 897.15

河流水域  淡水藻类 0.91 6.35 325.00

合计 14.29 99.72 974.34

全球大陆生态系统 — — 720

 注 表中未包括道路、建筑用面积0.04km2。

水电站工程的建设,大坝、发电厂房、引水系统等建筑占用土地,破坏地表植被,以及水库蓄水

造成地表植被的淹没,会对区域自然体系生产力产生影响。施工期部分临时占地,施工结束后植被会

自然恢复,其对区域自然体系生产力的影响是暂时的,可恢复的,但施工区的物种组成会有所变化。
而运行期工程永久占地与水库淹没对地表植被的破坏是永久的、不可恢复的,由于自然植被的减少,
将导致自然体系生产力降低。工程实施后区域自然系统生产能力的变化情况见表2。

表2 工程建成后区域自然系统生产力的变化

土地类型变化

类型 面积/hm2
平均生物量/(t·hm-2) 生物量变化/t

针叶林 -0.48 80 -38.40

阔叶林 -2.43 85 -206.55

灌丛和灌草丛 -0.30 20 -6.00

农田 -0.25 6 -1.5

建筑用地 +0.25 — 0

水域 +3.21 2 6.42

合计 0 — -246.03

平均生产力减少/(g·m-2·a-1) 2.28

预测工程运行后区域自然体系的生产能力/(g·m-2·a-1) 972.06

  通过计算表明,工程建成后,区域自然系统生物总量每年将减少246.03t,区域自然体系的平均

生产能力由现状的974.34g/(m2·a),降低为972.06g/(m2·a),这说明工程建成后,虽然区域自然

体系的生物量有所降低,但减少量较小,区域自然体系仍处于较高的生产力水平,维持在北方针叶林

[800g/(m2·a)]的生产力水平,表明工程运营对自然系统生产能力的影响,在区域自然系统可以承

受的范围之内。

2 水电站工程对自然体系稳定状况的影响

自然生态体系的稳定状况包括两个特征,即恢复稳定性和阻抗稳定性。恢复稳定性与高亚稳定元

素 (如植被)的数量和生产能力较为密切,阻抗稳定性与景观异质性关系紧密。

2.1 对恢复稳定性的影响分析

(1)从植被生物量度量角度分析。工程建成后,各种土地类型发生变化,林地和耕地减少,水域

面积和建筑面积增加,水库建成后水域面积增加以及水文条件的改善使水库水域生态系统的生物量将

会增加,但由于陆地生物量的减少量大于水域生物量的增加量,从而使区域自然体系的生物量减少了

246.03t,平均生产力降低了2.28g/(m2·a),平均净生产力为972.06g/(m2·a),仍维持在北方针

叶林 [800g/(m2·a)]的生产力水平。因此对自然体系恢复稳定性影响不大,在区域自然系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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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的范围之内。
(2)从区域生态系统演替规律角度分析。由于该工程地处亚热带,雨量丰富,光照充足,较适合

于次生植物物种的侵入,这种侵入对位于森林附近的草地最为显著,最初侵入的可能不是一个或两个

种,而是许多种。然而只有那些生长迅速、生命力较强的物种,如粟草、点叶苔草、一年蓬等和一些

木本植物先后入侵,在最初几年内,草本植物占主要的地位。但经2~3年后,草本植物受灌木的压

制得不到发展,而灌木中以华中山渣等发展最快,形成以它们占优势的群落。这样的群落是不稳定

的,经4~5年后,一些新的乔木种类开始出现,并逐渐形成较稳定的植物群落。由于该地区植物的

生物恢复力较强,一般在10~20年可以形成较稳定的次生群落,因此,各项工程设施建成后,建筑

物和水域拼块的数目和面积基本稳定后,只要人类干扰的程度不再增加,绿地仍可以维护模地地位。

2.2 对阻抗稳定性的影响分析

双溪水电站工程建成后,区域土地利用格局将发生变化,各种拼块类型的数量和面积也随之发生

改变,见表3。

表3 工程建设前后主要拼块类型数量和面积的比较

拼块类型
建 成 前

拼块数/块 面积/hm2

建 成 后

拼块数/块 面积/hm2

林草地 346 1290.00 278 1286.79

耕地 119 48.00 92 47.75

水域 32 91.00 45 94.21

建筑用地 16 4.00 23 4.25

合计 513 1433.00 438 1433.00

景观多样性指数 0.56 0.32

  由表3可知,该工程建成后,景观自然体系多样性指数由建设前的0.56下降至0.32,说明该地

区的拼块数目和类型有所下降。工程建成后景观内非控制性组分人工建筑物与水域拼块都有所增多,
这种干扰拼块的增加不利于自然系统生态平衡的维护。建筑物和水域的增加使局部区域林地和草地等

建群种减少,使其生物组分异质化程度比工程建设前略有下降,林草地面积由1290hm2 下降到

1286.79hm2,这种变化不利于该区域吸收内外干扰,提供抗御干扰的可塑性,影响了局部景观的稳

定性,阻抗稳定性有所降低[2]。但从整个区域来看,林草地的面积只减少了0.22%,控制性组分林

草地的拼块数减少了19.6%,变化不大,林草地在该区域仍占绝对优势,说明景观的多样性、异质

性变化不大。因此该水电站工程建成后对景观自然体系的生产能力和稳定状况及组分异质化程度影响

不大,区域自然体系抗干扰能力仍较强,阻抗稳定性仍较好。

3 水电站工程对景观生态体系质量的影响

在自然体系等级划分中,本区属于自然景观生态系统,主要由河流生态系统、农田系统、林地系

统以及村镇生态系统相间组成。景观生态系统的质量现状由区域内自然环境、各种生物以及人类社会

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来决定。从景观生态学结构与功能相匹配的理论来说,结构是否合理决定了景观

功能的优劣,在组成景观生态系统的各类组分中,模地是景观的背景区域,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景

观的性质,对景观的动态起着主导作用。模地主要采用传统的生态学方法来确定,即计算组成景观的

各类拼块的优势度值Do,优势度值大的就是模地。某拼块在景观中的优势度值通过计算该拼块的重

要值的方法来判定,由密度Rd、频度Rf 和景观比例Lp 三个参数得出,优势度值的计算式为[3]:

Do=
(Rd+Rf)/2+Lp

2 ×100% (1)

式中:Do 为优势度值;Rd 为密度,其计算式为Rd=
拼块i的数目
拼块的总数 ×100%;Rf 为频率,其计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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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
拼块i出现的样方数

总样方数 ×100%;Lp 为景观比例,其计算式为Lp=
拼块i的面积
样地总面积 ×100%。

上述各参数反映了自然组分在区域生态环境中的数量和分布,因此能较准确地反映出生态环境的整

体性与完整性,运用上述参数计算工程建设前后景观生态系统中各主要拼块的优势度值,其结果见表4。

表4 工程建设前后主要拼块类型优势度值的变化

拼块类型
Rd

实施前 实施后

Rf

实施前 实施后

Lp

实施前 实施后

Do

实施前 实施后

林草地 67.45 51.67 91.26 82.13 90.02 89.80 84.69 78.35

耕地 23.20 21.00 37.85 31.54 3.35 3.33 16.94 14.80

水域 6.24 10.27 12.40 26.26 6.35 6.57 7.84 12.41

建筑用地 3.12 5.25 8.20 16.28 0.28 0.30 2.97 5.53

  上表数据显示:双溪水电站工程建设前,组成景观的各拼块类型中,林草地是环境资源拼块中对

生态质量调控能力最强的高亚稳定性元素类型,林草地的优势度值 (84.69%)、密度 (67.45%)、频

度 (91.26%)、景观比例 (90.02%)等各项指标均高于其他拼块类型,其优势度值占绝对优势,分

布面积也较大,占90.02%,而且连通程度较高 (Rd67.45%,Rf91.26%),说明林草地是该地区的

模地,是本区域内对景观具有控制作用的生态体系部分,所以,区域景观生态体系具有较强的生产能

力和抗干扰能力,系统调控环境质量能力较强。此外,水体也属于环境资源拼块,对生态环境有较强

的调控能力。而对生态环境质量干扰较大的类型建筑拼块,其优势度只有2.97%,因此,目前人类

对该地区只有轻度干扰,其干扰还没达到使生态环境衰退的地步。
双溪水电站工程兴建和水库运行后,土地利用格局发生了变化,其中水域拼块因水库淹没,建筑

拼块因厂房、大坝等的建设使其重要性提高,其优势度值分别由水库蓄水前的7.84%、2.97%上升

到12.41%、5.53%,其他拼块的优势度值则相应减少,但减少的幅度不大。作为模地的林地,其优

势度值从84.69%降低到78.35%,前后变化不大,林地拼块的优势度值仍然最高,占绝对优势,分

布面积最大,由此可以判定工程建成后林地仍然是该地区的模地,对生态环境质量仍将具有较强的调

控能力,表明景观生态体系的生产能力和受干扰以后的恢复能力仍较强。因此,工程实施和运行不会

改变区域的模地地位,对区域自然体系的景观质量影响不大。

4 结语

双溪水电站工程永久占地和水库蓄水淹没将使区域土地利用格局发生变化,林草地的面积和拼块

数有所下降,区域自然体系的生产力由工程建设前的974.34g/(m2·a)降低为972.06g/(m2·a),
景观自然体系的稳定状况和异质化程度也有所降低,作为模地的林地优势度值从84.69%降低到

78.35%,从而使区域生态完整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由于区域自然体系的生产能力和景观生态

体系质量下降的幅度较小,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恢复稳定性和阻抗稳定性变化不大,从维护区域自

然体系稳定性的角度来看,工程建设对区域生态完整性的影响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只要在该工程建

设和运行过程中,加强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尽量减少对植被的破坏,工程影响区域自然体系的性质和

功能及生态完整性将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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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鄂北地区干旱现状,采用长渠灌溉试验站水稻试验成果,对ORYZA模型

进行了率定与验证。利用ORYZA模型模拟评价了中蓄、浅灌和湿润3种现行灌溉模

式。针对现行灌溉模式存在问题,根据不同灌溉下限和灌水定额设置了不同方案,采

用模型对不同方案进行了优化分析,提出了鄂北地区水稻适宜的灌溉模式:蓄水深度

为60mm;返青期和抽穗开花期灌溉下限为0,黄熟期自然落干,其他生育阶段灌溉下

限设定为耕作层土壤饱和含水率的80%;灌水定额为30~40mm/次。
关键词:模型;灌溉模式;优化分析

资助项目:湖北省水利重点科研项目 (HBSLKY201404)资助。

鄂北地区是湖北省历史上有名的 “旱包子”。随着区域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供水挤占农业灌

溉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现象日益严重。水资源供需矛盾已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鄂北地区

最直接、最现实和最紧迫的民生问题[1]。研究表明[26],采用节水灌溉模式可减少水分无效损失,但

大部分研究主要从节水或增产角度研究节水灌溉模式,而较少考虑节约劳动力 (即减少灌溉次

数)[78]。针对鄂北地区水情现状及湖北省灌溉试验站分布,采用长渠灌溉试验站多年灌溉试验成果,
对ORYZA模型进行率定和验证,用其模拟评价现行灌溉模式;在此基础上,对多种设定的灌溉模式

进行优化分析,从节水、高效和节约劳动力角度,提出鄂北地区适宜的灌溉模式。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长渠灌溉试验站为湖北省灌溉试验重点站,位于湖北省襄阳市宜城市 (图1),土质为黄河黏土,
田间持水率为30.86%,多年平均降雨量912.1mm。试验在坑测中进行,测坑规格为2m×2m,设计

了浅灌模式、中蓄模式、湿润模式3个处理,每个处理3次重复。观测项目包括:气象数据 (气象

站)、稻田水层 (ZHD型电测针)、稻田渗漏 (直径20cm的自制稻田渗漏仪)、土壤含水率 (取土烘

干法测定)、作物耗水量、生长发育进程调查、产量及产量构成因子等。3种灌溉模式田面水层控制

标准如表1所示。施肥水平和施肥次数同大田管理。

表1 长渠灌溉试验站中稻灌溉模式试验处理 单位:mm

处理 返青期 分蘖期 分蘖后期 拔节孕穗期 抽穗期 乳熟期 黄熟期

浅灌模式 5~30~30 5~30~30 晒田 5~40~40 5~40~40 5~20~20 落干

中蓄模式 5~30~50 5~30~50 晒田 5~40~60 5~40~60 5~20~40 落干

湿润模式 0~10~30 0~20~30 晒田 0~40~40 0~20~40 0~10~20 落干

 注 表中3个连续数据分别表示灌溉下限、灌溉上限和一次降雨后田间最大蓄水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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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鄂北地区范围与试验站分布图

1.2 模型率定与验证

田间水稻生长模型采用ORYZA模型,该模型在水稻生长模拟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910]。长渠灌

溉试验站缺乏水稻不同生育阶段生物量、叶面积指数等相关资料,无法对ORYZA模型中的基本参数

进行精确率定,只能通过附近灌溉试验站实测资料对模型基本参数进行初步率定。团林灌溉试验站与

长渠灌溉试验站相距约97km,气候、地理特征相近,中稻品种和管理措施相似,采用团林灌溉试验

站资料 (2009—2010年)对ORYZA模型的基本参数进行初步率定,然后采用长渠灌溉试验站水稻

产量资料对模型中的生长速率参数进一步率定和验证。
由于水稻播种日期不同,从而导致水稻物候期 (抽穗、开花、成熟)存在一定差异。采用长渠灌

溉试验站水稻物候实测资料对 ORYZA模型中物候相关参数 (阶段发展速率参数DVRJ、DVRI、

DVRP、DVRR)进行率定;采用团林灌溉试验站多年水稻灌溉试验资料,对ORYZA模型中的基本

作物参数 (干物质分配系数FLV、FST、FSO,死叶速率DRLV等)进行初步率定;采用2010和

2011年长渠灌溉试验站逐日气象资料和产量资料,对模型中的参数进一步率定和验证。
水稻产量实测值与模拟值对比见表2。由表2可知,浅灌、中蓄灌溉模式,水稻产量模拟值小于

实测值;而湿润灌溉模式,模拟值偏高。不同灌溉模式下,率定期产量模拟值保持不变,而验证期产

量模拟值具有一定差异。主要因为3种灌溉模式中水稻生育期内灌溉控制下限最小设定为0mm,即

并不会造成水稻产生水分胁迫现象,仅分蘖后期晒田时可能因为期间气象因素的影响造成水稻不同程

度的短期水分胁迫。ORYZA模型只能模拟水分胁迫对水稻生长的影响,而无法模拟不同水层深度对

水稻生长的影响。率定期晒田期间由于降雨充沛,没有造成水稻生长产生水分胁迫现象,因此不同灌

溉模式产量模拟值没有变化;而验证期由于不同灌溉模式晒田期初始水层的差异,且晒田期间降雨较

少,水稻在生长模拟过程中受不同程度水分胁迫,因此不同灌溉模式产量模拟值有差异。综上所述,
模型有较好的适用性,模型中的参数取值合理且模拟精度可靠。

表2 水稻产量实测值与模拟值对比

处理

2010年

实测值

/(kg·hm-2)
模拟值

/(kg·hm-2)
相对误差/%

2011年

实测值

/(kg·hm-2)
模拟值

/(kg·hm-2)
相对误差/%

浅灌模式 8220.5 8086.6 -1.63 8353.9 8335.1 -1.28

中蓄模式 8101.1 8086.6 -0.18 8381.2 8273.6 -0.46

湿润模式 8023.4 8086.6 0.79 8073.3 8278.5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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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现行灌溉模式适宜性评价

根据灌溉试验站现行的3种灌溉模式设置了以下4种情景模式。①浅灌模式:灌水定额为

25mm,灌溉下限为5mm,蓄雨上限设为40mm;②中蓄模式:灌水定额为35mm,灌溉下限为

5mm,蓄雨上限设为60mm;③湿润模式:灌水定额为20mm,灌溉下限为0mm,蓄雨上限设为

20mm;④潜在模式 (丰水、丰氮):是指水分及氮素养分均能充分满足水稻生长发育需要条件下的

丰产模式。4种情景模式参照试验站现行模式进行设置,由于模型输入原因,与试验站灌溉模式有一

定差别。采用1981—2010年的气象资料,运用构建的ORYZA模型模拟水稻生长过程。

2.1.1 不同模式产量变化规律分析

图2 不同年份不同灌溉模式下的水稻产量模拟值

不同年份4种模拟情景水稻产量模拟结果如

图2所示。潜在模式多年平均产量为8268.1kg/

hm2,浅灌模式为8146.9kg/hm2,中 蓄 模 式 为

8162.0kg/hm2,湿润模式为8121.9kg/hm2。浅

灌、中蓄、湿润3种灌溉模式水稻产量模拟值与

潜在模式 (丰水、丰氮)十分相近,略偏低。主

要因为3种灌溉模式下,水稻仅分蘖末期晒田期

间随降雨量差异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水分胁迫,而

在其他生育阶段水稻的生长未受到任何水分胁迫,
因此3种灌溉模式水稻产量模拟值差异较小。

2.1.2 灌溉定额、有效降雨及灌溉次数变化规律

不同灌溉模式水稻灌溉定额、灌溉次数及累

积有效降雨量多年模拟均值见表3。由表3可知,水稻本田期灌溉定额以浅灌模式最大,湿润灌溉模

式最小,中蓄模式居中;累积有效降雨量以中蓄模式最高,湿润灌溉模式最小,浅灌模式居中;灌溉

次数以中蓄模式最少,湿润模式最多,浅灌模式居中。

表3 多年平均灌溉定额、灌溉次数及累积有效降雨量

灌溉模式 灌溉定额/mm 有效降雨/mm 灌溉次数

浅灌 421.7 303.7 17
中蓄 417.7 344.9 12
湿润 405.3 247.3 20

2.1.3 水稻需水量变化规律

不同灌溉模式水稻本田期的累积蒸腾量、蒸发量及渗漏量模拟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浅灌、
中蓄、湿润3种灌溉模式水稻本田期累积蒸腾量差异不明显,中蓄灌溉模式略高于其他2种灌溉模

式;水稻本田期累积蒸发量,中蓄灌溉模式略高于浅灌模式,而湿润灌溉模式最低,湿润模式比中蓄

模式减少8.8mm;浅灌、中蓄、湿润3种灌溉模式水稻本田期累积渗漏量差异明显,中蓄灌溉模式

最大,湿润灌溉模式最低,二者相差101mm;相比之下,浅灌模式与中蓄灌溉模式累积渗漏量相差

不大,二者 仅 相 差30.8mm。水 稻 本 田 期 耗 水 量 (腾 发 量 与 渗 漏 量 之 和)中 蓄 模 式 最 大,为

781.8mm,浅灌模式比中蓄模式略低,为746.4mm,湿润模式最低,为665.4mm。

表4 水稻本田期多年平均累积蒸腾、蒸发、渗漏

灌溉模式 水稻蒸腾/mm 稻田蒸发/mm 稻田渗漏/mm
浅灌 308.0a 172.3a 266.3b
中蓄 310.7a 174.0a 297.1a
湿润 304.2a 165.2b 196.1c

 注 不同小写字母为差异达5%显著水平。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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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现行灌溉模式评价分析

由于3种灌溉模式水稻产量差异不明显,因此主要从减少灌溉定额、灌水次数、提高降雨有效利

用率、减少渗漏量等角度进行评价分析。中蓄模式有效降雨量最高,比浅灌、湿润模式分别多

41.2mm和97.6mm;灌溉次数最少,比浅灌、湿润灌溉模式分别减少5次和8次;但稻田蒸发量和

渗漏量最大,灌溉定额多,造成无效耗水量大。浅灌模式有效降雨量、稻田蒸发量和渗漏量仅次于中

蓄模式,但灌溉定额最大,灌溉次数较多。湿润模式水稻本田期耗水量最少,比浅灌、中蓄模式分别

减少81.2mm和116.4mm;稻田渗漏量最小,比浅灌、中蓄模式分别减少70.2mm和101.0mm;稻

田蒸发量最低,比浅灌、中蓄模式分别减少7.1mm和8.8mm;灌溉定额最低,比浅灌、中蓄模式分

别减少16.4mm和12.4mm;但有效降雨量最低,灌溉次数最多,增加了田间管理难度。综上所述,
在保证产量不减产的前提下,从节水角度出发,鄂北地区现行的灌溉模式中,湿润灌溉模式为较优灌

溉模式。然而,从减少灌溉定额、提高降雨有效利用率和便于田间管理等角度考虑,鄂北地区水稻灌

溉模式仍具有进一步优化空间。

2.2 长渠灌区适宜灌溉模式模拟分析

在现行灌溉模式模拟分析的基础上,基于不同的灌溉下限及灌水定额,组合成多种灌溉模式,采

用ORYZA模型,对1981—2010年不同灌溉模式水稻进行模拟,通过产量及水分指标的对比分析,
提出鄂北地区水稻适宜的灌溉模式。

2.2.1 灌溉模式设计

(1)雨后蓄水深度统一设定为60mm。
(2)灌溉下限。返青期水稻根系发育不全,幼苗较脆弱,不宜受旱;抽穗开花期对水分最敏感,

水分胁迫会造成严重减产,因此,返青期和抽穗开花期需保持水层;黄熟期自然落干。其他生育阶段

按水稻根区土壤 (耕作层)饱和含水率的百分比设定为95%、90%、85%、80%、70%、60%等6
个水平。

(3)灌水定额设定为20mm、30mm、40mm、50mm、60mm等5个水平;不同灌溉下限 (6个

水平)、不同灌水定额 (5个水平)共计30个处理,每个处理模拟30a,模型共运行900次。

2.2.2 不同灌溉下限的水稻生长及灌溉定额的影响分析

不同灌溉下限多年平均水稻产量 (模拟值)、减产率和灌溉定额模拟结果见表5。减产率是指不

同灌溉下限水稻产量多年均值与潜在模式多年平均产量的比值。由表5可知,水稻产量多年均值随灌

溉下限的下降而减少。当灌溉下限为80%~100%时,水稻产量下降不明显,减产率低于1.63%;当

灌溉下限小于80%时,水稻产量减产明显,减产率高于3.49%。

表5 不同灌溉下限多年平均水稻产量、减产率和灌溉定额

指 标
灌 溉 下 限/%

95 90 85 80 70 60

产量多年均值/(kg·hm-2) 8158.4a 8156.6a 8138.8a 8133.0a 7979.7b 7812.1b

减产率/% 1.33 1.35 1.56 1.63 3.49 5.52

灌溉定额多年均值/mm 382.4a 374.1ab 362.3ab 354.1b 268.4c 196.7d

  灌溉下限对灌溉定额有明显影响,灌溉定额多年平均值随灌溉下限的降低而减少。当灌溉下限为

80%~100%时,灌溉定额无显著性差异;而当灌溉下限低于80%时,灌溉定额明显下降。主要由于

水稻本田期的降雨量及其分布差异大,导致降雨有效利用率有较大差异;另外,灌溉下限低于80%
时,水稻的生长受水分胁迫影响显著,水稻生理特性和形态特征会发生相应变化,导致腾发量减少,
水稻需水量下降,综合作用导致水稻本田期的灌溉定额减少。

2.2.3 不同灌水定额的水稻生长模拟结果

不同灌溉下限、不同灌水定额下水稻产量多年平均值见表6。由表6可知,同一灌溉下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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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定额的水稻产量多年均值的差异较小无显著性差异。同一灌溉下限,随灌水定额的增加,水稻产

量也未表现出一致性,基本呈现增长变化趋势,但是变化幅度较小规律。可见,灌水定额对水稻产量

影响很小。

表6 不同灌溉下限、不同灌水定额对应的水稻产量多年均值 单位:kg/hm2

灌溉下限/%
灌水定额/(mm·次-1)

20 30 40 50 60

95 8141.3aA 8156.7aA 8164.8aA 8166.4aA 8162.9aA

90 8138.4aA 8155.8aA 8163.2aA 8165.1aA 8160.4aA

85 8120.8aA 8135.7aA 8143.1aA 8145.5aA 8148.8aA

80 8112.5aA 8131.0aA 8134.1aA 8140.0aA 8147.3aA

70 7948.3bA 7975.5bA 7982.7bA 7990.9bA 8001.2bA

60 7747.2bA 7806.3bA 7834.0bA 7833.3bA 7839.8bA

 注 小写字母为同一灌水定额不同灌溉下限差异达5%显著水平;不同大写字母为同一灌溉下限不同灌水定额差异达5%显著水平。
下同。

不同灌溉下限、不同灌水定额对应的水稻本田期灌溉定额见表7。由表7可知,同一灌溉下限,
不同灌水定额对灌溉定额具有显著性差异;同一灌溉下限,随灌水定额的增加,水稻本田期灌溉定额

均表现为增加趋势。当灌溉下限为60%~80%时,同一灌水定额对水稻灌溉定额有显著性差异;当

灌溉下限为85%~95%时,同一灌水定额对水稻灌溉定额无显著性差异,不同灌水定额及灌溉下限

对水稻灌溉定额影响略有差异。

表7 不同灌溉下限、不同灌水定额对应的水稻本田期灌溉定额

灌溉下限/%
灌水定额/(mm·次-1)

20 30 40 50 60
均值 标准差

95 327.3aD 30362.0aC 385.3aBC 405.3aB 432.0aA 382.4 35.9

90 325.3aD 355.7aC 378.7abBC 397.0aAB 414.0abA 374.1 31.2

85 318.0aC 335.3abBC 362.7abB 392.0aA 403.3abA 362.3 32.4

80 310.7aD 327.0bC 356.0bBC 378.3aAB 398.7bA 354.1 32.2

70 240.0bC 251.3cC 265.3cBC 282.0bAB 303.3cA 268.4 22.4

60 177.3cB 190.0dAB 200.0dAB 204.3cA 212.0dA 196.7 12.0

  不同灌溉下限、不同灌水定额对应的水稻灌溉次数见表8。由表8可知,同一灌水定额,灌溉下

限为80%~95%时,灌溉次数无显著性差异;同一灌水定额,灌溉下限60%~80%时,灌溉次数存

在显著性差异。
灌溉下限为90%~95%,同一灌溉下限,灌水定额20~40mm/次,灌溉次数具有显著性差异,

而灌水定额40~-60mm/次,灌溉次数无显著性差异。灌溉下限85%时,灌水定额20~30mm/次,
灌溉次数具有显著性差异,灌水定额30~40mm/次,灌溉次数无显著性差异,灌水定额40~50mm/
次,灌溉次数具有显著性差异,灌水定额50~60mm/次,灌溉次数无显著性差异。灌溉下限80%时,
灌水定额20~30mm/次,灌溉次数具有显著性差异,灌水定额30~40mm/次,灌溉次数无显著性差

异,灌水定额40~60mm/次,灌溉次数无显著性差异。灌溉下限70%时,灌水定额20~30mm/次,
灌溉次数具有显著性差异,灌水定额30~60mm/次,灌溉次数无显著性差异。灌溉下限60%时,灌

水定额20~60mm/次,灌溉次数无显著性差异。
同一灌溉下限,灌水定额越小,灌溉次数越多。当灌水定额低于30mm/次时,灌溉次数较多,

而灌水定额为40~60mm/次时,灌溉次数相近,差异不大。当灌溉下限高于80%时,灌水次数具

有较大的差异。而当灌溉下限较低时 (低于80%)时,灌水定额对水稻本田期的灌水次数影响

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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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不同灌溉下限、不同灌水定额对应的水稻灌溉次数

灌溉下限/%
灌水定额/(mm·次-1)

20 30 40 50 60
均值 标准差

95 13aA 11aB 10aC 9aC 8aC 10 2

90 13aA 11aB 9aC 9aC 8aC 10 2

85 13aA 10aB 9aB 8aC 8aC 10 2

80 12aA 10aB 9aBC 8aC 8aC 9 2

70 8bA 7bB 7bB 6bB 6bB 7 1

60 5cA 5cA 5cA 5cA 5cA 5 0

2.2.4 鄂北地区水稻适宜灌溉模式

当灌溉下限低于80%时,水稻本田期的灌溉定额显著减少,但水稻产量明显减少;同一灌溉下

限时,灌水定额为50~60mm/次时,水稻本田期的灌溉次数显著减少,但水稻本田期灌溉定额较大;
灌水定额为20~30mm/次时,水稻本田期的灌溉定额明显降低,但灌溉次数较多,增加了田间管理

的难度。综合对比分析,推荐的适宜灌溉模式为:蓄水深度为60mm;返青期和抽穗开花期灌溉下限

为0,黄熟期自然落干,其他生育期灌溉下限设定为耕作层土壤饱和含水率的80%;灌水定额为30~
40mm/次。

将研究提出的适宜灌溉模式与湿润灌溉模式相比,模拟结果见表9。由表9可知,与湿润灌溉模

式相比,适宜灌溉模式水稻产量增加0.13%,水稻本田期灌溉定额减少15.74%,灌水次数减少

50%。可见,适宜灌溉模式具有明显的节水、增产、增效效果,适宜在鄂北地区推广应用。

表9 推荐灌溉模式与湿润灌溉模式多年均值对比

灌溉模式 产量/(kg·hm-2) 灌溉定额/mm 灌水次数

湿润模式 8121.9 405.3 20

推荐模式 8132.5 341.5 10

3 结论

(1)利用ORYZA模型构建了鄂北地区田间水稻生长模型。利用构建的田间水稻生长模型,对现

行的灌溉模式进行了模拟分析,分析了不同灌溉模式水稻产量、灌溉定额、有效降雨量、灌溉次数和

需水量的变化规律。从节水角度出发,指出在鄂北地区现行的浅灌、中蓄和湿润3种灌溉模式中,湿

润灌溉模式为较优的灌溉模式。但存在有效降雨利用率低、灌溉次数较多等问题。
(2)采用构建的田间水稻模型对灌溉模式进行了优化,模拟分析了不同灌溉下限和不同灌水定额

下水稻产量、灌溉定额、灌溉次数的变化规律,提出了鄂北地区适宜的灌溉模式。
(3)通过田间试验与数值模拟相结合方法提出了适宜灌溉模式,对节水灌溉试验与应用具有指导

意义。但由于存在尺度效应及模型局限性等因素,适宜灌溉模式向大田推广应用还需要开展不同尺度

灌溉试验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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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北地区水稻适宜节水模式与节水潜力

刘路广1,谭君位2,吴 瑕1,王丽红3,曹俊龙4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2;

3.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武汉 430070;
4.长渠灌溉试验站,襄阳 441000)

摘 要:研究作物需水规律、探寻适宜节水模式对缓解农业用水短缺十分重要。该文基

于长渠灌溉试验站2009—2013年的水稻灌溉试验数据,分析了浅灌、中蓄、湿润3种

传统灌 溉 模 式 下 水 稻 的 需 水 规 律;运 用 率 定 后 的 ORYZA _ V3模 型 模 拟 了30年

(1981—2010年)不同灌溉模式、不同灌溉下限以及不同灌水定额等多种情景下的水稻

生长,对比分析了水稻各生育阶段腾发量、耗水量、灌溉定额、灌水次数、产量以及

水分生产率在不同情景下的差异;通过模拟典型年不同受旱情景下的水稻生长,对比

分析了各生育阶段不同受旱程度对水稻腾发量和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与浅灌模式

相比,湿润模式下水稻年均产量增加2.7%、灌溉用水量减少4.2%;中蓄模式下水稻

产量减少2.3%、灌溉用水量减少1.1%;湿润模式优于浅灌、中蓄模式。分蘖期的灌

溉下限低于90%能减少水稻腾发量47%以上,其他阶段的灌溉下限低于70%时能减少

水稻腾发量10%以上;拔节孕穗期和抽穗开花期受旱对产量的影响最大;综合考虑节

水、降低田间管理难度、确保粮食产量等因素,提出了鄂北地区的适宜灌溉模式:蓄

水深度为60mm,返青期保持薄水层,黄熟期水层自然落干,拔节孕穗期、乳熟期可中

度受旱 (灌溉下限为饱和含水率的70%~80%),分蘖、抽穗开花期可轻度受旱 (灌溉

下限不能低于饱和含水率的80%);灌水定额为30~40mm。该适宜灌溉模式可为鄂北

地区至少可节水1.68亿m3,具有巨大的节水潜力。研究结果对指导鄂北地区水稻灌溉

用水和明晰节水重点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灌溉;腾发量;模型;ORYZA _V3模型;节水潜力

资助项目:湖北省水利重点科研项目 (HBSLKY201404)资助。

鄂北地区是湖北省历史上有名的 “旱包子”地。近年来随着区域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供水挤

占农业灌溉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现象日益严重,旱灾频繁。水资源供需矛盾已严重制约粮食生产、生

态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鄂北地区最直接、最现实和最紧迫的民生问题[1]。水稻是鄂北地区

主产粮食作物之一,为高耗水作物,如何在保证粮食产量前提下,实现节水显得尤为关键。中国常见

的水稻节水灌溉模式有间歇灌溉、薄浅湿晒、浅灌中蓄等,相比传统淹灌模式,具有节水、改善土壤

肥力、增产等效果[23]。由于不同地区农田小气候差异较大,气温、土壤等作物生长要素不相同,且

降雨分布时空不均匀的特性,导致不同地区的水稻需水规律、灌溉临界值、灌溉定额等具有一定的差

异性。因此,在不同水稻种植区,研究水稻的需水规律、制定适宜的灌溉制度对区域的水稻灌溉管理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由于田间灌溉试验耗时长,且通常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关于作物模型的研究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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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广泛关注。运用作物生长模型模拟不同条件下的作物生长,为研究气候变化对作物腾发量、产量的

影响[46],作物田间管理方式和灌溉制度的优化[78],以及产量预测[911]等提供了有效途径。ORYZA
模型是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和国际水稻研究所联合开发的水稻模型,能够模拟潜在条件、水限制条件、
氮素限制条件以及水氮联合限制条件下水稻生长过程,且模拟效果良好[12],在中国、中东以及东南

亚地区得到了广泛的验证和应用[7,1315]。Yadav等[7]运用ORYZA模型模拟了长系列年不同条件下的

水稻生长,分析了不同生育阶段不同灌溉下限对水稻产量和水分生产率的影响,并提出了特定气候条

件下的水稻最优灌溉下限;Feng等[8]运用ORYZA模型模拟分析了水稻生育期内田面无水层的天数、
地下水埋深以及灌溉下限对水稻生长、产量及灌溉定额的影响,指出灌溉水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降

雨的有效利用量,且地下水位不影响水稻的产量,但对灌溉水量具有较大的影响。
本文采用灌溉试验与模型模拟相结合方法,拟定多种灌溉模式与受旱方案,运用ORYZA (ver-

sion3.0,ORYZA _V3)模型模拟不同情景下水稻生长,分析不同灌溉模式和受旱条件下水稻的需

水规律、产量变化,探讨鄂北地区水稻适宜灌溉模式,并计算分析鄂北地区水稻不同灌溉模式的节水

潜力,明晰节水重点。本文相关研究成果对鄂北地区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和实现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度具有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田间试验处理

长渠灌溉试验站 (31°11'N,112°11'E)为湖北省灌溉试验重点站,位于湖北襄阳市宜城市境内,
根据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作物种类、土壤等因素,长渠灌溉试验站为鄂北地区典型代表站,具体位

置见图1。该试验站于2009—2013年期间采用测坑开展了水稻不同灌溉模式田间试验研究,试验设

置了浅灌、中蓄和湿润模式3种处理,各处理3次重复。测坑布置见图2,上排为西面,下排为东面,
从左至右分别编号为东1~东9、西1~西9。其中,东1、东5、东9、西1、西5、西9均为无底测坑,
其余为有底测坑。3种灌溉模式田面水层控制标准见表1。施肥水平和施肥次数采用大田施肥习惯,移

栽前一次下足底肥 (碳酸氢铵、过磷酸钙各750kg/hm2),返青期末追施尿素150kg/hm2。前茬作物为小

麦,移栽前耕耙各2次。计划防治病虫害3~5次,适时晒田,叶面追肥 (拔节孕穗期)。

图1 长渠灌溉试验站位置示意图

廊道观测口

MI SI MI WI SI WI SI MI WI

西1
东1

→    廊道 ↕    西9
东9

SI MI WI SI WI MI WI SI MI

图2 长渠灌溉试验站测坑试验布置示意图

注:SI、MI、WI分别表示浅灌模式、中蓄模式以及湿润模式。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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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长渠灌溉试验站中稻灌溉制度试验处理水层

灌溉模式
返青期

(RG)/mm

分孽前期

(ET)/mm

分蘖后期

(LT)
拔节孕穗期

(JB)/mm

抽穗开花期

(HF)/mm

乳熟期

(MK)/mm

黄熟期

(YR)

SI 5 30 30 5 30 30 晒田 5 40 40 5 40 40 5 20 20 落干

MI 5 30 50 5 30 50 晒田 5 40 60 5 40 60 5 20 40 落干

WI 0 10 30 0 20 30 晒田 0 40 40 0 20 40 0 10 20 落干

 注 表中3个连续数据 (如5 30 30)分别表示灌溉下限、灌溉上限和一次降雨后田间最大蓄水上限。下同。

1.2 ORYZA模型参数率定和验证

模型参数的率定过程及相关说明如下:
(1)由于水稻播种日期不同,从而导致水稻物候日期 (抽穗、开花、成熟)存在一定差异。采用

长渠灌溉试验站水稻物候实测资料对ORYZA _V3模型物候参数 (营养生长期、光周敏感期、幼穗

分化期以及灌浆期的发展速率DVRJ、DVRI、DVRP、DVRR)进行率定。
(2)由于长渠灌溉试验站缺乏水稻生育期不同阶段的水稻茎、叶、穗等干物质量的相关资料,无

法直接对ORYZA_V3模型中的基本参数进行率定。位于湖北荆门的团林灌溉试验中心站 (30°52'N,

112°11'E)与长渠灌溉试验站相距约97km,地理特征相近,中稻品种和管理措施十分相似,且该站

具有丰富的水稻灌溉试验资料,综合考虑水稻品种、生长环境、气候等因素,ORYZA _V3模型中

的基本参数 (干物质分配系数FLV、FST、FSO,死叶速率DRLV等)初步采用2010年团林试验资

料率定结果。
(3)在率定 和 验 证 期 间,分 别 采 用 长 渠 灌 溉 试 验 站2010年、2011年 逐 日 气 象 资 料 驱 动

ORYZA _V3模型,并分别采用长渠灌溉试验站2010年、2011年的实测产量资料对模型的模拟结果

进行评价,对模型参数进一步率定与验证。

1.3 数值模拟方案设置

1.3.1 不同灌溉模式设置

根据灌溉试验研究成果,基于不同灌溉下限及灌水定额,拟定多种灌溉模式。模型基本设置:
(1)蓄雨深度统一设定为60mm。
(2)灌溉下限设置:返青期和抽穗开花期水分胁迫会造成严重减产,需要保持水层,灌溉下限设

置为0;其他生育阶段按水稻耕作层饱和含水率百分比设定6个水平:95%、90%、85%、80%、

70%和60%;黄熟期自然落干。
(3)灌水定额设定5个水平:20mm、30mm、40mm、50mm和60mm。
(4)气象资料,长渠试验站的长系列气象资料不全,日照、降雨、温度等逐日资料大量缺失,无

法使用。考虑到该试验站位于宜城市,与宜城气象站相距约61km,2个站点的海拔仅相差2.8m (长
渠试验站海拔为65m,宜城站海拔为67.8m),且地形、地貌相同,气候差异十分小。宜城站有连续

多年 (1981—2010年)的逐日气象资料,包括日照、日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日均风速、日降雨

量等。因此,方案中采用的气象资料均来自宜城站 (31°42'N,112°12'E)。
不同灌溉下限 (6个水平)、不同灌水定额 (5个水平)共计30种灌溉模式,每种灌溉模式模拟

30年,模型共运行900次。

1.3.2 不同受旱方案设置

为了探讨鄂北地区水稻在不同生育阶段对水分胁迫的敏感性以及不同受旱程度水稻产量的影响,
本文基于ORYZA _V3模型模拟不同典型年、不同生育阶段、不同受旱条件下的水稻生长。模型基

本设置:
(1)降雨是重要的水平衡项之一,为消除降雨对模拟试验干扰,明晰受旱处理对作物生长的影

响,将水稻本田期所有降雨设置为0mm,水稻腾发量全部由灌溉满足。
(2)水稻充分灌溉和不同生育阶段遭受不同程度受旱处理,按耕作层饱和含水率的百分比设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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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受旱程度:90%、80%、70%和60%。
(3)水稻生育期各阶段受旱处理分8种受旱类型:分蘖受旱、拔节孕穗期受旱、抽穗开花期受

旱、乳熟期受旱、分蘖期和拔节孕穗期连旱、拔节孕穗期和抽穗开花期连旱、抽穗开花期和乳熟期连

旱、分蘖后期和拔节孕穗期和抽穗开花期连旱。单生育阶段受旱类型或多生育阶段连旱类型均按耕作

层饱和含水率的百分比设定4个受旱程度:90%、80%、70%、60%。
(4)根据宜城站1981—2010年的气象资料,按水稻生育期内的累积降雨量进行排频,分为丰水

年 (1996年)、平水年 (1984年)、枯水年 (1985年)3个典型年。
根据受旱程度及受旱类型,共计32种受旱方案。根据水稻生育期内的累积降雨量 (宜城站

1981—2010年)进行排频,分为丰水年 (1996年)、平水年 (1984年)、枯水年 (1985年)3个典型

年。采用3个典型年 (1996、1984、1985年)气象资料 (日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日照时数、风

速、饱和水汽压等),模拟32种受旱方案,模型共运行96次。

1.4 节水潜力计算方法

1.4.1 传统节水潜力

通常将实施节水灌溉措施前毛灌溉用水量与实施节水灌溉措施后毛灌溉用水量的差值作为传统节

水潜力[16],计算公式为:

ΔW= M0,net

η0
-M1,net

η1
æ

è
ç

ö

ø
÷×A (1)

式中:ΔW 为传统节水潜力,m3;M0,net为节水灌溉模式实施前的净灌溉定额,m3/hm2;M1,net为节

水灌溉模式实施后的净灌溉定额,m3/hm2;η0 为节水措施实施前的灌溉水利用系数;η1 为节水措施

实施后的灌溉水利用系数;A为灌溉面积,hm2。

1.4.2 耗水节水潜力

区域内某部门或行业通过各种节水措施所节约的水资源量并没有损失,仍然存留在区域水资源系

统内部,或被转移到其他水资源紧缺的部门或行业,满足该部门或行业的需水要求,因此,取用水的

减少量并非真正意义上节水。为了克服传统节水潜力评价和计算方法的局限性,许多学者主张从水资

源消耗特性出发,研究区域真正节水潜力,提出了耗水节水潜力[1718]。根据耗水节水潜力定义及已

有研究成果,耗水节水潜力计算公式为

WET=10×(ET基准-ET节水 )×A区 (2)
式中:WET为耗水节水潜力,m3;ET基准 为未实施节水措施前的作物腾发量,mm;ET节水 为实施节水

措施后的作物腾发量,mm;A区 为研究区的面积,hm2。

2 结果与分析

2.1 田间灌溉试验数据分析

2.1.1 不同灌溉模式水稻需水特性分析

不同灌溉模式水稻各生育期多年平均 (2009—2013年)腾发量和耗水量见图3 (a),不同灌溉模

式水稻年均腾发量和灌溉用水量见图3 (b)。
由图3 (a)可知,水稻各生育阶段腾发量浅灌模式与中蓄模式差异较小,而湿润模式明显低于

其他2种模式;与浅灌模式相比,湿润模式和中蓄模式下水稻生育期内腾发量平均减少4.4%、

1.3%。水稻耗水量在分蘖后期和黄熟期3种灌溉模式下基本相同且明显低于其他生育阶段;在拔节

孕穗期,中蓄模式下的耗水量最大、浅灌模式次之、湿润模式最小,分别为384.8mm、382.6mm、

345.0mm;在返青期、分蘖前期、抽穗期和乳熟期,浅灌模式下的耗水量最大、中蓄模式次之、湿

润模式最小;与浅灌模式相比,湿润模式和中蓄模式下在返青期、分蘖前期、抽穗期和乳熟期的耗水

量分别平均减少15.0%、3.4%。由图3 (b)可知,浅灌、中蓄和湿润模式下水稻本田期腾发量分别

为532.7mm、526.3mm和506.6mm。与浅灌模式相比,中蓄模式和湿润模式下水稻本田期腾发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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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灌溉模式水稻本田期灌溉定额、腾发量和耗水量

别减少1.2%、4.9%;浅灌、中蓄和湿润模式下水稻本田期灌溉用水量分别为984mm、973mm和

743mm。与浅灌模式相比,中蓄模式和湿润模式下水稻本田期灌溉定额分别减少1.1%、4.2%。

图4 不同灌溉模式水稻产量与水分生产率

2.1.2 不同灌溉模式水稻产量变化规律

不同灌溉模式水稻年均产量、灌溉水分生产率 (产量与灌溉用水总量之比)和作物水分生产率

(产量与作物需水总量之比)结果见图4。由图4可知,水稻年均产量湿润模式最大、浅灌模式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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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蓄模式最小,与浅灌模式相比,湿润模式下水稻年均产量增加2.7%,中蓄模式下水稻产量减少

2.3%。灌溉水分生产率和作物水分生产率湿润模式最大、浅灌模式次之、中蓄模式最小。2种水分

生产率湿润模式与其他2种模式相差较大,而浅灌模式和中蓄模式相差较小;与浅灌模式相比,湿润

模式下灌溉水分生产率和作物水分生产率分别提高36.0%、8.0%,而中蓄模式下2种水分生产率分

别减少1.2%、1.1%。

2.2 ORYZA模型参数率定和验证

ORYZA模型率定和验证期水稻产量实测值与模拟值对比结果见表2。

表2 水稻产量实测值与模拟值对比

灌溉模式

率 定 期

实测产量

/(kg·hm-2)
模拟产量

/(kg·hm-2)
相对误差

/%

验 证 期

实测产量

/(kg·hm-2)
模拟产量

/(kg·hm-2)
相对误差

/%

SI 8220.5 8086.6 -1.63 8353.9 8335.1 -1.28

MI 8101.1 8086.6 -0.18 8381.2 8273.6 -0.46

WI 8023.4 8086.6 0.79 8073.3 8278.5 3.64

由表2可知,浅灌、中蓄2种灌溉模式,水稻产量模拟值小于实测值;而湿润灌溉模式,模拟值

偏高。不同灌溉模式,率定期产量模拟值保持不变,而验证期产量模拟值具有一定差异。养分充足条

件下,ORYZA模型中主要通过水分胁迫模拟水分对水稻生长的影响,3种灌溉模式下水稻生育期内

灌溉控制下限最小设定为0mm,即不会造成水稻水分胁迫,仅分蘖后期晒田时可能因为气象因素造

成短期水分胁迫。率定期 (2010年)水稻晒田期间有降雨,水稻生育期内没有产生水分胁迫,从而3
种灌溉模式下水稻产量一致。总体上讲,水稻产量模拟值与实测值吻合较好,相对误差在5%以内,
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好适用性,模型参数取值合理且模拟精度可靠。

2.3 不同灌溉模式与受旱方案模拟分析

2.3.1 不同灌溉模式水稻产量变化规律

不同灌溉模式水稻30年 (1981—2010年)平均产量见表3。由表3可知,同一灌溉下限,不同

灌水定额水稻多年平均产量差异较小。随灌水定额的增加,水稻产量也未表现出一致性的规律。因

此,灌水定额对水稻产量影响很小。同一灌水定额,不同灌溉下限对水稻产量具有较明显影响,且水

稻多年平均产量随灌溉下限的下降呈现减少的变化规律。当灌溉下限为80%~100%时,水稻产量下

降不明显;当灌溉下限小于80%时,水稻产量明显减产。

表3 不同灌溉下限、不同灌水定额对应的水稻30年 (1981—2010)平均产量 单位:kg·hm-2

灌溉下限/%
灌 水 定 额/mm

20 30 40 50 60

95 8141.3 8156.7 8164.8 8166.4 8162.9

90 8138.4 8155.8 8163.2 8165.1 8160.4

85 8120.8 8135.7 8143.1 8145.5 8148.8

80 8112.5 8131.0 8134.1 8140.0 8147.3

70 7948.3 7975.5 7982.7 7990.9 8001.2

60 7747.2 7806.3 7834.0 7833.3 7839.8

 注 灌溉下限以占饱和土壤含水率的百分比表示。下同。

2.3.2 不同灌溉模式灌溉需水规律

不同灌溉模式水稻本田期灌溉定额和灌溉次数结果见图5。由图5 (a)可知,同一灌溉下限,不

同灌水定额对灌溉定额具有较明显影响,水稻本田期多年平均灌溉定额随灌水定额的增加呈现增加变

化趋势。同一灌水定额,不同灌溉下限对灌溉定额亦具有较明显影响,灌溉定额随灌溉下限的降低呈

现减少变化趋势。当灌溉下限为80%~100%时,灌溉定额相差较小;而灌溉下限低于80%时,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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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额下降明显。由图5 (b)可知,同一灌溉下限,不同灌水定额对灌溉次数具有明显影响,灌水定

额越小,灌溉次数越多。当灌水定额低于30mm时,灌溉次数明显增加,而灌水定额为30~60mm
时,灌溉次数相近,差异不大。同一灌水定额,不同灌溉下限对灌溉次数亦具有较明显影响,且灌溉

次数随灌溉下限增加而减少。当灌溉下限为80%~100%时,灌溉次数几乎相同;当灌溉下限低于

80%时,灌溉次数明显减少。

图5 水稻本田期不同灌溉下限、不同灌水定额下灌溉定额、灌溉次数的30年 (1981—2010)均值

2.3.3 不同受旱方案水稻腾发量变化规律

根据不同受旱方案不同生育期水稻腾发量模拟结果,不同水平年水稻腾发量变化规律差异不大,
因此将平水年、枯水年和丰水年不同受旱方案不同生育水稻腾发量进行平均,结果见图6。其中,图

6 (a)~(d)显示,分蘖期受旱时,灌溉下限为90%、80%、70%、60%对应的该阶段腾发量比正常

条件下分别减少47%、55%、53%、64%;拔节孕穗期受旱时,不同灌溉下限对应的该阶段腾发量

比正常条件下分别减少4%、6%、10%、22%;抽穗开花期受旱时,不同灌溉下限对应的该阶段腾

发量比正常条件下分别减少2%、5%、9%、32%;乳熟期受旱时,不同灌溉下限对应的该阶段腾发

量比正常条件下分别减少7%、9%、11%、28%。
图6 (a)~(d)还显示,分蘖、拔节孕穗期连旱时,灌溉下限为90%、80%、70%、60%对应的

拔节孕穗期腾发量比正常条件下分别减少3%、4%、9%、16%;拔节孕穗期、抽穗开花期连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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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灌溉下限对应的抽穗开花期腾发量比正常条件下分别减少2%、4%、8%、23%;抽穗开花期、
乳熟期连旱时,不同灌溉下限对应的乳熟期腾发量比正常条件下分别减少7%、9%、16%、27%。
分蘖期至抽穗开花期连旱时,不同灌溉下限对应的抽穗开花期腾发量比正常条件下分别减少3%、

4%、8%、27%。

图6 水稻本田期不同受旱方案下水稻腾发量和产量

注:TL表示分蘖期,包括分蘖前期和分蘖后期;Normal表示水分充分条件下;D TL、D JB、D HF、D MK分别

表示分蘖期受旱、拔节孕穗期受旱、抽穗开花期受旱、乳熟期受旱;D TL&JB、D JB& HF、D HF& MK、

D TLtoHF分别表示分蘖期和拔节孕穗期连旱、拔节孕穗期和抽穗开花期连旱、抽穗开花期和

乳熟期连旱、分蘖期至抽穗开花期连旱。LL为灌溉下限。

可见,水稻腾发量在分蘖期受到灌溉下限的影响最大,乳熟期次之,其次为拔节孕穗期;由于抽

穗开花期的天数较短,腾发量的受灌溉下限的影响最小。2个或3个生育阶段连旱时,各受旱阶段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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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腾发量受灌溉下限的影响与单阶段受旱时几乎保持一致,多阶段连旱不会加剧受旱阶段水稻腾发量

的减少。
2.3.4 不同受旱方案水稻产量变化规律

将平水年、枯水年和丰水年不同受旱方案不同生育水稻产量进行平均,得出正常灌溉条件下水稻

的产量为8139kg/hm2,其他不同灌水下限下水稻产量见图6 (e)。
图6 (e)显示,分蘖期单阶段受旱时,灌溉下限为90%、80%、70%、60%对应的减产率分别

为3.1%、4.0%、4.7%、6.6%;拔节孕穗期单阶段受旱时,不同灌溉下限对应的减产率分别为

0.1%、0.3%、0.6%、3.5%;抽穗开花期单阶段受旱时,不同灌溉下限对应的减产率分别为

0.1%、0.3%、1.6%、11.3%;乳熟期单阶段受旱时,不同灌溉下限对应的减产率分别为0.2%、

0.5%、1.3%、6.1%。
图6 (e)还显示,分蘖期、拔节孕穗期连旱时,灌溉下限为90%、80%、70%、60%对应的减

产率分别为3.1%、4.0%、5.2%、10.7%;拔节孕穗期、抽穗开花期连旱时,不同灌溉下限对应的

减产率分别为0.1%、0.6%、2.2%、15.3%;抽穗开花期、乳熟期连旱时,不同灌溉下限对应的减

产率分别为0.2%、0.8%、4.5%、19.8%;分蘖期至抽穗开花期3阶段连旱时,不同灌溉下限对应

的减产率分别为3.1%、4.1%、6.7%、21.9%。
可见,单阶段受旱条件下,灌溉下限为60%时,抽穗开花期对最终产量的影响最大 (减产率高

达11.3%),分蘖期、乳熟期、拔节孕穗期受旱对产量的影响依次减小。同一灌溉下限时,2阶段或

3阶段连旱对产量的影响大于单阶段受旱;其中,灌溉下限高于70%时,分蘖至抽穗开花期3阶段连

旱对产量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分蘖、拔节孕穗期2阶段连旱;当灌溉下限低于70%时,多阶段连旱

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减产。

2.4 鄂北地区节水潜力

2.4.1 传统节水潜力

灌溉水利用系数参考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红线指标和湖北省现代灌溉发展规划综合确定,取

0.5;水稻种植面积主要采用各县市2013年统计年鉴数据,取25.3万hm2。根据灌溉试验成果,湿

润模式净灌溉定额为33.0m3/hm2;中蓄模式为43.3m3/hm2;浅灌模式为43.7m3/hm2。试验数据与

大田实际灌溉定额相比偏大,主要由于测坑漏失严重。根据模型模拟结果,浅灌模式净灌溉定额为

18.7m3/hm2,中蓄模式为18.5m3/hm2;湿润模式为18.0m3/hm2;本文推荐的适宜灌溉模式下净灌

溉定额为15.2m3/hm2。模拟值与试验值相差较大是因为考虑了犁底层作用,因此模拟结果与实际更

相近。净灌溉定额采用模拟结果,而中蓄模式或浅灌模式接近于鄂北地区大田灌溉模式 (即为现有灌

溉模式),因此,M0,net取浅灌模式和中蓄模式均值,为18.6m3/hm2;M1,net取推荐适宜灌溉模式,为

15.2m3/hm2。根据公式 (1),计算得到鄂北地区传统节水潜力为3.94亿m3。
2.4.2 耗水节水潜力

根据 试 验 成 果,浅 灌 模 式 水 稻 腾 发 量 为 532.7mm;中 蓄 模 式 为 526.3mm;湿 润 模 式 为

506.6mm。与现有灌溉模式 (腾发量浅灌模式和中蓄模式的均值)相比,采用湿润灌溉模式耗水节

水潜力为5790.6万m3。
根据模型模拟结果,湿润模式水稻腾发量为468.4mm;推荐适宜的灌溉模式下水稻腾发量为

423.5mm。模拟值与观测值相比,偏小,主要原因是模型识别的水稻生育期与观测时间相比偏小10
天左右。因此,与湿润模式相比,推荐的适宜灌溉模式耗水节水潜力为1.1亿m3。

与现有的灌溉模式相比,若采用推荐的适宜灌溉模式,耗水节水潜力可达到1.68亿m3。耗水节

水潜力低于传统节水潜力,主要是由于回归水重复利用。从另一角度,采用本文推荐的适宜灌溉模

式,至少可节约用水1.68亿m3,可见,鄂北地区节水潜力巨大。

3 讨论

灌溉试验中3种水稻灌溉模式:中蓄灌溉模式下,蓄水上限虽然比浅灌和湿润灌溉模式高,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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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试验年份水稻生育期内降雨较少,降雨利用率没有明显提升。因此,中蓄灌溉和浅灌模式下的灌溉

定额没有明显差异;而湿润灌溉模式下,腾发量较低,且减少了灌溉次数,降雨利用率反而提升,灌

溉定额低于中蓄灌溉和浅灌模式。可见,从节水和增产角度,湿润模式优于其他两种模式。
根据鄂北地区的水稻灌溉试验结果,田间水层的短暂落干能够实现节水、提高水分生产率[1922]。

张玉屏等[23]提出,干干湿湿的灌溉方式下水稻全生育期腾发量只需要同期有水层腾发量的48.7%,
具有最佳的节水、增产效果;庄德续等[24]、和玉璞等[25]研究发现,控制灌溉模式能够有效降低水稻

各生育阶段的需水强度,减少灌水量,且能提高水分生产效率。而鄂北地区3种传统灌溉模式均为有

水层灌溉,在确保水稻产量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可见该地区的水稻灌溉仍具有一定的节水空间。为

此,有必要在灌溉试验成果基础上,开展更多方案的数值模拟,以探讨鄂北地区水稻适宜灌溉模式。
降低灌溉下限或灌水定额能够减少水稻本田期灌溉定额,当灌溉下限低于饱和含水率的80%时,

水稻本田期的灌溉定额减少。一方面是因为降低灌溉下限或灌水定额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降雨利用效

率;另一方面,灌溉下限越低且灌水定额越低,田面水层落干时间越长,水稻受到水分胁迫的程度和

持续时间也越长,从而极大地减少了水稻棵间蒸发量和水稻蒸腾量[2627]。单生育期受旱时,受旱程

度越严重,对该生育期的腾发量及最终产量影响越大;然而,当水稻在分蘖、拔节孕穗期以及抽穗开

花期单阶段受旱时,能促进根系的发育,其后生育阶段的腾发量会出现 “反弹”现象 (如分蘖期单阶

段受旱之后,拔节孕穗期的水稻腾发量比正常灌溉条件下水稻腾发量增加约1%),这与实际情况十

分相符[2829]。拔节期至乳熟期,当单生育阶段灌溉下限低于70%时,随着受旱程度的增加,受旱阶

段的水稻腾发量和最终产量受干旱的影响越大,而且多个阶段连续受旱时对水稻腾发量和产量的影响

比单生育期受旱更大。在拔节孕穗期和抽穗期,水稻产量对水分胁迫最敏感[3031]。
综合对比分析,同一灌溉下限,灌水定额高于40mm时,水稻本田期的灌溉次数明显减少,但

水稻本田期灌溉定额较大;同一灌溉下限,灌水定额低于30mm时,水稻本田期的灌溉定额明显降

低,但灌溉次数较多,增加了田间管理的难度。而且,当受旱程度较轻时 (灌溉下限高于饱和含水率

的80%),腾发量有一定程度降低,产量降低不明显;而受旱程度较重 (低于饱和含水率的70%)
时,水稻本田期的灌溉定额明显减少,但水稻产量产生明显减产现象。因此,本文推荐的适宜灌溉模

式为:蓄水深度为60mm,返青期保持有水层,黄熟期水层自然落干,拔节期和乳熟期可适当中度受

旱 (灌溉下限为70%~80%的饱和含水率),而其他生育期各阶段的灌溉下限不宜低于耕作层土壤饱

和含水率的80%;灌水定额为30~40mm。

4 结论

通过分析长渠灌溉试验站长系列年的灌溉试验资料得出,鄂北地区3种传统灌溉模式中,湿润模

式优于浅灌模式和中蓄模式,且具有明显的节水和增产效果。
基于模型模拟结果发现,降低分蘖期的灌溉下限能够有效减少水稻腾发量,当灌溉下限低于

90%时即能减少正常条件下分蘖腾发量的47%以上;降低拔节孕穗期、抽穗开花期以及乳熟期的灌

溉下限低于70%时能减少相应阶段正常条件下腾发量的10%以上;然而,多阶段连旱不会加剧相应

阶段腾发量的减少。拔节孕穗期和抽穗开花期受重旱时 (灌溉下限低于70%)对最终产量的影响最

大,但灌溉下限高于70%时单阶段受旱对产量的影响较小;多阶段连旱对产量的影响较大,在实际

生产中应尽量避免。
为了确保水稻产量,同时兼顾节水、尽可能降低田间管理难度 (如减少灌水次数),提出了鄂北

地区的适宜灌溉模式:蓄水深度为60mm,返青期保持有水层,黄熟期水层自然落干,拔节期和乳熟

期可适当中度受旱 (灌溉下限为饱和含水率的70%~80%),而其他生育阶段可轻度受旱 (灌溉下限

不低于80%的饱和含水率);避免2个或3个生育阶段连续受旱;灌水定额为30~40mm。
与现有灌溉模式相比,在鄂北地区采用该适宜灌溉模式的传统节水潜力为3.94亿m3,耗水节水

潜力可达到1.68亿m3。可见,本文推荐的适宜灌溉模式在鄂北地区具有较大的节水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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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北地区不同灌溉模式水稻需水及生长特性研究

刘路广1,吴 瑕1,王丽红2,杨小伟1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湖北省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武汉 430070)

摘 要:针对湖北省鄂北地区干旱现状,采用长渠灌溉试验站2009—2013年的水稻灌

溉试验资料,研究了不同节水灌溉模式下水稻需水变化规律和生长特性。结果表明,
灌溉模式对水稻蒸发蒸腾量、耗水量、灌水量、产量及水分生产率等指标有显著影响。
与浅灌模式和中蓄模式相比,湿润模式水稻耗水量和灌水量明显降低,同时提高了水稻

产量和水分生产率。因此,从节水和增产角度,湿润模式是较为适宜的节水灌溉模式。
关键词:节水灌溉模式;水稻蒸发蒸腾量;水分生产率

鄂北地区是湖北省历史上有名的 “旱包子”。近年来随着区域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供水挤占

农业灌溉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现象日益严重,旱灾频繁。水资源供需矛盾已严重制约粮食生产、生态

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鄂北地区最直接、最现实和最紧迫的民生问题[1]。研究[25]表明,采

用节水灌溉模式可减少水分无效损失。针对鄂北地区水情现状及湖北省灌溉试验站分布,采用位于该

区的长渠灌溉试验站多年灌溉试验资料,研究水稻灌溉模式对需水及产量等因素的影响,探讨鄂北地

区适宜的节水灌溉模式。兹从水资源管理角度探讨提高灌溉用水效率及效益的方法,对缓解水资源供

需矛盾和实现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效率红线具有重要意义。

图1 鄂北地区范围与试验站分布图

1 试验设计

1.1 试验处理

试验在鄂北地区进行,鄂北地区范围与试验站分布图如图1所示。试验采用坑测法,设计了浅灌

模式、中蓄模式、湿润模式3种处理,各处理3次重复。3种灌溉模式田面水层控制标准见表1。表

1中,5~30mm中的5mm为下限值,30mm为上限值;5~30~50mm中的5mm为下限值,30mm
为灌水上限值,50mm为蓄雨上限值;晒田期为7~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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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长渠灌溉试验站水稻灌溉制度试验处理水层 单位:mm

生育期 返青期 分蘖期 分蘖后期 拔节孕穗期 抽穗期 乳熟期 黄熟期

浅灌 5~30 5~30 晒田 5~40 5~40 5~20 落干

中蓄 5~30~50 5~30~50 晒田 5~40~60 5~40~60 5~20~40 落干

湿润 0~10 0~20 晒田 0~40 0~20 0~10 落干

1.2 肥料处理

移栽前一次施足底肥 (碳酸氢铵、过磷酸钙各750kg/hm2),返青期末追尿素150kg/hm2。前茬

作物为小麦,移栽前耕耙各2次。计划防治病虫害3~5次,适时晒田,叶面追肥 (拔节孕穗期)。

2 水稻需水特性及变化规律

图2 不同灌溉模式水稻需水量、渗漏量、耗水量和灌水量

2.1 不同灌溉模式水稻蒸发蒸腾量变化规律

2009—2013年不同灌溉模式水稻年蒸发蒸腾量ETc (也称为需水量)观测结果见图2 (a)。根据

观测结果可知,基本表现为湿润模式水稻蒸发蒸腾量低于其他2种灌溉模式,而浅灌模式和中蓄模式

水稻蒸发蒸腾量并未表现出一致性变化规律。将2009—2013年的观测资料进行算术平均,得到水稻

不同灌溉模式多年平均年蒸发蒸腾量,其中,浅灌模式最大,为532.7mm;中蓄模式次之,为

526.3mm;湿润模式最小,为506.6mm。与浅灌模式相比,中蓄模式蒸发蒸腾量减少了1.2%,湿

润模式蒸发蒸腾量减少了4.9%。将2009—2013年不同灌溉模式不同生育水稻蒸发蒸腾量观测成果

进行算术平均,得到水稻不同灌溉模式不同生育期多年平均蒸发蒸腾量,具体结果见图2 (b)。由图

2 (b)可知,水稻各生育期蒸发蒸腾量均为浅灌模式最大、中蓄模式次之,湿润模式最小。不同灌

溉模式水稻蒸发蒸腾变化规律原因为:浅灌模式和中蓄模式的土壤水分条件差异性不大,而湿润模式

水层或土壤含水率低于其他2种模式,因此湿润模式水稻蒸发蒸腾量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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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灌溉模式稻田渗漏量变化规律

统计得到了不同灌溉模式下各生育期多年平均稻田渗漏量,具体结果见图2 (c)。需要说明的是

试验中稻田渗漏量与大田稻田渗漏量相比明显偏大,主要原因是测坑的底部未形成犁底层。由图

2 (c)可知,由于分蘖末和黄熟期田面无水层,因此3个灌溉模式稻田渗漏量均为0;孕穗期稻田渗

漏量中蓄模式最大、浅灌模式次之、湿润模式最小;返青期、分蘖期、抽穗期和乳熟期稻田渗漏量均

表现为浅灌模式最大、中蓄模式次之、湿润模式最小。浅灌模式和中蓄模式各生育期稻田渗漏量相差

并不明显,而湿润模式明显低于其他2种模式。

2.3 不同灌溉模式水稻耗水量变化规律

将稻田渗漏量和蒸发蒸腾量相加得到了不同灌溉模式下各生育期多年平均耗水量,具体结果见图

2 (d)。由图2 (d)可知,分蘖末期和黄熟期3种灌溉模式耗水量基本相同;孕穗期耗水量中蓄模式

最大、浅灌模式次之、湿润模式最小;返青期、分蘖期、抽穗期和乳熟期耗水量均表现为浅灌模式最

大、中蓄模式次之、湿润模式最小。浅灌模式和中蓄模式各生育期耗水量相差并不明显,而湿润模式

明显低 于 其 他2种 模 式。年 耗 水 量 表 现 为 浅 灌 模 式 最 大,为1436.9mm;中 蓄 模 式 次 之,为

1404.3mm;湿润模式最小,为1164.3mm。年耗水量浅灌模式和中蓄模式相差并不明显,而湿润模

式明显低于其他2种模式。

2.4 不同灌溉模式水稻灌水量变化规律

2009—2013年不同灌溉模式灌水量观测结果见图2 (e)。根据观测结果可知,灌水量与大田作物

实际灌水量相比明显偏大,主要原因是测坑渗漏量偏大造成的。湿润模式灌水量明显低于浅灌和中蓄

2种模式的灌水量;浅灌模式灌水量部分年份大于中蓄模式,而部分年份小于中蓄模式,并未表现出

一致性规律。将2009—2013年的观测资料进行算术平均,得到不同灌溉模式多年平均灌水量。根据

计算成果可知,多年平均灌水量浅灌模式最大、中蓄模式次之、湿润模式最小。湿润模式明显低于其

他2种灌溉模式,而浅灌模式和中蓄模式相差不大。中蓄模式灌水量低于浅灌模式的原因是中蓄模式

降雨有效利用率较高。

3 作物系数与蒸发系数的计算

3.1 作物系数分析计算

采用参考作物需水量计算作物实际需水量时,最重要的是确定作物系数。作物系数Kc 反映了作

物本身的生物学特性、作物种类、产量水平、土壤水肥状况以及田间管理水平等对作物需水量的影

响。因此,作物系数是需水量计算的关键。兹根据长渠灌溉试验站多年作物需水量试验资料,借助

Penman Montieth公式计算参考作物需水量,在此基础上,对水稻作物系数进行计算分析。

3.1.1 不同生育期作物系数

根据当地的气象资料,利用Penman Montieth公式计算了2009—2013年各生育期参考作物需

水量,并计算了多年平均参考作物需水量。根据不同灌溉模式各生育期多年平均需水量观测成果,计

算了各生育期多年平均作物系数,计算结果见图3 (a)。由图3 (a)可知,3种灌溉模式除黄熟期和

分蘖末期,其他生育期作物系数均大于1,表明返青期、分蘖期、孕穗期、抽穗期和乳熟期水稻需水

量大于参考作物需水量,分蘖末期和黄熟期水稻需水量小于参考作物需水量。浅灌模式作物系数最

大、中蓄模式次之、湿润模式最小。3种灌溉模式下,Kc 均呈现了明显的 “双峰”变化趋势,乳熟

期作物系数最大,为1.81~1.91;分蘖末期最小,为0.62。

3.1.2 月作物系数

由于部分水资源规划中水资源供需平衡计算时段为月,因此有必要按月份计算作物系数,为相关

水资源规划提供依据。与生育期作物系数计算方法相同,计算了各灌溉模式多年平均月作物系数,计

算结果见图3 (b)。由图3 (b)可知,3种灌溉模式不同月份作物系数均大于1,表明各月份水稻的

需水量均大于参考作物需水量。3种灌溉模式下月作物系数均呈现了明显的 “单峰”变化趋势,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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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灌溉模式水稻作物系数

份的作物系数最大,为1.73~1.82。9月份最小,为1.13~1.26。3种灌溉模式相比,各月作物系数

基本表现为浅灌模式>中蓄模式>湿润模式。

3.2 蒸发系数分析计算

参考作物需水量计算需要大量的气象资料和相关参数,而直接法计算方法较为简单,需要较少的

资料,因此在缺水资料或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采用直接法计算作物需水量。直接法中采用水面

蒸发乘以蒸发系数是其中的一种。而蒸发系数则是该直接计算方法的关键,兹对蒸发系数进行了

计算。

3.2.1 不同生育期蒸发系数

根据水面蒸发 (ϕ20cm蒸发皿)和作物需水量观测资料,计算了不同灌溉模式各生育期多年平均

蒸发系数。计算结果见图4 (a)。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采用的蒸发资料是ϕ20cm蒸发皿观测资料,若采

用E601的观测资料时则需要进行水面蒸发量的转化计算。3种模式 (浅灌模式、中蓄模式和湿润模

式)作物需水量与水面蒸发相关系数分别为0.90、0.86和0.86,相关性较高,这也表明计算成果的

可靠性。由图4 (a)可知,3种灌溉模式除返青期、黄熟期和分蘖期末,其他生育期作物系数均大于

1,表明分蘖期、孕穗期、抽穗期和乳熟期水稻需水量大于水面蒸发量,返青期、分蘖末期和黄熟期

水稻需水量小于水面蒸发量。浅灌模式蒸发系数最大,中蓄模式次之,湿润模式最小,但总体差异性

较小。3种灌溉模式不同生育期蒸发系数呈现了明显的 “双峰”变化趋势。乳熟期蒸发系数最大,为

1.39~1.48,黄熟期最小,为0.65。

图4 不同灌溉模式蒸发系数

3.2.2 月蒸发系数

同理,对月蒸发系数进行了计算,具体计算成果见图4 (b)。由图4 (b)可知,3种灌溉模式月

蒸发系数呈现了明显的 “单峰”变化趋势,8月份的蒸发系数最大,为1.33~1.40,6月份蒸发系数

最小,为0.85~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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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稻生长特性及产量分析

4.1 不同灌溉模式有效分蘖数变化规律

2009—2013年不同灌溉模式有效分蘖数观测结果见图5 (a)。根据观测结果可知,中蓄模式有效

分蘖数大于浅灌模式;湿润模式与其他2个模式相比,有效分蘖数变化幅度较大,且变化趋势略有区

别。将2009—2013年的观测资料进行算术平均,得到不同灌溉模式下多年平均有效分蘖数,根据计

算成果可知,多年平均有效分蘖数湿润模式最大、中蓄模式次之、浅灌模式最小。湿润模式最大主要

由于田间水层较浅,提供了分蘖所需的适宜温度,有利于改善土壤通气状况,避免有毒物质积累,促

进了水稻根系的发育和水稻根系对养分的吸收[6]。

4.2 不同灌溉模式株高变化规律

2009—2013年不同灌溉模式株高观测结果见图5 (b)。根据观测结果可知,3种灌溉模式株高变

化趋势基本一致,相差不大。这表明灌溉模式并不是株高的主导因素。将2009—2013年的观测资料

进行算术平均,得到不同灌溉模式下多年平均作物株高,根据计算结果可知:多年平均株高湿润模式

最大、中蓄模式次之、浅灌模式最小,但3种灌溉模式株高相差较小。

4.3 不同灌溉模式产量变化规律

2009—2013年不同灌溉模式作物产量观测结果见图5 (c)。根据观测结果可知,浅灌模式作物产

量大于中蓄模式,湿润模式作物产量变化幅度较大,部分年份作物产量大于浅灌模式,而部分年份小

于浅灌模式,并未表现出一致性规律。将2009—2013年的观测资料进行算术平均,得到不同灌溉模

式多年平均作物产量,由计算结果可知:多年平均作物产量湿润模式最大、浅灌模式次之、中蓄模式

最小。湿润模式明显大于其他2种模式,而浅灌模式和中蓄模式相差不大。

图5 不同灌溉模式水稻有效分蘖数、株高及产量

4.4 不同灌溉模式水分生产率变化规律

根据2009—2013年的作物产量、灌溉用水量和作物腾发量计算了不同灌溉模式多年平均灌溉水

分生产率 (作物产量与灌水量的比值)和作物水分生产率 (作物产量与作物蒸发蒸腾量的比值)。计

算结果见表2。根据观测结果可知,灌溉水分生产率和作物水分生产率湿润模式最大、浅灌模式次

之、中蓄模式最小。湿润模式水分生产率明显大于其他2种模式,而浅灌模式和中蓄模式相差较小。
湿润模式水分生产率较大的主要原因是灌溉水量和作物腾发量低于其他2种模式,而作物产量高于其

他2种模式。因此,从节约用水和提高作物产量角度,湿润灌溉模式优于其他2种模式。

表2 不同灌溉模式水分生产率

灌溉模式 灌溉水分生产率/(kg·m-3) 作物水分生产率/(kg·m-3)
湿润模式 1.18 1.73
中蓄模式 0.85 1.58
浅灌模式 0.87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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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1)与浅灌模式和中蓄模式相比,湿润模式水稻耗水量和灌水量减少,节水效果更优。
(2)3种灌溉模式中,湿润模式更能促进水稻的有效分蘖,提高了水稻产量。
(3)从节水和增产角度,鄂北地区适宜的节水灌溉模式为湿润灌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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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节水现状与对策探析

刘军武,关洪林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在分析湖北省现状用水水平及效率评价基础上,结合近年来从事节约用水规

划、科研和管理实践,分析了目前湖北省在节约用水方面存在问题,提出了节约用水

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节水现状;效率;对策;湖北

湖北水系发达,河网密布,水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170mm,自产水资源总量

1035.90亿m3,过境客水年均达6394亿m3。由于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
水污染较为严重,用水效率低、浪费严重,“水多”“水少”“水脏”问题并存。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与

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需求,近年来,湖北省在习总书记提出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

发力”的治水思想指导下,实施了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大力推进国家、省级试点9个市 (县、
区)节水型社会的创建工作;强化用水定额管理,17个市 (州)、林区全面实行计划用水和节约用

水,把用水指标层层分解到用水户,全省2014年评选出121家节水先进企事业单位;加快推进节水

技术改造,2014年农业完成了26家大型灌区、4个中型灌区等农业节水改造,工业节水技改项目和

城市管网建设稳步推进,中水回用有了新的突破。全省节约用水工作呈现稳步发展,并取得重要进展

和明显成效。

1 现状用水水平及效率评价

1.1 人均综合用水量

图1 湖北省2010—2014年人均综合用水量

2014年全省人均综合用水量496m3[1],2010
年全省人均综合用水量473m3[2],从2010—2014
年人均用水量的变化可见 (图1),5年人均用水

量变化不大,人均综合用水量在500m3 上下波

动,波动幅度不到10%,2011年由于湖北省严

重干旱,造成人均用水量略微偏大。总体来看,
近5年来在常住人口增加1.58%的情况下,人均

综合用水量和效率在不断提高,其变化情况与湖

北省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1.2 工业用水效率

2014年全省万元GDP用水量119m3[2] (可比价,当年价为100m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含
火电)84m3[2] (可 比 价,当 年 价 为 70m3),与 2010 年 分 别 下 降 (186m3、185m3)56.30%、

120.24%,下降趋势明显,低于国家下达给湖北省2015年 “三条红线”中的万元工业增加值

116m3[2] (可比价)的目标。说明湖北省在GDP持续增长的同时,随着工业节水、节能等技术的不

断发展,以及节能减排降耗管理措施的落实,工业用水水平和效率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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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农田亩均用水量及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2014年全省农田用水量为431m3/亩[2],2010年用水量为428m3/亩[2],从2010—2014年间用水

量的变化图可见 (图2),5年农田用水量变化不大,基本在420m3 上下波动,波动幅度不到5%,说

明湖北省农业种植结构变化不大。

2014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0.4935,2010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0.4768[3],与2010
年相比提高了0.0167,预计能够完成国家下达给湖北省2015年 “三条红线”中的灌溉水有效利用系

数0.496[3]的目标。说明湖北省近5年来在大中型灌区及现在农业重点县建设中节水技术改造成效逐

步显现。具体变化情况见图3。

图2 湖北省2010—2014年农田用水量 图3 湖北省2010—2014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从以上各行业指标看,湖北省现状用水水平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社会发

展趋势是一致的,但与全国用水水平相比2014年全国人均综合用水量447m3,万元国内生产总值

(当年价)用水量96m3。耕地实际灌溉用水量402m3/亩,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0.530,万元工业

增加值 (当年价)用水量59.5m3,说明全省整体的用水水平和效率仍然偏低,节水潜力较大。

2 存在的问题

虽然湖北省节约用水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2.1 法规体系建设和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全省节约用水法规体系及制度还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现行的节约用水法规难以有效规范和监督

经济社会用水方式,因此为了能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须加大节约用水法规的执行力度。
现行节水管理机构运行不够顺畅。目前,省、市级虽明确了节水管理机构和职责,省级有水利、

住建、经信3个部门按照各自分工进行节水管理,市 (州)只有武汉市、黄石市、孝感市成立了专门

的节约用水办公室,其他市 (州)节水管理机构都是设在水利局,同水资源科合署办公,基本上没有

配备专职节水管理人员,县级更是无节水管理机构,也没有配备节水管理人员,因此,节约用水管理

工作在湖北省基层推进难度较大,节约用水管理工作效果不显著,导致节约用水工作停滞。

2.2 全民节约用水的意识不强,宣传和监督不到位

目前,还有部分同志或者领导对全省水资源严峻形势认识不清,缺乏危机感,总认为长江、汉江

流经湖北省,有大量的水资源可以使用,没有意识到节约用水的重要性,部分地方没有把节水型社会

建设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的重要议程,“跑、冒、滴、漏”的现象在很多企事业单位、公共场

所时常看到,民众的节约用水意识淡漠,节水宣传只是浮在面上,没有深入到民众心中;社会监督和

舆论监督力度不够。

2.3 用水效率低,水资源浪费严重

2014年,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含火电)70m3,高出全国平均59.5m3 的水平;农业有效灌

溉系数仅为0.4936,低于全国平均0.530的水平[4];全省各市州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差异巨大,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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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核)电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在60%及以上的市州仅有武汉市、黄石市、鄂州市、襄阳市、宜昌;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普遍不高,仅有武汉市达80%。全省超半数的城市供水管网漏失率大于20%,
最高天门市为46.4%,而新加坡的漏失率仅为5%,日本东京仅为6%,对比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

大。目前全省城镇节水器具普及率不到80%,也落后于苏州的100%、北京的95%, “跑、冒、滴、
漏”浪费水的现象时有发生。

3 节约用水的对策和建议

3.1 完善节水法规和管理体制,健全节水管理机构

抓紧制定 《湖北省节约用水管理条例》,修订实施多年的 《湖北省城市节约用水管理实施办法》
和其他涉及节约用水的法规,适应新形势下节水管理工作的需求。

健全和完善省、市、县三级节水管理机构。省级在现状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联系和沟通,建立联

席会议制度和联合执法机制;市级可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单独成立节水管理机构或者同水资源科合

署办公,但要配备专职的节水管理人员和保障必要的工作经费;县级也可根据各自实情,设置节水管

理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并保障必要的工作经费。

3.2 加强节水宣传,提高公民节水意识

提高全社会的民众节水意识,树立 “水资源有限性,水资源有偿使用、节水就是减污”的可持续

价值观,改变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用水观念,是搞好节约用水工作的基础,充分认识 “节
水就是减污”的重要战略意义。

通常来说,使用1m3 洁净水产生0.7m3 污水,按照最低140的纳污标准,也需约28m3 的清水

来降解。节约1m3 水,意味着少污染28m3 水。因此,节水的更大意义在于减少污染。
节水是全社会的义务,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利用群众喜欢的各种形式,新闻媒体和网络广泛做

好宣传工作,努力营造 “节水光荣,浪费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充分利用各地的节水教育基地,定

期或者不定期开展一些节水活动,加强民众的参与程度;同时还应在中小学教材和党校的教学内容中

增加保护水资源和节水的内容,培养节水意识和习惯。

3.3 继续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产业结构与水资源利用关系密切。总体上看,第一、二产业的用水和排污量远大于第三产业,
“三、二、一”的产业结构不仅符合经济结构整体演变规律,而且因各产业万元产值耗水量的明显差

异,在保证经济总量增长的前提下,会明显减少耗水量。
湖北省多数城市产业结构还处于 “二、三、一”的发展时期,今后应进一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

度,注重产业转化过程。首先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其次优化第二产业,逐步推进工业结构由高耗水

的化工、冶金业为主向低耗水的机械、电子等高技术产业为主的转变;最后大力发展节水农业,通过

农业用水量的减少和部分农业用水的 “城市化”,增加城市可用水资源。工业用水是城市生产用水的

大户,因此工矿企业是城市节水的重点之一。工业节水的关键是结构调整和产品科技含量的提高,要

以企业技术创新为龙头,在调整工业生产结构的同时,推广节水新技术、新工艺,降低万元产值耗水

量,并通过技术改造逐步实现企业内部密闭循环水,提高水重复利用率。

3.4 合理确定水价,用经济手段实现节约用水

国内外的实践证明,合理调整水价可对节水起重大作用,尤其是在水价格背离价值的时候,往往

起关键的作用。
城市中长期的低水价政策,不仅抑制了城市供水的发展,也阻碍着节约用水工作的开展。要进一

步完善水价体系,将污水处理费明确规定为水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加大征收力度。
改革单一水价计价方式,实行分类、分时水价,充分体现不同性质城市用水特征,同时实行累进

加价,控制用水量的增长。另外,要实行分质论价,鼓励中水和循环水的消费,提高水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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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建立节水考核奖励制度

要建立节水考核机制,把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指标年度完成情况及

节水措施落实情况纳入到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进行考核,作为其年度政绩主要内容;对企事业

单位要建立节水奖惩机制,对超额完成指标的地方和用水户给予表彰奖励并给予相关项目支持;对未

完成节水考核指标的用水户,要限期整改,并在有关项目审批给予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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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生活用水定额修订方法研究

张培青1,王丽红2,刘路广1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湖北省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武汉 430070)

摘 要:湖北省现行的生活用水定额距今有10多年,已不能满足新时期用水管理需求。
为了贯彻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和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有必要对湖北省生活用

水定额进行修订和完善。利用水利普查资料和部分用水户近几年的水平衡测试资料,
采用适宜的数学统计分析方法对湖北省生活用水定额进行计算,并从多角度分析了不

同类型用水定额合理性。相关成果为其他省份用水定额修订,以及湖北省用水管理和

相关规划等提供依据。
关键词:水资源管理;生活用水定额;统计分析法;湖北省

2011年湖北省被确定为加快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试点省份之一。目前,湖北省生活用水

定额存在着定额值分类不合理、类型不齐全等问题。另外,湖北省现行的生活用水定额发布时间距今

已10多年。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居民生活水平、节水型器具使用率、用水设施、用水成本及节水

意识等方面均发生了变化,现有的用水定额成果已不能完全满足新时期的用水需求,有必要对湖北省

生活用水定额进行修订。

1 调查资料及数据合理性分析

1.1 调查资料与数据检验

用水定额修订需要大量的用水资料,主要搜集的资料包括:水利普查经济社会用水资料和部分用

水户近几年的水平衡测试资料。其中,水利普查资料主要包括: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城镇居民生活用

水、建筑业、学校、医院、酒店、商场超市、企事业单位等。水平衡测试资料主要包括学校、医院、
酒店、商场超市、事业单位、汽车4S店、客运中心、体育中心、物流公司、服装批发市场、菜市场、
洗浴足浴会所、休闲娱乐会所、公园、公交停车场、洗车等16个行业的水平衡测试资料。水平衡测

试年份包括2007年、2010年、2011年和2012年,见表1。

表1 水利普查与水平衡测试资料统计表 单位:个

用水户名称
不同年份水平衡测试个数

2007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合计
水利普查个数

农村居民生活用水 0 0 0 0 0 6665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 0 0 0 0 0 4824

建筑业 0 0 0 0 0 549

大学

学院
0 4 10 7 21

14
68

中专中职 0 0 4 — 4 53

中学 0 3 2 3 8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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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用水户名称
不同年份水平衡测试个数

2007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合计
水利普查个数

小学 0 0 1 0 1 156

幼儿园 0 1 0 0 1 63

医院 0 7 10 7 24 388

酒店 8 23 26 22 79 1785

商场超市 0 4 7 7 18 108

事业单位 0 7 7 8 22 1133

汽车4S店 0 3 2 1 6 7

客运中心 0 0 1 1 2 3

体育中心 0 2 2 — 4 4

物流公司 0 1 4 1 6 20

服装批发市场 0 6 — 0 6 0

菜市场 0 1 2 0 3 0

洗浴足浴会所 0 2 0 0 2 4

休闲娱乐会所 0 2 1 1 4 4

公园 0 0 1 2 3 8

公交停车场 0 0 0 14 14 0

洗车 0 1 0 0 1 7

1.2 数据合理性分析

数据校核和检验是用水定额修订的基础工作,数据资料合理性直接影响用水定额修订成果的科学

性和可靠性。数据合理性主要从数据完整性、代表性、有效性和是否存在奇异值等几个方面进行

分析。
(1)水平衡测试资料合理性分析。对于水平衡测试资料,由于计量设施完善、数据准确性高,而

用水户数量资料较少,因此该资料合理性分析主要侧重于用水户代表性分析,即分析该用水户用水水

平能否反映该部门或行业的用水水平。
(2)水利普查资料合理性分析。

1)水利普查资料中居民生活用水户部分无计量设施,其中,农村居民生活用水中无计量设施的

用水户为1823户,城镇居民生活用水中无计量设施用水户为89户。该用水资料由于无计量设施,精

度较差,因此将无计量设施的用水户资料直接剔除,仅考虑有计量设施的用水户,并进行奇异值

分析。

2)数据奇异值分析。根据调查数据计算各用水户的用水定额,然后将用水定额计算值与水平衡

测试资料 (同行业或部门)进行对比分析;当无水平衡测试资料时,与邻近省份、武汉市的用水定额

以及相关的规范标准进行对比分析;亦可与用水定额平均值进行对比分析。当调查资料计算的用水定

额值严重偏离对比值时,分析并查找原因。确实为奇异值时,剔除该用水户资料。

2 生活用水定额修订方法

2.1 资料选用

由于水利普查资料和水平衡测试资料具有各自的优缺点,因此,需要根据资料搜集情况和用水定

额类型,分不同情况选用不同资料进行用水定额的计算。
(1)当无水平衡测试资料,而水利普查资料较多且具有一定代表性时,采用水利普查资料进行用

水定额计算。如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建筑业等。
(2)当水平衡测试资料和水利普查资料均较多,且水利普查资料更具有代表性时,以水利普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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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为主,采用水利普查资料确定用水定额初值。水平衡测试资料主要用于复核水利普查资料合理性,
并对用水定额初值进行修正。例如学校用水定额中,由于水利普查资料未区分住宿生用水和走读生用

水,而水平衡测试资料中进行了划分,因此需要采用水平衡测试成果对水利普查计算的用水定额进行

修正。
(3)当水平衡测试资料和水利普查资料均较多,且水平衡测试资料更具有代表性时,采用水平衡

测试资料确定用水定额,如酒店等。
(4)当水平衡测试资料和水利普查资料均较少,且水平衡测试资料具有代表性时,采用水平衡测

试资料确定用水定额。如汽车4S店、客运中心、体育中心、物流公司、批发市场、会所、绿化、公

交停车场、洗车等。

2.2 计算方法

生活用水定额没有统一的计算方法,主要采用数学统计分析方法,包括二次平均法、算术平均

法、概率分析法、趋势分析法、主观概率值法等。不同的方法具有不同的适用性,需要根据资料情况

及用水定额类型选用不同的计算方法。
(1)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修订方法。搜集了大量的居民用水户用水资料,因此选择二次平均法进行

计算。居民生活用水定额的修订主要目的是实现节约用水,但也应充分考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对居民

生活用水需求,这才可体现用水定额修订的可行性和先进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进而对居民生活用水量的需求越来越大,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呈现增加趋势。基于上述分析,
居民生活用水定额的修订既要满足节约用水的基本要求,又要满足居民生活用水需求,因此,二次平

均法采用往上平均方法。
一次平均法:

M =∑
m

i=1

Mi
m

(1)

式中:M 为居民家庭用水户户数;M 为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一次平均值 (一次平均),L/(人·d);Mi
为各用水户 (家庭)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值,L/(人·d)。

二次平均法:

M* =∑
p

i=1

M*
i

p
(2)

式中:M*为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二次平均值;p为大于或小于用水户户数;往下平均法,M*
i 则为小

于M 的每个家庭用水户的居民生活用水定额,L/(人·d),往上平均法,M*
i 则为大于M 各用水户

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值。
(2)城镇公共用水定额计算方法。

1)资料较少时,主要进行代表性分析,对具有代表性的资料采用算术平均法进行计算。

2)资料较多时,采用概率分析法。同时考虑经济性和先进性原则提出了概率分析法调整原则,
具体原则为:计算资料中单位取水量超过用水定额的用水户比例一般不大于50%。当超过α=0.25
先进性水平的用水定额计算值的用水户比例大于50%时,采用超用水定额用水户比例在50%左右的

先进性水平下的用水定额计算值,作为该行业用水定额标准值;当超过α=0.25先进性水平的用水定

额计算值的用水户比例不超过50%时,则取该计算值作为该行业取水定额标准值。

3 湖北省生活用水定额修订

3.1 生活用水定额类型确定

用水定额类型的确定主要采用影响因素分析法、空间变异分析法、相关分析法等方法。
(1)影响因素分析法。由于用水定额受供水设备、用水习惯、生活水平、管理水平、收费标准等

因素影响,因此在制定用水定额时应充分考虑影响因素的不同。采用影响因素分析法,农村居民生活



湖北省生活用水定额修订方法研究 179  

用水定额分为两类:用水设备不齐全和用水设备齐全;学校用水定额分为走读生用水定额和住宿生用

水定额两类;酒店分为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及三星级以下四类。
(2)空间差异分析法。由于部分定额表现出明显区域性差异,因此在资料允许的情况,需要对用

水定额进行空间差异性分析。通过空间差异性分析将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分为县市城镇居民生活用

水定额、其他地级市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和武汉市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3类。
(3)相关性分析。部分用水定额与影响因素的关系并不明确,需要采用相关分析法进行分析。以

建筑业为例,由于建筑业用水定额与管理水平、节水设施、建筑类型、建筑面积、施工水平等多种因

素有关。限于资料原因,本文将各用水户建筑业用水定额与建筑面积进行相关性分析。经计算,建筑

业用水定额与建筑面积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5,呈负相关性,但相关性并不明显。因此,建筑业用

水定额不按照建筑面积大小进行分类。

3.2 湖北省生活用水定额计算

采用上述计算方法和原则,利用水利普查资料和水平衡测试资料对湖北省生活用水定额进行计算,共

修订用水定额26个,用水定额值52个。以下介绍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和建筑业用水定额修订过程。
(1)湖北省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修订。采用数据资料为水利普查资料,将用水户用水资料分为

设备齐全和不齐全两类。采用二次平均法 (往上平均法)计算了湖北省各地级市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

额 (图1)。由图1可知,大部分地级市符合设备齐全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大于设备不齐全用水定

额值的一般规律,而仅黄石市、省直辖和咸宁市表现出相反规律。少数地级市用水定额出现相反规律

的原因可能为:一是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不仅受供水设备这一因素的影响,而是多种因素 (居民生

活习惯、节水意识、生活用水成本、节水器具普及率)综合作用的结果;二是数据资料精度较差或数

据代表性不足。本文限于资料原因,未作进一步分析。

图1 湖北省各地级市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为更加明晰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的空间差异性,绘制了湖北省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空间分布

图 (略)。用水设备齐全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中:黄石市、孝感市及省直辖等地的用水定额值较小;
荆门市、荆州市及十堰市等地的用水定额值较大。用水设备不齐全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中:孝感

市、咸宁市及荆门市等地的用水定额值较小;黄冈市、荆州市及随州市等地的用水定额值较大。湖北

省农村居民用水定额的空间差异性,可能是由于当地居民用水习惯、用水成本、节水意识、用水管理

水平、经济发达程度等因素的不同引起的。
按照根据区域生活水平的不同,将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分为武汉市、其他地级市 (武汉市以

外)两类,采用同种方法计算了武汉市及其他地级市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计算成果见表

2。由表2可知,设备齐全时武汉市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大于其他地级市的用水定额;设备不齐全

时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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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湖北省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地区名称 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L/(人·d)] 备 注

武汉市
102 用水设备齐全

81 用水设备不齐全

其他地级市 (武汉市以外)
100 用水设备齐全

91 用水设备不齐全

图2 武汉市建筑业用水定额正态分布图

  根据空间差异性分析及上述计算结果可知,武汉市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与其他地级市相比,并

未表现出偏小或偏大的一致性变化规律。因此,在修订湖北省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时不考虑区域用

水定额的差异性,仅计算湖北省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全省平均值。经计算,考虑用水设备不齐全

时,湖北省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为90L/(人·d);考虑用水设备齐全时,湖北省农村居民生活用水

定额为100L/(人·d)。
(2)建筑业用水定额修订。空间差异性分析:由于调查资料较多,因此,采用算术平均法对各地

级市建筑业用水定额进行了计算,并进行空间差异性分析。经分析,各地级市建筑业用水定额存在明

显差异,且武汉市建筑业用水定额明显低于其他地级市。
根据空间差异性分析成果,将建筑业分为武汉市和其他地级市 (除武汉市外)两类采用算术平均

法分别进行计算,由结果可知,武汉市建筑业用水定额为0.524m3/m2,其他地级市建筑业用水定额

为1.069m3/m2,湖北省建筑业用水定额为0.899m3/m2。可见,武汉市明显小于其他地级市建筑业

用水定额,也小于湖北省建筑业用水定额平均值。因此,本文将建筑业用水定额分两类:武汉市建筑

业用水定额和其他地级市建筑业用水定额。
为了更好地反映总体用水水平,采用概率分析法对武汉市建筑业用水定额进行计算。武汉市建筑

业用水定额为偏态分布,偏态系数为1.67,属于正偏态;峰度系数为2.54,属于平顶峰。根据数据

特征,采用对数变换法,变换后偏态系数变为0.02,接近于正态分布,可利用正态分布概率函数进

行计算。
根据用水定额修订要体现先进性水平的基本原则,首先选取α=0.25先进性水平所对应的用水定

额计算值作为用水定额标准,然后以此为基础计算超出该标准的样本比例,由计算可知,武汉市建筑

业用水定额超出幅度过大,为76.9%。根据概率分析法调整原则,武汉市建筑业用水定额为

0.53m3/m2。
同理,采用概率分析法,并根据概率分析调整原则,其他地级市建筑业用水定额为1.06m3/m2。

3.3 计算成果合理性分析

由于用水定额修订不可能采用所有用水户资料进行计算,因此具有一定局限性。但用水定额的修

订必须能真实反映行业或部门的用水水平,修订成果才具有可行性、合理性和先进性。用水定额修订

计算得到的用水定额仅为用水定额初值,用水定额最终值必须经合理性分析后才能确定。用水定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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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成果合理性分析方法主要包括:
(1)通过对调查资料的特征值计算,确定能够到达该用水定额水平的用水户所占比例,分析用水

定额先进性和可行性,确定用水定额的合理性。
(2)通过与其他省份 (同一流域或临近省份)的用水定额、武汉市等地级市用水定额进行对比,

分析用水定额修订值的合理性。
(3)通过与相关标准和规范进行对比,分析用水定额修订值的合理性。

4 结语

(1)用水定额修订涉及大量用水资料,本文对大量数据进行了合理性分析,并提出了数据合理性

分析方法,同时提出了数据资料选用原则。
(2)根据不同用水定额及资料搜集情况,采用因素分析法、空间变异分析法和相关分析法对用水

定额进行了分类,选用了适宜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湖北省26个生活用水定额52个定额值进行了

计算。
(3)提出了生活用水定额合理性分析方法。
(4)相关成果对其他省份用水定额修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湖北省用水管理及相关规划的制

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孙雪涛.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J].中国水利,2011 (6).
[2] 刘强,桑连海.我国用水定额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J].长江科学院院报,2007,24 (1).
[3] 张丽,张云,钱树芹,等.用水定额研究进展浅议 [J].中国水利,2011 (5).
[4] 陈一鸣,袁鹰,卢琼,等.松辽流域第三产业与建筑业用水定额拟定 [J].中国水利,2006 (3).
[5] 卢琼,李和跃,张象明,等.松辽流域居民生活用水定额研究 [J].中国水利,2006 (30).

(本文发表于 《中国水利》2015年第15期)



182  水 资 源 利 用 与 节 约

湖北省居民生活用水定额研究

刘路广,关洪林,刘军武,周玉琴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湖北省现行的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于2003年发布,距今已有近10年的时

间,为了贯彻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和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有必要对湖北省居

民生活用水定额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利用水利普查资料,采用二次平均法对居民生活

用水定额进行了计算,分析了不同类型用水定额的影响因素、空间差异性和合理性。
相关成果可为湖北省用水管理和饮用水工程规划等提供依据。
关键词:水资源管理;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二次平均法;湖北省

资助项目:中央分成水资源费地方 (兵团)项目 (158)资助。

2011年中央1号文件及中央水利工作会议中都明确提出要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把节

水工作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全过程[1]。制定先进、可行的用水定额正是开展节水工作

的前提和基础[2,3]。居民生活用水定额是用水定额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和编制

城乡饮用水规划都具有重要意义[4]。湖北省现行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仅包括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缺

少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5]。由于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用水设施与城镇存在明显差异,因此用水定额

会存在差别,需要对湖北省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进行增补。另外,湖北省现行的城镇居民生活用水

定额于2003年发布,距今已有近10年的时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节水型器具普

及率、给排水及卫生设施等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原有定额成果已不能完全满足新时期用水需求,迫切

需要对湖北省居民生活用水定额进行修订。本文利用水利普查资料,采用二次平均法对湖北省农村居

民生活用水定额和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进行计算,并对居民生活用水定额的空间差异性和合理性进

行了分析。相关成果可为湖北省水资源管理及供水规划提供依据。

1 资料及计算方法

1.1 调查资料与数据检验

1.1.1 农村居民生活用水资料

水利普查共调查了6665个农村家庭用水户,调查指标主要包括:户籍人口、常住人口、住房类

型 (单元式住宅、平房、其他)、主要用水设备、自来水有无水表计量、家庭生活年用水量、家庭生

活年自来水利用量、家庭生活其他水利用量、家庭其他年用水量等。调查对象中有计量设施的4842
户,无计量设施1823户。

由于无计量设施的用水资料精度较差,因此,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修订只采用有计量设施的用

水户进行分析计算。对4842个用水户进行初步合理性分析,无奇异值。

1.1.2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资料

水利普查共调查了4824个城镇家庭用水户,调查指标主要包括:户籍人口、常住人口、住房类

型 (别墅、单元式住宅、平房、其他)、自来水有无水表计量、家庭生活年用水量、家庭生活年自来

水利用量、家庭生活其他水利用量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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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初步数据分析,2个用水户常住人口为0,因此舍弃。4822个用水户中有计量设施的用水户

4733个,无计量设施的用水户89个。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修订只采用4733个有计量设施的用水

户进行计算分析。4733个有计量设施的用水户中,单元式住宅4267户,平房303户,别墅30户,
其他133户。通过数据分析和检验,无奇异值。

1.2 计算方法

1.2.1 居民生活用水定额计算公式

M=W×1000n×365
(1)

式中:M 为居民生活用水定额,L/(人·d);W 为家庭生活年用水量,m3;n为家庭常住人口数目。

1.2.2 居民生活用水定额确定方法

居民生活用水定额的计算方法有多种,主要包括:主观概率值法、二次平均法、概率测算法、趋

势分析法等。由于本次用水户调查资料较多,因此选择二次平均法进行计算。
一次平均法:

M =∑
m

i=1

Mi
m

(2)

二次平均法:

M* =∑
p

i=1

M*
i

p
(3)

式中:M 为居民生活用水定额算术平均值,L/(人·d);m 为家庭调查户数;Mi 为每个家庭的居民

生活用水定额,L/(人·d);为往上平均时,M*
i 为大于M 的每个家庭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往下平均

时,M*
i 为小于M 的每个家庭居民生活用水定额,L/(人·d);M*为二次平均值。

居民生活用水定额的制定需以节约用水为主要目的,但也应从居民生活用水的实际需求出发,充

分考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趋势,体现定额的先进性和可操作性[4]。由于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对水量的需求越来越大,生活用水定额呈增加趋势。基于这种考虑,制定的用水定额既要满足节约用

水的要求,又要满足不同生活水平居民的用水需求,因此二次平均法采用往上平均方法。

2 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2.1 用水定额计算分析

2.1.1 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按照家庭用水设备是否齐全,将用水户调查资料分为:设备齐全和设备不齐全两类。利用二次平

均法对各地级市不同类型的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进行了计算,计算结果见图1。由图1可知,除黄

石市、省直辖和咸宁市以外,大部分地级市设备齐全的农村生活用水定额大于设备不齐全时的值,符

合一般规律。少数地级市用水定额出现相反规律的原因可能有:①数据代表性不足;②农村居民生活

用水定额不仅受到设备是否齐全这一因素的影响,也与节水器具普及率、节水意识、用水成本等多种

因素有关,是多种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2.1.2 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空间分布

为了更加明晰用水定额的空间差异,绘制了各市不同类型的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空间分布图

(略)。对于用水设备齐全的用水定额,荆门市、荆州市、十堰市、恩施州、随州市和武汉市较大,其

他地级市用水定额偏小;对于用水设备不齐全的用水定额,黄冈市、荆州市、随州市和恩施州比较

大,其他地市相对较小。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由用水成本、经济水平等因素引起,具体影响因素还需

要进一步研究分析。限于资料,未对此进行分析。

2.1.3 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初步确定

按照武汉市、其他市 (武汉市以外)进行分类,采用同样方法对不同类型的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



184  水 资 源 利 用 与 节 约

图1 湖北省各地级市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额进行了计算。具体计算成果见表1。由表1可知,设备齐全的用水定额,武汉市大于其他地级市的

用水定额;设备不齐全的用水定额,武汉市小于其他地级市用水定额。

表1 湖北省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城市 用 水 设 备
生活用水定额一次平均值

/[L/(人·d)]
生活用水定额二次平均值

/[L/(人·d)]

武汉市
设备齐全 (洗衣机,沐浴器,水冲式厕所) 78 102

设备不齐全 61 81

其他市
设备齐全 (洗衣机,沐浴器,水冲式厕所) 78 100

设备不齐全 72 91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及空间差异性分析,武汉市与其他市相比,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并没有表现

出偏大或偏小的一致性趋势,因此对于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不考虑区域用水定额差异,根据资料

计算湖北省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全省平均值。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平均值见表2。

表2 湖北省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平均值

定额名称 类 型 用水定额值/[L/(人·d)]

湖北省农村居民生活 用水设备齐全 100

用水定额 用水设备不齐全 90

2.2 定额合理性分析

(1)与其他省份成果对比。湖南省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为80~110L/(人·d),四川省为75~
90L/(人·d)。由此可见,湖北省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与其他省份用水定额相差不大,特别与湖南

省农村居民用水定额更加接近。
(2)与相关规范对比。《农村生活饮用水量卫生标准》 (GB11730—89)中分为5个气候区,湖

北的谷城、均县、十堰市、郧县、郧西、竹山、竹溪、房县、保康、神农架、兴山、巴东、秭归、长

阳、五峰、建始、恩施州、恩施、鹤峰、利川、咸丰、宣恩、来凤等23个县、市属于第五区,其他

属于第三区。标准中第五区根据有无洗涤池用水定额分别为35~55L/(人·d)和50~80L/(人·d);
第三区有无洗涤池的用水定额分别为40~70L/(人·d)和60~100L/(人·d)。湖北省农村居民生活

用水定额大于规范中的取水定额。主要是由于规范于1989年颁布,距今已25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用水定额出现增加趋势也是合理的。
综上所述,计算成果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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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3.1 用水定额计算分析

3.1.1 各地市不同住房类型用水定额计算分析

按照住房类型进行分类,对湖北省各市不同住房类型的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进行了计算。计算

结果见图2。由图2可知,4种住房类型 (顺序:别墅、单元式住宅、平房、其他,下文也按该顺序)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范围分别为55~127L/(人·d)、118~143L/(人·d)、85~141L/(人·d)和

114~165L/(人·d)。4种住房类型全省平均值分别为106L/(人·d)、128L/(人·d)、124L/(人·

d)和129L/(人·d)。单元式住宅、平房和其他类型住房的用水定额相差不大,而别墅居民用水定额

计算值偏小,原因可能有:①别墅节水型器具普及率高;②调查别墅均为县城别墅;③调查数据不足

缺乏代表性。由于别墅的调查数量较少,平房和其他类型住房的用水定额与单元式住宅相差不大,另

外,考虑城镇住房类型中单元式住宅较多,因此湖北省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只采用单元式住宅进行

确定。

图2 湖北省各市不同住房类型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3.1.2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空间分布

为了明晰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空间差异性,绘制了各市单元式住宅用水定额空间分布图 (略)。
鄂州市、荆州市、随州市、宜昌市和武汉市的居民用水定额比较大,其他地级市用水定额相对较小。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的空间差异性,主要是管网漏水率、用水成本、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具体影响因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分析。限于资料,未对此进行分析。
3.1.3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初步确定

根据上述分析及已有的研究成果[46],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受生活水平影响较大,因此湖北省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需分为武汉市、其他地级市和县及县级市3种类型的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不同类型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计算成果见表3。由表3可知,武汉市最大,其他地级市次之,县及

县级市用水定额最小,这符合一般规律。全省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为128L/(人·d)。

表3 湖北省不同类型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名  称 用水定额一次平均值/[L/(人·d)] 用水定额二次平均值/[L/(人·d)]

武汉市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95 137

其他地级市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100 132

县及县市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97 122

全省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98 128

3.2 定额合理性分析

(1)与湖北省已有的用水定额对比。湖北省现行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中,武汉市家庭居住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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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额为206L/(人·d),地级市家庭居住用水定额为200L/(人·d),县及县级市家庭居住用水定额

160L/(人·d)[5]。现行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明显大于本次计算值,这主要由于2003年发布的城镇

居民用水定额考虑了管网漏失,而本次计算居民家庭用水量则是计量到户的水量。另外,节水器具的

普及、节水意识和用水管理水平的提高也对用水定额产生了影响。
(2)与其他省份成果对比。广东省和湖南省分别为181L/(人·d)和160L/(人·d),明显大于

本计算值,这主要由生活水平、气候因素相差较大等原因所致,也可能是计算口径不同。而四川省、
陕西省和河北省分别为128L/(人·d)、125L/(人·d)和125L/(人·d),与本计算值比较接近。

(3)与相关规范进行对比。《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 (GB/T50331—2002)中湖北省属于第

三分区,日用量为120~180L/(人·d),本计算值在规范规定的范围内。
综合分析表明,本次居民生活用水定额计算成果是合理的,可用于指导湖北省用水管理及相关

规划。

4 结语

(1)对水利普查资料中居民生活用水资料进行合理性检验,根据用水设备是否齐全、住房类型、
城市类别等对居民生活用水资料进行了分类。

(2)利用二次平均法对湖北省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和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进行计算分析。湖

北省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设备齐全的定额为100L/(人·d),设备不齐全的用水定额为90
L/(人·d)。湖北省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平均值为128L/(人·d)。

(3)通过与其他省份用水定额对比分析和相关的规范标准对比,分析了湖北省居民用水定额计算

值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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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1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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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布估计算法的水库综合调度模型及应用

汤留平1,汤 宏2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黄冈市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黄冈 438000)

摘 要:针对水库综合调度涉及的发电、供水、防洪、航运等目标不可公度性问题,在

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基础上,以价值函数和损失价值为评价目标优劣尺度,根据接近理

想点法建立了水库综合调度模型,并采用自适应控制策略及混沌局部搜索策略对分布

估计算法进行改进,有效提高了全局搜索能力和精度。实例应用表明,该模型行之有

效,为水库长期综合调度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
关键词:水库综合调度;理想点法;分布估计算法;改进分布估计算法

大型水库一般承担着多种调度任务,包括发电、供水、航运、生态、防洪等调度目标,且各调度

目标之间往往是不可共度的。因此,为满足各种用水需求,水库调度目标从单目标调度发展到考虑综

合效益的多目标决策。在对多目标问题进行处理时,又分为前决策技术和后决策技术[1]。前决策技术

是在对问题进行求解前,将多目标转化为单一目标进行求解,该方式得到的方案往往与真实的最优方

案差异较大[2]。后决策技术是基于Pareto最优思想,先通过优化技术得到非劣解集,再采用多目标

决策技术在非劣解集中选取合适的解[35],但该方法在求得的非劣解集中选取最优解存在人为主观

性。另外,对水库已有的调度方案进行评价优选,通过目标遭受破坏后的损失所占比重来确定目标的

权重,可避免主客观赋权法中的片面性,并充分利用所获取的信息[6,7]。鉴此,本文基于文献 [6]
中的综合评价方法建立水库综合调度模型,采用接近理想点和损失比重权重的方法处理多目标问题,
有效减少了确定权重时的主观性并使信息得到充分的利用;对分布估计算法的改进,提高了分布估计

算法的性能,并能有效求解所建立的综合调度模型。

1 水库综合调度模型的构建

1.1 水库调度综合评价方法

1.1.1 权重的确定

在对水库进行综合调度时,为充分利用信息,采用以子目标发生破坏后遭受的损失所占比重来确

定权重的方法,称为水库综合评价方法[6]。该方法能有效避免由于主、客观赋权法存在的片面性,使

所得权重充分反映不同目标的重要性;通过量化构建破坏后对应的各目标的损失价值函数,可将不可

比的各子目标转化为统一的价值进行权衡。经过分析实际情况得到损失价值函数,并将各目标的损失

函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各目标的权重:

W=(ω发电 ,ω出力 ,ω供水 ,ω航运 ,ω防洪 )=(L发电 ,L出力 ,L供水 ,L航运 ,L防洪 )/L总 (1)
式中:ω发电 、ω出力 、ω供水 、ω航运 、ω防洪 和L发电 、L出力 、L供水 、L航运 、L防洪 分别为水库发电、出力、供

水、航运、防洪的权重和损失;L总 为总的损失价值。

1.1.2 基于理想点法的综合评价

理想点法的基本思想是在多维欧氏空间中,在某种定义的模的意义下,通过评估方案与最优方案

和最劣方案之间的正、负理想点的贴近程度对方案进行评估,当距离理想点最小时,该方案最优。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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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基本步骤如下。
步骤1 标准化评价指标矩阵。
步骤2 确定理想点,计算方案与理想点之间的距离,设理想点为G=(g1,g2,…,gn),待评

价方案为U=(u1,u2,…,un),计算待评价方案与理想点之间的距离。待评价方案在某子目标与理

想点之间的距离Φi 可取方案在该子目标上,劣于理想点的时段数与总时段数之比。
综合评价指标为:

R=∑
n

i=1
ωiφi (2)

式中:R为综合评价指标,即方案与正理想点之间的加权偏差之和,方案U 越接近正理想点,则R
越小,方案越优,当R最小时方案即为最佳方案;ωi 为第i个目标的权重。

1.2 水库综合调度模型

以综合评价模型为调度的目标,结合理想点法,构建水库综合调度模型:

minR=F(G,U,L)=∑
N

i=1
φiωi (3)

式中:F(G,U,L)为综合评价指标函数;L为目标破坏时的损失。
约束条件分别为水库库容约束:

Vmin≤Vt≤Vmax

水库下泄流量约束:

Qmin≤Qt≤Qmax
电站出力约束:

Pmin≤Pt≤Pmax
水量平衡约束:

Vt=Vt-1+It-Qt-St
水库初、末水位限制:

V0=VB;VT=VE

式中:Vt 为水库在t时刻的库容;Vmin、Vmax分别为水库库容的下、上限;Qt 为水库在t时刻的发电

流量;Qmin、Qmax分别为水库泄流的下、上限;Pt 为水库在t时刻的出力;Pmin、Pmax分别为水库出力

的下、上限;It 为水库在t时刻的入库流量;St 为水库在t时刻的弃水流量;V0、VT 分别为水电调

度的起调水位、末水位;VB、VE 分别为设定的水库起调水位、末水位。

1.3 综合调度模型的求解

1.3.1 改进的分布估计算法 (IEDA)
分布估计算法 (EDA)通过概率模型描述候选解在空间的分布,采用统计学习手段从群体宏观

的角度建立描述解分布的概率模型,然后对概率模型随机采样产生新的种群,如此反复操作实现种群

的进化,直到终止条件[8]。该算法具有较好的全局搜索能力,但算法的性能受参数的影响较大,本文

在原始分布估计算法的基础上,引入自适应控制策略控制算法的参数并结合混沌局部搜索策略,使得

算法在初期搜索的范围较广,有利于收敛于全局最优解,而在后期又使算法有效地跳出局部最优解,
提高了算法的收敛精度。

1.3.2 水库综合调度求解步骤

将改进的分布估计算法应用于求解水库综合调度模型,其具体流程如下。
步骤1 初始化群体,设置算法参数。本文采用实数编码方式对水库下泄流量进行编码,群体中

的第i个个体表示为Qi={Q1,i,Q2,i,…,Qt,i,…,QT,i},即各时段的水库下泄流量。在初始化群

体时,在水库的流量约束范围内进行随机生成。
步骤2 计算各子目标的权重,并通过理想点法对各个体进行综合评价,并计算各个体的适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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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在水库综合调度模型中,通过对以各子目标为求解目标的单目标模型进行求解,得到的最优解组

合成综合调度模型的理想点。在计算适应度时,将通过理想点法得到的个体综合指标作为个体的适应

度值。采用罚函数对违反约束条件的个体进行惩罚,设计罚函数使可行解的适应度优于不可行解,违

反约束程度小的适应度优于违反约束多的个体。罚函数设计公式为:

Fitness=
R      可行解

Fmin(1+Error) 不可行解{ (4)

Error=∑
M

j=1

SErrorj -minErrorj
maxErrorj-minErrorj

(5)

式中:Fmin为最差的可行解的适应度值;Error为约束违反的程度;maxErrorj、minErrorj分别为不可行解

在第j种约束下的最大、最小值违反量,其中个体在某种约束下的违反量为该个体在该约束各个时段

上违反量的绝对值之和;SErrorj为个体在第j种约束下的违反量;M 为约束种类个数。

图1 算法流程图

步骤3 对群体中个体进行排序,并采用某种机制

(本文采用截断算法)选取M 个较优的个体作为评价集,
并将部分最优个体作为精英保留,通过评价集计算均值

参数xgj及标准差参数σj。
步骤4 利用高斯分布函数,通过采样得到下一代群

体。在采样时考虑满足流量约束,即将超过流量约束个

体的流量设置为距其最近的流量边界值。
步骤5 采用混沌局部搜索策略对精英个体进行局部

搜索,并判断算法是否达到停止条件,如果达到则算法

结束,未达到则跳转到步骤2。
利用改进的分布估计算法求解水库综合调度模型,

其算法流程见图1 (图中,Gen为当前代数)。采用综合评

价的方式对个体的适应度值进行计算,并采用罚函数方

法对违反约束的个体进行惩罚,使得算法的搜索尽可能

在可行域内,并通过对算法参数的自适应控制及混沌局

部搜索策略的引入,使改进的分布估计算法具有更好的

全局搜索能力。

2 算例

以丹江口水库为例,该水库为不完全年调节水库,兼顾发电、灌溉、航运、防洪等综合利用的大型

水库。该水库正常蓄水位为157m,死水位139m,出力系数为7.5,装机容量为90×104kW,调度期初

末水位均为149m,电价为0.3元/(kW·h),灌溉效益为8.00×109 元。由于该水库以防洪和航运为主,
故防洪和航运目标的需求以约束条件的形式表示。根据该水库各月平均流量预报值,建立以发电量、保

证出力、供水保证率最大为子目标的综合调度模型。以各子目标单独调度时所得到的最大发电量、保证

出力、供水过程为理想点,采用改进的分布估计算法对其进行求解得到水库的综合调度过程。
表1为分别采用IEDA和原始的EDA、遗传算法 (GA)、粒子群算法 (PSO)、差分进化算法

(DE)计算所得到的结果对比。算法的参数设置中群体规模为100,最大运行代数为200。EDA算法

和IEDA算法的截断选择参数为50%,IEDA中α取8.0,局部搜索参数m为10;其他算法均采用典

型的参数设置,GA交叉概率取0.6,变异概率取0.05;PSO算法惯性因子选取0.9,学习因子皆选

取2;DE算法变异算子取0.5,交叉算子取0.3。各算法均运行20次,取20次中最好的结果进行比

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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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综 合 调 度 结 果 对 比

采用方法
发电量

/(108kW·h)
保证出力

/(108kW·h)
供水保证率

/%

综合评价值

R
平均计算时间

/s

IEDA 31.559 25.203 100.00 0.133 2.3

EDA 29.833 24.719 91.67 0.279 0.7

GA 29.513 24.720 83.33 0.281 0.5

PSO 30.132 24.824 83.33 0.210 0.6

DE 30.237 24.860 91.67 0.205 0.5

  由表1可知,IEDA大幅改善了EDA算法的性能,其计算结果优于GA、PSO和DE算法,且各

目标均达到较好的效果。由于加入局部搜索策略使IEDA算法的计算时间略长于其他算法,但其计算

时间仍较短,且具有更高的求解精度。
表2为IEDA得到的最优结果、发电量最大模型所得到的结果及各子目标上的理想点之间的比

较。由表2可知,与发电量最大模型相比,综合调度虽牺牲了部分发电量,但保证出力和供水保证率

均有大幅提升,与单独的保证出力和保证供水率最大模型比较结果类似。表明水库的综合调度使水库

的综合利用效益得到提高,水资源利用更加合理有效。

表2 不同模型得到的结果与理想点之间的比较

发电量目标/(108kW·h)

最优解 发电量最大 理想点

保证出力目标/(108kW·h)

最优解 发电量最大 理想点

保证供水率/%

最优解 发电量最大 理想点

31.559 35.517 35.517 25.203 24.700 33 100 66.67 100

3 结语

在综合指标评价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损失价值函数和接近理想点法,建立了水库综合调度模型,
在充分考虑所获得信息的基础上对目标进行权衡,避免了主观权重赋予和客观权重计算的片面性,并

利用改进的分布估计算法求解综合调度模型,效果较好,为水库长期综合调度问题提供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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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水利普查经济社会用水调查
对象样本确定方法

刘军武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经济社会用水情况调查是水利普查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简述了湖北省基本情

况,普查分区情况,经济社会用水调查对象、内容和用水范围,针对湖北省具体情况,
重点阐述了全省在居民生活用水调查、农业用水调查、公共供水企业用水调查、工业

企业用水调查、建筑业与第三产业用水调查过程中调查对像样本选取的方法、步骤和

调查成果。
关键词:经济社会用水;调查对象;样本选取方法和步骤;调查成果

资助项目:水利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 (201001079)资助。

水利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是国家资源环境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社会用水情况

调查是水利普查的一项重要内容,经济社用水调查对象合理确定和用水户合理分布,对经济社会用水

调查数据质量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合理确定经济社会用水调查对象的样本成为至关重要的基础性

工作。用水户调查对象样本的确定方法既有一般统计分析的属性,又和一般的统计分析有所不同。笔

者结合参加湖北省第一次水利普查中经济社会用水情况调查具体工作实际,向各位同仁简单介绍一下

湖北省在水利普查———经济社会用水情况调查中样本的确定方法、步骤和全省调查对象选取情况。

1 水利普查区划情况

根据国务院水普办 《关于印发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区划编制与使用规定的通知》 (国水普办

〔2011〕26号)文件和水利普查总体方案要求,依据行政管辖、逐级确定、不重不漏、在地等原则,
以国家统计局2010年发布的 《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为基础,结合湖北省实际,一是按

行政区域和清查类别,各市、县合理划分清查分区;二是充分考虑特殊区域的实际情况对新增的属开

发区性质的行政区域,农场及监狱等特殊区域都专门下文进行了明确。
全省共有13个市、州,120个县级普查区,1375个乡 (镇、街道),30227个村 (社区),总区

划面积18.59万km2。县级分区中103个有行政区划 (含4个省直管县市、林区)编码,另外17个

县级开发区、特区、旅游区、管理区等没有行政区划编码,单独作为普查区,最后将普查成果汇入相

应的行政区划中。

2 经济社会用水调查对象、内容和用水范围

根据国家水利普查总体方案的要求,经济社会用水情况调查对象是以县级为调查单元进行。调查

主要对象包括居民生活用水调查、农业用水调查、公共供水企业用水调查、工业企业用水调查、建筑

业与第三产业用水调查和河道外生态环境用水调查 (不做调查,利用相关资料)六大类型的用水户。
由于经济社会用水户数量巨大,用水计量尚未普及,不易做到逐个调查,因此将调查对象分为用

水大户和一般用水户。用水大户逐一调查,一般用水户采用典型调查的方式推算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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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包括经济社会主要指标、城乡居民生活用水状况、生产与生态用水状况。①经济社会主

要指标:收集整理流域和区域分区的人口、产值、灌溉面积等主要经济社会指标;②城乡居民生活用

水状况:通过统计农村及城镇用水人口,结合城乡居民用水典型调查,摸清城乡居民用水状况;③生

产与生态用水状况:通过统计主要经济社会指标,结合灌区和企事业单位的用水大户和典型用水户的

用水调查,摸清农业、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等国民经济各行业用水量,以及城镇环境和河湖湿地

等人工生态补水量情况等。
经济社会用水仅调查河道外用水。河道外用水指用水户直接从水源 (如河流、水库、湖泊、地下

水等)提引或从供水企业输水管道中获取并用于生活、生产和生态环境的水量。本次调查不包括水力

发电和航运用水。

3 经济社会用水调查对象样本确定方法及对象确定情况

调查对象样本确定是进行经济社会用水情况调查的基础性工作,主要依据其他普查资料和有关成

果进行。需要进行确定的调查对象样本包括城乡居民典型用水户、灌区、规模化养殖场、公共供水企

业、工业、建筑业及第三产业用水户。
基础资料的收集和基础名录的建立是经济社会用水情况调查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我省各级水

利普查办公室高度重视做好基础资料收集与基础名录编制工作,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加大协调力度,
开展各类基础资料收集整理工作。一是省水利普查办组织各专业技术人员,认真研究国务院水利普查

办 《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基础资料收集范围与内容》,并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及新增普查内容,归纳整

理出本省水利普查基础资料收集范围与内容,并按照部门职能分工分别向统计、发展改革委、测绘、
工商、住建、国土、环保等十多个部门发函,收集了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资料、水文地质资料、公共

供水企业资料、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资料等基础资料及全省110000地形图。二是在国普办下发

的各类初始名录的基础上,参照各类基础资料,认真查漏补缺,全面完善省级初始名录并下发全省

市、县。三是市 (州)、县 (市、区)水利普查办根据省普办下发的初始名录,采用政府主要领导出

面协调,收集了当地所辖区域内各类基础资料,核实完善了省下的初始名录,形成了各县 (区)自己

的基础名录,为各级水利普查机构逐级审核清查成果提供了有力支撑。
各县 (区)建立了基础名录后,根据有关技术规定,开始进行经济社会用水户的调查对象的确定

工作,下面结合湖北省实际情况具体介绍各类调查对象样本的确定和成果如下。

3.1 居民生活用水户

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调查的对象均为家庭住户,采用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系统的SPSS软件抽

样调查的方法进行调查样本的选取。以县级行政区为单元分别选择若干个城镇和农村居民典型用水户

作为调查对象。
根据统计学抽样方法,考虑各县级行政区的城市化水平。城镇和农村的范围界定,采用SPPS抽

样方法抽样,在保证绝对误差在0.15以内的情况下确定各县级行政区典型居民生活用水户数量为

100户。具体步骤如下。
(1)获取街道 (镇区)和乡镇的名录及其人口数量,按照城市化水平 (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百

分比)确定街道 (镇区)和乡镇的个数 (具体见表1),抽取街道 (镇区)和乡镇。

表1 居民生活用水户样本分配标准表

城市化水平
初级抽样单元数

街道及镇区 乡镇

二级抽样单元数

居委会 村委会

三级抽样单元数

城镇居民户 农村居民户

90%以上 5 0 10 0 100 0

70%~90% 4 1 8 2 80 20

50%~70% 3 2 6 4 60 40



湖北省水利普查经济社会用水调查对象样本确定方法 193  

续表

城市化水平
初级抽样单元数

街道及镇区 乡镇

二级抽样单元数

居委会 村委会

三级抽样单元数

城镇居民户 农村居民户

30%~50% 2 3 4 6 40 60

10%~30% 1 4 2 8 20 80

10%以下 0 5 0 10 0 100

合计 5 10 100

(2)获取被选取街道 (镇区)和乡镇的居委会和村委会名录和人口数量,并在每个街道 (镇区)
或乡镇抽取居委会 (或村委会)。

(3)在抽取的居委会 (或村委会)中,每个居委会 (或村委会)抽取10个居民户,总共100户

作为典型居民生活用水户。
在实际水利普查抽样操作过程中,我省根据实际情况 (如:城中村改造、新农村建设设施和用水

方式发生了改变等),对软件选取的样本进行小部分微调,更好地反映出当地居民实际用水水平情况。
通过上述方法全省共有103个县级行政区,选取居民生活典型用水户调查对象总数为12006户,

其中城镇调查对象为5158户,占总数的43%;农村调查对象为6800户,占总数的57%。湖北省选

取的调查对象4种类型都有,其中城镇选取的调查对象以单元式住宅/楼房为主,占城镇总数的

89%;农村选取的调查对象以单元式住宅/楼房和平房为主,分别占农村总数的62%和30%。

3.2 灌区及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灌区:全省各县 (市、区)根据各自建立灌区用水调查对象的基础名录,将灌区分为跨县灌区和

非跨县灌区两大类。对于边界不明确的灌区 (如井灌区、井渠结合灌区和南方河网灌区),以行政村

为单元,作为一个独立灌区处理。根据本次水利普查技术规定的要求所有跨县灌区和规模以上灌区

(666.67hm2 或者133.33~333.3hm2)全部列为灌区调查对象,对于规模以下典型非跨县灌区样本的

选取采用分类选取典型灌区的方法确定调查对象,具体步骤如下。
(1)获取规模以下灌区名录 (含辅助信息:名称、地址、类型、面积等)。
(2)根据水源类型 (地表水和地下水)将灌区分为三种类型,即:地表水灌区、地下水灌区和混

合灌区。
(3)根据各类灌区总数,由县普查办依据作物类型、地形条件、气候以及取用水计量程度等因素

确定一定数量的典型灌区。抽样的典型灌区样本数不应少于该水源类型灌区总数的20%。
在水利普查实际调查过程中,各地都有大、中灌区中套有小灌区的情况,可根据有关规定和实际

情况,具体分析,合理分类进行处理,做到不重不漏。
通过上述方法全省确定3236个灌区调查对象,其中跨县灌区105个,万亩以上非跨县灌区487

个,平均每个地级市的灌区调查对象为231个。调查对象最多的为黄冈市,占全省的18.0%;其次

为黄石市,占全省的17.3%;鄂州市的调查对象最少,仅占全省的0.9%。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各县 (市、区)根据建立的基础名录,按照本次水利普查的规定将不同类别

的畜禽养殖场按照表2规定的标准确定全县 (市、区)境内的畜禽养殖企业作为全部调查对象。

表2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适用规模 (以存栏数计)

种类 规模 备  注

大牲畜 ≥100头/匹 大牲畜包括牛、马、驴、骡、骆驼等

小牲畜 ≥500头/只 小牲畜包括猪、羊等

家禽 ≥15000只 家禽包括鸡、鸭、鹅等

通过上述方法的确定全省规模化养殖场调查对象总数为3690个,2010年底存栏数为大牲畜

3276387 (头/匹)、小牲畜5846153 (头/只/匹)和家禽69314247 (只)。平均每个市 (州)的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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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场调查对象为264个,2010年底平均存栏数为大牲畜234028 (头/匹)、小牲畜417582 (头/只/
匹)和家禽4951018 (只)。调查对象最多的地级市为黄冈市,占全省的17.6%;其次为襄樊市,占

全省的11.1%;鄂州市的调查对象最少,仅占全省的1.4%。

3.3 公共供水企业

湖北省根据国普办下发的相关资料,在收集了省城建厅和省饮水办公室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补充完

善了全省公共供水企业的调查对象资料下发给各市 (州),各市 (州),各县 (市、区)在省、市下发

的公共供水企业的名录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核实、完善,建立了自己的基础名录。由于近年来我

省注重水利民生建设,特别是加大了饮水工程建设,目前在建项目比较多,我们就分类进行整理,形

成了各地基础名录。根据有关规定的要求,城市 (含县城)公共供水企业,全部作为公共供水企业用

水大户;农村集中供水单位中列入城镇类型的公共供水单位,全部作为公共供水企业用水大户;农村

公共供水单位的日供水量在1000t及以上或供水范围内的用水人口在1万人及以上则作为公共供水企

业用水大户。在实际普查过程中,大家要特别注意,现在我们很多大中城市周边城乡结合部 (如鄂州

市、武汉市、襄阳市等城市)的农村,由于利用了城市供水管网系统的延伸,供水范围覆盖到城郊结

合部的农村人口中,这部分也要归并到城镇公共供水企业范围来考虑。
湖北省共有1200家公共供水企业。湖北省地市级行政区14个,县级行政区104个,平均每个县

级行政区11~12个。从类型划分来看,城镇类型669家,农村类型531家,城镇类型占总数的

77%。从地域分布来看,孝感市供水企业172家,数量最多,占全省总数的14%。

3.4 工业企业用水户

工业企业用水户的调查对象确定的步骤主要包括基础资料获取、补充整理和分类核实、初选调查

对象、最后采用抽样方法确定出调查对象。
基础资料获取:基本信息主要从第二次经济普查资料中获取 (本次普查规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

供应业、水力发电企业属于河道内用水,不在普查范围内),补充整理和分类核实:对国普办下发的

经普资料,全省各市 (州)、县 (市、区)利用近年来当地工商、税务、统计等有关部门最新的统计

资料中进行补充整理,按照高用水行业和一般用水行业进行分类实地走访核实,形成各地的基础

名录。
初选调查对象:按照建立的基础名录,根据工业企业用水大户和典型用水户确定方法分别选取需

要调查的工业企业。
工业企业用水大户确定方法:①根据工业用水户的基础名录统计年取水量规模在15万t及以上

的企业数量,如果企业数量大于等于50个,则15万t作为该县级行政区工业企业用水大户的下限标

准;②如果年取水量15万t及以上的企业数量小于50个,则统计年取水量10万t及以上的企业数

量。如果年取水量10万t及以上的企业数量大于等于50个,则10万t作为该县级行政区工业企业用

水大户的下限标准;③如果年取水量10万t及以上的企业数量小于50个,则将年取水量5万t及以

上作为该县级行政区工业企业用水大户的下限标准。年取水量5万t为用水大户的最低下限标准,即

便企业数量很少也不再降低标准。根据上述方法和我省各地建立的基础名录内容,确定全省规模以上

用水户的标准为取用水量5万t。
典型工业用水户初选方案:工业企业名录中除被选定的用水大户以外,剩下的作为选取典型用水

户的总体。典型用水户分为高用水行业和一般工业,高用水行业需分行业选取典型用水户,一般工业

则作为一个总体选取典型用水户。高用水行业如果企业数量较多时,原则上要求用SPSS软件进行抽

样;如果企业数量较少或对企业类型比较了解时可直接选取一定数量的典型企业。
高用水工业和一般工业均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样本为基础,保证抽样绝对误差不超过

0.15的要求进行计算,最终确定所需调查高用水企业和一般工业企业样本量 (见表3)。但要注意,
实际选取过程高用水行业的分配很重要,如果有可能,最好全行业都覆盖到位。需要若实际高用水

(一般)企业总数较少时,可直接选择其中的一半企业作为样本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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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工业企业典型用水户样本量数量表

高用水 (一般)工业企业总数 高用水 (一般)工业企业样本量 (绝对误差0.15)

<50 25

50~100 32

100~200 40

200~500 45

≥500 50

样本选取操作步骤:①整理初始清查名录及其相关的辅助信息,并删除用水大户,根据高用水企

业和一般工业企业的代码分别统计企业数量;②根据高用水企业和一般工业企业总数量按照确定样本

量,并将高用水样本量按比例分配给每个高用水工业大类;③将高用水行业的每个工业大类作为一个

抽样总体,其他一般工业作为一个抽样总体,分别对每个样本总体按照用水量级别排序,相同用水量

级别的企业按照企业从业人员数由大到小进行排序,形成若干个Excel文件;④将每个文件导入

SPSS软件,根据需要抽取的样本量进行系统抽样;⑤将抽样成果形成需要调查的典型用水户作为调

查对象。
通过上述方法,全省确定工业企业调查对象总数为7818个,其中用水大户 (年取用水量5万t

及以上)1535个,占总数的19.6%,典型用水户6283个,占总数的80.4%,平均每个区县工业企

业调查对象76个。调查对象最多的地市为武汉市,占全省的15.1%;其次为襄樊市,占全省的

14.4%;随州市调查对象最少,占全省的2.3%。

3.5 建筑业与第三产业

本次水利普查规定每个县级普查单元直接选取5~10家建筑企业,我省根据国普办水利普查总体

方案的精神和要求,结合全省各县 (市、区)的实际情况,确定本地注册建筑企业和工程建设项目也

在本地的,或者工程项目在本地的外地企业作为调查对象。
经过对基础名录的筛选,全省确定建筑业调查对象总数为764个,调查对象最多的市为宜昌市,

有123个,占全省的16.09%,鄂州市调查对象最少,仅有23个,占全省的3.01%。
第三产业用水户,考虑到住宿和餐饮业用水量较大,本次调查作为重要的用水行业对待。第三产

业用水户的调查对象确定步骤与工业用水户基本相同,也包括基础资料获取、补充整理和分类核实、
初选调查对象、最后采用抽样方法确定出调查对象。

基础资料获取和整理:基本信息主要从第二次经济普查资料中获取,对经普资料通过工商、统计

等有关部门和实际调查进行核实,形成调查的初始名录。
初选调查对象:第三产业按照用水大户逐个调查、一般用水户进行典型调查。以初始名录作为基

础,确定需要调查的第三产业用水大户与典型用水户。
用水大户调查对象确定:依据初始名录,将年取用水量在5万t及以上的第三产业机关和企事业

单位作为用水大户。对于年取水量在5万t及以上的第三产业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数量很多的大城市,
可适当提高用水大户的标准。

典型用水户调查对象确定:初始名录中除被选定的用水大户以外,剩下的作为选取典型用水户的

总体。典型用水户中将住宿、餐饮业和其他一般用水户分开抽样。
抽样方法:第三产业典型用水户采用分层随机系统抽样,通过统计软件SPSS实现。将第三产业

分为二层:住宿和餐饮业、其他第三产业。抽样步骤:获取住宿和餐饮业、其他第三产业名录及其相

关的辅助信息,文件为Excel格式。将住宿和餐饮业、其他第三产业分别作为一个抽样总体,统计其

数量;根据样本总体数量 (表4)确定选样个数;对每个样本总体按照企业从业人员数由大到小进行

排序;将每个文件导入SPSS软件,根据需要抽取的样本量进行系统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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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第三产业典型用水户抽样数量规定

门  类 用水户总数 样本量

住宿和餐饮业/其他第三产业

<50 25

50~100 32

100~200 40

200~500 45

≥500 50

在实际抽样操作工作中,大家很容易把用水大户放在一起进行抽样,因此,一定要注意先把用水

大户从初始名录中删除,然后在把初始名录中餐饮和住宿业作为一层,其他用水户作为另一层,分别

按照要求进行样本的选取。
全省确定第三产业对象总数为8213个。其中用水大户1366个,住宿餐饮业典型用水户2520个,

其他第三产业典型用水户4327个。第三产业用水户最多为武汉市,有1552个,占全省的18.90%。
最少的为荆门市,有217个,仅占全省的2.64%。

4 结语

通过上述方法介绍,全省水利普查员和指导员能够清晰、快捷的掌握调查的方法和操作步骤,从

而能够比较科学、合理地选择经济社会用水调查对象样本,能够较好地满足湖北省水利普查经济社会

用水调查对象样本数量的要求,确保选择的样本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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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Stablemacro ormicro aggregatesareimportantforpreventingsoil
degradation.Theinteractionsamongsoilaggregatesandstabilizingagents—likeclay soilor-
ganicmatter SOM  Fe andAloxides—arecomplexandhavenotbeenfullyunderstood.
Methods Eightultisolsampleswerecollectedfromthesurface 0~10cm andsubsurfacelayers
 10~20cm  Themacro aggregatestabilitywasdeterminedbywetsieving andthemicro
aggregatedistributionwasdeterminedviaparticlesizedistributionanalysis however nochemi-
caldispersant sodiumhydroxide wasapplied.UsingthePLSRmodels themainsoilproperties
thataffectmacro aggregateandmicro aggregatestabilitywereestimated.
Results Allsoilswerestronglyacidic pH4.28~5.56 withlowSOMcontent <20gkg-1  The
dithionite citratebicarbonateextractableFedandAldwerethedominantformsinFeandAlox-
ides muchgreaterthanacidammoniumoxalateextractableFeoandAlo.Formostsoils theper-
centageof>5mmaggregateswasthehighest andthepercentageof2~1mmaggregateswas
thelowestafterwetsieving.Soilparentmaterialshadasignificanteffectontheparticlesize
distributionofthemicro aggregates.Thestabilityofmacro aggregatesandmicro aggre-
gatesfromQuaternaryredclaywasstrongerthanthatfromShale p<0.05  Regardlessofthe
soilparentmaterials thewaterstabilityofsurfacecroplandsoilmacro aggregateswassignifi-
cantlylowerthanthatoftheotherland usetypes butthemicro aggregatestabilityexhibited
notrendacrossdifferentlandusetypes.
Conclusion Aldwasthemostimportantbindingagentofthemacro aggregates andclaywas
themainbindingagentofthemicro aggregates followedbytheFed Alo CECandSOM while
Feowastheweakestagent.
Keywords Macro andmicro aggregates Stability Soilproperties Ultis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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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Thestabilityofsoilaggregatescanaffectwatermovementandstorageinsoils anditcanals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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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encesoilaeration erosion andbiologicalactivitiesaswellascropgrowth.Highandsustainablesoil
aggregatestabilityisthusanimportantcharacteristicforpreservingsoilproductivityandrestraining
soilerosionanddegradation Amézketa 1999  Macro aggregatestabilityisoftenconsideredasakey
indexinstudiesofsoilerodibilityorsoildegradation BarthèsandRoose 2002 CammeraatandIme-
son 1998 Idowu 2003 Yanetal. 2008  andmicro aggregatestabilityisalsousedtoestimateor
predictsoilerosionandsurfacerunoff DarbouxandLeBissonnais 2007  Theweakwaterstabilityof
micro aggregateshasbecomeamajorcauseofincreasingwatererosiononagriculturallandsinsome
areasofAfrica Opara 2009  

Thestabilityofsoilmacro andmicro aggregatescanbeaffectedbydozensofdifferentsoilin-
trinsicfactorsanddependsonsoilformationprocesses biologicalfactors agriculturalmanagementand
climate Amézketa 1999  Improvingourunderstandingoftheseprocessesisfundamentalinorderto
takeactiontomaintainmacro andmicro aggregatestabilityinsoils.Someresearchershavefound
thatsoilintrinsicfactors—suchasthecontentofclay organicmatter andoxides—contributedtothe
cohesivestrengthofaggregatesthroughbindingprocessesintheirselectedsoils LevyandMamedov 
2002 Wuddiviraetal. 2006  Soilorganicmatterisacrucialcomponentforaggregateformationand
stabilization Boix Fayosetal. 2001 Sixetal. 2004 Noellemeyeretal. 2008  andispositivelycor-
relatedwithmacro aggregatedistribution Greenetal. 2005 DeGryzeetal. 2008 Huangetal. 
2010  Boix Fayosetal. 2001 observedthatthemacro aggregatestabilitydependsontheorganic
mattercontentwhenthiswasgreaterthan5%~6% andHuangetal. 2010 showedthatthepercent-
agesof>0.25mmwater stableaggregatescorrelatedwellwiththeorganicmattercontentsoferoded
ultisols.However someresearchershaveshownthatsoilswithhighercontentsofFeandAloxides
tendtohavemorestabilityformacro andmicro aggregates Goldbergetal. 1990 Pinheiro Dick
andSchwertmann 1996  Igweetal. 1995 2009 andLietal. 2005 showedthatinsomeInceptisols
andultisolstheloworganic mattercontentdidnotaffecttheformationandstabilizationofaggre-
gates.Theyclaimedthatsesquioxideswereultimatelyresponsibleforaggregateformationandstabili-
zation andtheircontributionstoaggregateformationcouldvarygreatly.Therehassincebeendiscus-
sionastowhichparticularelementinthesesquioxidegroupwasresponsibleforaggregateforma-
tion.Amongsesquioxides AlwasfoundtobemoreeffectivethanFeasanaggregatingagent Keren
andSinger 1990 MbagwuandSchwertmann 2006  However ArcaandWeed 1966 indicatedthatag-
gregationinoxide richsoilswasmorestronglycorrelatedwithfreeFeoxidecontentthanothersoil
properties.Otherresearchersidentifiedoxalate extractedoxides Fe Al asheavilyinvolvedinaggre-
gateformationinsomeOxisols Inceptisols andAndisolsfromBrazil Cameroon andChile Pinheiro
DickandSchwertmann 1996 Huygensetal. 2005  

Ultisols morecommonlyknownasredsoils  coverapproximately1.14millionkm2insoutheast-
ernChinaandarethedominantsoiltypeinSouthAmericanandSoutheasternAsia.Improperlanduse
andsoilmanagement undulatingtopography andpoorsoilpropertiesmayhavecausedseveresoilero-
sioninultisolsareas whichhasbecomeoneofthemostchallengingenvironmentalproblemsinChina
 Zhaoetal. 2000 Zhangetal. 2004  Aggregatewaterstabilityisclearlyanimportantcharacteristic
affectingsoilerosion Yanetal. 2008 Wangetal. 2012  Althoughanumberofstudieshaveexam-
inedtherelationshipbetweenchemicalpropertiesandmacro aggregatestabilityinultisolsfromsub-
tropicalregions theresultshavebeeninconclusive Huangetal. 2010 Lietal. 2005 Zhangand
Horn 2001  Somestudieshaveindicatedthatmicro aggregatestabilityinsomeultisolsandincepti-
solsfromsoutheasternNigeriaareaffectedbyironandaluminumoxidesordifferentlandusetypes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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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tal. 2009 Opara 2009  However littleinformationexistsonthemicro aggregatesizedistribu-
tionandstabilityinsubtropicalsoilsandcomparesthiswiththeresearchonmacro aggregates.This
studyaimsto 1 identifythesizedistributionandstabilityofthesoilmacro andmicro aggregates
fromsubtropicalChina  2 estimatetheinfluenceofrelatedsoilphysicalandchemicalpropertieson
macro andmicro aggregatestability and 3 evaluatetheirrolesinthestructuralstabilityofthese
soils.

2 Materialsandmethods
2.1 Soils

SoilsampleswerecollectedfromXianningCity HubeiProvinceinthesouth centralpartofChi-
na Fig.1  Thesamplingsiteswereinthesubtropicalzone whichhasanannualrainfallof1572mm
andannualaveragetemperaturesof16.8℃.Theelevationofthisareais32~52mabovesealev-
el.Theseareasarehillywithdifferentdegreesoferosion.Soilerosioninsomeareasoftheultisolre-
gionreaches7000tkm-2peryear HeandSun 2008  Eightsoilsampleswerecollectedfromthesur-
facelayer 0~10cm andeightfromasubsurfacelayer 10~20cm  Eachsampledareawasabout0.1to
0.3ha.Thisnumberofsamplesisrepresentativeforthestudyarea.Theeightsamplesitesweregeo-
graphicallyrepresentativeforthesoilsinHubeiProvince.Theycoveredthemostsoilparentmaterials
insubtropicalChina.Consideringthesoilparentmaterialsanddifferentlanduse weselectedtheeight
soilsamplesderivedfromQuaternaryredclayandShalefromXianningCity.Generalcharacteristicsof
thesesamplingsitesareshowninTable1.

Table1 Basicdescriptionofselectedsoils

Sampledesignation Parentmaterial Sampledepth cm Altitude m Slope Orientation Landuse

Qc Quaternaryredclay 0~10 40 10%~14% North Cropland

10~20

Qo 0~10 48 15%~18% West Orchard

10~20

Qp 0~10 41 18%~20% West Prunus×cistena upland

10~20

Qt 0~10 38 10%~13% East Teagarden

10~20

Sc Shale 0~10 32 15%~18% North Cropland

10~20

So 0~10 46 17%~20% West Orchard

10~20

Sp 0~10 41 17%~20% East Prunus×cistena upland

10~20

St 0~10 52 15%~18% Southwest Teagarden

10~20

2.2 Laboratorymethods
ThewetsievingmethodofYoder 1936 wasmodifiedtomeasuremacro aggregatestability.Air

driedsoilsamplesweresievedbyhandusingacolumnoffivesievesatsizesof5.00 2.00 1.00 0.50
and0.25mm.Thepercentagesofdifferentaggregatesinthebulksoilasdeterminedwiththedry sie-
vingmethodwerecalculatedandrecorded.Basedonthesepercentages soilsamplesofdifferentaggre-
gatesizeswereprepared.Approximately50gofcomposedsoilsampleswasplacedonthefirstsiev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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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Locationofthestudyareaandsamplingsites  a locationofXianningCountyinHubeiProvince 
 b locationofHeshengqiaotowninXianningCounty

asequentialnestandgentlymoistenedtoavoidsuddenruptureoftheaggregates.Thesamplewasthen
sievedindistilledwaterat30oscillationsperminute along4cmamplitude for30min.Theresistant
soilmaterialsoneachsieveweretransferredintocleanbeakers.Thesesoilmaterialswerethenoven
driedgentlyat40℃for48handweighed.Macro aggregatestabilitywasexpressedbythecontentof
water stableaggregatesthatweregreaterthan0.25mm WSA>0.25  meanweightdiameter MWD  
andtheaggregatedeteriorationrate ADR bywetsieving.Equationsusedinthisresearchinclude 

MWD=∑
7

i=1
xiwi

wherexiisthemeandiameterofeachsizeclass <0.05mm 0.05~0.10mm 0.10.0~0.25mm 0.25~
0.50mm 0.50~1.00mm 1.00~2.00mm >2.00mm  andwiistheproportionofeachsizeclasswith
respecttothetotalsample.Theupperandlowerlimitsofmeanintersieveapertureare3.5and0.05
mm respectively.

ADR=Cd-CwCd ×100

whereCd % isthecontentofdryaggregates ofwhichthesizeisgreaterthan0.25mm andCw % is
thecontentofwater stableaggregate ofwhichthesizeisgreaterthan0.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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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lesizedistributionwasmeasuredbythehydrometermethod GeeandBauder 1986  The
micro aggregatedistributionwasdeterminedasparticlesizedistributionanalysisaboveexceptthat
therewasnochemicaldispersant sodiumhydroxide applied onlymechanicalagitationwithanend
over endshaker  Claydispersionratio CDR andaggregatedsiltandclay ASC wereusedtoex-
pressthemicroaggregatestabilityasdescribedbyDongetal. 1983 andIgweetal. 1999  Theywere
obtainedusingthefollowingequations 

CDR=Wc

Cc
ASC= %Cc+%Cs - %Wc+%Ws 

whereWc % andWs % arethecontentofclay <0.002mm andsilt 0.05~0.002mm fromthemi-
cro aggregatestabilitydetermination Cc % andCs % arethecontentofclay <0.002mm andsilt 0.05~
0.002mm fromtheparticlesizedistributionmeasuredbythehydrometermethod respectively.Themoresta-
blethemicro aggregates thelowertheCDRvalueorthehigherthevalueoftheASC %  

Thebasicchemicalpropertiesofthesoilsweredeterminedusingtheroutinemethods.SoilpHwas
measuredwithapH meterina1.02.5soil watermixture.Soilorganicmatter SOM wasdeter-
minedusingtheK2Cr2O7wetoxidationmethod Jackson 1958  Cation exchangecapacity CEC was
determinedusingtheammoniumacetatemethodbufferedatpH7 SumnerandMiller 1996  FreeFe
andAloxides FedandAld wereextractedusingdithionite citrate bicarbonate DCB solution Me-
hraandJackson 1960  TheextractionofamorphousFeandAloxides FeoandAlo wascarriedoutu-
singoxalicacidammoniumoxalateatpH3.0 MckeagueandDay 1966  PyrophosphateFeandAl
 FepandAlp wereextractedusingsodiumpyrophosphateatpH10 Bascomb 1968  TheextractedFe
andAlweredilutedanddeterminedbyaninductivelycoupledplasmaspectrometer ICP  VISTA
MPX Varian Inc. USA  
2.3 Dataanalysis

StatisticalanalyseswereperformedusingExcelandSPSS11.0software StatisticalPackagefor
theSocialSciences 2001  Significantdifferencesamongthesoilsamplesformacro aggregatestabili-
tyweredeterminedusingtheLSD LeastSignificantDifference procedureforamultiplerangetestat
the0.05significancelevel.

Partialleastsquaresregression PLSR wasusedtodeterminetherelationshipsamongrelatedsoil
propertiesandmacro andmicro aggregatestability.Inthisstudy therelationshipsamongthepre-
dictors relatedsoilproperties andtheresponsefunction themacro andmicro aggregatestability 
canbeinferredfromthevariableimportancefortheprojection VIP andregressioncoefficients RCs 
ofindividualpredictorsinthemostexplanatorycomponents.TheVIPwasusedtoidentifytheimpor-
tanceofapredictorforboththeindependentanddependentvariables.TermswithlargeVIPvaluesare
themostrelevantforexplainingthedependentvariable.Ingeneral anindependent variableVIPvalue
greaterthan1significantlyexplainsthedependentvariable whileavaluelowerthan0.5indicatesthat
theindependentvariabledoesnotsignificantlyexplainthedependentvariable.Theregressioncoeffi-
cientsofthePLSRmodelswereusedtoshowthedirectionof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relatedsoil
propertiesandmacro andmicro aggregatestability.Thus itispossibletodeterminewhichrelated
propertiesmoststronglyinteractwithmacro andmicro aggregatestability.

TheanalyseswereperformedusingthePLSRprocedureimplementedinSIMCA P Umetrics
AB.Sweden  Thecross validationwasenforcedbyusingthecriteriontodetermineamongthenum-
berofsignificantPLSRcomponents.Thefractionofthetotalvariationofthedependentvariables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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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dbepredictedbyacomponent Q2 andthecumulativeQ2overalltheselectedPLSRcomponents
 Q2cum inSIMCAwerecomputedaccordingtothefollowingformula 

Q2=1.0-PRESS SS    

Q2cum =1.0-∏ PRESS SS a a=1 2 ... m 
wherePRESSisthepredictionerrorsum of squares SSistheresidualsum of squares andmis
thenumberofPLSRcomponents.AmodelisthoughttohaveagoodpredictiveabilitywhenQ2cumis
greaterthan0.5.Inaddition therootmeansquareerror RMSEE alsoprovidesusefulinformationfor
calibratinganddevelopingtheregressionmodel.

3 Results

3.1 Basicpropertiesofsoils
Table2showsthephysicalandchemicalpropertiesofthesoilsamples.Thesandcontentsofall

thesoilsfromthetwoparentmaterialswerethelowest <20% comparedwiththesiltandclaycon-
tents.Thetextureofthesoilsrangedfromsiltloamtoclay andtheclaycontentwashigherinsoils
derivedfrom QuaternaryredclaythanthatfromthesoilsderivedfromShalewiththesameland
use.AllsoilswerestronglyacidicwithpHrangingfrom4.28to5.56.Soilorganicmattercontentin
mostsoilsampleswaslessthan20gkg-1exceptPrunus×cistenauplandfrom Quaternaryred
clay.Cationexchangecapacityvaluesofthestudiedsoilsrangedfrom11.48cmolkg-1to19.38cmolkg-1 
showingaminimaldifferenceamongthem.ThecontentsofSOMfromthePrunus×cistenaupland Qp
andSp surfacesoilswerethehighest followedbyteagardensandorchardswiththelowestcontentap-
pearinginthecropland.Theloworganicmatterofthecroplandmightbeassociatedwithfrequentsoil
tillageforaprolongedperiod ZhangandXu 2005  Therelativelylowcationexchangecapacityofthe

Table2 Selectedphysicalandchemicalpropertiesofthetestedsoilsa

Sample
designation

Sample
depth
 cm

Particlesize
distribution %

Sand Silt Clay

Texture pH
SOM
  g
kg-1 

CEC
  cmol
kg-1 

Fed
  g
kg-1 

Ald
  g
kg-1 

Feo
  g
kg-1 

Alo
  g
kg-1 

Qc 0~10 7 47 46 Siltyclay 4.28 15.34 15.63 18.00 2.21 1.60 1.04

10~20 7 46 47 4.63 13.77 14.73 21.50 2.54 1.74 1.68

Qo 0~10 8 53 39 SiltyclayLoam 4.39 17.15 17.78 17.14 2.39 1.38 1.73

10~20 6 55 39 4.32 11.85 15.18 17.61 2.37 1.64 1.96

Qp 0~10 9 37 54 Clay 4.51 21.16 19.38 21.88 2.16 1.58 1.33

10~20 8 42 50 4.59 14.46 15.30 23.07 2.65 1.68 1.62

Qt 0~10 5 53 42 Siltyclay 4.39 17.55 15.18 17.00 2.65 1.75 1.94

10~20 5 49 46 4.73 13.45 13.00 18.53 2.44 1.95 2.08

Sc 0~10 11 64 25 Siltyloam 5.30 12.53 12.40 13.21 1.41 1.76 1.00

10~20 11 62 27 5.56 13.84 13.23 8.75 0.89 1.74 0.94

So 0~10 8 59 33 Siltyclayloam 4.98 12.61 13.25 13.22 1.53 1.39 1.09

10~20 7 61 32 5.29 13.37 11.48 11.90 1.41 1.55 0.96

Sp 0~10 13 63 24 Siltyloam 4.80 16.67 16.28 14.96 1.83 1.40 0.95

10~20 8 66 26 5.10 12.05 12.35 13.93 1.56 1.62 0.98

St 0~10 5 62 33 Siltyclayloam 4.52 16.35 14.35 14.37 1.58 2.06 1.42

10~20 6 60 34 4.81 13.13 13.08 13.73 1.09 2.07 1.32

 aSand 2~0.05mm  silt 0.05~0.002mm  clay <0.002mm  SOM soilorganicmatter.CEC Cation exchangecapacity.Fedand
Ald extractedwithdithionite citrate bicarbonate.FeoandAlo extractedwithoxalicacidammoniumoxa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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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scouldbeattributedtotheleachingprocessfollowinghighintensityrainfallintheregion.
Thedithionite andoxalate extractedFeandAlareshowninTable2.DithioniteFeandAlinall

soilswerehigherthanweretheoxalateextractedforms.Parentmaterialsapparentlyhadastrongin-
fluenceonthecontentsofthedithioniteextractableFeandAlinsoils dithioniteextractableFeandAl
rangedfrom17.00~23.07gkg-1and2.16~2.65gkg-1fromQuaternaryredclaywhereasthey
werefrom8.75~14.96gkg-1and0.89~1.83gkg-1fromShale.Thedifferenceoftheoxalateex-
tractableFeandAlinallsoilswasnotobvious.OxalateextractableFeandAlrangedfrom1.38~
1.95gkg-1and1.04~2.08gkg-1fromQuaternaryredclay andtheywerefrom1.39~2.07gkg-1and
0.94~1.42gkg-1fromShale respectively.

Table3 Thedistributionofmacro aggregateofthetestedsoilsbywetsievingmethod

Sample
designation

Sample
depth cm

Fragmentsizedistribution %

>5mm 5~2mm 2~1mm 1~0.5mm 0.5~0.25mm

Qc 0~10 18.16 4.09 4.65 8.19 5.01

10~20 17.65 9.34 7.05 14.11 14.30

Qo 0~10 41.93 5.19 3.30 5.93 7.22

10~20 36.71 10.37 6.91 11.63 7.73

Qp 0~10 25.62 12.20 6.52 10.33 14.00

10~20 32.42 12.76 7.78 11.57 9.25

Qt 0~10 39.67 5.71 2.75 6.03 8.97

10~20 16.47 4.10 3.26 7.36 8.19

Sc 0~10 5.49 1.44 0.94 1.79 1.64

10~20 2.51 0.84 0.61 1.46 4.35

So 0~10 16.75 1.55 1.07 1.95 3.62

10~20 22.14 2.19 1.72 4.26 7.03

Sp 0~10 7.24 1.34 1.08 3.00 7.81

10~20 0.00 0.83 1.08 2.16 4.28

St 0~10 10.25 2.82 1.56 3.15 7.74

10~20 0.74 1.18 0.96 3.92 13.57

3.2 Thesizeandstabilityofmacro andmicro aggregate
Table3showsthepercentageof>5mmaggregateswasthehighestexceptfortheSp 10~20cm 

sample andthepercentageof2~1mmaggregateswasthelowestexceptfortheQc 0~10cm andSp
 10~20cm samples.Littledifferenceinpercentageswasfoundamongmacroaggregatesofthethreesi-
zes 5~2mm 1~0.5mmand0.5~0.25mm formostsoils.TheseresultsdifferedfromthoseofHorn
 1990  whoconcludedthatthelargeaggregates >3mm werebrokenandsmallaggregates 0.25~
3mm weresignificantlyincreased.

Thepercentagesofallfivesizefractionsofthemacro aggregatesfromQuaternaryredclaywere
greaterthanthosefromShale suggestingthatthemacro aggregatesfromShalesufferedmoredam-
ageafterwetsieving.Regardlessoftheparentmaterials thepercentagesof>5mmaggregatesfrom
theorchardsamples QoandSo werethehighestwhereasthepercentagesfromthecropland Qcand
Sc werethelowestamongdifferentlanduses.

Theresultsoftheaggregatestabilityfromthewetsievingmethodwereslightlydifferentdueto
thechoiceofthestabilityindicators Fig.2  ThevalueoftheADRwasinverselyproportionaltothat
oftheWSA andthehighertheADRvalue theworsetheaggregatestability.Forthesoilsinthisst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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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thevaluesofWSA MWDandADRrangedfrom8.34%to73.80% 0.08mmto2.42mm and
23.30%to91.49% respectively.Forsimilarlandusesofthetwoparentmaterials thewaterstability
oftheaggregatesfromQuaternaryredclaywasstrongerthanthatfromtheShale p<0.05  Inthis
study thestabilityamongsurfaceandsubsurfacesoilaggregatesshowednosignificantvariation.

Fig.2 Thecontentofwaterstableaggregates>0.25mm WSA>0.25  meanweightdiameter
 MWD andaggregatedeteriorationrate ADR bywetsieving.Barswiththesameletterare

notsignificantlydifferentatthe0.05probabilitylevelbyLSD

Theparticlesizedistributionofthemicro aggregatesisshowninFig.3.Becauseofthedifferent
soilparentmaterials theparticlesizedistributionofthemicro aggregateswassignificantlydiffer-
ent.Thepercentageof0.25~2mmaggregatesfromQuaternaryredclay 51.85%to65.18% wasob-
viouslyhigherthanthatfromShale 9.35%to38.00%  Thepercentageof0.05~0.25mmparticles
fromQuaternaryredclaywasthehighest rangedfrom18.35%to28.20%  followedby0.05~
0.02mm 5.02%to12.52% and<0.002mm 3.82%to5.82%  However thepercentageof0.02~
0.002mmaggregatesfromShalewasthehighest 20.00%to38.14%  followedby0.25~0.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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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to30.45% and<0.002mm 4.92%to10.48%  Regardlessofthesoilparentmaterial the
differenceoftheaggregatessizedistributionamonglandusetypesorsoildepthwasinsignificant.

Fig.3 Theparticlesizedistributionofthemicro aggregates

Macro aggregateswerecomposedofmicro aggregates anddifferentsizeaggregateshaddiffer-
entaggregationandstabilitymechanisms OadesandWaters 1991  Themicro aggregatestabilityin-
dicesofthesoilsarepresentedinTable4.Theclaydispersionratio CDR wasusedtoestimatethein-
stabilityofthemicro aggregateswhereasaggregatedsiltandclay ASC followedacontrarytendency
tothatofCDR.TheresultsofCDRandASCanalysesshowedthatthemicro aggregatestabilityof
thetwoparentmaterialswassignificantlydifferentunderthesamelandusetypesorsoillayers.The
valuesofCDRandASCfromQuaternaryredclayrangedfrom0.08to0.15and70.44to78.84% re-
spectively bycontrast thevaluesfromShalerangedfrom0.16to0.38and19.90%to58.74% re-
spectively.Amongthelandusetypes themicro aggregatestabilitywassignificantlydifferent but
theyexhibitednotrendunderthetwoparentmaterialsorsoillayers.

Table4 Parametersofmicro aggregatestabilityofthestudiedsoilsa

Sampledesignation Sampledepth cm CDR ASC %

Qc 0~10 0.11f 78.84a
10~20 0.09fg 75.48b

Qo 0~10 0.10fg 70.74cd
10~20 0.15e 71.34cd

Qp 0~10 0.08g 79.28a
10~20 0.10fg 75.50b

Qt 0~10 0.11f 70.44d
10~20 0.09fg 73.46bc

Sc 0~10 0.38a 39.44h
10~20 0.28c 45.25g

So 0~10 0.30c 36.54i
10~20 0.33b 41.26h

Sp 0~10 0.28c 19.90k
10~20 0.30c 24.60j

St 0~10 0.20d 52.26e
10~20 0.16e 58.74f

 aCDR Claydispersionratio.ASC Aggregatedsiltandclay.Valueswithinacolumnfollowedbythesameletterarenotsignificantly
differentatthe0.05probabilitylevelbyL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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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Macro andmicro aggregatestabilityversusrelatedsoilproperties
ThecorrelationcoefficientsoftheindividualsoilpropertiesarelistedinTable5.Apreliminarya-

nalysisindicatedhighcorrelationamongmostsoilproperties.Theresultsfoundthatthebasicsoil
properties silt clayandCEC werewellcorrelatedwithdifferentformsofironandaluminum Fed 
Ald andAlo  TheSOMwaswellcorrelatedwithCEC.However theFeoseemedtobemoreindepend-
entthantheothersoilproperties.Thesiltwasfoundtobenegativelycorrelatedwiththeothersoil
properties clay CEC Fed Ald andAlo  Furthermore thesiltandclayweremoresensitivetoFedand
AldthantoAlowhereastheCECwasmoresensitivetoFedandAld.Amongthedifferentformsofiron
andaluminum FedwasmoresensitivetoAldthantoAlo.

Table5 CorrelationmatrixoftheindependentvariablesusedinthePLSRanalysis

Silt Clay SOM CEC Fed Ald Feo Alo

Silt 1
Clay -0.98**a 1
SOMb -0.49 0.43 1
CEC -0.64** 0.56* 0.82** 1
Fed -0.89** 0.87** 0.40 0.62* 1
Ald -0.75** 0.76** 0.34 0.55* 0.87** 1
Feo 0.05 0.08 0.17 -0.36 -0.04 -0.17 1
Alo -0.52* 0.62* 0.12 0.29 0.60* 0.75** 0.28 1

 a* p<0.05. ** p<0.01.
bSOM soilorganicmatter.CEC Cation exchangecapacity.FedandAld extractedwithdithionite citrate bicarbonate.FeoandAlo 
extractedwithoxalicacidammoniumoxalate.

Table6summarizesthefivePLSRmodelsconstructedseparatelyformacro andmicro aggre-
gatestability WSA>0.25 MWD ADR CDI andASC  Themacro aggregatecharacteristic WSA>0.25 
MWD andADR modelsextractedonePLSRcomponentthatwasrelevantto8predictorvariables re-
latedsoilproperties  Thefirstcomponentaccountedfor80.65% 69.17% and82.19%ofthevari-
anceinthedatasetwithWSA>0.25 MWD andADR respectively.Theadditioncomponentcumulative-
lyaccountedfor84.87% 80.41%and85.93%ofthetotalvarianceintheWSA>0.25 MWD andADR
values respectively.However thecumulativeQ2 Q2cum valuesdecreasedfrom0.75 0.60and0.77to
0.72 0.55 and0.75 respectively Table6  whichsuggestedthatitdidnotsubstantiallyimprovethe
descriptionofthecontributionstothevariance.Therelativeimportanceoftherelatedsoilproperties
couldbeobtainedbyexploringtheirVIPvaluesandtheirregressioncoefficients RCs  Table7  Inthecaseof
macro aggregatestability thehighestVIPvaluewasobtainedforAldfromthethreeindicators followedby
clay Fed silt andAlofortheWAS>0.25 clay silt Alo andFedfortheMWD andclay silt Fed andAloforthe
ADR.Macro aggregatestabilityappearedtoincreasewithincreasingAld clay Fed andAlo duetotheposi-
tiveregressioncoefficientsfortheWSA>0.25andMWD andthenegativeregressioncoefficientsfortheADR  
siltcontributedtolowerstability.Alloftheconsideredsoilpropertieswererelatedtomacroaggregatestability
tosomeextent andsomeofthemhadVIP>1.OtherswithVIPvaluesbelow1 CEC SOM andFeo wereof
minorimportanceformacro aggregatestability.

Thefirstcomponentaccountedfor83.91%ofthevarianceinthedatasetwithCDIofthemicro
aggregatestability.Theadditioncomponentcumulativelyaccountedfor88.36%ofthetotalvariance 
andthecumulativeQ2 Q2cum valuesincreasedfrom0.83to0.84.However thebestPLSRprediction
wasalsodescribedbythelowestRMSEE.Theadditioncomponentdidnotproduceasignificantchange
inQ2cumandRMSEE.FortheCDImodel theRMSEEminimumvaluewasachievedwithonecompo-
nent accountingfor83.91%oftheCDI.FortheASCmodel theRMSEEminimumvaluewas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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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twocomponents.Theadditionofthesecondcomponentsignificantlyimprovedthemodel Table
6  Inthemicro aggregatestabilitymodels thehighestVIPvaluewasobservedfortheclaycontent 
followedbythesilt Fed Ald andAlofortheCDI andsilt Fed Alo andAldfortheASC.Otherproper-
tieswereofminorimportanceformicro aggregatestability VIP<1  

Table6 SummaryofthePLSRmodelsofmacro andmicro aggregatestabilitymodels

Response
variableinY

R2 Q2 Component
% Ofexplained
variabilityinY

Cumulativeexplained
variabilityinY % 

Q2cum RMSEE

WSAa>0.25 0.81 0.75 1 80.65 80.65 0.75 10.91
2 4.22 84.87 0.72 10.01

MWD 0.69 0.60 1 69.17 69.17 0.60 0.49
2 11.24 80.41 0.55 0.41

ADR 0.82 0.77 1 82.19 82.19 0.77 10.94
2 3.74 85.93 0.75 10.09

CDI 0.84 0.83 1 83.91 83.91 0.83 0.04
2 4.45 88.36 0.84 0.04

ASC 0.85 0.73 1 76.92 76.92 0.71 10.00
2 7.77 84.69 0.73 8.45

 aWSA>0.25 thecontentof>0.25mmwater stableaggregate MWD meanweightdiameterofwet sieving ADR aggregatedeterio-
rationrate.CDR Claydispersionratio.ASC Aggregatedsiltandclay.

UsingPLSRmodeling weexploredthemainsoilpropertiesthataffectmacro andmicro aggre-
gatestability.TheresultsshowedthatAldwassuperiorinbindingthemacro aggregatesandclaywas
superiorinbindingthemicroaggregates followedbyFed Alo CECandSOM Feowastheweakest
contributortotheformationofmacro ormicro aggregates.

4 Discussion

4.1 Macro andmicro aggregatestabilityoftheultisols
Afterthewettingtreatments thepercentageofaggregates>5mmfrommostsoilswasthehigh-

estandthepercentageofaggregatesaround2~1mmwasthelowest.ZhangandHorn 2001 reported
thatfragmentsof2~1mmor0.63~0.2mmwerethedominantfractionsinultisolsinChina.Huanget
al. 2010 foundthatwetsievinginthetestedultisolsresultedinlittledifferenceamongthedifferent
particlesizefractionsintermsofpercentages.Fortheaggregatesfromthemicroaggregatestabilityde-
termination thepercentageof0.05~0.25mmparticlesfrom Quaternaryredclaywasthehighest
whereasthehighestpercentagefrom Shalewasfoundinthefractionof0.02~0.002mmparti-
cles.Pengetal. 2015 indicatedthatthesizeofmajorproportionofultisolsunderlong termfertiliza-
tionwas0.053~0.25mm followedbythesilt sizedfraction 0.002~0.053mm  andtheclay sized
fraction <0.002mm oflessthan7%followingwaterextraction.

TheWSA>0.25 MWD andADRweretheparametersforestimatingthemacro aggregatestabili-
ty theCDIandASCweretheparametersforestimatingthedispersibilityofthemicro aggregate.Our
resultsshowedthatthestabilityofbothmacro andmicro aggregatesfromQuaternaryredclaywas
strongerthanthatfromtheShale Fig.2andTable4  Yanetal. 2008 indicatedthattheaggregates
fromtheShalehadtheleaststabilitycomparedwithotherparentmaterials.Regardlessofthesoilpar-
entmaterials thewaterstabilityofsurfacecroplandsoilmacro aggregateswassignificantlylower
thanthatfromotherland usetypes Fig.2  possiblyduetothelongtraditionoffarming Zhanget
al. 1997  Forthemicro aggregatestability therewasnosignificanttrendamonglandusetypes.Lu
etal. 2014 alsoindicatedthatlandusetypehadnoobviousinfluenceonthevolumesofmacro  meso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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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 poresinultisols.Comparedwithotherlandusetypes Opara 2009 concludedthattheultisols
fromNigeriaundernaturalforest NF exhibitedsignificantlyalowerclaydispersionratio CDR and
higheraggregatedsiltandclayaswellashigherASC % whencomparedwithotherlandusetypes 
suggestinggreatermicroaggregatestability.Shresthaetal. 2007 showedthatforestsoilsinNepal
hadmoremacro thanmicro aggregateswhereascultivatedsoilshadagreaterproportionofmicro
thanmacro aggregates.
4.2 Influenceofrelatedsoilpropertiesinthemacro andmicro aggregatestabilityofthesoils

Intropicalandsubtropicalsoils theSOMandsesquioxidesarewidelyregardedasthemainorganic
andinorganicbindingagentsofsoilaggregation theirrolesinsoilaggregationhavebeeninvestigated
intensively Denefetal. 2002 Sixetal. 2004 BronickandLal 2005 Kögel Knabneretal. 2008 
Pronketal. 2012 Martinsetal. 2013  However itisdifficulttoassesstheircontributionstoaggre-
gationofthesoil.Intheoxide richsoil FeandAloxidesmayactasbindingagentswhenorganicma-
terialsareinvolvedinadsorptiononoxidesurfaces Imhoffetal. 2002 Sixetal. 2002  Sixetal.
 2004 reportedthatoxidescanactasbindingagentsinthreeways organo mineralcomplexes elec-
trostaticbindingbetweenpositivelychargedoxidesandnegativelychargedclayminerals andacoatof
oxidesonthesurfaceofminerals.Ourresultsrevealedthatcertainformsofsesquioxidesmightbere-
sponsibleformacro andmicro aggregatestabilityofthesoils.Ald Alo andFedwereveryimportant
aggregatingagents Table7  Soiloxidesactedasimportantbindingagentsinaggregationinultisols
fromsubtropicalChina ZhangandHorn 2001  MbagwuandSchwertmann 2006 insistedthatAlox-
ideswerebetteraggregatingagentsthanFeoxidesinsometropicalsoils.Inourstudy Alddemonstra-
tedprominentabilityinaggregationofmacro aggregates.Lietal. 2005 impliedthatthestabilitypa-
rametershadsignificantrelationshipstoFedandAldduetotherelativelyhighcontentoftheseoxides
inthesesoils.TheresultsbyPinheiro DickandSchwertmann 1996 revealedthattheoxalate ex-
tractableformsofFeoxidemightbekeycomponentsforaggregationinsometropicalOxisolsandIn-
ceptisols andDuikeretal. 2003 showedthatdespitelittleeffectofFedcontentonsoilaggregation 
FeoandorganiccarboncontentswerewellcorrelatedwithWSAandMWD.However inourstudy the
contributionoftheFeotomacro andmicro aggregatestabilitywasamongtheweakest determined
bytheVIPvaluesandregressioncoefficients Table7  WepostulatethattheFeandAlalonemaynot
playcrucialrolesinsoilaggregation however inassociationwithSOMorclay theymaybeindispen-
sablecomponentsinsoilaggregation.

Table7 VIPvaluesandregressioncoefficientsformacro andmicro aggregatestabilitymodels

WSAa>0.25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VIP

MWD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VIP

ADR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VIP

CDI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VIP

ASC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VIP

Silt -0.171 1.173 -0.149 1.100 0.172 1.171 0.178 1.195 -0.241 1.246
Clay 0.174 1.189 0.152 1.118 -0.175 1.188 -0.190 1.272 0.287 1.335
SOM 0.085 0.581 0.084 0.613 -0.090 0.614 -0.100 0.665 -0.012 0.594
CEC 0.134 0.918 0.129 0.944 -0.137 0.929 -0.135 0.903 0.036 0.778
Fed 0.172 1.176 0.148 1.084 -0.172 1.168 -0.171 1.142 0.112 1.080
Ald 0.179 1.228 0.178 1.300 -0.180 1.224 -0.163 1.086 0.103 1.017
Feo -0.038 0.262 -0.064 0.468 0.037 0.254 -0.040 0.268 0.221 0.667
Alo 0.151 1.035 0.149 1.091 -0.151 1.025 -0.160 1.069 0.222 1.030

 aWSA>0.25 thecontentof>0.25mmwater stableaggregate MWD meanweightdiameterofwet sieving ADR aggregatedeterio-
rationrate.CDR Claydispersionratio.ASC Aggregatedsiltandclay.SOM soilorganicmatter.CEC Cation exchangecapacity.Fed
andAld extractedwithdithionite citrate bicarbonate.FeoandAlo extractedwithoxalicacidammoniumoxa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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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theimportanceandcontributionofSOMtoaggregateformationandstabilityhasbeen
wellreported Sixetal. 2004 Onweremaduetal. 2007 Wagneretal. 2007 Huangetal. 2010  it
wasnotsuperiorinbindingthemacro andmicro aggregatesinthisstudy VIP<1  Mbagwuand
Schwertmann 2006 andIgweetal. 2009 statedthatorganicmatterinsomeoftheirsoilsactedasdis-
aggregatingagentsorwasnotcorrelatedwithaggregatestability butPlanteandMcGill 2002 ob-
servedthatmacro andmicro aggregationcouldbeimprovedbyincreasedSOMcontent.Pengetal.
 2015 concludedthattheFe Aloxidesseemedtobemajoragentsof<0.25mmaggregatesintheulti-
solswhereastheSOMplayedaprimaryroleinstabilizinglargeraggregates 0.25~2.00mm  Although
Fe Aloxideswerethepredominantbindingagentsinultisols theroleofSOMinaggregationcanbe
improvedbyincreasingCinput Pengetal. 2015  Igweetal. 1995 showedthattheroleofSOMas
anaggregatingagentinsoilsmaysignificantlydependonthequantityoforganicmatterinthesoiland
thetypeofsoils.Inourstudy soilorganicmattercontentwasmostlylessthan20gkg-1exceptin
Prunus×cistenauplandfromQuaternaryredclay Table2  

Claycanactasacementingmaterialthatholdsparticlestogetherintheaggregate Boix Fayoset
al. 2001  Ladoetal. 2004 showedthataggregatestabilityincreasedwithanincreaseinclaycontent
intherangebetween9%and63%clay andtheincreaseinaggregatestabilitywasduetothecemen-
tingeffectoftheclay.Inourtestedsoils therangeoftheclaycontentwas24%to54% andthere-
sultsconfirmedthatclaywasanimportantaggregatingagent especiallyformicroaggregatestability
 Table7  Sumner 1992 foundthatalargetotalsurfaceareaofFeandAloxidesmightfacilitatereac-
tionswithclayparticlesthroughCoulombicinteractions.WuddiviraandCamps Roach 2007 sugges-
tedthatthestructuralstabilityofsoilsdominatedbykaoliniticclaysincreasedwithincreasingclay
content butthesoilsdominatedbysmectiticclayssuccumbedeasilytoslakingforcesunderfastwet-
tingwhenclaycontentincreased.

Ultisolsareknownfortheirhighcontentof11clayminerals e.g.kaolinite andoxides Luet
al. 2014  Zhouetal. 2013 indicatedthatelectrostaticinteractionsbetweenoxidesand11clay
mineralscanleadtoaggregateformationthroughmineral mineralbonding.Ironoxides ratherthan
SOM havebeenreportedtobethedominantcementingagentsforaggregationinultisols Luetal. 
2014  Ourresultsindicatedthatclay Fed Ald andAlowereeffectiveinbindingaggregatesandcon-
tributedsignificantlytomacro andmicro aggregatestability.

5 Conclusion
Duetodifferentparentmaterials thepercentagesofallfivesizefractions >5mm 5~2mm 2~

1mm 1~0.5mm and0.5~0.25mm ofthemacro aggregatesfromQuaternaryredclaywerehigher
thanthosefromShale andtheparticlesizedistributionofthemicro aggregateswassignificantlydif-
ferent.Thestabilityofthemacro andmicro aggregatesfromQuaternaryredclaywasstrongerthan
thatfromtheShale.Regardlessofthesoilparentmaterials thewaterstabilityofsurfacecroplandsoil
macro aggregateswassignificantlylowerthanthatinotherland usetypes.Formicro aggregate
stability therewasnosignificantregularityamongland usetypes.

Aldwasthemostprominentaggregatingagentformacroaggregates andclaywassuperiorinbind-
ingthemicro aggregates.ThecontributionoftheFeotomacro andmicro aggregatestabilitywas
theweakest suggestedbyVIPvaluesandregressioncoefficientsfromPLSRmodels.TheroleofSOM
intheaggregationofthesesoilswasalsonotclear andthiscouldbeduetolowcontentinthese
soils.Ourresultsindicatedthattheclay Fed Ald andAlowereeffectiveaggregatingagentsand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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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butedsignificantlytomacro andmicro aggregate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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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erosioncausedbywaterisamajorformofsoildegradation.Scientistssuggestthat
thisphenomenoncanbepredictedbasedonaggregatestability.However mostofthesescien-
tistshavefocusedonthewaterstabilityofaggregates onlyafewhavedevotedeffortstostudy
themechanicalstabilityofaggregates.Toinvestigatetherelationshipofaggregatebreakdown
withmechanicalstabilityandthepossibilityofpredictingsoilerosionbasedonmechanicalsta-
bility wecollectedeightkindsofUltisolaggregates 3~5mm fromsubtropicalChinaandex-
posedtheseaggregatestosimulatedrainfall 60mmh-1  Meanweightdiameter MWD and
splashlossafterrainfallwereanalyzedandcomparedwithaggregatewaterstabilityandme-
chanicalstability.Aggregatewaterstabilitywasdeterminedbywetsievingmethods aggregate
mechanicalstabilitywastestedbyaggregatepenetrationresistanceandtensilestrength.Wet
sievingmethod tensilestrength andpenetrationresistanceofdryaggregatesexhibitedagood
relationshipwithaggregateMWD R2≥0.838 0.775 and0.593 respectively underrainfalland
splash R2=0.758 0.865 and0.563 respectively  Incontrast norelationshipwasfoundbe-
tweenpenetrationresistanceofwetaggregatesandMWDorsplash.Thus MWDofwetsieving
methodandtensilestrengthwerethebetterindexesthatcouldbeusedtoestimatefragmentsizedis-
tributionandsplashdetachment.Tensilestrengthalsocorrelatedwithclaycontents r=0.793*  Fed
 r=0.735*  andFeo r=0.911**  Withfurtherstudies asimplerandfastermethodcouldbede-
velopedtoestimatesoilresistancetoerosionbasedontensilestrengthinthisregion.
KeyWords Tensilestrength aggregatepenetrationresistance simulatedrainfall aggregatebreak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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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amajorformofsoildegradation soilerosioncausedbywaterisoneofthemostimportanten-
vironmentalproblemsworldwideandhasreceivedconsiderableattention.Thisphenomenonisinflu-
encedbyaggregatebreakdown whichaffectswaterinfiltration soilcrustability andsoilerodibili-
ty.Furthermore aggregatebreakdowninducedbysimulatedrainfallisamethodthatprovidesthe
mostrelevantinformationaboutwater inducedsoilerosion Legoutetal. 2005a  Aggregatestability
istheabilitytoretainaspecificarrangementortoresistbreakdownwhensoilisexposedtodifferent
stressconditions.Aggregatestabilitycanbeclassifiedas mechanicalstabilityand waterstabili-
ty.Severalscientistshavefocusedontherelationshipbetweenaggregatewaterstabilityandsoil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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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Forinstance Legoutetal. 2005a 2005b  Yanetal. 2008  andWangetal. 2012 developed
physicalequationsforaggregatewaterstabilityandsoilerosionparameters.

Numerousmethods suchasthewetsievingandtheLeBissonnais 1996 methods havebeende-
velopedtoassessaggregatewaterstability.Thesemethodsofteninvolveacombinationofwettingpro-
ceduresandsubsequentmechanicalagitation whichareconsistentwiththemechanismsofaggregate
breakdowncausedbyrainfall.Aggregatewaterstabilityhasbeenwidelyusedtopredictsoilresistance
towatererosion.However thesemethodsarelimitedbyapplyingunquantifiedarbitrarymechanical
energy thustheresultingstabilityindexcanonlyberelatedtoaparticularcontext Letey 1991 Le
Bissonnais 1996 Amézketa 1999 Zhuetal. 2009  Thesemethodsarealsocomplicatedandtimecon-
sumingbecauseatleastfourmainprocessesareinvolved includingweightmeasurement wetsieving 
ovendrying andcalculation.Intheseprocesses specialdevicesareneededandrestricttheapplicability
ofsuchmethods.

Aggregatemechanicalstabilityiswidelyusedtostudysoiltillage soilerosionbywind andso
on.However studiesonsoilerosionbywaterareinsufficient.Aggregatemechanicalstabilitymainly
includestensilestrength TS  DexterandKroesbergen 1985 WattsandDexter 1998 Dexterand
Watts 2001 andaggregatepenetrationresistance APR  Misraetal. 1986 1988a 1988b Sheinet
al. 2009  

Thetensilestrengthofaggregatesisdefinedasthestress orforceperunit requiredtocausesoil
tofailintension DexterandWatts 2001  Tensilestrengthisanimportantvaluableparameterusedto
investigateindividualsoilaggregatesbecausethisparametercanbedeterminedbysimpletestsandis
sensitivetosoilstructure DexterandKroesbergen 1985 WattsandDexter 1998 Mosaddeghietal. 
2006  tensilestrengthcanalsobeusedforaggregateswithdifferentsizes.Barzegaretal. 1994 fur-
therindicatedthattensilestrengthisrelatedtoaggregatewaterstability.Abu Hamdehetal. 2006 
andYangetal. 2012 investigatedtherelationshipoftensilestrengthwithsoilerosioncharacteristics
ofaggregatesthatvaryinsize revealingthatthedetachmentrateisnegativelycorrelatedwithtensile
strength.However therelationshipoftensilestrengthwithsoilerosioncharacteristicsofdifferent
soilsremainsunclear.

Penetrationresistanceistheforcerequiredtopushaconedeeperintothesoildividedbythecross sec-
tionalareaofitsbase i.e. pressure  Therelationshipbetweenbulksoilpenetrationresistanceand
soilerosionhasbeenconsidered bulksoilpenetrationresistanceisconsideredtobeagoodindexofsoil
erosion Al DurrahandBradford 1982 Callebautetal. 1985 Bradfordetal. 1992 Maestreetal. 
2002 Stavietal. 2008  Misraetal. 1986 developedatechniquetodeterminethepenetrationresist-
anceofaggregates.However therelationbetweenAPRandsoilerosionisunclear.

UltisolisthedominantsoilstypeinsoutheasternUnitedStates SoutheastAsia andothersub-
tropicalandtropicalareas.Ultisolcoversapproximately1.14 millionkm2insoutheastern Chi-
na.Uneventopography impropersoilmanagementandlanduse andpoorsoilpropertiesresultinUlti-
soldegradation whichhasbecomeoneofthemostseriousenvironmentalproblemsinChina Zhaoet
al. 2000 Zhangetal. 2004  

Inthisstudy thetensilestrengthandpenetrationresistanceofUltisolaggregatesandtheirrela-
tionshipswithaggregatebreakdownundersimulatedrainfallwereinvestigated.Theproposedmethod
isbasedonaggregatebreakdowninducedbysimulatedrainfall therebyprovidingrelevantinformation
onsoilerosioncausedbywater Legoutetal. 2005a  Hence othermethodsarecomparedwiththis
standard.Theobjectivesofthisstudyareasfollows  i tounderstandtherelationshipsoftensile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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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1 DescriptionsofSoilsStudied

Soils ParentMaterial VegetativeCoverandLandUse Texture BulkDensity  gcm-3 pH H2O 

Sc Shale Corn cropland Clayloam 1.13±0.06 4.56±0.28

Spc Prunus×cistenena upland Siltyloam 1.23±0.08 4.80±0.32

St Teagarden Clayloam 1.36±0.01 4.43±0.16

Sp Peanut cropland Clayloam 1.33±0.08 4.52±0.25

Qc Quaternaryredclay Corn cropland Siltyclay 1.15±0.04 4.28±0.14

Qpc Prunus×cistenena upland Clay 1.40±0.04 4.51±0.14

Qt Teagarden Clay 1.27±0.02 4.39±0.21

Qs Sesame cropland Clay 1.34±0.05 4.64±0.31

andpenetrationresistancewithaggregatebreakdownundersimulatedrainfalland ii tocomparethe
efficiencyofthemethodusedtoassessaggregatebreakdownandsoildetachmentratebyusingaggre-
gatemechanicalstabilityandwaterstability.

1 MaterialsandMethods
1.1 SiteDescriptionandSoils

Eightrepresentativesoilsampleswereselectedfrom XianningCounty 29°39'Nto30°02'N 
114°06'Eto114°43'E inthesoutheasternpartofHubei China Table1  Thesoilparentmaterials
werequaternaryredclayandshale.AccordingtotheU.S.SoilTaxonomyClassification thesoilsare
Ultisols Yanetal. 2008  Ultisolscontainvarioustexturalcompositionsandexhibitdifferentaggre-
gatemechanicalpropertiesandwaterstability.

Soilsampleswerecarefullycollectedfromthesurfacesoillayer 0~15cm andcarriedtothelabo-
ratoryinrigidboxesandimmediatelyair dried.Largeclodswerebrokendownmanuallywhenthe
propermoisturecontentwasreached.Theair driedsamplesweregroundtoamaximumparticledi-
ameterof5mm.Theaggregates 3 5mm wereobtainedbydrysievingtheair driedsoilfor24hat
40℃tolimitmoisturevariationsbeforetheaggregatetestswereconducted.

Bulkdensitieswereestimatedusing100 mLcylinders.SoilpHwasmeasuredatasoil to water
suspensionratioof12.5.Particlesizedistributionwasdeterminedbythestandardpipetteprocedureaf-
terthesamplesweretreatedwithH2O2andshakeninNahexametaphosphate.Soilorganiccarbon SOC 
contentwasdeterminedbyoxidationwithpotassiumdichromateinaheatedoilbath.Cationexchangeca-
pacity CEC wasdeterminedbytreatmentofthesamplewithammoniumacetatebufferatpH7.0.Fe
 Ⅲ andaluminumoxides FedandAld wereextractedusingaNa dithionite citratebicarbonatesystem
 MehraandJackson 1960  Poorlycrystallineoxides FeoandAlo wereextractedwithNH4oxalate
 MckeagueandDay 1966  AllofthecationsweredeterminedbyICP VISTA.MPX Varian Inc. Palo
Alto Calif  TheimportantsoilcharacteristicsarelistedinTable2.
1.2 AggregateStabilityTests
1.2.1 TensileStrengthTest

Thetensilestrengthofaggregateswasdeterminedbyacrushingmethod DexterandKroesber-
gen 1985 DexterandWatts 2001 withanelectronicallycontrolledloadingframe.Eachoven dried
aggregatewasweighedandplacedbetweentwoparallelplatesinastableposition.Thelowerplatewas
raisedataconstantrateof2mmmin-1untiltheaggregatesfailed.Themaximumreadingwasrecor-
dedusinganelectronicloadcellwhentheaggregatewasfractured.Tensilestrengthwasthencalculat-
edusingthefollowingeq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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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2 SoilPropertiesRelatedtoAggregateStability

Soils

ParticleSizeDistribution
  gkg-1 

Sand Silt Clay

SOC
  gkg-1 

CEC
  cmolkg-1 

Fed
  gkg-1 

Feo
  gkg-1 

Ald
  gkg-1 

Alo
  gkg-1 

Sc 218±11 399±21 383±22 18.13±0.56 15.63±1.54 18.69±0.09 0.90±0.15 1.98±0.06 1.43±0.01

Spc 126±15 633±27 241±14 16.67±0.78 16.28±1.06 15.04±0.35 0.60±0.04 1.53±0.18 0.95±0.04

St 244±11 398±64 358±53 17.26±0.24 13.95±1.92 17.45±0.31 0.95±0.04 1.79±0.01 1.24±0.09

Sp 235±8 439±14 326±12 16.35±0.41 14.35±1.65 14.22±0.75 0.58±0.04 1.50±0.08 1.18±0.02

Qc 67±12 471±14 462±21 15.34±0.29 15.63±1.79 17.06±1.24 1.40±0.09 1.95±0.09 0.91±0.01

Qpc 86±13 375±26 539±34 21.16±0.56 19.38±1.57 23.04±0.24 2.06±0.12 2.19±0.05 1.63±0.15

Qt 189±7 313±11 498±16 17.55±0.35 15.18±1.57 26.84±0.54 1.58±0.17 2.17±0.17 1.87±0.05

Qs 181±13 314±34 505±10 16.59±0.79 14.05±1.84 20.82±3.01 1.33±0.21 1.78±0.24 1.47±0.03

TS=0.576×PD2

where0.576istheproportionalityconstant Pisthepressureatfailure N  andDisthemeandiame-
terofaggregates 4mm  
1.2.2 AggregatePenetrationResistanceTest

Thepenetrationresistanceofaggregate 3~5mm wastestedusingdryandwetaggregates.The
wetaggregateswereplacedinasandboxandequilibratedbywateratatensionof-0.1kPafor3
days.Atleast10aggregateswereusedforeachtreatment.Thepenetrationresistancetestwasconduc-
tedusingproceduressimilartothoseusedforthetensilestrengthtest.A1mmdiameterprobe total
coneangle 30degrees wassupportedbythreeglassspheresanddrivenbyamotoratarateof2mm
min-1intotheaggregates.Themaximumpenetrationforce Fmax wasmeasuredusingadigitalelec-
tronicbalance Misraetal. 1986  PwascalculatedfromFmaxasfollows 

APR=Fmax πα2

whereαistheproberadius.
1.2.3 AggregateWaterStabilityTest

AggregatewaterstabilitywasdeterminedbyaroutinewetsievingmethodaccordingtoYoder
 1936  withslightmodifications.Asampleoftheaggregates 50g wasimmersedinwaterwithdiffer-
entsizesofsieves 2 1 0.5 0.25 and0.105mm andshakenfor30minatafrequencyof35cycles
min-1 withastrokelengthof4cm.Thewater stableaggregatesretainedonthesieveswereoven
driedandweighedtoobtainastableaggregatemass.Themeanweightdiameter MWD wascalculated
usingtheroutinemethod 

MWDsieving=∑
n+1

1

ri-1+ri
2 mi

whereriistheapertureoftheithmeshinmm r0=r1 rn=rn+1 miisthemassfractionremainingon
ithsieve andnisthenumberofsieves.
1.3 AggregateBreakdownInducedbyRainfall

ThemethodusedtotestaggregatebreakdownwassimilartothatusedbyLegoutetal. 2005a  
Thismethodhasalsobeenusedextensivelyinotherstudies Young 1984 GlanvilleandSmith1988 
Trumanetal. 1990  Eighteenaggregatebreakdowndeviceswerebuiltusingasievetoholdtheag-
gregates.Thesedeviceswerethenplacedinabuckettoretainthesplashedfragmentsinside.Theag-
gregates 5g wereplacedonafilterpaperinthesieveandthenplacedinarainfallsimulatoratanin-
tensityof60mmh-1.TherainfallsimulatorwascomposedofaSPRACOconejetnozzlemou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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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mabovethesurfaceoftheaggregates Luketal. 1986  Themediumdropsizewas2.4mm with
auniformitycoefficientof90% Luketal. 1986 Caietal. 2005  Beforetheexperimentwasconduc-
ted thesimulatorwascalibratedwithauniformityofmorethan95%forthelocationsofthe18de-
vices.

OurpreviousexperimentsrevealedthataggregateMWDareconstantafter24min.Foreachsoil
typeinthepresentstudy the18deviceswithaggregatesweresubjectedtorainfallfrom0.5to24min 
respectively.Aftervariousamountsofrainfallwerereceivedbytheaggregates thewholefragments
fromaggregatebreakdownweregentlywashedintoabeakerwithethanoltopreservethestructureof
thefragments.Thefragmentsweredriedinanovenat40℃ weighed andgentlydrysievedbyhandin
acolumnofeightsieves 10 5 2 1 0.5 0.25 0.105 and0.05mm  Aggregatestabilitywasexpressed
usingMWDrain.Themassofsplashwascalculatedfromthedifferencebetweenoriginalandfinalvalues
ofoven drymass.Thesplashlossofthe24 mmcumulativerainfalleventwasconsideredtobethe
totalsplash.
1.4 DataAnalyses

Thetreatmentsforeachsoiltypewerereplicatedthreetimes.AnalyseswereperformedinSPSS
18.0.Significantdifferencesamongthetreatmentsofsoil aggregatemechanicalproperties andaggre-
gatewaterstabilityweredeterminedbytheleastsignificantdifferencetestforamultiplerangetestat
the0.05significancelevel.Correlationcoefficientswerebasedonthemeansofthereplicatesofeight
soilsamples.

2 ResultsandDiscussion
2.1 AggregateBreakdownInducedbyRainfall

TheMWDraincurvesofeightsoilsamplesexposedtorainfallareshowninFig.1.TheMWDrainde-
creasedexponentiallyastheamountofrainfallincreased.ThechangesinMWDraincouldbegroupedin-
totwostages.TheMWDraindecreasedsharplyatthebeginningofrainfallandsubsequentlyapproached
aconstantvalueasymptotically.Shaleaggregatesbrokedownmorerapidlythanquaternarysoilaggre-
gates.

Fig.1 Meanweightdiameterafterdifferentamountsofcumulativerainfall MWDrain 
 a Aggregatesofsoilderivedfromquaternaryredclay  b Aggregatesofsoilderivedfromshale



220  水 土 保 持

Thebreakdownofshaleaggregatesmainlyoccurredat0to0.5mmcumulativerainfallandap-
proachedaconstantvalueatapproximately2mmcumulativerainfall.Incontrast quaternaryaggregate
breakdownmainlyoccurredat0to1mmandapproachedaconstantvalueat24mmcumulativerainfall
asymptotically.TheMWDrainofshalewaslowerthanthatofquaternarysoilwhenthesampleswere
subjectedtothesamecumulativerainfall.EvidentdifferencesinMWDrainwereobservedamongfour
quaternaryaggregates.Incontrast shaleaggregatesdifferedslightly.

Threemechanismsthatcontributedtoaggregatebreakdownunderrainfallare i slakingorbreak-
downcausedbythecompressionofentrappedairduringwetting  ii breakdownbydifferentialswell-
ing and iii breakdownbyraindropimpact LeBissonnais 1996  Inourpreviousstudy Shietal. 
2010 Yangetal. 2012  slakingwasthemainmechanismsofUltisolaggregatebreakdownat60mm
h-1rainfall.Inaddition thebreakdownofallaggregatesmainlyoccurredduringthefirst1mmofrain-
fall Fig.1  Concaret 1967 andLegoutetal. 2005a believedthatslakingispresentanddominant
duringthefirstmillimeterrainfallofheavyrainfall.Thus slakingisthemainmechanismofaggregate
breakdown followedbydifferentialswellingandmechanicalbreakdown.ZhangandHorn 2001 and
Lietal. 2005 comparedtheaggregatewaterstabilityofUltisolsbyusingtheLeBissonnais 1996 
methodsanddemonstratedtheimportanceofslakingduringtheaggregatebreakdownprocess.
2.2 AggregateWaterStabilityandRelationstoAggregateBreakdown

AggregatewaterstabilityispresentedinTable3.TheMWDsievingfollowedthistrend Qpc>Qt>Qs>
Qc>Spc=Sp>Sc>St.Quaternaryaggregatesweremorestableinwaterthanshaleaggregates.The
MWDsievingofquaternaryaggregatesrangedfrom0.87to2.16mm theMWDsievingofshaleaggregatesranged
from0.31to0.67mm.Quaternaryaggregatesexhibitedahighernumberoffragmentsofgreaterthan1mmin
sizewhereshaleaggregatesexhibitedahighernumberoffragmentsoflessthan0.5mminsize.Approximately
50%oftheshalefragmentswerelessthan0.1mminsize.Shaleaggregatesshowednoevidentdifferencesbe-
causeofweakerstabilitythanquaternaryaggregates.

Table3 AggregateWaterStability

Soil--------------------FragmentSizeDistribution %-------------------MWDsieving
5~2mm 2~1mm 1~0.5mm 0.5~0.25mm 0.25~0.1mm <0.1mm mm

Sc 4.43±1.00 10.05±0.53 12.94±0.88 13.63±0.18 8.80±11.67 50.15±13.91 0.49±0.06de
Spc 10.52±6.38 9.67±1.28 12.77±2.21 12.93±2.24 11.96±9.45 42.14±21.56 0.70±0.27d
St 2.74±0.20 4.27±0.69 8.56±1.69 11.15±0.63 8.89±9.48 64.40±11.31 0.31±0.02e
Sp 12.35±0.03 7.34±0.30 6.89±0.19 8.94±0.22 10.57±3.19 53.91±3.48 0.67±0.01d
Qc 11.54±1.81 19.47±0.29 12.96±0.26 11.78±0.49 9.54±0.60 34.71±1.90 0.87±0.06cd
Qpc 49.11±8.89 22.48±7.32 9.81±1.64 5.62±0.70 6.17±0.23 6.81±0.86 2.16±0.19a
Qt 31.41±1.79 25.70±0.19 13.07±0.09 8.62±0.58 4.95±3.19 16.25±4.13 1.63±0.06b
Qs 15.99±0.23 26.00±0.75 14.58±0.30 9.44±0.75 1.57±1.03 32.42±0.96 1.11±0.02c

 Note Similarlowercaselettersindicatenonsignificantdifferencesbetweendifferentsoils P<0.05  
MWDsieving meanweightdiameterofwetsieving.

Wetsievingmethodsimulatestheprocessofaggregatebreakdownunderrainfallandmeasuresthe
breakdownofaggregatesonrapidwetting slaking andthesubsequentbreakdownofaggregates
causedbymechanicalsievingaction.Therefore wetsievingmaybethebestindexofaggregatebreak-
downunderrainfallandsoilerosion.Inthisstudy MWDsievingcorrelatedstrongly R2>0.8 with
MWDrainunderdifferentcumulativerainfall Fig.2  However comparedwiththetestoftensile
strength theaggregatewaterstabilitytestismorecomplicatedandtimeconsuming.
2.3 AggregateTensileStrengthandRelationstoAggregateBreakdown

Themeanvaluesoftensilestrengthdecreasedsignificantlyinthefollowingorder Qpc>Qt=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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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RelationshipbetweentheMWDofthewetsievingmethod MWDsieving andMWD
afterdifferentcumulativerainfall MWDrain 

>Qc>Spc>St=Sp>Sc.TheTSofquaternarysoilswashigherthanthatofshale.TheTSofshale
soilsrangedfrom181to276kPa forquaternarysoils theTSrangedfrom338to735kPa.

Atthesameamountofrainfall MWDrainoftheeightaggregateswascloselycorrelatedwith
TS.HighcorrelationcoefficientswerefoundbetweenTSandMWDrainatdifferentcumulativerainfall
 Fig.3  BothaggregatebreakdownandTSdependonaggregatemicrostructure.

Fig.3 RelationshipbetweenTSandMWDafterdifferentcumulativerainfall MWDrain 

AccordingtothetheoryofbrittlefractureaddressedbyFreudenthal 1968 andBraunack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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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  flawsofvariousmagnitudesaredistributedthroughouttheaggregate suchascracksormicro-
scopicpores materialpackingheterogeneities andmacroscopicholes PerfectandKay 1991  These
flawsarethefailurezones ofthesolidanddeterminethedistributionandstrengthofaggre-
gate.Undercriticalstress aggregatespossiblybreakalongtheseflaws.TheTSisthecriticalstressre-
quiredtocausesoilaggregatestofailintension.Therefore aggregateswithlowTScontaingreater
flaws.

Asdiscussedpreviously slakingisthemainmechanismofaggregatebreakdownunderrain-
fall.Slakingiscausedbythecompressionofairtrappedinsideaggregatesduringwetting.Compression
effectdependsonthevolumeofairtrappedinsidetheaggregates LeBissonnais 1996  Flawscom-
prisetheairspacethatexistsinsidetheaggregate indicatingthatalowerTScorrespondstoahigher
aggregateporosity Macksetal. 1996 andaloweraggregatestabilityunderslaking.TheTSisclosely
correlatedwithfragmentsizedistributionafteraggregatebreakdownbyslaking.
2.4 AggregatePenetrationResistanceandRelationstoAggregateBreakdown

Aggregatepenetrationresistanceshowedlessevidentdifferenceswithdifferentsoilaggregates
comparedwithTS Table4  TheAPRdrywasapproximately10to18timesgreaterthanTSandnine
to30timesgreaterthanthatofAPRwet.TheAPRdryofquaternarysoilswasgreaterthanthatof
shale.TheAPRdrywasrankedinthefollowingorder Qpc>Qt=Qs>Sp>St=Sc=Qc=Spc.The
APRwetrankedinthefollowingorder Sp>Spc=Qs>Qpc>St>Sc=Qt>Qc.Thelargevariationin
APRdryshowedlessevidentdifferencesamongdifferentsoiltypescomparedwithAPRwet.

Table4 AggregateMechanicalProperties

Soils
TS

Mean SD

APRdry kPa

Mean SD

APRwet kPa

Mean SD

Sc 181e 92 3351c 2399 175c 41

Spc 276d 90 2718c 1664 293ab 49

St 201de 47 3498c 1376 195bc 87

Sp 210de 70 4036bc 1640 308a 86

Qc 338c 165 3232c 1755 102d 26

Qpc 735a 205 7148a 1801 245b 61

Qt 499b 112 5170b 1780 171c 52

Qs 491b 210 5144b 2493 272ab 73

 Similarlowercaselettersindicatenonsignificantdifferencesbetweendifferentsoils P<0.05  
APRdry aggregatepenetrationresistancemeasuredondryaggregate APRwet aggregatepenetrationresistancemeasuredonwetaggre-
gate TS tensilestrength.

Previousstudieshaveshownarelationshipbetweensoilpenetrationresistanceandsoilerosion
 AlDurrahandBradford 1982 Callebautetal. 1985 Bradfordetal. 1992 Maestreetal. 2002 
Stavietal. 2008  Inmostofthesestudies penetrationresistancewasdeterminedonsaturatedsoil.In
the current study penetration resistance was measured both on dry and saturated
aggregates.However underthesamecumulativerainfall onlyAPRdrywascloselycorrelatedwithTS
andMWDrain Fig.4  NolinearrelationbetweenMWDrainandAPRwetwasobserved R2<0.04  

Informationonthepenetrationresistanceofdryaggregateisinsufficientbecausethisfactoris
moredifficulttodeterminethanthatofwetaggregates.Penetrationresistanceisdeterminedusingwet
soilsamples whichallowsdeformationofthesamplewithoutcrackingunderpenetrationstress.Farrell
andGreacen 1966 indicatedthatpenetrationresistancecoverstwocomponents thepressurerequired
toexpandacavityinthesoilandthefrictionalresistancetotheprobe.TheAPRdrywastestedusing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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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Relationshipbetweenaggregatepenetrationresistanceofdryaggregate
 APRdry andMWDafterdifferentcumulativerainfall MWDrain 

sameneedlepenetrometerastheoneusedforwetaggregates.Tensilefailureoccurredduringthepene-
trationprocessbecauseoflowwatercontent.Therefore itisaprocessforevaluatingAPRdrysimilarto
thatforTSinprinciplebutcannotreflectthesoilfrictionalresistanceandtheabilitytoresistdeforma-
tion.AgoodcorrelationbetweenAPRdryandTSwasobserved r=0.906 P<0.01  Thus APRdryalso
showedagoodrelationshipwithMWDrain.

Nosignificantlinearrelationship R2<0.04 wasobservedbetweenMWDrainandAPRwet which
wasdifferentfromtheresultsofpreviousstudiesonsoilpenetrationresistanceandsoilerosion Al
DurrahandBradford 1982 Callebautetal. 1985 Bradfordetal. 1992 Maestreetal. 2002 Staviet
al. 2008  Theseerosiontestswereconductedonwetsoil andraindropimpactwasthemainmecha-
nismofaggregatebreakdown.Incontrast thecurrentstudywasconductedusingdryaggregates and
slakingwasthemainmechanismofaggregatebreakdown.Scaledifferencesbetweenbulksoilandag-
gregatemaybeanotherreasonthatcontributedtothiscontradiction.
2.5 AggregateStabilityandSplashDetachment

Theregressionrelationshipsbetweenaggregatestabilityindexesandsplashareshownin
Fig.5.Therelationshipbetweendifferentaggregatestabilityparametersandsplashdetachmentpro-
portionwassimilarto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differentaggregatestabilityparametersand
MWDrain.NosignificantlinearrelationshipwasobservedbetweenAPRwetandsplashdetachment R2=
0.014  whereasMWDsieving R2=0.758 andTSstillshowedabetterrelationshipwithsplash R2=
0.865 thanAPRdry R2=0.563  The MWDsievingconsistentlyshowedthebestrelationshipwith
MWDrain.atdifferentcumulativerainfall R2=0.857 0.853 0.851 and0.888 respectively  Incon-
trast TSshowedthebestregressionrelationshipwithsplashdetachmentproportion R2=0.865  The
MWDsievingcouldbemoreefficientlyusedtopredictfragmentsizedistribution whereasTScouldbe
moreefficientlyusedtopredictsplashdetachment.However thedifferenceinefficiencybetween
MWDsievingandTStoestimatefragmentsizedistributionandsplashis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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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Relationshipbetweendifferentaggregatestabilityindexesand
MWDafter24 mmcumulativerainfall MWDrain 

ThegoodrelationshipbetweenTSandfragmentssizedistributionandsplashhelpspredictsoilre-
sistancetoerosionbyTS.Tensilestrengthcanbedeterminedwithsimpleandrapidtestsusingaggre-
gatesofverydifferentsizescomparedwithwetsieving.Tensilestrengthisasensitiveindicatorofsoil
structure DexterandKroesbergen 1985 WattsandDexter 1998 Mosaddeghietal. 2006  Thus TS
couldserveasagoodindextopredictsoilresistancetoerosion.
2.6 LinkingSoilPropertiesandAggregateStability

ThebasicsoilpropertiesrelatedtoaggregatestabilityarepresentedinTable5.Allofthemateri-
alsarestronglyacidicandarepoorinsoilorganicmatter SOM  Thematerialscontainarelatively
smallamountoftotalexchangeablebases whichistypicalofUltisolsfromsoutheasternChina Yanet
al. 2008  Alargeamountofclayandsiltisobserved.Soiltexturevariesfromsiltloamtoclay.These
propertiesvarywiththesoilparentmaterialsandthelandusehistory.Theclaycompositioninsoils
derivedfromquaternaryredclayisgreaterthanthosederivedfromshale whereasshalesoilscontain
largeramountofsilt.QuaternarysoilscontainmoreFed Ald Feo andAlothanshale.Soilsunderused
forlong termcultivationcontainedlessorganicmatterbecauseofaloworganicmattersupplyorfre-
quentcultivation whichpromotesthemineralizationofSOM ZhangandXu 2005  

AcorrelationanalysisforMWD TS APRdry MWDrain andsplashshowedthatFeoxideandclay
arethemainpropertiescontributingtoaggregatestability.However APRwetdidnotshowanycorrela-
tionwithsoilproperties.TheFeowasmorestronglycorrelatedwiththeseaggregateparametersthan
theothersoilproperties.SoilorganicmatterandAloxidewereonlycorrelatedwith MWDrainor
APRdry whereasCECandthecontentsofsandandsiltdidnotcorrelatewellwithanyoftheproper-
ties.

Table5 CorrelationCoefficientsfortheLinearRelationshipsBetweentheParameters

ofAggregateStabilityandSoilProperties

Sand Silt Clay SOC CEC Fed Ald Feo Alo

MWDsieving -0.525 -0.408 0.748* 0.649 0.690 0.763* 0.671 0.868** 0.650

TS -0.559 -0.431 0.793* 0.626 0.646 0.735* 0.636 0.900** 0.593

APRwet 0.243 0.221 -0.378 0.130 0.012 -0.292 -0.624 -0.363 -0.032

APRdry -0.226 -0.640 0.783* 0.744* 0.537 0.718* 0.603 0.819* 0.746*

MWDrain -0.451 -0.530 0.820* 0.473 0.499 0.867** 0.737* 0.866** 0.718*

Splash 0.552 0.506 -0.863** -0.364 -0.421 -0.779 -0.641 -0.893** -0.563

 Note * **Significantatthe0.05and0.01levels respectively.
APRdry aggregatepenetrationresistancemeasuredondryaggregate APRwet aggregatepenetrationresistancemeasuredonwet
aggregate MWDrain meanweightdiameterafter24mmrainfall MWDsieving meanweightdiameterofwetsieving TS tensile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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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ntributionoforganicmattertoaggregatestabilityisrecognized.Organicmatteristhemain
stabilizingsubstanceinaggregates.Inourstudy theeffectofSOMonaggregatestabilitywasnotevi-
dent.Thiscontradictionmaybecausedbythehighcompositionofclayandoxidesinthesoilsamples 
indicatingthatthestabilitymechanismofUltisolaggregatesismorecomplicatedthanthatofothersoil
types.Chappelletal. 1999 indicatedthatorganiccarboninoneofthemostimportantgoverningfac-
tors accountingfor56%ofthevarianceinaggregatestability.Huangetal. 2010 mentionedthatthe
percentagesofgreaterthan0.25mmwater stableaggregatescorrelatedwellwiththeorganicmatter
contentsoferodedUltisols.However ZhangandHorn 2001 andLietal. 2005 foundthatclayand
oxidesarethemaincontributorstoaggregatewaterstability whereaslittleornorelationshipwasob-
servedbetweenMWDandorganicmattercontent.Amézketa 1999 consideredthattheaggregatesta-
bilityofUltisolsisdeterminednotonlybytheorganicmattercontentbutalsobythecontensofclay
andoxides.Theeffectoforganicmatteronaggregatestabilitydependsonitscompositionandtherela-
tivecontributionofotheraggregate stabilizingsubstances includingclayandoxides Goldbergetal. 
1990  Inaddition SOCvariedfrom15.34to21.16kkg-1inthisstudy.Thissmallrangeofvaria-
tionmaybeanothercontributingfactortothelowcorrelationbetweenSOMandaggregatestability.

3 Conclusions
Soilcrustinganderosionresultfromaggregatebreakdownanddetachmentofsoilfragmentsby

rain.Thus thesusceptibilityofsoilisoftenpredictedfromaggregatestabilitymeasurements.Previous
studiesfocusedonthemeasurementofaggregatewaterstabilitybecauseofthesimilarconditionsof
aggregatebreakdown.Numerousmethodshavebeendevelopedtoassessaggregatestability.However 
mostofthesemethodscannotexpressaggregatewaterstabilityinaquantifiablemanner therebylim-
itingapplicationsinotherresearchareas.

Mechanicalpropertiesarequantitativeindexesofsoilstructure.Inthisstudy therelationshipsof
aggregatebreakdownandsoildetachmentwerecomparedundersimulatedrainfallwithaggregateme-
chanicalstability penetrationresistanceandTS andwaterstability.Aggregatewaterstabilityandme-
chanicalstability TSandpenetrationresistanceofdryaggregates showedgoodrelationshipswithag-
gregatebreakdown.TheMWDofthewetsievingmethodandTSwerethebestindexesforestimating
fragmentsizedistributionandsplashdetachment.TheMWDofthewetsievingmethodcontributedto
thepredictionoffragmentsizedistributionafterrainfall whereasTScontributedtothepredictionof
splashdetachment.

Tensilestrengthcanbeusedtodeterminethecriticalpressureorenergyofaggregatebreakdown
comparedwiththewetsieving methodandisasensitiveindicatorofsoilstructureinsoiltill-
age.Tensilestrengthcanbedeterminedusingsimpleproceduresanddevicesaswellasaggregatesof
varyingsizes.Tensilestrengthcorrelatedwithsoilclayandoxides.Thus TSisagoodindexoffrag-
mentsizedistributionandsplashdetachment.Thedevelopmentofasimplerandmorerapidmethodto
estimatethestabilityofsoiltoerosionusingTSasanindexis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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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paperanalyzesrunoffandsoillossinrelationtotherainfallregimesandlanduse
changesinasmallmountainouswatershedintheThreeGorgesArea TGA ofChina.Basedon
10yearsofrainfallmeasurementsandK meansclustering 152rainfalleventswereclassified
intothreerainfallregimes.Themeanstatisticalfeaturesofdifferentrainfallregimesdisplaya
markeddifference.RainfallRegimeⅠiseventsofmediumamounts 31.8mm andmediumdu-
ration 1371min  RainfallRegimeⅡiseventswithhighamounts 54.0mm  longduration
 2548min  andaninfrequentoccurrence.RainfallRegime Ⅲ iseventsoflow amount
 22.2mm  shortduration 494min andhighfrequency.Eachrainfallregimeresultsindiffering
levelsofrunoffanderosionandRainfallRegimeⅠcausesthegreatestproportionofaccumula-
teddischarge 368.7mm andsoilloss 4283t  Inthedifferentrainfallregimes thevaluesofthe
meanrunoffcoefficientandthemeansedimentloadwereorderedasfollows RainfallRegimeⅡ
>RainfallRegimeⅠ>RainfallRegimeⅢ.Theseresultssuggestthatgreaterattentionshould
bepaidtoRainfallRegimesIandIIbecausetheyhadthemosterosiveeffect.IntheWangjiaqiao
watershed thechangesinlanduseprimarilyaffectedthepaddyfields wherethecroplandde-
creasedsignificantlyandtheforestandorchardsincreasedby9.9%and7.7% respectively 
during1995—2004.TheANOVAshowslandusechangescausedsignificantdecreasingtrends
intherunoffcoefficients P<0.01 andsedimentloads P<0.01  Inorder themostsensitive
responseofrunoffanderosiontolandusewasRainfallRegimeⅡ>RainfallRegime>Rainfall
RegimeⅢ.Rainfallcharacteristicsaredecisivefortherelativeimportanceofdifferentstorm
runoffgenerationmechanisms.Thelandusechangesinthestudywatershedhaveconsiderably
decreasedrunoffandsoilloss.
Keywords Runoff Soilloss Landusechange Rainfallevents Mountainouswatershed

1 Introduction
Soilerosionposesaseriousproblemforsustainableagricultureandtheenvironment.Erosionhas

directandindirectimpacts withsoilerosionoftendirectlyaffectingtheoverallqualityandfertility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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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oilmostlybylossoftheAhorizon Gaoetal. 2011 Olsonetal. 1994  TheAhorizonisrichin
nutrientsandorganicmatter anditslossalsocausesadecreaseinsoilfertility landproductivitysus-
tainingandplantgrowthandsocauseslanddegradation Ebisemiju 1990  Theindirectimpactsofsoil
lossincludeincreasedsedimentationandturbidity increasedlevelsofnutrientsandpollutantsthatdi-
minishwaterquality siltationofdamsandirrigationchannels Craswelletal. 1998 Duvertetal. 
2010 Hopmansetal. 1987 Pimenteletal. 1995  andadecreaseintheabundanceofaquaticlife
 DanielsenandSchumacher 1997  

Runoffanderosionprocessesareaffectedbymanyfactorsbutamongthesefactors rainfalland
landusearethetwomostoftenresearched Weietal. 2007  Runoffgenerationandsedimentgenera-
tionareconsideredtovarygreatlyamidvariousrainfalltypes.Morinetal. 2006 foundthatcomplex
interactionsexistbetweenthespatio temporaldistributionofrainfallsystemsandthehydrological
responseofwatersheds.Nadal Romeroetal. 2008 suggestedthatlocalstormpatternsareimportant
fordeterminingtheshapeoftherunoffhydrograph.Cerdanetal. 2010 attributedafundamental
differenceinrunoffgenerationandsedimenttransferaccordingtodifferentlandcovertypesattheplot
level.Valentinetal. 2008 concludedsoilerosionispredominantlyinfluencedbylanduseratherthan
environmentalcharacteristicsattheplotscaleandthecatchmentscale.TheresultsofGafuretal.
 2003 suggestannualdirectrunofffromsmallwatershedsunderlongtermfallowand orperennial
vegetationvarytypicallybetween15%and24%oftheannualrainfall.Thelossofsoilmaterialfrom
watershedsduringthecultivationyearmaybesixtimesgreaterthanunderfallowconditions.Although
responsesvarywidelybetweensitesandsituations removalofforestcoverleadstohigherwateryield
andreforestationleadstolowerwateryields whereaschangesinstormanddryseasonflowregimesare
morevariableandcomplexanddependonclimate soilpropertiesandthechangeinlanduse Brui-
jnzeel 1990 Calder 2000  Inconjunctionwithrainfall thereisalsoevidencethatchangesinlanduse
haveinfluencedthehydrologicalregimeofvariousriverbasins.Theimpactsofthesechangesonsmall
watershedscanbesignificant Ashagrieetal. 2006 Fohreretal. 2001 JonesandGrant 1996  

Currently simulationmodels RoseandPeters 2001 Shenetal. 2009  plotobservations Licznar
andNearing 2003 Weietal. 2007 andrainfallsimulators Fuetal. 2011 MeerveldandWeiler 
2008 aretheprevalentmethodsusedtoevaluatetheeffectoflandusesandrainfallregimesonrunoff
andsoilerosion.However th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theseapproacheshavebeenthesubject
ofsomedebate Hartantoetal. 2003  Plotobservationscannotdescribehowacatchmentrespondsto
certainmanagementpractices.Microplotscanbeusedtoinvestigateonthecontributionofsplashand
littlerain impactedflowonsedimentmobilizationbutcansignificantlyoverorunderestimate depen-
dingontheenvironmentalcontextandtheoverallsoilwatererosion.Plotsscalemeasurementsareuse-
fultoolstoevaluateinterrillerosionbutprovidelittleinformationonthedominanterosiveprocesses
andtheirinteractions ChaplotandLeBissonnais 2003 ChaplotandPoesen 2008  Thesedimentyield
fromahillslopeoracatchmentislikelytobelessthanthetotalsedimentmobilizedwithinitandthat
estimatedfromplots ChaplotandPoesen 2008  Anevaluationoflandusechangeimpactsonflooding
requiresidentificationoftherelevantstormrunoffgenerationmechanismsforthespecificcatchment
characteristicsandprecipitationconditions Bronstertetal. 2002  Modelevaluationhashithertobeen
limited Favis Mortlock1998 Licciardelloetal. 2009 Tsaraetal. 2005  Additionally owingtothe
relativelyhighnaturalvariabilityofmosthydrologicalsystems extrapolatingorgeneralizingthere-
sultsfromsimulationmodelstoothersystemscanbechallenging DeFriesandEshleman 2004  Iden-
tifyingthehydrologicalconsequencesoflandusechangesandrainfallregimesiscomplicatedand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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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llingsoilerosionrequiresmuchmoredetailedandaccuratedata Elsenetal. 2003  
TheThreeGorgesArea TGA referstotheripariancountiesalongtheYangtzevalleybetween

YichangandChongqing Fig.1  ThisareaisthesiteoftheThreeGorgesProject whichistheworld's
largesthydropowerproject.Thisprojectiscontroversialforseveralreasons ChuandZhai 2008 Daiet
al. 2011  includingthelikelyimpactofsedimentationontheoperationandusefullifeofthereser-
voir.Becauseoflongtermanthropogenicpressure includingoveruseandinappropriatedevelopment 
soilerosionisaseriousissueinthisarea.TheannualsoillossintheTGAhasbeenestimatedat157
milliont ofwhich40milliontaredeliveredtotheYangtzeRiveratarateof700tkm-2yr-1 Lu
andHiggitt 1998 Luetal. 2003  FollowingtheconstructionoftheThreeGorgesDam 1994—

2009  manyfarmersresettledinthesurroundingmountainareasandcultivatedmarginallands which
aremostlyonsteepslopeswithsoilofpoorstructurewithgenerallyhighratesofsoillossoccurduring
intensestorms.Thesefactorscombinedmeanthattherecentlandusechanges coupledwithclimate 
leavetheTGAvulnerabletocontinuedsoilerosion.LuandHiggitt 2001 concludedthathighsediment
yieldsreflectseveresoilerosionduetocultivationalignedwithsteepslopesin32catchmentsinthe
TGA and60%ofsedimentisfromarableland.Shietal. 2004 alsoregardedarablelandasthemain
sedimentsourceinasmallwatershedintheTGA.Therefore whenconsideringlandusechangesand
vegetationrestoration itisimportanttostudytheeffectsoflandusesandrainfallregimesonrunoff
andsoilerosion asthisshouldultimatelyleadtoabettermanagementofagriculturalecosystems.

Smallwatershedsareaconvenientscaleforsoilconservationplanningbecausetheyareeasilyi-
dentifiedonmapsandonthegroundandtheyallowfordetaileddescriptionsofsomeecosystem
processesandcapabilities RWCSCB 1998  Priorto1990 soilandwaterconservationmeasureswere
implementedwithoutunifiedplanningintheTGA.However sincethe1990s IntegratedSmallWater-
shedManagement ISWM forsoilconservationhasdevelopedintheTGA.Upto2008 thecentral
governmentinvested15.2billionYuan RMB  Liao 2010  andtheISWMhasbeenconductedin>
5000smallwatersheds.Bothsoilerosionreductionandregionaleconomicgrowthwereintegrated
basedonsustainablelanduses includingself sufficiencyingrainproduction theprotectionofwood-
lands andthedevelopmentoftreesfortheireconomicyieldtomakefulluseofnaturalresources.This
studyaimstoformalizerecentfindingsinthesmallWangjiaqiaowatershedandinvestigatestherunoff
anderosionprocessesthatweresubjecttodifferentrainfallregimesandlandusechanges.Themain
objectivesofthisstudyarethefollowing  1 toanalyzetheeffectsoflandusechangeonrunoffande-
rosion  2 todeterminetheresponseofrunoffandsoilerosiontodifferentrainfallregimes and 3 to
studytheroleofdifferentlandusetypesonsoilerosioncontrolunderdifferentrainfallregimes.The
naturalresources landusepatterns andpopulationdensitiesintheWangjiaqiaowatershedaretypical
ofthesurroundingregion Buetal. 2008 Fengetal. 2008 Shietal. 2004 Wanetal. 2010  There-
fore theresultsderivedfromthissmallwatershedwithintheTGAgiveanindicationofpossible
trendsoccurringthroughouttheTGA.

2 Studyareaandmethods
2.1 Studyarea

ThestudywasconductedintheWangjiaqiaowatershed 31°5'Nto31°9'N 110°40'Eto110°43'E  
whichliesinZiguiCountyofHubeiProvince China.Itisapproximately50kmNWoftheThreeGor-
gesDamandcoversanareaof16.7km2 Fig.1  Elevationswithinthewatershedrangefrom184mto
1180m andtheslopesrangefrom2°to58° withanaverageof23°.ThestreamsintheWangjiaqiao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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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Locationofthestudywatershed
intheThreeGorgesArea China

tershedhaveapinnatedrainagepattern 
andthelengthofthemainchannelis
approximately6500m.Theparentmate-
rialsofthisareaaremostlyCretaceous
orTertiarypurpleshale sandyshale and
sandstone andtheycontainlargequanti-
tiesofironandmanganeseoxidesinspe-
cificmineralogicalforms.Twomain soil
groupsoccurinthestudy watershed 
purplesoilsderivedfrompurplesandy
shaleandpaddysoilsdevelopedfromthe
purplesoil.AccordingtotheUSDASoil
Taxonomy thepurplesoilsandpaddy
soilsareclassifiedasEntisolsandAque-
pts respectively.The average annual
suspended sedimentloadis 8033t yr
 Fangetal. 2011  Theclimateissub-
tropical with mean temperatures be-
tween11and18℃.Theannualprecipi-
tationaverages1016 mm and70% of
thisoccursbetween MayandSeptem-
ber.TheWangjiaqiaowatershedhassix
villagesand4920people.Thepopulation
densityis295person km2 andthenatu-
ralpopulationgrowthrateis0.66%.
2.2 Reconnaissancefieldsurveys

Thereconnaissancefieldsurveyswerecarriedoutin1995 2000and2005.Thewatershedtopo-
graphicmap scale110000 wasusedincombinationwith1995and1999aerialphotosand2005
SPOT5imagery.Thelanduseunitsweredelineatedonthephotographsandverifiedinthefield
 Fig.2  Landuseismainlyafunctionofelevationandtopography.Theremnantforestpatchesexist
primarilyonsteep inaccessiblepeaksandslopes.Littlenaturalvegetationisobserved andmostareas
arecoveredbysecondaryvegetationunderhumaninfluence.Themainagriculturalcropsarerice Oryza
sativaL.  maize ZeamaysL.  andwheat TriticumaestivumL.  Landuseinformationfrom2005
wasusedinconjunctionwiththe2004hydrologicaldatabecausethelaststreammeasurementswere
takenin2004.
2.3 Fieldandlabmethods

Asetofinstrumentsconsistingofacontinuousrecordingraingauge awaterlevelstagerecorder 
andasiltsampler bottletype wasusedtorecordrainfall streamflow andsedimentflow respective-
ly.Thewaterstageismeasuredevery15minandthentransformedintodischargebymeansofthecali-
bratedratingcurveobtainedthroughperiodicflowmeasurements.Thesuspendedsedimentconcentra-
tions SSCs weredeterminedbythegravimetricmethod.Suspendedsedimentsamplesweretakenonly
duringrainfall runoffevents and>10sampleswererequiredduringeachevent.Thewatersamples
werevacuumfilteredthrougha0.45μmfilter andtheresiduewasovendriedat105℃for24h.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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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Landusemapsfor1995 a  2000 b and2005 c intheWangjiaqiaowatershed

weightofeachdriedresidueandthesamplevolumeprovidedtheSSC gm-3  Thesuspendedsedi-
mentloadwasthencalculatedfromtheSSCandthewaterdischargedata.Floodswereidentifiedinca-
seswheretheincreaseinstreamdischargeexceeded1.5timesthebaseflowrecordedatthebeginning
oftherainfallevent García Ruizetal. 2005 Lana Renaultetal. 2007  Usingtheclassicalhydro-
graphseparationmethodofHewlettandHibbert 1967  runoffwasseparatedintothecategoriesof
stormflowandbaseflow.Onseveraloccasions malfunctioningequipmentpreventedcompletemonito-
ringofstorms.Ahydrographseparationwasconductedon152eventsduring1995—2004 forwhich
reasonablycompleterecordsofthesedimentconcentrationswereobtained.
2.4 Clusteringapproach

Aclusteringapproachwasusedtoclassifytherainfallevents.Aclusteringapproachisafunda-
mentalandimportanttoolinstatisticalanalysis Huang 1998 Sibson 1973  Itaimstogroupobjects
basedontheirsimilaritiesandhasbeenwidelyusedinvariousscientificfields Anderberg 1973 Yeh
etal. 2000  Therearetwomethodsofclustering thehierarchicalmethodandtheK meansmeth-
od.TheK meansclusteringmethodissuitableforalargenumberofcases Hong 2003  andacluster
numberisrequiredbeforeclassification.Todeterminethenumberofclustersinadataset numerous
criteriahavebeenproposed Perruchet 1983  Inthisstudy themostsuitableclusternumberwascho-
senbytrialanderror.TheclassificationmettheANOVAcriterionforasignificantlevel P<0.001  
2.5 Statisticalanalysis

Foreachrainfall runoffevent thecharacteristicsofindividualstormswereevaluated consider-
ingtheirerosivecharacters.Thefloodeventshavebeensubsequentlycharacterizedusingthreegroups
ofvariables Table1  Threeindicesincludingrunoffcoefficient surfacerunoffandtotalsuspended
sedimentloadareused.

RC=R P  1 
R=Q-BF  2 

whereRC R P QandBFdenoterunoffcoefficient surfacerunoff precipitation totaldischarge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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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flow respectively.
TL=Qmean×SSCmean  3 

whereTL QmeanandSSCmeandenotetotalsuspendedsedimentload meandischargeandmeanflood
SSC respectively.AllresultswerecalculatedwithSPSS13.0forwindows Hong 2003  

Table1 Floodvariablesandassociatedabbreviationsusedinthestatisticalanalysis

Rainfallrelatedvariables Runoffrelatedvariables Suspendedsedimentrelatedvariables

 Totalprecipitation P mm  Runoff R 
 Meanfloodsuspendedsedimentconcentration
 SSCmean gm-3 

 Durationoftheevent D min  Runoffcoefficient RC 
 Maximumfloodsuspendedsedimentconcentra-
tion SSCmax gm-3 

 Meanrainfallintensity Im mmh-1  Totaldischarge Q m3s-1  Totalsuspendedsedimentload TL t 

 Maximum 30min rainfallintensity
 I30 mm 

 Baseflowatthebeginning Qb m3s-1 

3 Results
3.1 Rainfallregimes

The152rainfalleventsweredividedintothreegroupswithK meansclustering.Threerainfall
variableswereusedduringthisprocessincludingthedepth P  duration D andmaximum30minrain-
fallintensity I30  Table2  Basedon10yearsofrainfallmeasurementsclustering 152rainfallevents
wereclassifiedintothreerainfallregimes.RainfallRegimeⅢoccurred94times withatotaldepthof
2050.3mm.RainfallRegimeⅠoccurred46times withatotaldepthof1349.1mm.RainfallRegime
Ⅱ however wasobservedonly14times withatotaldepthof817.7mm.ThemeanPandDdecreased
inthefollowingorder RainfallRegimeⅡ>RainfallRegimeⅠ>RainfallRegimeⅢ.RainfallRegime
ⅢhasthehighestvaluesofthemeanI30 followedbyRainfallRegimesIIandI.Thegeneralcharacter-
isticsofeachRainfallRegimecanbedescribedasfollows RainfallRegimeⅠwascomposedofrainfall
eventswithamoderateP amoderateD andlowI30.RainfallRegimeⅡisthegroupofrainfallevents
withahighmeanPandlongD.RainfallRegimeⅢ however hasalowPandashortD.

Table2 Statisticalfeaturesofdifferentrainfallregimes

Rainfallregimes Variables Mean SD Variation Sum Frequency time

Ⅰ P mm 31.8 15.1 0.47 1349.1 44

D min 1371 256 0.19 59770

I30 mm 3.7 1.6 0.44

Ⅱ P mm 54.0 22.9 0.42 817.7 15

D min 2548 543 0.21 37632

I30 mm 5.3 4.2 0.78

Ⅲ P mm 22.2 12.2 0.56 2050.3 93

D min 494 248 0.50 45949

I30 mm 7.5 7.1 0.95

Fig.3showstheshowsthefrequencydistributionsofthethreerainfallregimesduringthestudy
years.ThetotaldepthsofthethreerainfallregimesindifferentyearsareshowninFig.3 a  Except
for1995and2004 thetotaldepthsofRainfallRegimeⅡwerelowerthantheotherregimes.Thiswas
becausethefrequencyofRainfallRegimeⅡwasthelowestofanyregime infact itdidnotevenocc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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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1998and2002.Fig.3 b showsthatwithavalueof31.8mm during2003  RainfallRegimeⅢhad
thehighestmeanI30 followedbyRainfallRegimesⅠandⅡ.Fig.4showstherelationshipbetween
I30andDofthe152eventsandindicatesthateventswithalargevalueofI30rarelylastlong.Eventswith
I30>20mmcoincidewithD<1000min.ThisisadecisivecharacteristicfordifferentRainfallRegimes.

Fig.3 Characteristicsofthethreerainfallregimesindifferentyears

3.2 Landusechanges
Landusehasbeenalteredgreatlybetween1995and2005intheWangjiaqiaowatershed.Table3

showstheareasoflandusetypesandthecorrespondingpercentages.In1995 forestcovered44.5%of
thestudyarea whilecroplandcovered23.3% 389.4ha andpaddyfieldcovered19.8% 330.7ha  The
otherlandusetypeswererelativelyminorandconsistedofshrubland 3.2%  orchards 4.2%  rural
residentialland 3.9% andwaterbodies 0.7%  By2005 theareasofpaddyfieldsandcroplandhad
decreasedsignificantly.Orchards atypeofnon farmlanduseintroducedtoboostfarmersincomes 
increased2.8foldandcomposed11.9%ofthewatershedareain2005.Importantchangesoccurred 
forexample somesteeplandswithslopegradientsof>25°wereconvertedtoforest.Thischange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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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Relationshipbetweenmaximum30minintensitiesanddurations
ofthe152eventsintheWangjiaqiaowatershed

relatedtotheimplementationofISWMforsoilconservationintheTGAinthe1990s.Duringthisperi-
od forestincreasedto48.6%in2000andto55.4%in2005.

Table3 Changesindifferentlandusecategoriesasapercentageofthetotalwatershedarea

Landuse
%oftotal 16.7km2 watershedarea

1995 2000 2005

Change %

1995—2000 2000—2005 1995—2005

Forest 44.5 48.6 54.4 4.1 5.8 9.9

Orchards 4.2 8.3 11.9 4.1 3.6 7.7

Paddyfield 19.8 16.3 13.6 -3.5 -2.7 -6.2

Cropland 23.3 18.3 10.5 -5 -7.8 -12.8

Shrubland 3.2 3.1 3.0 -0.1 -0.1 -0.2

Ruralresidentialland 4.3 4.6 5.3 0.3 0.7 1

Waterbody 0.7 0.8 1.3 0.1 0.5 0.6

3.3 Soilandwaterlossofdifferentrainfallregimes
ThecharacteristicsofrunoffandsoillossunderthethreerainfallregimesareindicatedinTable

4.WefoundthatthevaluesoftheRCandtheTLofthedifferentrainfallregimeswereasfollows 
RainfallRegimeⅡ>RainfallRegimeⅠ>RainfallRegimeⅢ.RainfallRegimeⅠcreatedthemostac-
cumulatedsedimentload 4283t withahightotaldischarge 368.7mm  farmorethanthatinRain-
fallRegimeⅡandⅢ.RainfallRegimeⅢ however createdalowmeansedimentloadwithalargea-
mountofP 2050.3mm  AlthoughtheaccumulateddischargeofRainfallRegimeⅠismorethan
RainfallRegimeⅡ thetotalsurfacerunoffofthesetwoRainfallRegimesarealmostthesamea-
mount.

Table4 Featuresofrunoffanderosionindifferentrainfallregimes

Rainfallregimes

Runoff

Accumulated
Q mm

MeanRC SDofmeanRC

Sediment

Accumulated
TL t

MeanTL t SDofmeanTL

Ⅰ 368.7 0.21 0.20 4283 97 247

Ⅱ 253.1 0.24 0.23 2694 180 278

Ⅲ 279.0 0.14 0.19 2792 30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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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Tendencyofsoilandwaterlossunderdifferentrainfallregimesduring1995—2004
DecreasingtrendsinRCsandsedimentloadswerefoundforallthethreeRainfallRegimesduring

theyears1995—2004.ThesetrendsareillustratedinFig.5 whichshowsasimilardeclineinboththe
runoffcoefficientsandthesedimentloadsforeachRainfallRegime.Therunoffcoefficientsandthe
sedimentloadsofRainfallRegimeⅡdropdramatically.RainfallRegimeⅠdecreasesmoregentlythan
RainfallRegimeⅡ.RainfallRegimeⅢ however hasonlyaslightdecline.

Fig.5 Runoffcoefficients a andsuspendedsedimentload b underdifferent
rainfallregimesintheWangjiaqiaowatershed

AnANOVAwiththeRCandTLasthedependentvariablesandtherainfallregimesandlanduse
asindependentvariableswasperformed eventsduring1995—1999asonelanduse andeventsduring
2000—2004astheotherlanduse  Thetwo wayANOVA Table5 revealedthatTLshowedsignifi-
cantdifferencesbetweendifferentrainfallregimes P=0.009 andamongdifferentrainfallregimes P=
0.008  However asignificantdifferenceinRCswasfoundonlyamongdifferentlanduse P=0.001  
NostatisticallysignificantinteractionsbetweenrainfallregimesandlandusewerefoundinRCorTL.

Table5 Two wayANOVAofRCandTLwithdifferentrainfallregimeandlanduse

Factors
RC

F ratio P value

TL

F ratio P value

Rainfallregimes A 2.504 0.085 4.891 0.009

Landuse B 11.195 0.001 7.322 0.008

Interaction A×B 0.968 0.382 1.844 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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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iscussion
4.1 Effectsofdifferentrainfallregimesonrunoffandsoilloss

Accordingtothisstudy RainfallRegimeⅢisthemostfrequentoftherainfalleventsandhasthe
maximumaccumulatedrainfalldepth.However ithasonlyslighterosiveeffectsonthesoilanditcan-
notproducesevereerosionandwaterloss.RainfallRegimeⅡconstitutesonlyasmallportionofthe
totalrainfallevents yetitproducesnearlythesamesedimentloadasRainfallRegimeⅢ.ThemeanSS
loadofRainfallRegimeⅡisalmostthreetimesthatofRainfallRegimeⅠ andsixtimesthatofRain-
fallRegimeⅢ.Ithasadestructiveeffectonthesoilsurface.RainfallRegimeⅠtendstoinduceahigh-
ertotalrunoffandtotalerosionthantheotherregimes.Thisresultemphasizestheimportanceofthe
rainfalltypeasamajorcauseofrunoffanderosion.Fromthisstandpoint therainfalldepthisthemost
importantfactorinpredictingorindicatingthedegreeofsoilerosioninthestudyarea.Otherstudies
alsoconfirmedthatrainfalldepthplaysavitalroleinbothrunoffandsedimentgeneration Berndtsson
andLarson 1987 DunneandBlack 1970 Dunneetal. 1991 HewlettandHibbert 1967  

Fig.6 Percentageofaccumulatedrunoffandsuspended
sedimentyieldintheWangjiaqiaowatershed

inrelationtothenumberofevents

Alargeproportionoftherunoffandsediment
loadwasproducedbyasmallnumberofrunoffe-
vents.ThisfindingisillustratedinFig.6 which
showsthepercentageoftheaccumulatedrunoffand
thesedimentloadasafunctionofthepercentageof
events.Theseresultsclearlyemphasizethevariabil-
ityofrunoffandsedimentproductioninthestudy
watershed andtheyareconsistentwithotherstud-
iesofagriculturalwatershedsinthatmostofthe
sedimentloadistransportedduringasmallnumber
ofevents Estranetal. 2009 Lana Renaultand
Regüés 2009 Manoetal. 2009  Manyrainfalle-
ventswithasmallrainfalldepthandashortdura-
tionproducedlimitedrunoffandnearlynosedi-
ment andthisisespeciallyevidentinRainfallRe-
gimeⅢ.
4.2 Effectsoflandusesonrunoffandsoilloss

Alongwithdefiningthesurfacedepressionstorage landusealsodefinestheproportionofthesoil
surfacethatisbareandthereforeexposedtoraindropimpactandcrusting.Thisfactorinfluencesinter-
ceptionandsurfaceandsubsurfacewaterstoragecapacitiesdirectly.Cultivatedlandsarethoughttobe
themajorcontributorstosedimentyieldinthisarea Shietal. 2004  MostsoillossoccursfromJune
toAugust whichcoincideswiththerelativelyhighfrequencyofruralactivity Fangetal. 2011  
Muchlikethemainlandusechangesinthepresentstudyarea whencultivatedlandsareconvertedto
orchardsorforest theruralactivityreduces.Thecanopiesoforchardsorforestcanreducetheerosive
poweroftheraindrops Sinunetal. 1992 Wiersum 1984  andtheyprovidematerialsforsoilcoveron
theforestfloor.Asaresult theenergyofraindrops whichisdependentontheraindropssizeandve-
locity isreducedtoalmostzerowhentheraindropsreachthesoil BinkleyandBrown 1993  Further-
more theirrootingsystemswillalsoholdsoilparticleseffectivelyandmakethesoilmoreresistantto
erosion.Penetrationbytherootsandtheirsubsequentgrowthcancompactthesoilintheimmed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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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inity GreacenandSands 1980  thusincreasingitsresistancetoerosion.Thesoilsofthewatershed
aremainlypurplesoilsdevelopedfrompurplesandstone theyhavehighrockfragmentcontentandare
richinmacropores Fuetal. 2011  Theoccurrenceofmacroporesiscloselylinkedtolanduseandag-
riculturalmanagementpractices.Ithasbeenarguedthatagriculturalmanagement inparticulardeep
plowingandintensesoiltillage—reducesthemacroporosityofthesoilandthuscontributestoincreas-
ingstorm runofffromagriculturalareas Bronstertetal. 2002  Otherstudiesconfirmedthatanin-
creaseofforestarearesultsinasignificantreductionindischargeandsediment Niehoffetal. 2002 
Wegehenkel 2002  
4.3 Effectsoflandusesandrainfallregimesinteractiononrunoffandsoilloss

ThedramaticallydecreasingtrendshownunderRainfallRegimesⅠandⅡ however contrasts
withthemoregentlydecreasingtrendinRainfallRegimeⅢ.Thisdifferencewasmainlyduetothefact
thatthemeanprecipitationdepthandthedurationofasinglerainfalleventunderRainfallRegimeⅢ
werelowerthanthoseunderⅠandⅡ.Inorder themostsensitiveresponseofrunoffanderosionto
landusewasexhibitedbyRainfallRegimeⅡ followedbyRainfallRegimeⅠ andthenRainfallRe-
gimeⅢ.Thisindicatesthatrainfallcharacteristicsaredecisivefortherelativeimportanceofdifferent
stormrunoffgenerationmechanisms.Therunoffscausedbystormsoflargerainfalldepthsaremore
stronglyinfluencedbyland surfaceconditionsthanfloodscausedbyprecipitationwithlowerrainfall
depths especiallywhentherainfallintensityisinthesameorderofmagnitudeastheinfiltrationcapac-
ityofthesoil Bronstertetal. 2002  Thesmallnumberofrunoffeventsthatproducedalargepropor-
tionoftherunoffandsedimentloadmainlyoccurredbeforetheyear2000.

Table5showsthatthelandusechangesdefinethetrendofrunoff P=0.001 andsedimentload
 P=0.008 change.Differentrainfallregimesshow significantly differentsensitivitiesof RC
change.TheresultsofNiehoffetal. 2002 showthattheinfluenceoflanduseconditionsonstorm
runoffgenerationdependsgreatlyontherainfalleventcharacteristics.Oakesetal. 2012 suggested
thatsheeterosionismainlycontrolledbyrainfallcharacteristicsandsoilsurfacefeatures.

5 Conclusions
Inthispaper threerainfallregimeswereclassifiedfrom152eventsusingK meansclustering

basedonrainfalldepth max 30minintensityandduration.RainfallRegimeⅠcausesthegreatest
proportionofaccumulatedrunoffandsoilloss.Thevaluesofthemeanrunoffcoefficientandthemean
sedimentloadofthedifferentrainfallregimeswereasfollows RainfallRegimeⅡ>RainfallRegimeⅠ
>RainfallRegimeⅢ.AshiftfrompaddyfieldsandcroplandtoforestandorchardsintheWangjiaqiao
watershedisthemostimportantlandusechangebetweentheyears1995and2004.Theresultsindica-
tedthattherunoffandsoillossesofdifferentlanduses landusesbeforeandafter2000 variedgreatly
underthedifferentrainfallregimes.Apparently theoverallimpactofthelandusechangesinthestudy
periodwasconsiderablydecreasedrunoffandsoillossintheWangjiaqiaowatershed.Thedifferentrain-
fallregimesaredecisiveforthesensitivityofthisdecrease.Runoffcausedbythestormsoflargerain-
falldepths mainlyunderRainfallRegimesIandII aremorestronglyinfluencedbylandsurfacecondi-
tionsthanfloodscausedbyprecipitationwithlowerrainfalldep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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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DEM的丹江口水源区治理区小流域划分研究

郭文慧1,于 泳1,李 璐1,杨 伟1,袁修猛2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湖北省水土保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武汉 430070;
2.湖北省水利厅,武汉 430070)

摘 要:简要介绍了基于数字高程模型 (DEM)自动提取流域特征的原理和方法,并

以丹江口水源区治理区15万DEM 数据为基础,在ArcMap软件的水文模块 (Hy-
drology)环境下,通过不同阈值参数的对比分析,对提取数字河网水系及流域边界、
子流域归并等进行了探索,最后共提取小流域624个。
关键词:水土保持;DEM;小流域划分;丹江口水源区治理区

资助项目:湖北省水利重点科研项目 (HBSLKY201711)资助。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数字高程模型DEM (DigitalElevationModel)中蕴涵

着大量的地形、地貌信息,可以有效地反映区域的基本地形空间分布规律与地貌特征,通过分析提取

河网、流域界线甚至提取流域内的地形属性都是切实可行的。随着数字水文的兴起和分布式水文模型

研究的发展,利用DEM获取水系和子流域特征,进而进行水文模拟的方法越来越广泛地为水文学者

所采用。
本研究以15万DEM数字高程模型为基础,在ArcMap软件的水文模块 (Hydrology)环境

下,探索了流域水系自动提取及流域划分的方法,并依据 《小流域划分及编码规范》(SL653—2013)
的相关要求对子流域进行了人工修正、归并,最后完成了符合规范要求的适宜面积的小流域划分。

1 研究区概况

以湖北省境内国家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区划中的丹江口水源区治理区 (以下简称 “治理区”)为研

究对象,包括十堰市的张湾区、茅箭区、郧西县、郧县、丹江口市、竹山县、竹溪县、房县共8个县

(市、区)。治理区位于秦岭东西向构造体系的南部边缘,地形的主要特点是高差大、坡度陡、切割

深,总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北陡南缓,汉江沿线地貌峡谷和盆地相间。在我国气候区划上位于

南北气候过渡地带的秦巴山区,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多年平均气温为15.9℃,年均降水量约900mm,
年均水面蒸发量860mm 左右。土壤以山地黄棕壤和黄褐土为主,山地棕壤土次之,并有紫色土

发育。
丹江口水库是我国水资源调整的重大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1973年建成,设计蓄

水位157m,水库面积745km2,库容174.5亿 m3 (其中汉江库区占53.9%、丹江库区占46.1%),
汉江、丹江回水长度分别为174km和83km。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实施后,丹江口大坝加高至176.6m,
设计蓄水位170m,总库容290.5亿m3,水库面积1050km2,回水长度汉江194km、丹江93km。汉

江库区的主要入库支流有金钱河、将军河、天河、曲远河、堵河、神定河、泗河、芝河、浪河等,丹

江库区的主要入库支流有丹江、淇河、老灌河等。
研究区DEM情况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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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区DEM情况

2 数据来源

(1)DEM数据。研究区15万DEM 数据 (栅
格大 小 为 25m×25m,见 图 1),投 影 坐 标 系 为

WGS84坐标系,UTM投影,6度分带的49号带。
(2)水系数据。研究区5km以上的河流水系图。
(3)其他数据。研究区15万各县级行政区划

矢量数据。

3 研究方法

由DEM提取流域的数字特征,包括DEM 预处

理、流向分析、汇流累积分析及河网提取、流域边界

生成等过程。
(1)DEM预处理。从DEM 中自动提取流域的

前提是DEM中不能存在洼地和尖峰,否则在计算水

流方向时会出现逆流的现象,给水流线和流域界线的确定带来困难,为此首先要将所有地形改造成由

斜坡构成[1]。
(2)流向分析。在填洼后的DEM中,每个栅格单元都有一个可以定义的水流方向值。水流方向

的确定有单流向法和多流向法两种。单流向法包括D8算法、Rh08算法、Lea算法和D∞算法等,多

流向法则包括 MFD算法、DAEMOM算法和Ding算法等[2]。本研究采用目前较常用的D8算法,该

算法是假定每个单元格的水流方向可能流向8个相邻的单元格,水流沿最陡坡度的方向流动,计算出

中心单元格与周围8个单元格的坡度即可确定中心单元格的水流方向[3]。
(3)汇流累积分析。从每个栅格单元出发依次扫描流向矩阵,沿水流方向追踪到DEM边界,当

整个水流方向矩阵扫描完毕,就可以得到流域汇流能力的栅格分布图,汇流栅格上每个单元的值代表

上游汇流区内流入该单元的上游栅格单元格的总数,值较大者可视为河谷,值等于零则是较高的地

方,可能为流域的分水岭。根据汇流累积栅格分布图可以方便地提取流域的各种特征参数[4]。
(4)河网提取。首先设定最小支流上游集水区的面积阈值,以上游集水区面积大于阈值面积的网

格点作为该支流的起始点,流域内集水面积超过该阈值的网格点定义为水道[5]。将汇流累积栅格上所

有大于或等于最小集水面积阈值的栅格提取出来,即得到了栅格河网,然后将其转化为矢量河网。
(5)流域边界生成。流域又称集水区域,是指流经其中的水流和其他物质从一个公共的出水口排

出,从而形成一个集中的排水区域。集水流域的生成需要先确定该集水区域的最低点,然后结合水流

方向数据,分析搜索出该出水点上游所有流过该出水点的栅格,直到所有的该集水区的栅格都确定了

位置,也就是搜索到流域的边界或分水岭的位置。
(6)小流域归并。本研究以 《小流域划分及编码规范》(SL653—2013)为依据进行小流域归并

工作。小流域面积原则上控制在30~50km2,特殊情况不宜小于3km2 或大于100km2。

4 流域特征提取

4.1 无洼地DEM的生成

4.1.1 洼深计算

首先借助Hydrology工具集中的FlowDirection工具获取水流方向数据。ArcGIS中的水流方向

是利用D8算法,即最大距离权落差 (最大坡降法)来确定的。
运用Sink工具计算获得洼地区域,并用 Watershed工具生成洼地的贡献区域,分别用ZonalSta-

tistic和ZonalFill工具计算得到洼地所形成的贡献区域最低高程和洼地出水口高程。洼地深度即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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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口高程与贡献区域最低高程之差。通过计算,研究区DEM最大洼地深度为88m。

4.1.2 填洼阈值确定

分别将30m、50m、70m、90m作为填充深度值,在Hydrology工具中集中利用Fill工具将其处

理,并对填洼后的DEM进行汇流累积分析。对比分析汇流累积图水系特征信息与已配准的河流水系

图,确定最佳填洼阈值。
比较发现,30m填洼结果坡面洼地有所减少,50m填洼结果较为理想,70m填洼结果与50m填

洼结果基本相同,90m填洼结果所生成的汇流累积图中的水系特征与河流矢量图差异较大。为避免

过度填洼,选择50m为填洼阈值。

4.2 河网的自动提取

为使获取的河网更加准确,即水系的分级和水系的长度更加符合实际,在阈值设定时进行了一系

列试验,分别选取5km2 (8000个栅格)、10km2 (16000个栅格)、20km2 (32000个栅格)作为最小

汇流面积阈值,河网提取结果依次见图2~图4。

图2 5km2 汇流面积的河网提取结果 图3 10km2 汇流面积的河网提取结果 图4 20km2 汇流面积的河网提取结果

将不同阈值条件下的河网提取结果及所提取河网与水系图比较发现:5km2 汇流面积条件下提取

的河网偏密,且河流长度与实际水系一致或稍短;10km2 汇流面积条件下提取的河网稍密,且河流长

度较实际水系稍短;20km2 汇流面积下提取的河网稀疏,且河流长度较实际水系短。

4.3 流域边界生成

对比分析表明,不同阈值条件下所生成的小流域数量与河道数一致,且一一对应。经统计,最小汇

流阈值为5km2 时生成子流域2923个,最大子流域面积为63.83km2,50km2 以上子流域9个;最小汇流

阈值为10km2 时生成子流域1261个,最大子流域面积为131.04km2,50km2 以上子流域49个;最小汇

流阈值为20km2 时生成子流域615个,最大子流域面积为194.86km2,50km2 以上子流域161个。

5 小流域边界处理与划分结果

5.1 子流域边界处理与归并

5.1.1 子流域边界整合

根据 《小流域划分及编码规范》(SL653—2013)中的相关规定:小流域面积原则上控制在30~
50km2,特殊情况下不宜小于3km2 或大于100km2。为提高数据处理效率并保证小流域边界的准确

性,本研究选择子流域面积不大于50km2,且子流域数量相对较少的划分结果用于小流域的编码及命

名。为此,选择最小汇流阈值为10km2 时所提取生成的子流域边界数据,对于大于50km2 的子流域,
用最小汇流阈值为5km2 的提取结果进行数据替换,并将小于0.1km2 的子流域与周边子流域自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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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最终得到替换合并更新后的数据 (子流域1742个,大于50km2 的子流域2个)用于小流域的修

正、分割及归并。

5.1.2 子流域边界修正

由于基于DEM的河网提取是采用最大坡降的方法,因此在平地区域 (例如谷底等)水流方向是

随机的,就很容易生成平行状的河流等错误形状,出现大量复杂镶嵌的流域格局 (图5),此时需要

利用Editor工具栏进行手工编辑修正。

5.1.3 子流域边界分割

首先在属性表中添加 “亚单元标识码”,选出跨县的小流域,赋值为1,其他未跨县小流域赋值为

0;然后用湖北省分县行政边界矢量数据对跨县子流域进行分割。

5.1.4 子流域边界归并

依照 《小流域划分及编码规范》(SL653—2013)中的原则对子流域边界进行归并,受小流域面

积的限制,归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现将这次归并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特殊问题处理如下:
(1)被县界分割形成面积较小的子流域。对此类子流域研究其与周边子流域的关系,符合归并原

则的与周边子流域归并得到面积适合的小流域;对不符合归并原则,且面积小于3km2 的子流域,为

方便流域管理,考虑与周边小流域合并;面积大于3km2 的子流域可单独作为小流域。
(2)丹江口水库及周边区域。丹江口水库周边区域及库底地形复杂,基于DEM自动提取的子流

域边界也较为复杂,较多子流域边界跨越水库水面,与对岸一起形成区间型小流域,不利于小流域的

管理。基于此,考虑将170m淹没线以内区域 (包括丹江口水库水面及库周170m淹没线以内区域)
划分为丹江口水库型流域,将周边的子流域边界依据水系汇流关系及行政边界进行归并。

(3)盲区。在省界边缘,会出现少数面积较小的流入其他省份的水系,他们与本省内周边相邻子

流域的汇流关系较远。这部分子流域多小于5km2,分析认为造成这种结果一般有两种原因:①实际

地形地貌复杂;②省级边界与DEM影像之间在地理位置上存在误差。由于提取出来的水系与湖北省

河流分布图一致性较好,因此可排除第二种原因。考虑到便于流域管理,依据周边水系的汇流关系进

行归并,形成类似于坡面小流域的类型 (图6)。

图5 复杂镶嵌的流域边界示例 图6 特殊情况示例

5.2 小流域划分结果

本研究在丹江口水源区治理区约2.30万km2 的区域内,提取小流域624个 (丹江口水库型流域

除外,该流域面积为389.04km2),最小的小流域面积为3.41km2,最大的小流域面积为59.42km2。
其中:<30km2 的小流域有122个,面积约为0.25万km2,占该区总面积的10.87%;30~50km2 的

小流域有455个,面积约为1.80万km2,占该区总面积的78.26%;≥50km2 的小流域有47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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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研究区小流域划分结果

积约为0.25万km2,占该区总面积的10.87%。研究区小流

域划分结果见图7。

6 结论与讨论

利用15万比例尺DEM数据提取的河网与实际河网的

比较结果一致性较好;在提取水系图时,由于水系为连续的

汇流最低点相连接而形成的线状图,因此水系只能反映河流

的走向,而不能反映河流的宽度。自动提取的子流域的边界

与分水岭基本吻合,流域特征明显,但由于河底或库底地形

的复杂性,出现了大量复杂镶嵌的流域格局,存在较多子流

域需要人工修正,而人工修正又存在主观性。
小流域是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基本单元。本研究对典型

区域的小流域划分技术进行了研究,为湖北省开展类似区域

小流域划分工作提供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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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明确土壤的斥水性特征及其对土壤溅蚀的影响,以3种不同类型及利用方式

土壤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土壤斥水性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系统分析了土壤斥水性

对土壤溅蚀的影响。结果表明:①耕地土壤的斥水性最低,表层土壤斥水性高于下层,
黄褐土斥水性 (13.15s)高于其他类型土壤,整体上看,斥水性受到土壤机械组成和

游离铁、铝氧化物的显著影响 (R2<-0.40,P<0.01);②土壤溅蚀过程呈现为倒

“V”形,即一个陡涨陡落的特点,土壤累计溅蚀量随降雨历时变化关系用对数函数可

以很好地拟合 (R2≥0.90,P<0.01);③在一定雨强范围内,斥水性对土壤溅蚀有着

显著影响,斥水性越大土壤发生溅蚀的程度也越大,对数函数模型也可以很好地表达

溅蚀指标随斥水性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能为降雨侵蚀机制研究与侵蚀过程模型提供理

论参考依据。
关键词:土壤类型;斥水性;土壤溅蚀;团聚体

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771304、41401317、41401303)资助。

土壤斥水性,也叫疏水性,是指水分不能或很难湿润土壤颗粒表面的物理现象[1],广泛存在于各

种土壤中[2]。斥水性影响土壤中很多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对生态环境与经济存在着一系列的影

响。当土壤表面发生斥水现象时,会严重阻碍水分下渗,增加地表径流的滞留时间和地表径流量,加

剧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在汛期来临之前,由于土壤之前长期处于干旱、含水率较低状态,在汛期前

的几场大强度降雨时,土壤斥水性对水土流失的影响更为显著[3]。
传统观点从土壤入渗角度分析斥水性与土壤侵蚀的关系,发现斥水性显著降低土壤的入渗能力,

加快地表径流的产生速度,加大地表径流流量和流速,从而加剧土壤侵蚀风险[46]。在降雨溅侵蚀过

程中,研究者观察了不同降雨强度、降雨时间和土壤坡度条件下的土壤溅蚀分离过程,发现雨滴打击

在斥水性土壤上,溅起的水滴虽然数量较少,但因其体积较大,可以携带走更多的泥沙[7],这也说明

了斥水性对土壤侵蚀的促进作用。
我国中南部作为我国重要粮食产区,水土流失问题严重[8]。由于该地区土壤受长期耕作影响,表

现出有机质量含量较低,质地较黏重,土壤风化程度相对较高。目前,关于土壤斥水性方面的研究大

多数集中在有机质较高、质地偏砂的土壤上,而对于质地黏重、有机质偏低的矿质土壤相对较少。国

内对于这类型的土壤斥水性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不足。因此,本文以我国华中、华南地区3
种典型的旱作耕地与周边林地、荒地土壤为研究对象,测定其土壤斥水性的同时,探究土壤斥水性分

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并通过设计土壤溅蚀的试验方法来研究土壤斥水性对土壤溅蚀的影响作用,以

期为该地区的土壤水分合理高效利用和土壤改良治理工作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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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土样采集

研究区位于我国中南部典型的旱地农业耕作区,所处气候为亚热带季风气候。试验于2015年6
月至2016年4月根据研究区水热条件变化及类型土壤分布特点,选取3种广泛分布的第四纪沉积黏

土母质发育的低丘岗地区耕地土壤及其周边对照林地、荒地土壤。供试土样基本情况及分布见表1。
采样时选取发生层完整、土壤侵蚀度低的土壤,依其纵剖面依次选取A层 (淋溶层、表土层)、B层

(淀积层、心土层)土样和C层 (母质层)土样,林地与荒地只选取A、B两个层次。为保证田间原

状土壤结构不被破坏,将土样平铺进实木 (厚1.5cm)特制木盒 (长40cm×宽40cm×高5cm)承装

运回实验室,自然风干后,储藏备用。选取部分土样过0.25,2mm筛以供理化性质分析用。

表1 供试土样分布基本情况

研究地区 土壤类型 采样位点 土地利用 年均气温/℃ 年降水量/mm

湖北襄阳 黄褐土 32°19'N,112°09'E 旱作耕地、荒草地、林地 15.8 878.3

湖北咸宁 棕红壤 30°00'N,114°22'E 茶园、荒草地、林地 16.8 1409.0

广东韶关 赤红壤 24°18'N,113°56'E 旱作耕地、荒草地、林地 20.4 1763.8

1.2 试验方法

1.2.1 土壤基本理化性质测定

土壤理化性质采用常规方法测定,pH值采用电极法测定 (土水比12.5混合浸提);土壤质地

(国际制)采用吸管法测定;有机质为重铬酸钾外加热法;阳离子交换量 (CEC)采用乙酸铵 (pH=
7.0)交换法;游离氧化物 (Fed 和Ald)采用连二亚硫酸钠 柠檬酸钠 碳酸氢钠 (DCB法)浸提,非

晶质氧化物 (Feo 和Alo)采用草酸 草酸铵缓冲液浸提,浸提液稀释后用等离子发射光谱 (ICP)测

定。土壤是成土母质在一定水热条件和生物作用下,经过一系列物理、化学和生物作用而形成的,因

而土壤性质也随这些条件的变化呈现一定的变化规律。供试土壤的基本理化性质见表2。
供试土壤有机质含量差异较大,赤红壤林地A层土壤有机质最高达34.27g/kg,最低出现在赤红

壤C层土样有机质含量仅为2.29g/kg。有机质与土地利用方式之间关系密切,整体表现为荒地>林

地>耕地。不同层次间有机质含量也表现出显著差异性,表层土壤因受到地表植被等的补充,有机质

有比较丰富的来源,所以B、C两层土壤有机质显著低于A层。供试土壤pH分布在4.21~7.37。有

研究[9]表明pH与有机质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试验结果呈现与之同样的趋势。pH与土壤层次之间关

系明显,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均表现为A层<B层,而C层变化规律不明显。
供试土壤CEC在18.47~39.15cmol/kg,除赤红壤外耕地A层土壤的CEC均为最小,这说明了

长期耕作会降低土壤性能。游离态 (Fed、Ald)的相对含量取决于母质的风化程度,风化程度愈深,
其含量愈高。赤红壤中土壤游离态Fe、Al含量最高,母质风化程度最高、土壤脱硅富铝化程度较

深,游离态Fe、Al表现出明显的富集特征;同时,Fe、Al氧化物含量各土壤层次及土地利用方式间

差异不明显。试验土样容重为1.10~1.55g/cm3,黏土母质旱地土壤容重较大,土体黏重,并不利于

旱地土壤耕作。总体上耕地土壤容重高于林地与荒地,这是由于林地和荒地土壤根系穿插有机质积

累,有机质的多孔性使林地土壤疏松,容重较低。棕红壤和赤红壤旱地土壤熟化程度深,表层土壤容

重显著小于母质层。供试土壤质地受母质影响,土壤黏粒含量基本超过30%,质地较为黏重,其中

赤红壤B层土样质地最为黏重,黏粒含量达77.4%。一般而言,具有良好结构的土壤 (具有稳定性

团聚体,通气孔隙数量较多),其通气透水性良好,土壤入渗速度快,能够容纳吸持较大强度的降雨。
沉积黏土母质发育的土壤孔隙度一般较高,可以达到40%以上,吸持贮水量大,有利于土壤蓄水

保水。
1.2.2 土壤斥水性测定

试验采用采用滴水穿透时间法 (WDPT)测定土壤斥水性。WDPT法是指将一滴蒸馏水滴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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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颗粒自然结构面,测定其完全渗入土壤里所需的时间,即斥水性存在的时间。测定时保持水滴

距离土壤表面不超过5mm,避免水滴下落时过大的动能影响水滴入渗。试验中选取粒径10mm左

右的土块于室温下测定,取20滴水 WDPT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土壤的斥水性时间。Ritsema
等[10]、Dekker等[11]学者将土壤划分为5种斥水等级:0级,无斥水性 (WDPT<5s);1级,轻微

斥水性 (5~60s);2级,强烈斥水性 (60~600s);3级,严重斥水性 (600~3600s);4级,极度

斥水性 (>3600s)。

表2 供试土壤的基本理化性质

土壤类型 层次 有机质/(g·kg-1) pH CEC/(cmol·kg-1) 容重/(g·cm-3) 含水量/% 孔隙度/%

A 9.90±0.69Bc 6.50±0.02De 28.75±0.07Da 1.40 7.66 39.82

B 3.01±0.21Aa 7.25±0.08Dg 35.29±0.35Cd 1.51 8.19 43.14

C 2.55±0.81Aa 7.37±0.02Dh 31.62±0.13Cb 1.51 5.62 36.07

黄褐土 LA 16.25±0.25Ad 5.61±0.04Da 33.56±0.49Cc 1.30 5.23 53.45

LB 9.30±0.31Ab 6.34±0.03Ed 34.27±0.84Dc 1.42 5.55 47.30

HA 18.05±1.47Ae 5.79±0.06Cb 32.17±1.09Cb 1.42 5.96 51.76

HB 10.81±0.50Bbc 6.27±0.03Dc 33.70±0.54Dc 1.55 5.87 46.80

A 13.64±0.34Cc 4.83±0.02Ce 18.47±0.52Ba 1.34 4.90 38.22

B 4.94±0.71Ba 5.04±0.02Ef 19.12±0.25Aa 1.50 4.78 38.17

C 3.58±0.27Aa 5.10±0.05Cg 18.69±0.20Aa 1.49 5.92 38.70

棕红壤 LA 19.66±1.78Bd 4.21±0.01Aa 22.10±0.39Ab 1.17 5.78 48.03

LB 11.55±0.53Bb 4.31±0.02Bb 24.91±1.04Bc 1.34 7.14 48.21

HA 24.94±1.46Be 4.73±0.04Bd 24.51±0.56Ac 1.20 3.25 47.10

HB 11.91±1.23Bb 4.58±0.03Bc 26.11±1.18Bd 1.28 4.75 50.44

A 10.68±0.25Bc 4.69±0.12Bb 39.15±1.69Fd 1.25 4.33 46.03

B 5.27±0.29Bb 4.83±0.03Bc 38.48±1.03Dc 1.27 4.57 48.60

C 2.29±0.05Aa 4.46±0.02Aa 35.51±0.90Db 1.40 4.98 46.74

赤红壤 LA 19.98±0.56Cf 4.62±0.02Cb 39.09±0.76Dd 1.24 4.12 51.91

LB 11.86±0.46Bd 5.03±0.04Dd 35.93±0.39Ec 1.21 4.39 51.56

HA 34.27±1.04Dg 4.62±0.00Bb 22.51±3.46Aa 1.10 4.75 56.92

HB 17.01±0.41Ce 4.80±0.04Cc 35.03±0.40Db 1.28 3.73 52.57

 注 L代表林地土壤;H代表荒地土壤;大写字母表示不同土壤类型下差异显著性 (P<0.05);小写字母表示不同利用方式、土

壤层次间差异显著性 (P<0.05)。下同。

1.2.3 室内人工模拟降雨试验

人工模拟降雨试验在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水土保持研究中心进行,采用垂直旋转下喷式

自动模拟降雨系统。降雨高度为10m,降雨雨滴达到的终点速度满足天然降雨特性,降雨强度变化范

围为15~220mm/h,降雨均匀度大于90%。
试验选取了襄阳、咸宁、韶关的A、B两个层次土壤。试验设置雨强为90mm/h、120mm/h。试

验装置为改进的摩根溅蚀盘,由内环溅蚀盘和外环收集盘2部分组成,高30cm的倒圆台形装置。外

环直径30cm,高30cm,内环直径15cm,高10cm,外环与内环中间用玻璃胶填充为光滑斜面,斜面

最低处连接出水口;溅蚀盘为直径为15cm,高1cm,孔径为0.25mm的筛盘,放于内环上;溅蚀盘

与收集环中间有0.3cm的缝隙用来导排表面积水。取风干土样过3~5mm筛,铺满筛盘并置于溅蚀

盘内环上使其与溅蚀盘内环上缘在同一水平面,用钢尺水平抹去多余土样使其与装土盘口持平。降雨

时间设定为60min,当土壤表面出现水膜时适当缩短降雨历时,未能出现水膜的按设定时间计。降雨

过程中用洗瓶随时冲洗溅在外环收集盘上的团聚体颗粒,以防雨滴二次打击造成的破碎,试验中用塑

料瓶每5min收集1次溅蚀泥沙,将收集的溅蚀颗粒湿筛分级后烘干用万分之一天平称重计算溅蚀泥

沙量。试验中为保证土壤斥水性与开始测定的斥水性相同所以不进行预湿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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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处理

数据分析采用MicrosoftExcel2016进行前处理及基本做图,采用Originpro8.0进行做图,采用

SPSS19.0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等。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斥水性分布特征

斥水性表征了水分渗入土壤的快慢程度,斥水性越低则水分渗入土壤的速度越快。由图1可知,
供试土样 WDPT在0.27~13.15s,根据Dekker等[11]对滴水穿透时间法的分级标准,供试土样属于

亲水性与轻微斥水性土壤,其中黄褐土斥水性最高,赤红壤斥水性明显低于其他土壤。
土壤斥水性与土地利用类型之间关系不明确,但除黄褐土外,其他耕地土壤的斥水性均为同一土

壤类型中最低,呈现出亲水性,这样的性质有利于灌溉水分的下渗以及种子的萌发以及农业生产。对

于土壤层次而言,斥水性与土壤层次间关系明显,由图1可以看出,3种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之下,斥

水性整体表现为A层高于B层。其中,棕红壤林地A层土壤斥水性高于荒地A层,而黄褐土和赤红

壤则荒地A层斥水性高于林地,这可能是因为树龄、树种存在差异,受到植被类型的影响[12]。供试

土样中最强斥水性出现在黄褐土耕地 A层,WDPT达13.15s,土壤表面水分会表现出明显的 “滞
留”现象。黄褐土斥水性最高,赤红壤土壤斥水性明显低于其他土壤。

图1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 WDPT分布

对土壤的理化性质对土壤斥水性的影响作用进行分析,发现斥水性受到多种理化性质的影响。由

表3可知,对所有供试土壤而言,斥水性与土壤机械组成和游离氧化铁铝含量表现出极显著相关性,
其中与粉粒量呈正相关 (R2=0.48,P<0.01),与砂粒量、黏粒量和游离态氧化铁铝均为负相关

(R2<-0.40,P<0.01)。对表现出明显斥水性土壤而言,斥水性仅与土壤黏粒含量表现出了显著相

关性,并且与整体土样相反,斥水土样与黏粒含量表现为显著正相关,这可能与其黏土矿物类型有

关。根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主编 《中国土壤》,表现出斥水性的黄褐土和棕红壤的黏土矿物

分区均属于水云母 蛭石 高岭石区,当黏土矿物组成相似时,黏粒含量与土壤斥水性间可能表现为正

相关,当黏土矿物组成不同时,可能表现为负相关。有机质仅在斥水性较低或无斥水性的土样中表现

出显著的影响作用。含水率是影响斥水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低含水率时,土壤斥水性随含水率升高

而升高,并且用指数函数可以较好的拟合这种变化,这陈俊英等[13]研究结果一致。
由表4可知,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斥水性影响因素基本相似,为土壤机械组成、游离铁铝氧化物

等。其中,荒地土壤斥水性仅与土壤的风干含水率表现出相关性 (R2>0.6,P<0.05),耕地与林地

土壤中风干含水率对斥水性的影响不明显。容重仅对耕地土壤的斥水性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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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土壤受耕作影响,土壤被压实,容重较大,所以耕地土壤斥水性对容重的响应较为敏感[14]。

表3 WDPT与理化性质相关性分析

供试

土样

统计

指标
有机质 pH CEC 砂粒 粉粒 黏粒 容重 含水率 孔隙度 Feo Alo Fed Ald

整体

土样

R2 0.29 0.13 -0.01 -0.43**0.48** -0.47** -0.27 0.36* 0.16 -0.13 -0.03 -0.41* -0.44**

n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41

亲水

土样

R2 0.34* -0.01 0.01 0.29 0.38* -0.40* -0.32 0.24 0.28 -0.12 0.06 -0.31 -0.38*

n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斥水

土样

R2 0.37 0.09 -0.71 0.60 -0.71 0.83* 0.38 0.84* -0.22 -0.31 0.20 0.54 0.54

n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注 相关分析采用spearman非参数相关性分析,**表示在置信度 (双侧)为0.01时,相关性是显著的;*表示在置信度 (双
侧)为0.05时,相关性是显著的。下同。

表4 不同利用方式下 WDPT与理化性质相关性分析

土地利

用方式

统计

指标
有机质 pH CEC 砂粒 粉粒 黏粒 容重 含水率 孔隙度 Feo Alo Fed Ald

耕地
R2 -0.02 0.43 -0.20 -0.65** 0.41 -0.41 0.49* 0.20 -0.38 -0.09 -0.09 -0.52* -0.54*

n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林地
R2 -0.35 0.28 -0.24 -0.52 0.78** -0.79** 0.50 0.41 -0.58* -0.25 -0.23 -0.77**-0.80**

n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荒地
R2 0.29 0.09 0.16 -0.23 0.36 -0.41 0.08 0.64* -0.13 -0.01 0.00 -0.32 -0.30

n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综合分析上述结果认为,斥水性与土壤机械组成和游离氧化铁铝表现出显著相关性,与其他性质

未能发现明显相关性,其中机械组成中的砂粒量与黏粒量与斥水性表现为极显著负相关 (R2<
-0.4,P<0.01),与粉粒量变现为极显著正相关 (R2>0.4,P<0.01),其原因可能是粉粒具有更

大的比表面积,可以吸附一些斥水性物质并形成有机—无机复合胶体,提高土壤斥水性[15]。斥水性

与游离氧化铁、铝均表现为显著负相关 (R2<-0.4,P<0.01)。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斥水性

的主要影响因素也会有所差别。

图2 溅蚀率随降雨历时变化

2.2 土壤溅蚀变化过程

由于溅蚀过程中土壤表面条件不断发生变化,因而随着降雨历时的不断增加,土壤溅蚀过程也随

之不断变化[16],图2分别为90mm/h、120mm/h雨强下溅蚀率 (Dr)随降雨历时变化过程。从图2
可以看出,黄褐土和棕红壤的土壤溅蚀率随降雨历时变化过程均表现为开始阶段逐渐增大,到某一时

刻后逐渐减小的趋势,即陡涨陡落的特点。赤红壤A、B两层土壤在不同雨强下溅蚀率均处于非常低

的水平 (Dr<0.03g/min),并且雨强对其影响较小,这是由于一方面赤红壤黏粒含量较高,土壤颗

粒的胶结作用强,雨滴的打击能力很难分散破坏土粒;另一方面是土粒难被分散破坏,大团聚体土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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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间隙未能被分散的小颗粒填塞,间隙较大,雨水很容易从间隙流走,导致团聚体受到的消散破坏作

用也大大减小,团聚体更难被破碎。
雨强对溅蚀过程影响明显,在中等雨强时 (90mm/h),大部分土壤20min左右溅蚀率达到最大,

而大雨强时 (120mm/h)10min左右溅蚀率就达到最大,大雨强对团聚体的破坏作用明显。从图2可

以看出,溅蚀率随降雨历时呈现的陡涨陡落的特点更为明显,这是由于在雨滴的打击下,土壤颗粒被

迅速破坏分散,小颗粒进入大颗粒间隙,并随着降雨的进行团聚体吸收水分使团聚体间黏结力增加。
表层空隙被小颗粒堵塞,团聚体间黏结力增加导致了土壤表层很快形成水膜,水膜厚度在达到雨滴直

径后具有明显的消能作用[17],抑制溅蚀的发生,致使其表现为明显的陡涨陡落特点并很快趋于稳定

的趋势。
由图3可知,赤红壤A、B层土壤在90,120mm/h雨强下的累计溅蚀量随降雨历时均为线性相

关性 (R2>0.99,P<0.01)。除黄褐土A层土壤外,其他土壤累计溅蚀量随降雨历时的变化关系用

对数函数模型可以很好地表示 (R2>0.97,P<0.01),黄褐土A土壤的累计溅蚀量随降雨历时变化

表现为 “S”形曲线。赤红壤的溅蚀量为相同雨强下最低,不超过1.5g。不同雨强间土壤的累计溅蚀

量差异不大。

图3 累计溅蚀量随降雨历时变化

2.3 斥水性对土壤溅蚀的影响

结合试验结果从团聚体角度分析,斥水性的存在影响了团聚体的稳定性进而影响到了土壤的溅蚀

过程。从图2可以看出,在中等雨强 (90mm/h)时黄褐土A层土壤的最大溅蚀率最大达到0.48g/

min,远高于其他土壤,并且出现时间明显滞后于其他土样,这是由于其斥水性较高的缘故。一方面

较强的斥水性会使水分很慢渗入团聚体[18],此时团聚体依然有较高的稳定性,而雨滴的打击能力不

足以完全使团聚体分散,所以黄褐土A层土壤的溅蚀率会呈现出一个滞后的效应;另一方面,高斥

水性导致其土壤表面快速形成一层很薄的水膜,而水膜厚度又不足以保护下方的干燥土壤,一旦团聚

体因被水分湿润而导致稳定性大大降低,溅蚀率开始显著上升并且溅蚀颗粒以大颗粒为主,导致黄褐

土A层的最大溅蚀率远高于其他土壤,这与Terry等[7]的研究结果类似。
对土壤溅蚀指标与 WDPT做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斥水性会显著影响到土壤的溅蚀过程 (R2≥

0.82,P<0.01)。图4中分别为6种土样在90mm/h雨强时平均溅蚀率、最大溅蚀率与斥水性回归

分析图,从图4可以看出,二者随斥水性增加均表现为开始阶段快速增加后增加速率逐渐减慢的变化

趋势,这说明在斥水性处于较低水平时,溅蚀率对斥水性变化反应敏感,对数函数模型可以很好的拟

合这种变化趋势 (R2≥0.90,P<0.01)。而在大雨强时这种拟合关系则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在大

雨强时,雨滴的打击作用较强远远超过了斥水性对团聚体稳定性的影响。累计溅蚀量与 WDPT函数

拟合关系不明显。
对土壤理化性质和斥水性溅蚀指标做相关分析。由表5可知,90mm/h雨强时,pH对溅蚀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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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雨强下溅蚀率与斥水性回归分析

著正相关关系;土壤前期含水量对溅蚀也有着显著影响;土壤机械组成中,仅砂粒含量对土壤溅蚀有

着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砂粒含量越高,土壤颗粒在溅蚀盘里越是松散,雨水会很快下渗,很难使

土壤颗粒破碎,而大颗粒较难被雨滴打碎并溅出;铁、铝氧化物作为土壤的胶结物质,其含量越高,
土壤团聚体稳定性越强,而溅蚀过程中,土壤破碎以雨滴打击作用为主,溅蚀过程中的土壤分离是雨

滴作用力和表土之间的响应过程[19],致使铁、铝氧化物对溅蚀量及溅蚀率等表现出显著负相关。

表5 溅蚀影响因素相关分析

雨强/(mm·h-1) 指标 WDPT pH 砂粒 Fed Ald 含水量 CEC

累计溅蚀量 0.89** 0.90* -0.94* -0.89* 0.94** 1.00** -0.49

90 最大溅蚀率 0.78 0.81* -0.60 -0.71 -0.83* 0.71 -0.60

平均溅蚀率 0.54 0.55 -0.83* -0.54 -0.60 0.89 -0.83

累计溅蚀量 0.77 0.75 -0.83* -0.77 -0.83 0.94** -0.60

120 最大溅蚀率 0.77 0.75 -0.83* -0.77 -0.83* 0.94** -0.60

平均溅蚀率 0.54 0.55 -0.60 -0.54 -0.60 0.49 -0.83*

在120mm/h雨强的情况下,各理化性质 (包括 WDPT)较90mm/h雨强对土壤溅蚀的影响不显

著。综合比较认为,斥水性在一定雨强范围内会对土壤溅蚀产生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土壤溅蚀过程表现为陡涨陡落的特点,大部分土壤累计溅蚀量随降雨历时变

化关系用对数函数可以很好地拟合;土壤斥水性在一定雨强范围内对溅蚀有着显著影响,WDPT是

预测土壤溅蚀变化的良好指标,斥水性越高,土壤的最大溅蚀率、平均溅蚀率和溅蚀量也越大,对数

函数模型也可以很好地表达溅蚀指标随斥水性变化趋势。

3 结论

(1)6种不同类型土壤、3种土地利用方式及不同土壤层次间土壤的pH、CEC等性质受土壤发

育程度、淋溶淀积作用影响,而土壤有机质含量主要受利用方式及耕作施肥条件的影响。
(2)土壤斥水性与土壤层次相关,表层土壤的斥水性高于其他层次,还受到土地利用方式的影

响,耕地土壤斥水性显著较低,有利于农业生产与灌溉。不同利用方式下的土壤间斥水性影响因素不

太一致,整体上与土壤机械组成及游离铁、铝氧化物表现出显著相关性,其相关指标可以较良好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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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预测土壤的斥水性。
(3)土壤溅蚀过程表现为陡涨陡落的特点,大部分土壤累计溅蚀量随降雨历时变化关系用对数函

数可以很好地拟合。土壤斥水性在一定雨强范围内对溅蚀有着显著影响,斥水性越高,土壤的最大溅

蚀率、平均溅蚀率和溅蚀量也越大,对数函数模型也可以很好地表达溅蚀指标随斥水性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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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对水资源及水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

雷 盛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水是人们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自然环境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了

水,人是不会存在的,水资源以及水环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随着国家发展

的速度加快,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保护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了国家的

重要方针,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已经成为了时代的潮流。水土保持作为保

护生态环境的关键措施也被人们放到了台面上,一系列措施也在积极的进行中。而基

于水土流失所造成的严重影响,本文将针对水土保持带给水资源及生态环境的影响做

出一系列分析,并提出水土保持的有关措施,提出个人的见解,为国家的生态环境保

护献言献策。
关键词:水土保持;水资源及生态环境;措施策略

人与自然都离不开水,水资源与人们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也正是这种密切联系让水资源遭到了

严重的破坏。由于人们对水资源的不重视和极度浪费,已经严重破坏了水环境的正常运转,对生态环

境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水资源的破坏和严重缺乏已

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缺乏科学的合理利用使水资源的状况越发急迫。水土保持作为一种重要的保护

水资源的措施,能够改善当前水资源的环境,让水资源的恶劣情况有所缓和,保护水资源,保护生态

环境,还人们一片绿水青山,为民造福。

1 我国水资源及生态环境的现状以及演变特征

1.1 我国水资源、生态环境现状分析

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我们国家的生态环境没有理想的那么好,虽然国家经济在进步,社会发

展也有所提高,但是生态环境并没有跟随国家发展的脚步变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

五位一体化的提出,让我们注意到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了国家的重要部分,它与其他方面同样重要,都

是国家建设中的重点。工业与农业的发展,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都使得水资源与水环境遭到破坏,
而且是越发严重。随着我们国家人口数量的增加,对水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多,河流的污染范围也是日

益增长,已经到了超过点源污染的程度,发展状况迫在眉睫,容不得忽视。由于我们国家地形复杂,
多种多样,山区面积大,降水分配极其不均,河道的淤泥也非常严重。复杂的地形也使得水土流失灾

害多发,尤其是在降雨充沛的夏季,我国南方的很多地区都会遭受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受破坏

地区不仅类型众多而且面积也非常大,给我们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的破坏。生态环境的破坏也使得

我们国家的地区生态环境极其不平衡,阻碍了我们国家的持续健康发展的美好愿景。

1.2 我国水资源、生态环境演变特征

对于自然生态环境以及水资源、水环境来说,两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简单来说,对自

然生态环境加以治理措施实际上就是对水资源、水环境加以治理。近年来,我国工业生产化发展迅

速,人们对水资源在正常所需利用的同时,污染情况也在持续的加重。除此之外,目前我国水资源以

及水环境正在不断的恶化,其中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人们对资源的不合理使用造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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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的意义以及水土保持对水资源、生态环境的影响

2.1 水土保持的意义

简单来说,水土保持就是针对某些地区水土流失严重情况而出现的对策,是服务于人们生产、生

活过程中用水途径问题。在人们生产生活过程中,水资源是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其来源主要是大气

降水、地表水或者是地下土壤水。而在我国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地区,由于受到地形、土壤条件以及

植被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致使水资源无法有效的渗入到地表,而是形成地表径流,夹杂着较多的泥

沙沿着河流沟道进行河川,甚至严重情况下还会引起洪水或者是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其中,对于水土

保持措施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可以提高农田的抗旱能力。而农作物良好的生长将是有效防止水土流失

问题的关键,从而进一步促进水土保持的作用,改善土壤的土质,促使土壤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保土、
保水作用,促使整个农田的抗旱能力不断提升。

2.2 水土保持对水资源、生态环境的影响

通过保持水土的措施能够控制水资源的恶劣变化,有效地减少土地表面的泥沙径流量,改善水土

环境,减少地表的水土流失,充分发挥水土资源的作用,实现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生态环境稳

定,很大一部分是源于水土资源的稳定,如果没有水土保持,各种生态建设都得不到落实。因此,只

有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才能让土地资源和水资源长期的为我们所用,发挥它们的价值,使整个生态都

能得到平衡的发展。

3 水土流失所造成的危害

为了水土保持措施全面实施,首先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水土流失所带来的危害。简单来说,水土

流失可以导致河流堵塞、也可能引发泥石流等的自然灾害,而严重情况下的水土流失,将是干旱或者

是洪灾等灾害发展的罪魁祸首。目前,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水土流失对社会以及自然生态环境所

带来的严重的危害,而相应的出现的水土保持措施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下面文章将全面分析

水土流失所带来的危害。

3.1 枯水季节水量减少,涝灾易发

水土流失所带来的后果最主要的就是导致枯水季节下,水资源还在不断地减少,从而河道出

现断流,水资源严重枯竭。其中具体表现在:对于水分来说,正因为空隙的存在而存在,换句话

说,空隙是水资源存在的主要关键。但是由于水土流失情况,致使土壤不断地减少,直接导致储

水空间的持续减少,当然其后果也就是土壤储水量的不断减少,最终致使河流或者是水域在洪水

季节的水资源越来越多,在枯水季节水资源量越来越少;除此之外,水土流失导致梯田、河塘、
水库以及河道等发生淤积,容积减少,相应的蓄水量也就不断减少,而遭遇暴雨天气下,极易引

发洪灾等的自然灾害。

3.2 造成河库淤塞,降低水利工程的效益

由于大量的泥沙随着地表径流流向江河湖泊水库等,淤积的泥沙既减少了蓄水空间,同时又使得

水库的防洪能力不断减弱,因此很容易造成垮坝的灾害。另外,由于泥沙进入各流域内会致使河床抬

高,最终水位上涨,形成洪水漫灌的灾害。

3.3 容易引发山泥石流等灾害

由于植被破坏、土壤地质结构受到了影响,而在遭遇暴雨天气下,必然会引发山体出现滑坡或者

是泥石流问题,最终造成山洪灾害。而由于山洪灾害极强的破坏力,一旦进入村庄、农田或者是城

市,那么其中所有的道路、电力通讯、农田、水库等都会受到严重的威胁,最终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

来不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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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的具体措施

4.1 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基地

通过建设生态环境的保护基地,将生态环境极其恶劣的地区进行综合的整治,不断改善地表的土

地资源,保持水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让土地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植树

造林,在水土环境恶劣的地区种植树木,将树木与灌木相结合,用植被覆盖地表,通过树木的根腾附

着地表,减少水土流失。种植牧草,发展畜牧业,增强土壤肥力,让牧草的覆盖来减少水土的流失。
让工业、农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相适应,构建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保持水土是一项长期的完善措

施,不能一蹴而就,要一步一步来,将每项策略都落实到实处,为国家的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4.2 建设生态环境减少破坏

通过建设生态环境,可以有效地减少自然灾害,改善水土流失地区的土地资源环境,防风固沙,
让土地资源牢牢的附着于表面。不同的水土条件要建设不同的生态环境,不能都按照一个标准,要因

地而异,根据不同地区的地质条件、气候条件、地形特点等多方面综合考虑,建设符合当地要求的生

态系统,提高生态能力,促进区域发展,减少地区差异。提高植被覆盖率,让树木拦截部分降雨,减

少地表径流量,防止土壤被侵蚀。通过植物发达的根系,固结土壤,增强土壤的抗蚀性。

4.3 工程措施

采取工程措施来保持水土,通过修建各种建筑工程来达到防止水土流失的目的。工程措施能够在

一定范围内控制地表径流、增强土壤的渗透能力,让雨水充分的渗入到土壤中,改善生态环境,实现

保持水土的目的,防止地表土壤收到侵蚀。例如,可以修建淤泥坝,有效的控制水土中的淤泥,拦截

泥沙,不让这些腐蚀性的物质破坏土壤,减少侵蚀。还可以修建小型的蓄水池,充分的利用自然降水

和地下水,将这些水资源集合到一起,起到蓄水的作用,提高雨水的利用率,沉淀其中的污染物净化

水质,让更优质的水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减少浪费,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5 结论

不管怎样,从各方面来看,水土保持都是保护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具有非常深远的影

响。不仅能够改善目前我们国家水土流失的状况,还能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我们国家的人口持

续增长,对水资源的需要也是日益增多,水土流失严重影响了我们发展的进程,破坏了生态环境,阻

碍了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相关的水资源的管理部门一定要重视水土保持,采取有效的措施解

决问题,提高生态环境的优越性,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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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生态旅游型小流域综合治理模式探索
———以蕲春县龙泉庵小流域为例

赵 辉,郭文慧,齐文杏,于 泳,杨 伟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龙泉庵小流域致力于打造功能多元、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乡村文化旅游中

心。通过采用传统水土保持措施与清洁型小流域建设相结合的方法,因地制宜、因害

设防,合理配置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文章

介绍了龙泉庵生态旅游型小流域设计理念,为后续生态旅游型小流域规划设计提供参

考和探讨。
关键词:龙泉庵小流域;生态旅游型;水土保持措施

资助项目:湖北省省直部门科研项目 (2016 218 006 001)资助。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是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有效治理面源污染、保护和涵养

水源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1]。生态旅游型小流域治理模式是清洁小

流域治理内涵的延伸,是传统小流域治理的发展、完善和提高[2]。湖北省是全国水土流失较严重的省

份之一,为满足广大山丘区群众对经济快速发展和环境持续改善的迫切愿望,湖北省结合 “资源节约

型和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建设和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在丹江口库区、三峡库区、大别山区和武陵山区继续开展了生态清洁型小流

域治理的实践和探索。
根据区域特点,在清洁型小流域建设过程中,湖北省以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为基础,整合水利、环

保、农业等相关部门的力量,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为切入点,以农村水系、河岸整治

为重点,通过山、水、田、林、路合理配置,面源污染控制,垃圾集中收治存放,污水集中收治处

理,做到水土流失治理与水源保护、农业集约化生产、人居环境改善等有机结合的清洁小流域治理思

路。实践中,丹江口市胡家山清洁型小流域以政府为主导,将水保项目与其他涉农项目和资金进行整

合,实行 “政府统筹、统一规划、水保搭台、部门共建”的治理模式,共同推进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建

设。秭归县曲溪生态清洁小流域坚持以技术支撑为先导,强化科学治理,确保治理成效,与高校合作

在茶园建设上使用清洁能源、追加绿肥、采用生物除虫方法,提高了三峡库区入库水体质量。本文以

蕲春县龙泉庵小流域为例,对生态旅游型小流域治理模式进行探讨,探索在农村生态旅游蓬勃发展形

势下的清洁小流域综合治理模式。

1 龙泉庵小流域概况

1.1 小流域基本情况

龙泉庵小流域位于蕲春县南部的蕲州镇境内,长江中下游北岸,背靠大别山脉,面临长江黄金水

道。小流域属于低山丘陵区,海拔在50~250m之间,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多年平均降雨量

1441.9mm,多年平均气温16.8℃。土壤主要有黄棕壤、棕壤、水稻土。植被类型属于北亚热带常

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带,是暖温带向北亚热带的过渡性植被类型。流域总面积48.35km2,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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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31人,人均基本农田0.04hm2,201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9668元。耕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

31.73%,其中坡耕地面积占比为11.66%;园地占土地总面积0.82%,林地占土地总面积41.51%。
龙泉庵小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占总面积的42.20%,以轻度水土流失为主,侵蚀类型主要为水力侵蚀,
主要分布在小流域的坡耕地、其他林地、低效有林地和荒草地等区域。

1.2 小流域前期治理情况

自2012年,小流域通过专业合作模式,成功引进农林企业,通过土地流转形式,开发坡地、岗

地、荒山,打造万亩 “龙泉花海”项目。目前已投入资金3.6亿元,种植桂花、日本樱花、红枫、紫

薇、红梅、垂丝海棠、罗汉松、腊梅、红叶石楠、荷花等品种,种植面积达到500hm2,已形成10个

品种,10大赏花景区。龙泉花海观光园发展旅游业,带动流域形成了27户农家乐,小商品销售20
户,吸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2016年度全年客流量达30万人次,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2014年,
该项目列为全市20个重点文化小镇之一,2015年在黄冈市文化小镇规划评比中荣获一等奖,2016年

荣获湖北 “最具潜力乡村旅游项目”“黄冈市市级现代农业示范园”。

1.3 小流域治理需求分析

龙泉庵小流域紧靠马口湖,面临长江黄金水道,流域水土流失面积比例达到42.20%,水土流失

成为制约小流域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实施以清洁小流域建设为主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涵养和保护

水土资源,控制坡面径流,减少入湖、入江泥沙,提高拦蓄能力,保障行洪安全,成为龙泉庵小流域

综合治理的主要目标。
龙泉庵小流域内自然景观众多,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日益受到重视。小流域内的龙泉庵景区、

四季花海,具有一定的旅游功能,受到越来越多的旅游和户外徒步爱好者的青睐。结合地区发展规划

对小流域开展综合治理,依托区域内丰富的自然景观,发展旅游业,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

入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
同时,蕲春县在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上,拓宽思路、抓住机遇,将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

程与乡村旅游建设相结合,以人为本,统筹规划,协调发展,使水土保持工程与民营资本相结合,优

势互补,保护生态环境,搞好水土保持工作,在建设过程中融入水土保持元素,突出其水土保持科普

教育功能。通过提高该小流域的景观品质,围绕生态涵养保护区,在现有规划版块内补充秋冬季景观

经济林树种、配套水土保持径流调控和水源涵养措施,增强小流域主导功能。

2 龙泉庵小流域综合治理设计

2.1 小流域发展定位

龙泉庵小流域致力于打造功能多元、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乡村文化旅游中心,应充分利用龙泉

庵小流域现有的农业和自然山水资源,目前核心区已种植大量的苗木花卉,包括各种不同花色、花期

的植物,具有了一定的旅游功能。在此基础上,对该小流域进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使水土保持理念

融入农业旅游开发建设,具有保障生态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实现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维护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为增强龙泉庵小流域主导功能,发展定位为

生态旅游型小流域。

2.2 小流域建设思路

根据流域内资源条件和发展定位,小流域主要建设思路是加强天然植被的封育保护,依靠自

然力量进行生态修复。合理利用当地水、土等自然资源和条件,开展农业基础设施和高标准经果

林的建设,促进当地种植产业的发展。充分发挥水土保持工程、植物措施对坡面径流的调控作用,
通过不同的整地方式、植物措施配置以及坡面水系配套建设,有序地调控径流、净化水质,为小

流域后续农林开发建设项目提供示范。开展湖岸带绿化美化建设,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促进区

域内旅游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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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综合治理措施设计

2.3.1 植物景观配置

根据龙泉庵小流域建设现状、需求分析和功能定位,确定治理重点为小流域西北部景区入口北侧

“花果山”片区、小流域东南部主景观道路末端北侧 “映山红”片区、马口湖靠近游园道路一侧湖滨

带绿化等3个片区,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6.79hm2。植物种类的选择以兼具水土保持与观赏功能的

树种为主。
花果山片区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4.60hm2,由相对高差10~25m的5个山包组成,设计以局部微

地形为单元,以规划游园道路为主线,将花果山片区分为7个斑块,包括6个观光采摘园斑块和1个

休憩娱乐斑块。根据旅游总体规划,植物种类的选择以符合采摘园、观光园的性质和功能要求,坚持

“适地适树”的原则,考虑形色搭配、景观协调。景观植物树种选择无花果、橘子 (蜜橘)、梨树 (玉
露香)、山楂 (大金星)、桃树 (大久保)、柚子等以秋冬季观花、观叶和采摘树种为主。在花果山片

区中部开阔区域设置休憩娱乐斑块,该区域景观植物选择以草本和观花型植物为主,点缀零星乔灌

木,采用错落有致的自然式配置方式,植物种选择香樟、乌桕、枫香、银杏、金丝垂柳、桂花等单植

乔木,紫薇、红枫、蜡梅、紫玉兰、夹竹桃等单植灌木,月季、云南黄馨等片植灌木,红花酢浆草、
一叶兰、大金鸡菊、狗牙根等片植花草。

映山红片区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1.20hm2,相对高差20m左右,条带状分布于山坡下部,以规划

游园道路为主线,分为4个采摘园斑块,选择柿子 (甜柿)、石榴 (大红袍)、枇杷 (白沙)、樱桃

(红灯)等秋冬季观光采摘树种。
湖滨带绿化治理水土流失面积0.99hm2,马口湖靠近游园道路一侧湖滨带绿化,在不降低现状防

洪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以能稳定岸坡、保持生态性与自然景观协调为原则。湖岸带绿化植物选择以耐

水生植物为主,乔木选择水杉、垂柳,草本选择格桑花、香根草。

2.3.2 植物景观区配套措施

植物景观区配套措施以满足调节坡面径流、控制水土流失、方便旅游观光为目的,主要包括工程

整地、游园道路工程、坡面水系工程、塘堰整治工程等。
(1)工程整地。为调控坡面径流,突出水土保持元素,根据不同的土质、坡度、植物特性等选择

不同的整地方式。根据不同的地形、坡度、土壤厚度、植物种类选择等,分版块选择采用水平土坎梯

田、水平石坎梯田、水平阶整地、穴状整地等不同的整地措施。
(2)游园道路工程。游园道路布设以景观变化为指引,采用人车分流的布置模式,行车线路采用

直线型设计,游园步道采用环路和支路的形式布置,以满足生产、游园需要为目的。路面材料的选择

以透水性材料为主,根据实用方便、经久耐用的原则,主路采用碎石道路,坡面道路采用青石板踏步

和透水砖步道,形成相互连通的交通网络。经统计,本工程需建设道路5774m,其中5m宽碎石道路

624m,3m宽碎石道路360m,青石板人行踏步1481m,透水砖步道3049m。
(3)坡面水系工程。主要布置在花果山片区和映山红片区,起引导、蓄积、排出坡面径流和拦蓄

泥沙的作用,主要包括截水沟、排水沟、沉沙池和蓄水池等。截水沟主要布置在映山红片区,沿等高

线布设在地块上部边界处,以截断地表径流,减少径流对坡面的冲刷,截水沟设计采用梯形断面,干

砌石砌筑;排水沟以游园道路为骨架,采用嵌草砖排水沟、草皮生态排水沟、卵石排水沟等生态型排

水沟为主,既能起到排导坡面径流、减缓流速的作用,又有一定的景观特色。蓄水池的布置以满足灌

溉需求和水土保持措施宣传示范为目的,分散布置在花果山片区,蓄水池采用埋入式圆形池,边墙采

用砖砌体,底板采用混凝土衬砌。沉沙池布设于排水出口或排水沟衔接处,设计采用矩形沉沙池,池

壁及池底均采用砖砌。经统计,本项目需配套截水沟520m,嵌草砖排水沟2817m,草皮生态排水沟

6512m,卵石排水沟229m,蓄水池5座,沉沙池23个。
(4)塘堰整治工程。塘堰是花果山片区的主要灌溉水源,也是设计排水沟集水的主要去向,针对

塘堰塘坝无防冲防护设施,坝体欠厚,与设计景观不协调的现状,设计对花果山片区内3座塘坝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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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塘堰坝身采用黏土填筑。设计容量为0.5万~1.0万 m3 的塘堰,塘坝迎水面常水位以下采用

抛石驳岸,常水位以上采用草皮护坡,其余内坡均撒播狗牙根草籽、扦插柳条防护;设计容量为

10.0万m3 的塘堰,塘堰内坡较陡区域在设计常水位以下采用C20混凝土护坡,常水位以上采用预制

六棱框格植草护坡。塘堰内坡较缓区域采用撒播草籽护坡,坡脚设置浆砌石脚槽。环塘堰设置1.0m
宽的绿化带,采用乔灌草立体搭配,既能拦截入塘泥沙、营造景观,又能起到安全防护作用。

2.3.3 生物塘工程

映山红片区卵石排水沟末端设置生物塘1座,用于调节水流,减缓流速,并蓄水,种植水生植

物,营造小范围湿地,打造一个小范围的亲水平台,起净化水质、示范科普的作用。结合场地地形特

征,适当开挖扩宽现有低洼地,并选择栽植水生植物,使得水流在生物塘缓慢流动过程中,水体中的

有机污染物通过附着生长在水生植物根区表面及附近的微生物的代谢活动而降解。同时,生物塘与场

地排水沟衔接,避免出现死水或短路现象。生态塘设计宽度6~10m,长约30m,设计水深0.7m,设

计超高0.2m,四周塘壁土质夯实 (坡比小于1),并在与排水沟衔接处附近适当布置自然置石,以增

加景观效果。
生物塘植物选择根茎发达、去污能力强且具有一定观赏价值的水生植物,本工程选择在生物塘内

及其周边栽植千屈菜、香蒲、美人蕉 (大花美人蕉、花叶美人蕉、双色美人蕉)、芦苇、荷花共7种

挺水植物。

图1 生物塘断面设计示意图

2.3.4 生态湿地工程

生态湿地具有蓄水调洪、保持水源、净化水质、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功能。本工程拟对流域景

观广场东侧马口湖入水口处的一处湿地进行改造,以综合治理湿地周边环境、促进湿地自然发育、提

高生物多样性水平,实现湿地景观自然化,协调水与植物的关系为主要目标。
小流域内观景平台南侧,有一处面积约为1.05hm2 的湿地,现状淤积严重,水系不通,功能退

化。拟对该处湿地进行恢复重建,结合场地地形特征,对现状湿地形态进行适当修整,并将场地内原

有渠道与场地内低洼水塘进行连通,避免出现死水或短路现象。同时,为方便湿地管护及游赏,在场

地内布置生态透水道路、卵石路、卵石铺装广场、带座椅树池、仿木拱桥、景观置石等,形成有效交

通系统的同时增加其生态性、自然性及游赏性。
植物种植搭配上,在低洼水塘及其周边以根茎发达、去污能力强且具有一定观赏价值的水生植物

为主。在场地靠近外围较高区域,搭配种植耐水湿、耐水淹的乔灌木,打造多层次植物群落结构,增

加湿地生物多样性,有利于促进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良性循环。本区域选择池杉、水杉、湿地松、落

羽杉、枫杨、垂柳、桑树、龙爪槐等耐水湿乔木8种,孝顺竹、红瑞木等耐水湿灌木2种;萱草、鸢

尾、细叶沿阶草、波斯菊、千屈菜、石菖蒲、水葱、再力花、蒲苇、香蒲、花叶芦竹、芦苇、荷花、
缀花地被 (狗牙根、马尼拉、蛇莓、白三叶、苜蓿、诸葛菜、矢车菊、滨菊、红花酢浆草、石竹各)
等耐水湿及水生草本植物23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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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封禁治理

对流域核心区周边低山区部分其他林地和低效有林地实行封禁治理,制作宣传单宣传封禁治理制

度,禁止各种人为破坏活动。按地方封山育林实施细则进行管护,在封禁治理范围设立封禁标志。成

立封禁管护组织,固定专人管护。封禁治理面积1608.65hm2,涉及63个图斑,设立封禁标牌30个,
防护围栏8.45km。

3 生态旅游型小流域规划设计的体会

(1)生态旅游型小流域综合治理措施配置应该与小流域总体规划相协调,以改善和提高生态、生

产、生活环境为基础,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宗旨,突出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在调控径流、净化水质、防治

水土流失方面的优势,做到因地制宜、因害设防、景观协调。
(2)传统水土保持措施与清洁小流域设计理念相结合。根据各地的特点,在措施配置上,充分发

挥传统水保措施易操作、投资低的优点,结合清洁小流域净化水质、美化环境的措施。在有限的投资

控制范围内,使水土保持措施发挥最大的效益。
(3)生态旅游型小流域应以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为前提,突出乡村文化旅游的特点,注重农村生

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引导和培育特色主导产业,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升级发展,治理措施布局与旅游发

展定位相协调,体现遵循自然、回归自然的理念,实现生态清洁与生产发展统筹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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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西山区坡耕地分布格局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聂斌斌1,2,杨 伟1,2,李 璐1,2,马丽梅1,2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湖北省水土保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武汉 430070)

摘 要:本文在ArcGIS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典范对应分析鄂西山区土地利用的分布,
特别是坡耕地的分布和环境因子的关系,结果表明不同环境因子对不同土地利用耕地

类型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对土地利用及耕地格局重要性影响比较大的因子主要

是人口密度、坡度。分析土地利用及耕地类型与各环境因子关系得到对土地利用,特

别是鄂西山区坡耕地格局影响较大的环境因子,为土地利用格局优化和农业结构调整

提供了参考依据。
关键词:坡耕地;环境因子;典范对应分析

资助项目:湖北省省直部门科研项目 (2011 218 001)资助。

景观格局时空分异与环境因素关系密切,是自然和人为长期影响的结果[1]。土地利用作为景观的

重要组成部分,明确土地利用耕地和非耕地景观格局与环境因素的关系对指导耕地产业结构优化、合

理保护耕地资源等具有重要意义[2]。生态、社会环境因子为山区耕地类型的形成与演变提供了背景因

素,鄂西山区环境复杂,导致土壤、坡度、温度、降水等生态因子和人口密度、人均GDP等社会因

子时空变异性都较大,决定了土地、耕地类型的空间分异性比较复杂。很多学者对土地利用、森林景

观格局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但是对耕地类型在空间梯度上的变化,尤其是坡耕地随环境梯

度的分布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研究很少。
典范对应分析 (CanonicalCorrespondenceAnalysis,CCA)可以结合多个环境因子同时分析多

个环境因子的相关性以及环境因子和景观格局关系[3,4]。岳跃民[5]等基于CCA排序法研究了土壤和

环境的关系。李玉霞[6]等用排序法研究了湿地植被与环境的关系。研究证明,CCA排序法可以将结

果简单明了地表示在同一排序图上,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景观格局分布与环境因子的关系,已在植物

群落和环境关系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7]。
本研究在GIS的支持下,通过提取鄂西山区耕地景观分布图和各环境因子栅格图,进行重采样转化

成统一格网数据,根据GIS空间叠置分析,建立各栅格的空间位置,得到耕地和非耕地景观矩阵,分别

对应由8个环境因子组成的环境因子矩阵。然后引入CCA排序方法对鄂西山区耕地和非耕地的时空分

异特征及其与环境梯度的关系进行分析,揭示鄂西山区耕地分布在自然环境因素影响下的分异特征,为

耕地格局调整优化和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提供参考依据,为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鄂西山区系湖北省西部山区的简称,地跨29°07'~33°20'N,108°37'~112°09'E。西与陕西、四

川两省交界,北邻河南省,南接湖南省,东以老河口—谷城—南漳—宜昌—松滋一线为界,与鄂北岗

地、鄂中丘陵、江汉平原分开。在行政区划上,包括湖北省西部的丹江口至宜昌一线以西的31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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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即恩施州的恩施市、建始县、巴东县、利川市、宣恩县、咸丰县、来凤县、鹤峰县,宜昌市

的西陵区、伍家岗区、点军区、猇亭区、夷陵区、宜都市、长阳县、远安县、兴山县、秭归县、五峰

县,十堰市的张湾区、茅箭区、丹江口市、郧县、郧西县、竹山县、竹溪县、房县,襄樊市的保康

县、谷城县、南漳县及神农架林区。鄂西山区土地面积7.82万km2,占湖北全省土地面积的40%。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采用的基础数据包括:地形数据、土壤数据、气象数据、行政区划图、土地利用数据、社

会经济数据及相关文献资料等。
地形数据为15万数字高程模型,是基于数字高程模型生成的坡度图。
土壤数据来自湖北省内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分县成果数字化图。
湿润指数、年均气温、年均降雨、人口密度、人均 GDP数据均来自中国自然资源数据库

(http://www.data.ac.cn/index.asp)。
将各类数据统一投影,转化成统一格网数据,建立鄂西山区空间背景数据库,应用ArcGIS对各

基础图件几何配准和数据重采样,利用ArcToolBox下的重采样 (resample)等工具,定义网格长

度为1km×1km,并用研究区边界图层进行切割 (clip),得到研究区样点图层,保证每个数据的网格

数一致。对切割后的样点图层按照从左到右,由下至上的原则进行统一编号,形成研究区样点属性数

据库,生成77514个样方。采用网格取样法,提取坡度、土壤、高程、年均气温、年均降水量、湿润

指数、人口密度、人均GDP等8个环境因子。

1.3 研究方法

(1)不同因子与坡耕地分析。为了获得研究区坡耕地随各种自然背景环境、社会因子的空间分异规

律,利用GIS的空间分析功能,按照不同因子对坡耕地坡度分布进行梯度分割,分级统计研究区坡耕地

坡度分布随自然环境、社会因子梯度的分异规律。具体分析坡耕地坡度分布与坡度、高程、土壤、年均

气温、年均降水量、湿润指数、人口密度、人均GDP等8种自然环境、社会因子之间的关系。
(2)CCA分析。根据每个数据生成的77514个样方属性,导出属性表,在Excel表中形成土地

利用类型面积比例矩阵和样方环境因子值矩阵。利用R语言将样方土地利用类型面积比例矩阵和样

方环境因子矩阵转换为软件规定的格式,导入R语言 “Vegan”软件包中进行CCA排序分析。

图1 环境因子与土地利用类型CCA二维排序图

注:图中PGD表示坡耕地;ST表示水田;QTGD
表示其他耕地;FGD表示非耕地。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地利用与环境因子关系

CCA排序轴同时分析了土地利用类型与环境因子,因此,土地利用类型和环境因子的关系可以

很清楚地从CCA二维排序图 (图1)上看出

来。图中箭头代表各个环境因子,所指的方

向表示该环境因子的变化趋势,连线的长短

表示样方与该环境因子关系的大小,箭头所

处的象限代表着环境因子与排序轴间的正负

相关性,与排序轴的夹角表示该环境因子与

排序轴相关性的大小,箭头连线的长度代表

着环境因子与排序轴相关性的大小,箭头连

线在排序轴中的斜率表示环境因子与排序轴

相关性的大小。土地利用类型点之间的距离

代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分布差异,从

土地利用类型点到环境因子箭头的投影点的

位置次序可以代表这些土地利用类型在该环

境因子最适值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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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因子对土地利用类型分布的影响与环境关系的排序结果见图1。图中前两个排序轴的特征值

分别是0.754和0.121,说明排序图第一轴能够很好地反映土地利用类型分布的相关信息。由表1可

知,在CCA排序图中,与第一轴的关系,人口密度、坡度、人均GDP、平均气温与土地利用类型分

布为正相关,说明人口密度、坡度、人均GDP、平均气温对土地利用分布具有相同作用,且人口密

度相关性最大,相关系数为0.9651,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水田、其他耕地、坡耕地的面积逐渐增

加,而且这3种耕地类型与人口密度正相关性逐渐增加;高程、土壤、年降水量、湿润指数与土地利

用类型分布为负相关,说明高程、土壤、年降水量对土地利用分布具有相同作用,随着高程、土壤、
年降水量、湿润指数的增加而逐渐减少的耕地类型是水田、其他耕地、坡耕地,且与高程、土壤、年

降水量负相关性逐渐减小。

表1 环境因子与CCA前两个排序轴的相关系数

环境因子
排 序 轴

CCA1 CCA2

R2 (环境因子对土地利用

耕地分布决定系数)

人口密度 0.9651 0.2618 0.0844

人均GDP 0.4815 0.8764 0.0090

湿润指数 -0.7812 0.6243 0.0224

年均气温 0.2816 -0.8595 0.0022

年均降水量 -0.8205 0.5716 0.0149

高程 -0.9334 -0.3587 0.0639

坡度 0.8683 -0.8961 0.0680

土壤 -0.8510 0.5253 0.0043

与第二轴的关系,主要是人均GDP与土地利用类型分布为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8764。随着人

均GDP的增加而增加的耕地类型是水田和其他耕地,且其与人均 GDP正相关性逐渐增加;随着

GDP的增加而减少的耕地类型是坡耕地,且其与人均GDP负相关性逐渐增加。坡度、年均气温与土

地利用类型分布为负相关,说明坡度、年均气温对土地利用分布具有相同作用,且坡度相关性最大,
相关系数为-0.8961,随着坡度的增加耕地类型主要是坡耕地,且与坡度、年均气温正相关性逐渐减

小,随着坡度的增加,水田和其他耕地类型逐渐减少,且与坡度负相关性逐渐增大。
分别考察各指标与环境因子的关系,从图1可以发现各指标在人口密度轴上最适值排序为ST

(水田)>QTGD (其他耕地)>PGD (坡耕地)>FGD (非耕地);在坡度轴上最适值排序为PGD (坡
耕地)>FGD (非耕地)>ST (水田)>QTGD (其他耕地)。

依据以上结果分析表明,沿第一轴,CCA能很明显地把土地利用类型与环境因子的相关关系大

小区分开,由此可知,鄂西山区土地利用格局分布的主导因素是人口密度,鄂西山区土地利用格局在

总体上表现为耕地分布在人口密集区域,非耕地 (主要是林地)分布在人口稀疏区域。另一个重要的

环境因子是坡度,且随着坡度的增加,坡耕地数量呈现增加趋势,但增加的幅度为递减趋势,而水田

和其他耕地呈现逐渐减少趋势,原因在于人们都会选择在坡度较平坦的区域进行水田、水浇地的耕

作。从表1的环境因子对土地利用分布决定系数也可以看出人口密度和坡度对土地利用特别是坡耕地

的分布影响是最大的。
检验环境因子与土地利用耕地类型分布相关的显著性,可用蒙特卡罗置换检验分析8个环境因子

对土地利用耕地分布的解释量是否具有显著性。根据蒙特卡罗置换检验的结果CCA排序轴总的显著

性为0.001,说明排序的结果可以接受环境因子对土地利用耕地分布的解释量。

2.2 坡耕地分布与环境因子关系分析

为了获得研究区坡耕地随各种自然环境、社会因子的空间分异规律,利用GIS的空间分析功能,
按照不同因子对坡耕地坡度分布进行梯度分割,分级统计研究区坡耕地坡度分布随自然环境、社会因

子梯度的分异规律。具体分析坡耕地坡度分布与坡度、高程、土壤、年均气温、年均降水量、湿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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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口密度、人均GDP等8种自然环境、社会因子之间的关系。
将环境因子图与坡耕地分布图进行叠加,分类统计不同坡耕地在不同环境因子的分布统计情况

(表2)。

表2 环境因子与坡耕地分布情况

坡耕地分布
环境因子等级划分

1 2 3 4 5

坡度/(°) ≤5 5~15 15~25 25~35 ≥35
面积/km2 722 2087 3015 2181 921
比例/% 8.09 23.38 33.78 24.43 10.32
土壤 黄棕壤 紫色土 黄壤 水稻土 红壤 石灰土 棕壤

面积/km2 3953 405 2081 2025 462
比例/% 44.29 4.54 23.31 22.69 5.17
高程/m ≤500 500~1000 1000~1500 1500~2000 ≥2000

面积/km2 1833 3883 2711 495 4
比例/% 20.54 43.50 30.37 5.55 0.04

年均气温/℃ ≥15 12~15 10~12 8~10 ≤8
面积/km2 4737 3858 221 104 6
比例/% 53.07 43.22 2.48 1.17 0.06

年均降雨量/mm ≥1500 1200~1500 1000~1200 800~1000 ≤800
面积/km2 1233 3581 1076 3017 19
比例/% 13.81 40.12 12.05 33.80 0.22
湿润指数 ≥100 70~100 40~70 20~40 ≤20
面积/km2 1068 2551 1276 3964 67
比例/% 11.97 28.58 14.30 44.40 0.75

人口密度/(人/km2) ≤50 50~100 100~200 200~500 ≥500
面积/km2 1301 1364 2053 2480 1728
比例/% 14.58 15.28 23.00 27.78 19.36

人均GDP/元 ≤2000 2000~5000 5000~10000 10000~50000 ≥50000
面积/km2 8713 71 45 83 14
比例/% 97.61 0.80 0.50 0.93 0.16

(1)坡耕地在不同坡度上的分布情况。研究区坡耕地分布主要集中在5°~35°的坡度范围内,

>35°和<5°的区域内耕地分布很少,其中15°~25°的坡度范围内耕地分布最多。主要是鄂西地区境

内武陵山、巫山、大巴山、武当山、荆山等山脉绵亘,地面坡度也是以15°~25°的坡度所占比例最

大,达到了33.78%。因此坡度对耕地的分布影响很大,这与CCA排序轴得出的结论相同。
(2)坡耕地在不同土壤上的分布情况。研究区坡耕地在黄棕壤上分布最多,黄壤、水稻土、红

壤、石灰土区域分布适中,紫色土、棕壤区域坡耕地分布很少。
(3)坡耕地在不同海拔高程上的分布情况。研究区坡耕地分布主要集中在500~1500m范围内,海

拔>2000m的区域坡耕地分布几乎很少。主要是鄂西地区境内武陵山、巫山、大巴山、武当山、荆山等

山脉绵亘,整个山区以高中山为主,低山丘陵只占26%,平均海拔1000m左右,500~1500m区域内,
人口主要集中在这个区域。高海拔地区居住环境恶劣,人口少,没有耕作需求,少有坡耕地分布。

(4)坡耕地在不同年均气温区域内的分布情况。研究区坡耕地分布主要集中年均气温在12℃以

上的区域,年均气温12℃以下的区域坡耕地分布几乎很少。年均气温高,相对积温就高,有利于作

物生长,这与坡耕地分布是吻合的。
(5)坡耕地在不同年均降雨量区域内的分布情况。研究区坡耕地主要分布在年降水量800mm以

上区域,年降水量800mm以下的区域坡耕地分布很少。分析其原因,年降水量800mm以下的区域

在鄂西地区分布很少,如果没有很好的水源条件,也不适合耕作,坡耕地分布相对就少。坡耕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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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的是年降水量1200~1500mm的区域,这个区域雨量相对丰富,有利于作物生长对水量的需求。
(6)坡耕地在不同湿润指数区域内的分布情况。研究区坡耕地主要分布在湿润指数20以上区域,

湿润指数20以下的区域坡耕地几乎分布很少,湿润指数指数大的区域环境对作物生长是非常有利的。
(7)坡耕地在不同人口密度区域内的分布情况。研究区坡耕地主要分布在人口密度大的区域范围

内,人口密度<100人/km2 的区域坡耕地分布相对较少,主要是因为人口多,粮食需求较高,坡耕

地分布相对就多一些,人口少,粮食需求较低,坡耕地面积就少。
(8)坡耕地在不同人均GDP区域内的分布情况。研究区坡耕地主要分布在人均GDP为2000元

以下区域,人均GDP为2000元以上的区域坡耕地几乎分布很少。人均GDP低的区域,农业经济发

展较慢,群众对耕作的需求较大,坡耕地分布就多;人均GDP高的区域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农业经

济结构有所调整,很多形成了特色经果产业,有坡度的耕地很多都种植了经果林,因此在人均GDP
高的区域坡耕地相对少。

3 讨论与结论

CCA排序将结果简单明了地表示在同一排序图上,既反映了样方种类组成及生态重要值对群落

的作用,同时也反映了环境因子的影响,CCA排序图包含大量信息,通过分析发现利用CCA典范对

应分析,可以直观、明了地分析随环境因子影响程度的变化,以及土地利用格局,特别是坡耕地的空

间分异性,可以为进一步研究土地利用耕地格局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基础数据。
通过典范对应分析发现,不同环境因子对不同土地利用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对土地利用格

局重要性影响比较大的因子主要为人口密度、坡度。分析土地利用与各环境因子关系可以得到对土地

利用影响较大的环境因子,特别是鄂西山区坡耕地的分布影响较大的环境因子,对农业结构调整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从排序图中还可以分析出土地利用和耕地格局的空间差异性,揭示鄂西山区土地利

用和耕地格局分布特征,为土地利用格局优化和农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参考依据。
通过CCA分析环境因子与坡耕地的相关分析表明,耕地格局分布与环境因子之间存在密切相关

性,也是影响土地利用分布特征的主要因子。而且CCA分析的环境因子相关性排序结果和环境因子

与坡耕地的统计分析结果也是吻合的。
本研究主要分析了鄂西山区的土地利用,特别是耕地格局与环境因子的关系及其对比变化,侧重

于大尺度的研究,缺乏关于中小尺度变化的研究。尺度变化对研究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对坡耕地分布

格局与环境关系的尺度效应分析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全面、细化、精准地揭示坡耕地分布格局和环

境因子间的生态关系,还有待于更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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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库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效益评价

李 璐1,3,朱 惇2,杨 伟1,3,马丽梅1,3,聂斌斌1,3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武汉 430051;

3.湖北省水土保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武汉 430070)

摘 要:合理评价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开展的多项水土保持治理工程对后期工程的进

一步实施和推广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以丹江口库区胡家山小流域为例,采用层次分

析法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对主要水土保持措施和综合治理综合效益进行了评价。研究

结果表明:小流域综合治理7a后,其综合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效益均

得到不同程度提高,其中经济林综合效益最为显著。为此提出,库区应适当提倡经济

林种植,加大投资力度以改善坡耕地现状,实施以土坎梯田为主、石坎梯田和植物篱

为辅的水土保持措施。研究结果可为丹江口库区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

提供一定科学依据。
关键词:小流域;综合治理;效益评价;丹江口库区

资助项目:湖北省水利重点科研项目 (HBSLKY201605、HBSLKJ201103)资助。

水土流失是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水土流失的持续发生,不仅造成土地退化,而且营养盐的输移

会影响河流、湖泊、水库的水质安全。丹江口库区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其生态系统健康和水

质安全不仅关系到区域社会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也决定着调水中线工程的成败。为了确保工

图1 胡家山小流域地形

及水系示意图

程安全,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开展了多项水土保持治理工程[12]。
合理评价这些项目的综合效益,对后期工程的进一步实施和推广具

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目前的效益评价系统较为粗略,怎样将生

态、社会、经济等不同指标纳入合理评价体系,综合评价小流域治

理的整体效益还有待提高。鉴于此,本文以胡家山小流域为例,筛

选小流域综合治理评价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34],
建立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遥感影像分析、观测数据收集处

理、土样采集与实验研究,对不同措施综合治理效益进行定量分

析,获取评价指标值,准确评价小流域综合效益。以期为丹江口库

区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胡 家 山 小 流 域 位 于 湖 北 省 丹 江 口 市,111°12'22″E~
111°15'20.5″E,32°44'17.8″N~32°49'15.6″N,距丹江口水库的直

线距离为6km,流域面积23.93km2。地貌以丘陵、岗地为主 (图1),北亚热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年

均降雨量797.6mm。土壤以黄棕壤、紫色土和石灰土为主,土层较薄,植被以针阔叶混交林为主。
流域自然条件差,水土流失严重。许多学者对其生态环境、水土流失影响因子、面源污染等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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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研究[58],为学者们提供了良好的数据资料。五龙池小流域是胡家山小流域的核心示范区,流域面

积1.73km2。该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水土保持工程首批工程,也是库区清洁

型小流域水土流失和面源污染控制系统建设的小流域试点工程,实施了水源涵养林建设、水平梯田、
坡面水系配套工程、生态溪沟、生态塘堰整治等。在采用传统水土保持手段的同时,还开展了农村面

源污染防治、科研监测等多项工作。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该研究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调查方式,收集了研究流域2005年6月资源二号卫星遥感影像

(全色波段,分辨率为3m)及110000数字高程模型 (DEM),解译得到研究区2005年土地利用

图,并通过现场勘察绘制了研究区2012年土地利用图。采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土样,测试土壤的

容重、含水量、氮磷钾及有机质等参数。分析不同水保措施土壤主要理化性质差异。同时通过文献资

料和农户访谈,收集研究流域社会经济数据,最终建立包含研究区土壤、土地利用、水土保持措施、
地块的经营方式等信息的基础数据库。

2.2 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选择层次分析法[913],对治理措施效益评价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构建小流域综合治理效益评价指

标体系。包括:目标层A层,指标体系以反映小流域综合治理效益为目标;指标B层,分为生态效

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因子层C层,包括15个因子;评估单元D层,将评估单元

分为坡耕地、土坎梯田、石坎梯田、植物篱、水保林、经济林6种类型。
研究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见图2。其中生态效益指标包括地表径流系数、土壤侵

蚀模数、植被覆盖度、土壤含水量、土壤全氮含量、土壤全磷含量、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全钾含量

和氮素输出浓度等。经济效益指标包括单位面积纯收益、治理产投比、投资回收期。社会效益指标包

括劳动力利用率、土地生产率、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图2)。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指标数值以现场调

查成果为主。

2.3 指标权重确定及评价方法

评价因子权重的确定是整个评价过程中的关键环节,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多层次多要素的指标权

重具有高度的逻辑性、系统性、简洁性和实用性等优点,涉及的数据指标明确简单,可操作性较

好[1415]。通过邀请专家两两比较,构造成对比较矩阵,进而计算层次单排序及总排序,检验判断矩

阵一致性及群组决策一致性,最后计算得到D层各评价因子相对于A 层的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该研究共邀请了6位相关专家对层级结构每一层级内的影响因素进行相对重要程度成对比较,构

成判断矩阵。判断矩阵引用1~9标度方法 (表1)。

表1 成对比较矩阵的标度及含义

定 性 结 果 定 量 结 果

Ai与Aj 的影响相同 AiAj=11

Ai比Aj 的影响稍强 AiAj=31

Ai比Aj 的影响强 AiAj=51

Ai比Aj 的影响明显强 AiAj=71

Ai比Aj 的影响绝对强 AiAj=91

Ai与Aj 的影响在上述两个等级之间 AiAj=(2,4,6,8)1

Ai与Aj 的影响和上述情况相反 AiAj=1(1,2,…,9)

用aij表示第i个因素相对于第j个因素的比较结果,A则称为成对比较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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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小流域综合治理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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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采用数值分析中常用的特征值解法,
计算特征向量。

Rw=λmaxw (3)
式中:w为特征向量,即矩阵R的权向量;λmax为矩阵R的最大特征值。

一致性指标 (ConsistencyIndex,CI)和一致性比率 (ConsistencyRatio,CR)分别定义如下:

CI=λmax-nn-1
(4)

CR=CIRI
(5)

式中:λmax为每个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n为矩阵阶数,CI越小,表明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就越好;

CR为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性比例;RI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与矩阵阶数n有关。当CR<0.10
时,认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当CR≥0.10时,需要对判断矩阵做适当修正。

依次计算各层因素对目标层的总排序权重。对于上一层次的某个因素而言,该层次中与其相关因

素的重要性排序,即相对权值。计算各层因素对系统目标的合成权重,并进行总排序,以确定递阶结

构图中最底层各个因素对于总目标的重要程度。经以上步骤,获得小流域综合治理综合效益评价因素

的权重值 (表2)。
由综合权重排序可见,小流域综合治理效益评价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土壤侵蚀模数、植被覆盖

度、治理产投比、地表径流系数、单位面积纯收益、土地生产率等,这6个指标的权重和超过

了61%。
运用标准化方法解决评价指标间因量纲不同、作用方向不同引起的不可比的问题。其计算公式

如下:
当评价值随着指标值增大而增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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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小流域综合治理效益评价因子权重值

目标层
指 标 层

指标 权重

因 子 层

因子 权重

小流域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效益A

生态效益B1 0.55 地表径流系数C1 0.096

土壤侵蚀模数C2 0.123

植被覆盖度C3 0.111

土壤含水量C4 0.072

土壤全氮含量C5 0.028

土壤全磷含量C6 0.021

土壤有机质含量C7 0.035

土壤全钾含量C8 0.019

氮素输出浓度C9 0.045

经济效益B2 0.24 单位面积纯收益C10 0.091

治理产投比C11 0.098

投资回收期C12 0.051

社会效益B3 0.21 劳动力利用率C13 0.068

土地生产率C14 0.075

基础设施完善程度C15 0.067

Pi= Xi-Xmin

Xmax-Xmin
(6)

当评价值随着指标值增大而减小时,

Pi= Xmin-Xi
Xmax-Xmin

(7)

式中:Pi 为某一指标因子的规范化值;Xi 为根据评价流域选取的某指标的现状值;Xmax为所选相关

流域指标中最大值;Xmin为所选相关流域指标中最小值。
分目标层指标数值是根据其所属各指标层指标数值乘各自的权重后进行求和,计算公式如下:

Vi=∑
n

i=1
WiPi (8)

式中:Wi 为一级分目标层下的二级指标的权重;n为该分目标层下所属指标的项数。
效益综合指数 (BCI)将各分目标的指标数值乘各自权重,再进行一次求和,计算公式如下:

BCI=∑
n

i=1
W'Vi (9)

式中:W'为目标层下某一指标的权重;n为目标层下指标的项数。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水土保持措施效益分析

坡耕地、土坎梯田、石坎梯田、植物篱、经济林和水保林6种措施的效益指标如表3所示。生态

效益从高到低依次为:水保林,经济林,石坎梯田,土坎梯田,植物篱,坡耕地,说明在维护生态环

境方面种植水保林和经济林能达到最好的生态保护效果。经济效益从高到低依次为:经济林,土坎梯

田,植物篱,石坎梯田,水保林,坡耕地,说明经济林和土坎梯田经济效益最佳,其次为植物篱,因

为植物篱投资少,回收期短,短期内收益较其他措施多。石坎梯田在一定程度上投资大,相对于其他

耕作措施而言,其经济效益不突出,投资回收慢。该研究选取的水保林地块主要以种植枇杷为主,由

于枇杷种植成本高且果期较长,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明显。不采取任何措施的坡耕地水土流失现象严

重,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层变薄,严重影响其产量及经济效益的发挥。6种措施的社会效益从高到低依

次为:石坎梯田,土坎梯田,经济林,水保林,植物篱,坡耕地。石坎梯田的实施不但改善了耕作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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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增加了水系、道路等基础配套措施,还能提高当地的劳动力利用率。

表3 不同水土保持措施效益指标数值

因子层 坡耕地 土坎 石坎 植物篱 经济林 水保林

生态效益 0.26 0.31 0.32 0.30 0.33 0.36

地表径流系数C1 0.03 0.05 0.05 0.04 0.03 0.04

土壤侵蚀模数C2 0.03 0.05 0.05 0.04 0.04 0.04

植被覆盖度C3 0.09 0.10 0.10 0.10 0.09 0.11

土壤含水量C4 0.04 0.03 0.04 0.03 0.05 0.04

土壤全氮含量C5 0.01 0.01 0.01 0.01 0.02 0.02

土壤全磷含量C6 0.01 0.01 0.01 0.01 0.02 0.01

土壤有机质含量C7 0.02 0.02 0.02 0.03 0.04 0.03

土壤全钾含量C8 0.02 0.01 0.01 0.01 0.01 0.01

氮素输出浓度C9 0.00 0.02 0.02 0.03 0.03 0.06

经济效益 0.32 0.39 0.38 0.39 0.41 0.37

单位面积纯收益C10 0.06 0.11 0.11 0.10 0.13 0.13

治理产投比C11 0.18 0.20 0.20 0.21 0.20 0.16

投资回收期C12 0.08 0.08 0.07 0.08 0.07 0.07

社会效益 0.088 0.129 0.133 0.110 0.123 0.111

劳动力利用率C13 0.030 0.035 0.036 0.028 0.027 0.022

土地生产率C14 0.048 0.062 0.062 0.057 0.071 0.071

基础设施增长率C15 0.011 0.032 0.036 0.025 0.025 0.018

综合效益 0.66 0.84 0.83 0.80 0.86 0.84

6种措施的综合效益从高到低依次为:经济林,水保林,土坎梯田,石坎梯田,植物篱,坡耕

地。经济林不仅有一定的保持土壤、涵养水源的作用,还可以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综合效益最高;
土坎梯田是减少坡耕地水土流失、保持和提高旱地经济效益最好的一种方式,且投资少、见效快;石

坎梯田防治水土流失的作用亦相当明显,但其造价高,在一些坡度较陡或土石山区不适宜修筑土坎梯

田的地区可以考虑修筑。植物篱虽然造价成本低,管护方便,但其仍为斜坡耕作,存在一定的水土流

失。丹江口库区人多地少,坡耕地是主要粮食来源,因此对库区来说,土坎梯田和石坎梯田是既能保

障粮食安全,增加经济效益又能减少水土流失发挥生态效益的一条重要途径。水保林经济效益有限,
较大幅度提高经济收益还需依靠经济林。因此,丹江口库区小流域综合治理中应适当提倡经济林种

植,加大力度和投资改善坡耕地现状,实施以土坎梯田为主,石坎梯田和植物篱为辅的水土保持

措施。

3.2 小流域治理综合效益分析

小流域综合治理效益反映的是各项治理措施实施后对区域生态、经济、社会的影响,每项效益指

标值代表了流域治理效益的优劣程度。2005年综合效益指标值为2.05,2012年为2.37,提高了

15.61%。其中生态效益提高18.18%,社会效益提高15.47%,经济效益提高13.06% (详见表4)。
经济效益提高较慢主要是由于治理中新修筑的石坎、土坎梯田初期表土受扰动,肥力有所下降,需经

过一定的适应期才能达到稳定[1617],种植的水保林和经济林未到挂果期或刚刚进入挂果期,经济效

益也还未完全显现。

表4 2005年与2012年小流域综合治理效益

时间 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综合效益

2005年 0.66 0.73 0.66 2.05

2012年 0.78 0.84 0.75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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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流域治理效益中,生态效益指标值均最高,其次是经济效益指标值,社会效益指标值最低,
反映了流域内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涨幅最高的为生态效益指标值,说明通过合理的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能很好改善流域内生态环境状况。特别是小流域处在丹江口库区水源保护区,合理和可持

续的生态环境发展对库区水源保护尤为重要,一系列水保措施的实施可以提升库区生态环境保护

功能。

3.3 小流域综合治理效益空间变化分析

结合流域土地利用分布,对五龙池小流域生态、经济、社会和综合效益空间变化进行了分析 (图

图3 五龙池小流域综合治理效益分布

3)。结果表明,流域内各地类生态效益均有所增加,其中旱地增幅最大、园地最小。流域内实施了大

量坡改梯工程,通过修筑石坎、土坎梯田和植物篱,有效拦蓄了地表径流、减少了水土流失,因此旱

地生态效益增加最明显。园地利用类型未发生变化,其生态效益未发生变化。从经济效益来看,小流

域实施土坎、石坎梯田和封育治理等措施后,提高了粮食、林果产量,因此旱地和林地经济效益有所

增加,而裸地、水域和居民用地并不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因此无变化。从社会效益来看,旱地通过

梯田改造可以增加包括沟渠、道路等农村基础设施;疏林地和灌木林通过补植抚育可以改善土地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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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生产及生活环境;流域内塘堰、水系等配套设施的建设使水域等能更好地发挥蓄水灌溉的作用;
居民地通过综合整治,使农民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大部分原来的 “土院土房”改造硬化后可用作晒谷

场等,完善了基础设施的建设。
从2005年到2012年,通过7年的治理,各项治理效果均已发挥或开始发挥效益,包括坡耕地改造

成土坎、石坎梯田,灌木林地、疏林地补植抚育和改造成有林地 (包括水保林),配套水系工程的新建

和农民住宅用地的硬化改善等,小流域内旱地、疏林地、灌木林、水域和居民用地综合效益因此都有所

提高。但是由于流域内大部分裸地由红砂岩发育而来,治理难度大,治理后容易反复,因此裸地综合效

益增幅较小。

4 结语

结合层次分析法和专家经验法,构建涵盖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方面15个指标的评

价体系,对丹江口库区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效益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经济林综合效益最大,坡耕

地综合效益最小,因此丹江口库区小流域综合治理中应适当提倡经济林种植,努力改善坡耕地现状,
实施以土坎梯田为主、石坎梯田和植物篱为辅的水土保持措施。经过综合治理,小流域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均有显著提高,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有效地提升了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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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水土保持科技发展现状及对策

李 璐1,2,杨 伟1,2,关洪林1,2,聂斌斌1,2,于 泳1,2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湖北省水土保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武汉 430070)

摘 要:水土保持科技是水土保持事业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在总结湖北省水土保持科技

发展成果、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基础上,提出了湖北今后的重点研究领域、技术示范

推广、基础平台建设等思路。
关键词:水土保持;科技发展;思考;湖北

湖北是全国水土流失严重的省份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北省以治理水土流失为核心,加大执

法力度,加快治理步伐,成绩显著。湖北水土保持科技工作紧紧围绕水土保持建设主战场,开展科学

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应用工作,为全省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但同时也

存在着一些问题,湖北水土保持科技工作仍需加强。

1 水土保持科技发展成果

1.1 基础理论研究

研究人员在鄂东南红壤区和鄂西南紫色土区开展了大量水土流失基础理论研究。提出团聚体稳定

性是红壤侵蚀的决定性因素和红壤可蚀性的良好表征指标,初步建立了红壤团聚体稳定性与细沟侵蚀

速率和细沟间侵蚀速率的定量关系,研究了红壤表土降雨过程中的形态变化规律和团聚体在坡面水流

中的剥蚀演变规律、典型厚度紫色土坡耕地坡面水文过程和产流机制等。对崩岗侵蚀进行了一定探

索,初步弄清了湖北省崩岗的分布规律和发生条件。估算了湖北省主要土壤的可蚀性因子,测定了部

分土壤的抗冲性。

1.2 应用技术研究

在水土保持生态环境治理方面,以 “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水土流失与面源污染生态阻控技术研

究”等课题为代表,对丹江口水源区等地的面源污染问题展开了较深入的研究;在鄂东南红壤区开展

了红壤坡面水土流失阻控技术的探索,提出了红壤坡面径流调控、旱地保土耕作、退化林植被恢复的

一些技术措施。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方面,开展了不同类型生产建设工程水土流失特点与监

测方法的探讨,研究了基于三维土工网垫的植草护坡技术、黄麻土工布坡面侵蚀控制技术等。在高新

技术开发应用方面,开发了可移动水土流失实验室系统,探索了三维激光扫描仪等在坡面土壤侵蚀研

究中的应用。

1.3 科技推广

科技推广以假俭草新品种 “涵宇一号”的推广应用为代表,被列为水利部 “948”推广转化项目。
在三峡紫色土区和鄂东南红壤区对香根草、紫穗槐、新银合欢、黄荆等植物篱品种的保水保土效益与

机理进行了长期观测与研究。还开发了植被混凝土护坡绿化技术、护坡与生态修复技术、鄂西山地上

干流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建设技术,鄂西山地及长江三峡地区退耕还林关键技术、鄂西退耕还林植

被恢复优化模式等。目前这些技术大都尚未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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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科技合作与交流

省内科研单位通过参与国家 “973”重点科研课题等方式,与国内其他水土保持先进研究单位开

展科研合作。通过承办海峡两岸三地环境资源与生态保育学术研讨会、中国土壤学会土壤侵蚀与水土

保持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组织研究人员赴外省考察等形式促进省内外交流。2010年5月湖北省水

土保持学会成立,学会专门设置了水土保持科技协作工作委员会,成为省内水土保持研究单位合作与

交流的中心平台。2013年10月湖北省水土保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省科技厅批准成立,进一步促进

了省内水土保持科技交流与合作。

1.5 科技成果

近年湖北省水土保持科研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一大批实用科技成果,获得了大禹水利科学技术

奖、湖北省自然科学奖、湖北省科技进步奖、湖北省科技推广奖等一系列荣誉奖项,出版了 《湖北省

分县水土流失图册》《湖北水土保持科普知识》《湖北省水土保持科普教育读本:中学生版》《湖北省

水土保持监测实用技术手册》等一批水土保持实用书籍和图册,有力推动了全省水土保持教育工作和

治理工作的开展。

2 存在的问题

2.1 对水土保持科技重要性的认识有待提高

湖北省水土保持科技在水土保持工作中的地位还不够突出,依靠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提升行

业水平的意识不够强烈,科技思想观念与新时期水土保持发展要求还有差距。一方面对水土保持

研究的资金投入长期不足,省内科研机构缺乏正常的持续性的科研经费支持。另一方面,对软科

学重要性认识不深,在水土保持科技研究中,对管理、经济、法律、政策等软科学的重要性认识

不足,研究不够。

2.2 省属科研力量薄弱,科技创新和科技攻关能力不强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和黄冈市水土保持与农田水利科研所等省属水土保持科研单位,科研

力量薄弱,科技创新和科技攻关能力不足。突出表现在:①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有限的科技信息

资源共享程度低,利用率不高;②科技人才数量较少,结构不完善;③科研观测站点受人员和经费限

制,多是针对局部生产实践需要开展相应研究,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严重。

2.3 研究基础薄弱,水土流失预测预报能力不足

湖北省自然条件复杂,土壤侵蚀机理和过程差异较大。近年长江科学院、华中农业大学等科研机

构和高等院校对南方红壤区和三峡库区、丹江口库区等区域土壤侵蚀机理进行了一定研究,但总体看

来基础理论研究范围较窄,土壤侵蚀基本机理和规律研究不够深入,宏观机理研究不足。基础研究薄

弱导致水土流失预测预报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水土流失预防管理工作的开展。

2.4 水土流失监测与科研结合不足,过程资料欠缺

水土流失观测研究工作具有周期长、投资大等特点,短期内难出成果和效益。科研单位自建观测

站点多随着课题结题而停止观测,造成科研资源浪费和长期观测资料的缺失。目前全省已建成70余

个水土保持监测站点,但大多数监测技术水平落后,缺乏统一建设、观测标准和数据整编方法,监测

数据缺乏可比性,大量监测数据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2.5 科技成果较少,应用推广不足

研究成果缺乏实用性,技术研发深度不足,高新技术应用研发少,缺乏中尺度范围防治模式

的凝练与集成。水土保持科技成果的推广力度不够,科技推广和服务体系还不完善,水土保持技

术市场机制尚未形成,建设与管理技术的应用水平不高,致使水土保持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科技贡

献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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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策思考

3.1 重点研究领域

(1)基础理论。在水土流失规律和土壤侵蚀机理研究方面,以三峡库区、丹江口库区、幕阜山区

和桐柏—大别山区为重点,开展不同土壤水力侵蚀过程与动力学机理研究,包括土壤可蚀性的物理描

述、坡地降雨径流侵蚀与输沙过程及其机制;开展坡沟系统水沙汇集与输移过程、小流域水蚀过程及

其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在土壤侵蚀预测预报方面,采用数学理论与方法,定量描述土壤、植被等因子对水土流失的影

响,建立不同尺度的湖北省水力侵蚀预测预报模型,农业非点源污染预测预报模型,崩岗、滑坡、泥

石流预警预报模型,多尺度土壤侵蚀预测、预报及评价模型,生产建设项目等人为侵蚀预测预报

模型。
在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方面,对湖北省主要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耕作措施在不同侵蚀

条件下的防蚀机理,不同水土保持措施在湖北省不同侵蚀分区的适用性,以及水土保持措施效益展开

研究;对于现有的侵蚀劣地开展生态系统退化过程和机理研究,分析生态修复中地带性植被生态恢复

和群落演替机制,提出人工恢复和自然恢复的途径及效应评价方法。
在水土保持效益评价方面,对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及生产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效益和生态环境效应

进行评价,分析水土流失、水土保持对区域环境过程和环境要素的影响,探索建立湖北省水土保持生

态效益补偿机制及补偿标准。
在水土流失的尺度效应方面,在小流域尺度开展土壤侵蚀及其环境演化过程、侵蚀—治理双向驱

动下小流域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流域水土保持措施配置和流域健康诊断等研究;在大尺度开展土壤

侵蚀与水土保持的格局与规律研究,包括土壤侵蚀区域特征与格局,区域水土流失宏观评价,土壤侵

蚀的尺度效应等。
(2)关键技术。对国内外现有坡面径流调控的技术模式研究成果开展适应性评价,建立湖北省不

同水土流失类型区坡面径流调控模式。研发坡耕地土壤保育及持续利用关键技术、坡耕地径流调蓄及

高效利用关键技术、坡耕地整治工程与优质材料配置技术等,形成适应湖北地域特色的坡耕地整治技

术体系。
研究氮磷等面源污染物的流失过程及其综合调控技术,土壤流失养分的局域多层空间综合防治措

施优化配置调控技术,水源地面源污染防治控制与环境整治技术,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生态保护与生活

排水处理技术,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建设技术,土壤侵蚀区农村生态家园规划方法及景观设计技术,土

壤侵蚀区农村环境整治与山水林田湖立体绿化技术。
研究不同类型区植被自然恢复过程人工干预技术;开展先进水土保持植物品种的引种、适生性评

价和繁育、推广;开展湖北省水土保持植物系统调查,筛选水土保持植物优良乡土品种,制定湖北省

各水土保持植物相关技术标准。
研究不同下垫面生产建设项目弃土弃渣土壤流失特点及危害性评价,新增水土流失预测方法与评

估方法,生产建设项目与城市土壤侵蚀综合防治规划与景观设计,开发建设严重扰动区植被快速营造

模式与技术,不同类型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治理模式与技术标准。
研究、引进水土保持监测新设备、新方法,包括不同尺度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新技术、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研发等;结合传统定位观测、遥感信息解译和GIS技术,开展水土保持信息的

收集、贮存、传输、分析和应用研究,建立比较完善的区域水土流失监测体系和动态信息平台。
在重力侵蚀发生条件的研究基础上,对滑坡、崩岗、泥石流的特征进行分类,加强滑坡、崩岗、

泥石流的监测预警技术和工程、植被治理关键技术的开发。

3.2 技术示范推广

(1)武陵山山地丘陵区。武陵山山地丘陵区位于湖北省西南部,是湖北省石漠化重点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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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湖北省坡耕地面积和比例最大的区域,坡耕地的水土流失十分严重。该区重点推广坡耕地综合整

治技术、石漠化整治技术、水土流失区经果林地复合利用技术、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面源污染防治技

术等。
(2)秦巴山山地区。秦巴山山地区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坡耕地比重较大,潜在石漠化区域分布很

广,局部发育为石漠化,是湖北省石漠化的主要分布地区,水土流失危险程度高。该区重点推广生态

清洁型小流域治理模式、库区面源污染防治技术、滑坡和泥石流预报与防治技术、石漠化整治技术、
坡耕地综合整治技术、坡面径流调控技术、坡面等高植物带布设及种植技术。

(3)大别山—桐柏山山地丘陵区。大别山—桐柏山山地丘陵区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区内山高坡

陡,植被稀疏,土质较为松散,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水土资源紧张,经济较为落后。该区重点推广清

洁小流域综合治理模式、径流调控利用技术、山区综合治理开发模式、花岗片麻岩地区综合治理开发

模式、“四荒”保护性治理开发技术、能源替代技术、坡耕地综合整治技术等。
(4)江南山地丘陵区。江南山地丘陵区位于湖北省东南部,是中国红壤地理分布的北缘,降雨强

度大且雨量高度集中,林草植被结构不合理,区内岩石风化强烈,易发生崩岗,大范围的矿藏无序开

采、陡坡耕种与植被破坏现象严重。该区重点推广崩岗防护与综合治理技术、矿区植被恢复技术、石

漠化治理技术、马尾松林下水土流失防治技术等。
(5)长江中游丘陵平原区。长江中游丘陵平原区是湖北省最重要的粮食产区,该区水土流失呈零

星状分布或线状分布,部分山丘区水土流失相对严重。该区重点推广多形式生态综合护堤与护岸技

术、中低产田改造技术、生态沟渠技术、立体种植模式等。

3.3 基础平台建设

(1)科研平台建设。充分发挥现有科研力量,加强湖北省级水土保持科研平台建设。建设1个集

水土流失监测、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研究等为一体的

省级水土保持重点实验室,重点开展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水土保持与生态修复、农业面源污染防

控、生产建设项目与城市水土流失防治等领域的专题研究。建设内容包括基础实验室、基础数据信息

平台等的建设。
(2)科研基地建设。水土保持科研基地建设应覆盖湖北省主要水土流失地区,以水土保持科学试

验和技术措施配置为核心,重点探求水土流失规律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合理开发、利用农业

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系统整体功能的途径和措施。从已建成的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中选取部分

基础条件好、代表性强的示范园,通过改造优化,提升其科研试验能力,纳入科研基地范围。将三峡

库区、幕阜山区等尚无科技示范园的重点水土流失区,纳入科研试验基地优先建设范围。
(3)科研站点建设。目前湖北省已经建成基本覆盖全省的水土保持监测网络。根据区域各自自然

资源状况、水土流失特点及生产发展方向,在三峡库区、丹江口库区、桐柏山区、大别山区、幕阜山

区等水土流失严重区各选择1~2个运行状态良好、具有一定基础的重点水土保持监测点,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提高水土保持监测技术水平,作为野外试验基地的有效辐射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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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技术要点分析

于 泳1,喻惠花2,郭文慧1,马丽梅1,徐文玉1,杨 伟1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中工武大设计研究有限公司,武汉 430072)

摘 要:灌区工程建设日益增多,在建设过程中也带来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必须编制水

土保持方案,从项目前期开始控制水土流失隐患。根据编制同类水土保持方案的经验,
分析了灌区工程水土流失的特征,从土石方平衡、表土剥离与返还、水土保持分区、
水土流失预测、水土保持措施、水土保持补偿费等方面阐述了编制技术要点,以期为

同类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灌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资助项目:湖北省水利重点科研项目 (HBSLKY201503)资助。

灌溉工程是国家重要的水利设施,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产业,在现代农业和农村经

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为合理利用水资源,大力发展节水灌溉,促进灌区良性循环机制

的建立,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抗灾能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自

1996年起,国家组织实施了以节水为中心的大型灌区续建配套项目建设,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是渠

首工程、干支渠及其建筑物的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23]。根据 《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 “十二

五”规划》,到2015年,国家对190个大型灌区、800个重点中型灌区进行了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

目,启动实施了1500个一般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争取到2020年,基本完成大型灌

区、重点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任务。灌区工程施工过程中的挖损地貌和松散堆积体,在侵蚀

营力作用下易产生水蚀和重力侵蚀,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46]。鉴于此,今后有大批灌区工程须编制

水土保持方案,笔者在一些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工作实践,提出灌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技术要点,以期不断提高灌溉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水平。

1 灌区工程项目组成及水土流失特征

1.1 灌区工程项目组成及特点

灌区工程为建设类项目,线型与点型工程相结合,具有跨越地貌类型多、线路长且分散、永久占

地面积大而临时占地少、扰动面积大、土石方工程量大、取 (弃)土场多等特点[4]。灌区工程一般由

渠道、渠系建筑物 (水闸、隧洞、桥梁、涵洞、量水堰等)、管理区、渡槽、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

道路、取土场、弃土场等组成。

1.2 灌区工程水土流失特征

(1)灌区工程常跨越不同的地貌类型,例如山区、丘陵区、平原区,各区自然条件不尽相同,表

现出的水土流失形式和造成的水土流失危害也不同,布置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差别较大。
(2)灌区工程线路长,渠系建筑物分散,单位长度或单位面积土石方量和水土流失量均较小,但

由于扰动面积大和线路长,动用的土石方总量和产生水土流失总量比较大,在土石方调运和水土流失

治理方面,与其他建设项目相比,土石方不能完全综合利用,水土流失不能集中规模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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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灌区工程是涉水工程,土石方挖填若不加强管理,往往会直接进入渠道,造成渠道淤积,降

低渠道使用寿命,影响周边农田灌溉取水。
(4)工程沿线设置的取 (弃)土场比较多,取 (弃)土场占用农田较多,在使用过程中会损坏表

层土壤,将表层土剥离、堆置,返还难度大,后期复耕困难。

2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技术要点

目前,灌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中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本文从土石方平衡、表土剥离与

返还、水土保持分区、水土流失预测、水土保持措施设计、水土保持补偿费等方面展开阐述。

2.1 土石方平衡问题

灌区工程开挖量大、回填量小,会在沿线产生一定的弃渣。由于弃渣较分散,因此如何有效处理

弃渣,成为编制人员面临的问题。《水土保持法》第二十八条和相关技术规范均明确了土石方综合利

用的要求,即方案编制中,应首先转变以往完全按照主体工程设计土石方量进行平衡调运的做法,立

足于土石方综合利用的要求。灌区工程单位长度产生的弃渣较少,集中弃渣不合理,多余土方要优先

考虑堤身培厚、堤身加高、堤后凹地回填,再考虑不同渠段之间土石方的调配,对不同治理渠段的施

工进度提出调整建议和衔接对策,以促进土石方的综合利用。同时,也可考虑将多余土石方外运至沿

线其他工程进行综合利用,变废为宝,由被动平衡转为主动利用。对于产生弃渣量较大的渠段,确实

无法综合利用的情况下,应按照新水土保持法第五十五条的要求,编制方案时必须明确弃渣专门存放

地,并对弃渣场逐个进行平面布置和设计,保证不产生新的水土流失危害。

2.2 表土剥离及返还问题

灌区续建配套工程沿原有渠道布置,不改变原有渠系数量及其走向,渠系建筑物在原有渠道上拆

除重建或新建,占用大量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耕地、林地、草地占用较少,无表层土可以剥离,但

主体工程对渠道上边坡通常采用草皮护坡,整个渠道沿线草皮护坡面积较大,草皮护坡实施前须覆耕

植土,需要十几万方甚至几十万方耕植土才能保证护坡草皮的成活率。因此,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时,
必须进行实地勘察,对渠道原有边坡土质进行观察和分析,确定渠道边坡熟土的厚度和是否能作为耕

植土进行返还,对能剥离熟土的渠段在图纸上勾画范围,估算面积和剥离量。另外,表层熟土尽可能

多剥离,而不是按需剥离,后期恢复植被时,回覆熟土越厚,植被生长情况就越好。渠道边坡剥离熟

土远远不能满足草皮护坡覆土量需求时,可考虑外购表土,保证草皮护坡覆表土厚度至少20cm,外

购表土要说明来源及土料场防护责任。

2.3 水土保持分区问题

目前,灌区工程水土保持分区较为混乱,未形成统一的分区模式。部分编制人员考虑分区越多,
防治措施设计及投资估算越复杂,不如直接简化,方案编制起来也更容易,但这样追求简化,背离了

水土保持设计理念,往往造成方案设计的与工程实际需求不符,甚至影响后期水土保持竣工验收。笔

者根据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50433—2008)及工作实践,按照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原则,一级分区按地貌类型、水土流失类型划分,二级分区按工程布置和施工布置划分,三级分区按

项目功能和位置划分。因此,灌区一级分区划分为山区、丘陵区、平原区;二级分区划分为渠道工程

区、渠系建筑物工程区、渡槽、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道路、取土场、弃土场等;渠道工程区、渠系

建筑物工程区、施工道路、取土场、弃土场还可划分三级分区,如渠道边坡防治区、渠道其他区域防

治区、涵闸防治区、桥梁防治区、隧洞防治区、平地施工道路、坡地施工道路、平地取土场、坡地取

土场、沟道型弃渣场、坡地型弃渣场、平地型弃渣场等。

2.4 水土流失预测问题

水土流失预测的内容主要包括预测面积、预测时间、预测内容和土壤侵蚀模数等。
预测面积即征占地面积,包括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但大部分灌区渠道虽没有界桩,但已经为永

久征地,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人员不需要考虑重新征地问题,只需要考虑工程临时占地即可。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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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占地面积由方案编制人员进行统计。对于可行性研究报告图纸比较齐全的工程,在工程布置图上

可以直接量算出永久占地面积,对于图纸不齐全的工程,永久占地量算比较困难。编制人员要根据每

个渠道断面的长度和宽度计算出永久占地面积,然后再根据预测单元细化预测面积。灌区工程施工总

工期一般较长,但单位渠道长度的施工期却比较短,在确定每个单元的预测时间时,根据单位渠道长

度的施工期来确定,不能统一按照施工总工期简单处理。现在水土流失预测大部分是按照灌区工程分

区划分预测单元,太简单,必须进行细化,例如渠道工程区,可分为渠道边坡和其他区域。渠道工程

区地形条件、挖损情况、土壤松散程度不同,土壤侵蚀模数就不同,因此预测单元细化越多,水土流

失预测就越准确。大部分编制人员在土壤侵蚀模数取值上犯难,因为现阶段类似工程开展水土保持监

测工作的较少,土壤侵蚀模数获取难度大,另外由于监测方法比较落后,因此监测数据可信度偏低,
成果推广困难。根据笔者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经验,土壤侵蚀模数取值在有监测数据的情况下,优先

使用类比法,若无监测数据,方案编制单位可开展现场实测工作,也可通过现场调查和询问当地水土

保持主管部门,并结合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确定。

2.5 水土保持措施设计

在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布设原则和工程水土流失防治目标的指导下,根据工程建设特点及当地的自

然条件,按照 “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科学管理、注重

效益”的水土保持工作方针,结合水土流失预测结果、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主体已有水土保持功能设

计,严格执行 “先拦后弃”的施工工艺,坚持植物措施、工程措施与临时措施相结合,构建完整、有

效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应按各分区施工前、施工中、施工结束后进行布

置,例如,渠道工程防治区施工前先剥离表土或原有渠道边坡上的熟土,施工中对临时堆土进行拦

挡、苫盖,在挖方边坡上部布置截水沟,对开挖边坡拍实后进行苫盖,施工结束后,先进行土地整

治,将剥离的表土、熟土返还至边坡,再进行草皮铺植。
典型设计中,由于灌区主体工程的测量范围仅为渠道占地,大比例尺平面布置图很难布置施工场

地、弃渣场、取土场等,通常布置在以110000为底图的地形图上,量算出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

精确度不高,而且局部地区地形已与实际情况不符,因此不能满足方案的设计要求。在这种情况下,
通常要与主体工程设计单位进行沟通,要求补测本工程布置的施工场地、取土场、弃渣场等区域,或

在现场查勘时,自行测量方案编制所需的一些临时占地,确保位置、地形、地类、面积、比例尺、等

高距均能满足方案编制需要。部分主体设计单位重工程、轻水保的思想观念比较严重,在设计时主要

考虑主体工程所关心的内容,而往往会忽视水土保持的重要性,这样使得设计成果中具有水土保持功

能的措施较少,甚至没有。对于主体工程设计不完善的情况,方案编制人员要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设

计,确保水土保持措施形成完整的体系。植物措施尽可能选用乡土树、草种,适地适树,并采用乔、
灌、草立体配置模式,以尽快恢复区域内的植被和生态环境。

2.6 水土保持补偿费

水土保持补偿费是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和地貌植被,不能恢复其原有水土保持功

能的生产建设单位和个人征收并专项用于水土流失预防治理的资金。根据 《关于印发 <水土保持补偿

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 〔2014〕8号),对于灌区工程来说,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征占

用土地面积计征。灌区工程一般跨越县市较多,在估算水土保持补偿费时,必须分县市统计,便于后

期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

3 结语

灌区工程对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业基础设施水平,减轻生态恶化的趋

势,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工程建成后可发挥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但在工程建设中如果不重视水土保持工作,那么会给工程建设带来负面影响。本文总结了灌区工程的

特点和水土流失特征,根据笔者编制同类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经验,对方案编制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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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合理、科学的编制方法,以期为后续同类灌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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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植被覆盖时空分异季节变化研究

聂斌斌,马丽梅,李 璐,杨 伟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本文从年际变化、季节变化、主要生长季、空间分布特征研究了湖北省1998
年4月至2014年3月近16年植被覆盖时空分异变化情况,近16年年均NDVI整体呈

上升趋势,多年NDVI季节变化春季与秋季的变化曲线相似,主要生长季NDVI与多

年年际总体变化趋势是一致的。湖北省植被覆盖变化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大部分区

域植被 呈 现 转 好 趋 势,但 局 部 地 区 也 有 退 化 的 现 象,其 中 退 化 面 积 只 占 总 面 积

的3.25%。
关键词:湖北省;植被覆盖;季节;NDVI

资助项目:湖北省水利重点科研项目 (HBSLKY201405)资助。

植被指数 (VegetationIndex)是将遥感地物光谱资料经数学方法处理,以反映植被状况的特征

量,是用来表征地表植被覆盖及生长状况的一个简单、有效的度量参数,已被广泛用于定性和定量评

价植被覆盖及其生长活力[1]。
植被指数随地表覆盖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在时间上呈现出与植被生物学特征相关的年际和季节变

化,植被覆盖的变化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性,在时间上具有明显季节特征,在空间上不同植被类型

NDVI不一样,是植被生长状态及植被覆盖度的最佳指示因子,也是季节变化和人为活动影响的重

要指示器[2]。孙红雨等通过NOAA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植被NDVI及其

与气温、降水之间关系,表明经线方向上植被NDVI体现出明显的季节性[3]。陈浩云等则对上世纪

80年代、90年代中国植被覆盖变化与气候因子之间关系进行探讨,中国植被变化在气候因子响应下

具有典型的地域差异性特征[4]。湖北省位于中国的中部地区,地处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

的过渡带,在植被指数及植被覆盖度的时空季节变化方面具有典型的地域差异性特征。针对湖北省区

域特点,本文探讨了湖北植被覆盖季节变化特征以及湖北省水土保持生态恢复变化情况,拟为湖北省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湖北省位于中国的中部,长江中下游,洞庭湖以北,北接河南省,东连安徽省,东南和南邻江

西、湖南两省,西靠重庆市,西北与陕西省为邻。位于东经108°21'~116°07',北纬29°05'~33°20',
东西长约740.6km,南北宽约470.2km,面积18.59万km2。

研究区处于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的过渡带,西高东低,西、北、东三面环山,中南

部为江汉平原,略呈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的不完整盆地;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雨量充沛,且雨热同

期。湖北植被的地理分布明显地受水热因素的规律性的控制,植被的纬向性分布规律十分明显,北部

为北亚热带常绿阔叶落叶阔叶混交林地带,典型植被以含有青冈、柯、楠木、冬青的栎类林、枫香林

以及马尾松林、台湾松林和巴山松林为代表,南部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带,典型植被以含有栲类

林、润楠林、樟树林、水丝梨林和杉木林、马尾松林为表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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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研究NDVI数据来自于比利时弗莱芒技术研究所VEGETATION影像处理中心负责预处理成

逐日1km全球数据、经过预处理生成10天最大化合成的SPOTVEGETATION数据集的旬值NDVI
数据,该数据集包含的是1998年4月份至2014年3月份每10天合成的4个波段的光谱反射率及10
天最大化NDVI数据集 (S10),一共576幅遥感影像数据。

将下载的遥感影像数据解压,提取研究需要的*.HDF文件,*.HDF文件记录了每旬每像元的

NDVI值。运用ArcGIS10.2的地理配准工具将*.HDF文件在 WGS84坐标系下进行地理配准,运

用掩膜裁剪工具提取研究区每旬NDVI值。

SPOT源数据的预处理包括大气校正、辐射校正、几何校正,生成了10天最大化合成的NDVI
数据,并将-1到-0.1的值设置为-0.1,再通过公式DN=(NDVI+0.1)/0.004转换到0~250的

DN 值范围内以利于分析。

3 研究方法

3.1 年平均植被指数

年平均植被指数作为1年内各月植被指数的均值,能反映年内植被的平均状况,基于其进行植被

年际变化分析也能较好地反映出植被指数的年变化趋势。

3.2 主要生长季平均植被指数

主要生长季植被指数是为了避免年际间由于积雪量、沙尘量等的差异带来的影响,采用植被主要

生长季的植被指数值求平均而得来的一种参数,考虑物候期和气候特点,统一采用每年的4—9月。

3.3 季平均植被指数

季平均植被指数作为春、夏、秋、冬四季内各月植被指数的均值,能反映该季节内植被的平均状

况,基于其进行植被季节变化分析也能较好地反映出植被指数的季节变化趋势。

3.4 一元线性回归趋势线模拟

通过每个格网上的16年的NDVI最大值,可以模拟该网格的NDVI值在这16年间的变化趋势,
并估计变化幅度,采用的方法为一元线性回归法,公式为

θslop=
n×∑

n

i=1
i×MNDVI,i-∑

n

i=1
i∑

n

i=1
MNDVI,i

n×∑
n

i=1
i2- ∑

n

i=1
i( )

2
(1)

式中:i为年序号 (如:从1998到2014,那么i就取1到16);MNDVI,i为第i年的年NDVI最大值;

n为年份数。
在本研究中通过该公式计算得到的变化趋势图反映的是从1998年4月至2014年3月16年的时

间序列里,研究区的年NDVI最大值的变化趋势。任一像点的趋势线是这个像点16年的年NDVI最

大值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模拟出来的一个总的变化趋势。θslop即表示了这条趋势线的斜率。需要指出

的是,这个趋势线并不表示为简单的第一年与最后一年的连线。当θslop>0时,则表示NDVI在16
年间呈增加的变化趋势。当θslop<0时,表示的则是NDVI在16年间的变化趋势是减少。

4 研究结果

4.1 NDVI年际变化分析

运用统计分析软件对1998年4月至2014年3月NDVI数据进行处理,得到NDVI的变化曲线

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NDVI年际变化规律,图1为湖北省NDVI年均值变化曲线及其线性趋

势。从图中变化趋势来看,湖北省近16年NDVI表现为随着年份变化整体呈上升趋势,增速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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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年均NDVI变化趋势

0.5%,具体年份间具有小幅波动,呈现先减后

增又减再升,分析结果为:1998—2001年NDVI
为下降趋势,表明这一时期植被覆盖率降低,主

要是由于一些地区农村能源短缺的情况表现得尤

其突出,薪炭林的滥砍滥伐严重,导致森林植被

减少;另外由于农村人口外出务工数量增加,农

业种植和林木栽植劳动力受影响,植被覆盖率降

低,由此引起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并

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持续到2001年整

个湖北省植被覆盖受到一定的影响,NDVI值偏

低。2002—2007年 NDVI为上升趋势,表明这

一时期研究区植被逐渐恢复,在2000年后,随着

禁伐天然阔叶林、保护生态公益林、退耕还林等

林业重要生态工程的实施,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资源得到培育和保护。因此,2001年之后NDVI
值整体趋势较好,植被覆盖状况有较好的改善。2008—2014年NDVI值呈先减小后增加的趋势,这

期间研究区植被覆盖率存在小幅的波动,这主要是与2008年冰雪灾害有关,导致以后2年植被恢复

较慢,2010年以后NDVI稳速增长逐渐向好的趋势发展。

4.2 NDVI多年季节变化

植被NDVI不仅存在年际的变化,同时也存在季节变化的差异。国内外学者在对植被变化进行

分析时,更多的是关注NDVI年均状况,从而忽视了植被季节变化的差异[6]。鉴于前人研究的不足,
本文从季节尺度来分析植被的NDVI季节变化特征。对湖北省1998年4月至2014年3月NDVI值

分4个季节进行分析:春季 (3—5月)、夏季 (6—8月)、秋季 (9—11月)、冬季 (12—2月)。1998
年4月至2014年3月湖北省各季节的植被覆盖指数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从图中可以发现,各个季

节NDVI在这16年均表现出上升趋势,与年均NDVI变化趋势一致。从各季变化曲线来看,春季与

秋季的变化曲线相似,说明在驱动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春季与秋季植被的生长状况存在一定的关系,
即春季的NDVI变化趋势决定了秋季的变化。

图2 NDVI多年季节变化趋势

1998—2000年夏季和秋季植被NDVI变化趋势较平缓,但在春季和冬季植被NDVI出现了较明

显的下降。而从NDVI多年季节变化曲线来看,在1999年各季节植被NDVI均较前1年有所下降,
由此推断1999年湖北省的NDVI有降低趋势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冬季植被覆盖的降低引起的。2008—



286  水 土 保 持

2011年春季和冬季的植被NDVI值有下降趋势,主要是因为这期间湖北省春、冬季气候与常年的变

化不一致,表现为冬季气温偏低,冰雪天气居多,冷冬和多雪的天气导致了植物物候推迟至少半个月

以上,一些物种叶片卷曲干枯,绿叶数减少,影响了春季植被的返青。春季降水少,梅雨汛期短,出

现的 “倒春寒”天气,对植被的生长非常不利,造成NDVI存在下降的趋势。

4.3 NDVI主要生长季变化

为了避免年际间由于冬春季积雪量等自然因素差异带来的影响,采用植被主要生长季 (4—10

图3 NDVI主要生长季均值变化趋势

月)的植 被 指 数 值 进 行 分 析。1998年4月 至

2014年3月湖北省主要生长季的NDVI变化情

况如图3所示,与多年年际变化相比,总体变化

趋势是一致的,在2001年、2007年和2010年3
个年份中主要生长季的NDVI出现了变化趋势

的谷值,与NDVI多年季节变化趋势 (图2)对

比,2001年、2007年和2010年3个年份中夏季

NDVI也出现了变化趋势的谷值,秋季 NDVI
是增加趋势,春季NDVI在2001年和2010年是

下降、2007年是上升变化趋势,可见夏季ND-
VI的变化对主要生长季的NDVI变化起决定性

的因素。

4.4 NDVI空间分布特征

图4为湖北省1998年4月至2014年3月年均NDVI变化斜率趋势图和变化斜率分级图,从图4

图4 年均NDVI变化斜率趋势图和变化斜率分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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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NDVI变化斜率趋势图4 (a)中可以看出,湖北省植被覆盖变化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大部分

区域植被呈现转好趋势,但局部地区也有退化的现象。其中植被覆盖度减小的区域主要集中于武汉市

及其周边地区,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城市扩张加速,城区的建筑用地侵占了耕

地、草地、林地等资源,使得植被覆盖度降低;而十堰、襄阳地区,由于丹治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及

森林保护等生态利好政策的实施,植被恢复情况较好,植被NDVI值增加,植被覆盖率大幅提升。
以湖北省年均NDVI变化斜率趋势图4 (a)为基础,在ArcGIS的像元统计及重分类模块下,

对NDVI变化斜率趋势进行分级统计,分析湖北省植被覆盖状况的变化规律。根据本文数据的分布

规律,采用自然分等法将变化斜率分为6个等级 [图4 (b)、表1]。从表中可知,中度退化面积为

214.00km2,占总面积的0.12%;轻度退化面积为5609.00km2,占总面积的3.13%;基本不变的面

积为144536.00km2,占总面积的80.55%;轻度改善面积为28546.00km2,占总面积的15.91%;中

度改善面积为508.00km2,占总面积的0.28%;明显改善面积为17.00km2,占总面积的0.01%。湖

北省近16年植被覆盖状况有所好转,呈稳中上升的趋势,这主要归功于国家加强对湖北省水土保持

工作的支持、已有林木的经营管理、退耕还林还草等林业和相关水土保持政策的实施以及人们环境保

护意识的提升。

表1 1998—2013年湖北省NDVI变化趋势统计

NDVI斜率变化范围 变化程度 所占面积/km2 占总面积百分比/%

-0.025<slope<-0.012 中度退化 214 0.12
-0.012≤slope<-0.004 轻度退化 5609 3.13
-0.004≤slope<0.004 基本不变 144536 80.55
0.004≤slope<0.012 轻度改善 28546 15.91
0.012≤slope<0.020 中度改善 508 0.28
0.020≤slope<0.024 明显改善 17 0.01

5 结论

湖北省植被指数的时空分布特征通过1998年4月至2014年3月近16年的年际、季节、主要生

长季变化趋势以及空间变化分析发现它们都有一定的差异:近16年年均NDVI整体呈上升趋势,增

速大于0.5%,在2010年以后NDVI稳速增长逐渐向好的趋势发展;多年NDVI季节变化春季与秋

季的变化曲线相似,冬季NDVI表现出与其他季节不同的变化趋势;主要生长季NDVI与多年年际

总体变化趋势是一致的,主要生长季NDVI变化主要受夏季NDVI变化影响;湖北省植被覆盖变化

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大部分区域植被呈现转好趋势,但局部地区也有退化的现象,其中退化面积只

占总面积的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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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典型红壤模拟降雨条件下的泥沙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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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泥沙是土壤侵蚀过程的产物,直接反映了土壤的侵蚀特征。本文利用人工模

拟降雨,研究了南方几种典型母质发育红壤侵蚀泥沙的颗粒分布特征、不同粒级中

胶结物质的种类和含量。研究结果表明,径流优先选择携带0.002~0.02mm颗粒,
该级别颗粒占泥沙总量的26.68%~60.33%。黏粒含量高的第四纪黏土红壤,泥沙

中粗颗粒含量较高,且多为较稳定的团聚体;沙粒和粉粒含量较高的页岩红壤和花

岗岩红壤侵蚀泥沙中单粒含量较高,且泥沙分散后粉粒和黏粒的含量高于原土壤。
花岗岩红壤侵蚀泥沙中Fed、Ald、Alo 和Sio 含量随泥沙粒径的增大而降低,而泥质

页红壤和第四纪黏土红壤中,Fed、Ald、Alo 含量随粒径增大而增加,因此其粗粒径

泥沙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侵蚀泥沙对有机质有富集作用,泥质页岩红壤和第四纪黏

土红壤的粗颗粒对有机质的富集作用强于细颗粒。
关键词:红壤;模拟降雨;泥沙颗粒;平均质量直径;氧化物;有机质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171223,41401317) [The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 (GrantNo.41171223
and41401317)]。

坡面水蚀包括降雨击溅和径流冲刷引起的土壤颗粒分离、泥沙输移和沉积三大过程[1],土壤团聚

体是土壤结构的基本,土壤侵蚀主要源自于土壤团聚体的破碎及其产物被雨滴或薄层水流的搬

运[26]。Young[7]认为土壤颗粒在20~200μm时容易被分离和搬运。Loch等[8]发现雨后土壤表层小于

0.125mm的颗粒含量与土壤稳定入渗速率密切相关。Farres[9]也强调,侵蚀量不仅受团聚体的破碎

影响,且受破碎后颗粒尺寸的影响。
在大多数土壤侵蚀研究中,评价土壤侵蚀往往只考虑土壤流失的数量,对泥沙的自然特性关注较

少。泥沙的颗粒特性与侵蚀泥沙量一样重要,其颗粒大小分布不但极大的影响泥沙的搬运和沉积,而

且团聚体破碎后,粒径的大小将会影响土表结构和土壤孔隙的变化,进而影响入渗和产流过程的发

生。由于可用的资料较少,以前的侵蚀预报方法如通用土壤流失方程不考虑泥沙特性,较新的侵蚀预

报模型如CREAMS,ANSWERS和 WEPP结合泥沙特性,能更精确地评价泥沙搬运规律,CRE-
AMS模型中的五级泥沙颗粒大小分级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研究更多颗粒级中每个较小的颗粒带,
将提供更为详细的资料来评价和预测土壤的泥沙搬运规律。本研究通过南方几种典型红壤的模拟降雨

试验,研究降雨侵蚀泥沙颗组成和理化性质与原土壤的关系,为建立更加精确的南方水土侵蚀预测模

型提供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土壤样品采集和基本性质分析

根据我国南方红壤丘陵区成土母质分布特点,通过前期野外调查和室内分析,从湖北省咸宁市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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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区和通城县选取不同母质发育且具有较明显结构差异的六种红壤为研究对象,采样点基本情况见表

1。每个采样点采集表层 (0~15cm)土壤。风干后,取部分土样进行理化性质分析,其余土样过

2mm筛,进行降雨试验。

表1 采 样 点 基 本 状 况

编号 采样点特征 坡向坡度 质地 母质 利用状况

H1 咸安区贺胜镇桥江铺湾 西坡,10° 粉质黏土 第四纪红黏土 耕地,多年种植油菜

H2 咸安区贺胜镇贺胜桥林科所 南坡,10° 粉质黏土 第四纪红黏土 耕地,多年种植苎麻、芝麻

H3 咸安区贺胜镇贺胜桥桃林村 东坡,15° 粉质黏壤 泥质页岩 耕地,多年种植油菜

T1 通城魏家山坡麓 南坡,20° 砂质黏土 花岗岩 乔灌林木,覆盖度较高

T2 通城五里茶场坡麓 南坡,20° 砂壤土 花岗岩 草本,覆盖度较低

T3 通城水保站 北坡,10° 砂壤土 花岗岩 无植被荒地

1.2 土壤理化性质分析

土壤颗粒分析、微团聚体分析采用吸管法[10]。土壤有机质采用重铬酸钾外加热法。土壤游离态

氧化物采用连二亚硫酸钠一柠檬酸钠一重碳酸钠法 (DCB法)提取,非晶形态氧化物采用草酸铵缓

冲液提取,络合态用焦磷酸钠缓冲液提取,用等离子发射光谱测定铁、铝、硅含量[11]。

1.3 人工模拟降雨

模拟降雨器采用美国SPRACO锥形下喷式喷头,喷头距离土面高度4.75m,模拟降雨动能约为

等雨强天然降雨的90%,降雨强度由喷头数来控制[12]。降雨强度60mm/h,为当地一年一遇暴雨强

度[6]。把过筛土壤按照采样点自然容重分层填入土槽,土槽长2.0m,宽1.2m,深20cm,填土厚度

与土槽深度相同。土槽水平放置,用纱布覆盖土壤表面,采用30mm/h降雨将土壤至润湿饱和,然

后去掉覆盖物静置24h,使土壤达到饱和田间持水量,降雨前将土槽坡度调整为15°,翻耕土壤表层2
~3cm,使土表状况与野外田间状况一致。试验过程中,坡面产流后降雨持续1h,其间每6min采集

1次径流样,测定流体积、泥沙量和泥沙粒径组成。泥沙粒径组成,大于0.25mm泥沙颗粒用湿筛法

测定,小于0.25mm的泥沙颗粒用吸管法测定。泥沙分级后,在40℃下烘干,获得各粒径泥沙含量

之后,将 泥 沙 按 比 例 合 并 为 一 个 总 泥 沙 样 和 三 个 泥 沙 颗 粒 组:>0.25mm,0.05~0.25mm,

<0.05mm,进行理化性质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 侵蚀过程泥沙颗粒特性

泥沙样品分析表明不同土壤泥沙颗粒分布的范围较广。表2列出了六种土壤分散后的粒径组成和

降雨后泥沙的粒径大小分布,以及总泥沙样分散后的粒径组成。表3列出了三种泥沙颗粒组分散后的

粒径分布特征。

表2 土壤原始颗粒、侵蚀泥沙和分散后泥沙的颗粒分布

颗粒组/mm
颗粒大小分布/%

土壤分散 泥沙粒径 泥沙分散 土壤分散 泥沙粒径 泥沙分散 土壤分散 泥沙粒径 泥沙分散

H1 H2 H3

>1 0.90 4.44 1.45 0.35 3.59 0.27 6.16 4.11 0.86

0.5~1 0.76 21.24 0.55 0.52 27.87 0.54 4.31 2.39 1.80

0.25~0.5 0.81 19.20 0.80 0.61 19.77 0.52 2.56 1.05 1.38

0.05~0.25 1.94 6.58 7.45 1.14 9.22 2.36 6.07 1.13 4.56

0.02~0.05 10.85 8.77 8.80 6.95 6.80 6.76 19.90 9.14 6.87

0.002~0.02 49.67 31.34 58.03 46.37 26.68 59.96 37.27 60.33 57.13

<0.002 35.07 8.43 22.92 44.06 6.07 29.59 23.73 21.85 2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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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颗粒组/mm
颗粒大小分布/%

土壤分散 泥沙粒径 泥沙分散 土壤分散 泥沙粒径 泥沙分散 土壤分散 泥沙粒径 泥沙分散

T1 T2 T3

>1 26.93 2.84 0.65 31.73 4.56 2.96 10.27 2.79 2.41

0.5~1 9.12 9.95 4.65 7.43 8.09 6.29 17.92 17.23 13.09

0.25~0.5 6.80 6.74 4.25 8.70 10.56 5.15 11.23 13.39 7.01

0.05~0.25 11.52 9.91 0.32 18.16 13.31 12.95 24.75 14.17 16.02

0.02~0.05 8.33 5.72 0.88 7.90 11.39 4.25 7.04 10.30 5.33

0.002~0.02 11.43 40.02 33.12 18.15 50.94 47.38 20.55 41.08 39.65

<0.002 25.87 24.82 56.13 7.93 1.15 21.02 8.24 1.04 16.49

表3 三种泥沙颗粒组的原始颗粒大小分布

原始颗粒/mm
泥沙颗粒组的颗粒大小分布

>0.25 0.05~0.25 <0.05 >0.25 0.05~0.25 <0.05 >0.25 0.05~0.25 <0.05

H1 H2 H3

%泥沙 44.88 6.58 48.54 51.23 9.22 39.55 7.55 1.13 91.32

>1 6.90 0.12 6.68

0.5~1 0.89 1.08 11.07

0.25~0.5 1.22 0.80 17.40

0.05~0.25 2.59 14.62 1.30 3.99 17.30 37.37

0.02~0.05 12.57 15.90 9.82 20.45 0.24 16.44 1.54 18.74 2.46

0.002~0.02 48.72 60.10 67.66 56.20 63.63 59.52 27.22 23.69 50.12

<0.002 27.11 9.38 22.52 20.05 32.14 24.04 18.79 20.20 47.42

T1 T2 T3

%泥沙 19.53 9.91 70.56 23.21 13.31 63.48 33.41 14.17 52.42

>1 1.65 2.66 4.15

0.5~1 4.10 23.94 16.36

0.25~0.5 3.29 17.62 8.26

0.05~0.25 43.92 26.90 30.86 41.07 65.89 66.19

0.02~0.05 4.73 19.18 16.93 1.81 33.41 9.94 5.68 18.76 3.43

0.002~0.02 15.26 21.80 21.67 2.57 17.51 66.33 2.46 10.79 69.24

<0.002 27.05 32.12 61.40 2.54 8.01 23.73 0.20 4.26 27.33

根据表2结果,六种土壤降雨处理后0.002~0.02mm 粒径泥沙含量最多,占26.68%~
60.33%。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不稳定的团聚体在降雨侵蚀作用下多破碎成该粒级,另一方面可能是

径流对泥沙运移的分选性,优先携带这一粒级。这一结论与前人的研究一致[13],大粒径土粒不易被

径流所携带,小粒径颗粒具有较好的团聚性,也不易被侵蚀。
将泥沙划分2~0.02mm,0.02~0.002mm,<0.002mm三个粒级,比较土壤分散颗粒和泥沙粒

径 (列1、列2),泥质页岩红壤和花岗岩红壤泥沙中0.02~0.002mm和<0.002mm的泥沙颗粒百分

含量远大于对应粒径在原土壤中的百分含量,而第四纪黏土红壤泥沙中粉粒级和黏粒级颗粒低于原土

壤。表明泥质页岩红壤和花岗岩红壤泥沙比土壤原始颗粒要细,而第四纪黏土红壤的泥沙比原始颗粒

要粗。
比较表2土壤和混合泥沙样分散后的颗粒组成 (列1、列3)。总泥沙样分散后的颗粒组成与原土

壤中的颗粒组成存在一定差异,泥沙中富集<0.02mm颗粒。该结果与 Mayer等[14]的研究结果不同。
本研究中泥沙分散后细颗粒的含量普遍增高,特别是泥质页岩红壤和花岗岩红壤,粉粒含量都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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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砂粒含量明显减少。Meyer等[14]的研究针对耕作土壤,土壤质地由轻到重,分布较广,但

是其土壤的粗砂 (0.25~1mm)及石砾 (1~2mm)含量远低于本研究土壤的粗砂和砾石含量。在径

流侵蚀力有限的情况下,土壤中粗砂和砾石成分不易进入径流中形成泥沙,即使进入到径流也在搬运

过程中较易沉降下来,因此泥质页岩红壤和花岗岩红壤泥沙中细颗粒含量较高。对于黏粒含量较高的

第四纪红壤,其土壤中砂粒含量较低,泥沙颗粒多为团聚体,因此泥沙分散后原始颗粒的分布与侵蚀

土壤原始颗粒分布较接近。
表3是将侵蚀泥沙收集后分为>0.25mm、0.25~0.05mm、<0.05mm三个粒级,分别进行化学

分散,得到的三个级别泥沙的原始颗粒分布状况。从表2可知,第四纪黏土红壤 (H1、H2)泥沙中

>0.25mm 颗粒含量相当高,但是经过化学分散后,其原始颗粒大部分是<0.25mm 的单粒,

>0.25mm单粒不到10%,这表明第四纪黏土红壤侵蚀泥沙中>0.25mm部分绝大多数为团聚体,而

且分散颗粒中砂粒含量较低,说明这些团聚体多是由黏粒和粉粒经过多级团聚形成。同样分析可知泥

质页岩红壤和花岗岩泥沙中单粒的含量远高于第四纪黏土,H3和 T1分散后单粒集中在0.05~
0.25mm的较粗粒级。这表明在这两个土壤这一粒级的侵蚀泥沙多是由较粗砂粒经简单团聚形成的。

T2和T3分散后90%以上的颗粒是砂粒,表明该粒级泥沙多数是单粒成分。

2.2 泥沙颗粒氧化物特征

侵蚀泥沙作为雨滴打击以及径流搬运后的产物,与原始土壤颗粒相比,是比较稳定的土壤结构

体。因此研究泥沙的化学组成,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侵蚀过程中稳定结构成分。Zhang等[15]和Li
等[16]人对红壤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研究表明,土壤中铁铝氧化物是影响团聚体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因此对泥沙中的铁铝硅形态及含量进行了分析。不同粒径泥沙和原土壤干筛团聚体中氧化物的含量如

表4所示。

表4 不同粒级泥沙团聚体氧化物含量表 单位:g/bg

土样 粒级 Fed Ald Alo Sio

H1泥沙

>0.25 39.15 6.13 0.27 0.49

0.05~0.25 37.71 7.92 0.26 0.41

<0.05 25.17 3.92 0.22 0.45

H1干筛

>0.25 26.40 5.34 0.75 0.26

0.05~0.25 30.63 4.67 0.32 0.41

<0.05 25.97 3.93 0.24 0.28

H1全样 — 26.46 4.99 0.74 0.31

H2泥沙

>0.25 29.74 5.97 0.55 0.56

0.05~0.25 29.59 5.80 0.44 0.48

<0.05 26.70 5.08 0.39 0.48

H2干筛

>0.25 27.87 5.56 1.38 0.43

0.05~0.25 25.10 5.88 1.37 0.42

<0.05 21.20 5.52 0.98 0.40

H2全样 — 27.78 5.72 1.37 0.42

H3泥沙

>0.25 39.33 7.32 0.74 0.54

0.05~0.25 25.24 5.09 0.72 0.24

<0.05 18.77 5.60 0.49 0.48

H3干筛

>0.25 23.95 4.89 0.66 0.25

0.05~0.25 21.26 4.30 0.72 0.30

<0.05 18.22 4.40 0.69 0.25

H3全样 — 19.16 4.48 0.67 0.25

T1泥沙 >0.25 6.83 1.86 0.35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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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土样 粒级 Fed Ald Alo Sio

T1干筛

>0.25 13.70 4.19 0.93 0.26

0.05~0.25 16.54 5.25 1.37 0.20

<0.05 17.27 5.36 1.64 0.28

T1全样 — 16.73 4.69 1.27 0.28

T2泥沙

>0.25 1.58 0.56 0.23 0.20

0.05~0.25 3.46 0.73 0.22 0.18

<0.05 7.96 1.49 0.30 0.23

T2干筛

>0.25 3.98 0.85 0.32 0.21

0.05~0.25 5.83 1.63 0.35 0.11

<0.05 6.47 1.65 0.35 0.15

T2全样 — 6.07 1.60 0.34 0.16

T3泥沙

>0.25 1.50 0.26 0.25 0.08

0.05~0.25 3.88 0.66 0.26 0.08

<0.05 8.69 1.43 0.28 0.13

T3干筛

>0.25 2.57 0.67 0.29 0.07

0.05~0.25 3.19 0.86 0.31 0.06

<0.05 4.88 1.19 0.31 0.05

T3全样 — 3.88 1.09 0.30 0.06

由表4可见,花岗岩红壤,四种氧化物在两种处理的泥沙中含量均随泥沙颗粒粒径增大而减少。
与原土壤样品相比,在大颗粒泥沙中Fed 和Ald 含量较低,而在小粒径 (<0.05mm)泥沙中则相对

富集。Alo 在所有粒径泥沙中含量均低于土壤全样。Sio 富集现象比较明显,除个别粒级外,基本上

都有富集现象。花岗岩红壤,侵蚀泥沙粗颗粒中粗砂比例较高,且与土壤细颗粒基本上完全分离,因

此氧化物含量较低,细颗粒泥沙富集现象明显。由于这些氧化物在大颗粒中的相对淋失,导致泥沙中

大颗粒的稳定性较差。
泥质页岩红壤和第四纪黏土红壤泥沙中铁铝氧化物含量随着泥沙粒径的增大而增大,Sio 在不同

粒径之间无明显变化趋势。与原土壤中对应的氧化物含量相比,Fed 和Ald 在大颗粒相对富集,而在

小颗粒泥沙中含量略低。泥沙中的团聚体经受了雨滴溅蚀和径流分散搬运后仍保持较大粒径,表明土

壤颗粒之间的胶接作用强烈,而铁铝氧化物则充当了强胶结剂的作用。
所有的土壤样品都富集Sio,这是因为Sio 是可移动的胶体,在南方高度风化的土壤中存在脱硅

富铝化现象,这与Kaplan等[17]的结果一致。
计算泥沙的平均质量直径 (MWD)和泥沙分散后的平均质量直径,用侵蚀泥沙的MWD (分散

前)/MWD (分散后)与铁铝氧化物、氧化硅做相关分析,结果见表5。MWD (分散前)/MWD
(分散后)与焦磷酸钠提取硅负相关,与其他测定氧化物正相关。MWD (分散前)/MWD (分散后)
与Sio 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0.814。这说明铁铝氧化物、非晶形氧化硅越多,MWD (分散前)/

MWD (分散后)越大,泥沙中的稳定团聚体越多;焦磷酸钠提取硅则不利于团聚体的稳定。

表5 泥沙颗粒特性与氧化物相关系数表

氧化物 Fe Ald Sid Feo Alo Sio Fep Alp Sip

MWD (分散前) r 0.745 0.661 0.206 0.375 0.685 0.814* 0.002 0.191 -0.437

MWD (分散后) Pr>|r| 0.089 0.153 0.696 0.464 0.134 0.049 0.997 0.717 0.386

2.3 泥沙颗粒有机质特征

泥沙和团聚体中有机质的百分含量见表6。对第四纪红壤和泥质页岩红壤,泥沙对有机质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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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富集作用,其富集规律与铁铝的富集规律类似,均为较大粒径泥沙 (>0.25mm)的富集作用较

大。特别是泥质页岩红壤H3的富集作用更为明显,其有机质含量随泥沙粒径减小显著降低。但是对

于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很低的第四纪黏土红壤,泥沙对有机质的富集规律不明显。花岗岩红壤泥沙的富

集作用也比较弱,其泥沙中0.25~0.05mm粒径有机质含量最高。

表6 泥沙及团聚体中有机质百分含量表

% >0.25 0.05~0.25 <0.05 >0.25 0.05~0.25 <0.05 >0.25 0.05~0.25 <0.05

处理 H1 H2 H3

泥沙 2.22 2.37 1.77 2.35 2.16 1.54 4.35 3.32 2.78

干筛 1.85 1.95 1.48 1.84 1.96 1.43 1.85 2.01 1.72

处理 H1 H2 H3

泥沙 1.22 1.85 2.48 0.55 0.75 0.82 0.13 0.55 0.62

干筛 1.63 2.31 2.66 0.50 0.70 0.42 0.57 0.41 0.49

侵蚀泥沙中有机质在大颗粒泥沙中的富集,表明这些团聚体中有机质含量较高。有机质是土壤重

要的胶结物质,特别是在有机质含量较高、黏粒含量较低的土壤中,有机质的吸附络合作用,以及其

疏松多孔的特性,使土壤结构保持较高的稳定性。虽然在本研究中有机质与侵蚀产沙量没表现出正相

关关系,但从泥沙中有机质含量的分布仍然可以看出,土壤有机质是泥沙颗粒中重要的胶结物质。根

据土壤团聚体的等级团聚结构理论,大团聚体是由小团聚体加有机胶接剂组成的,因此随粒径增加,
团聚体内的C浓度越高。

3 结论

研究土壤团聚体特征与物理化学性质相互作用机理及其对侵蚀过程的影响,有助于从机理上解释

土壤抗蚀性,确定土壤侵蚀预报模型中的可蚀性因子。本文通过研究红壤丘陵区六种典型红壤的基本

理化性质,干筛团聚体不同粒级中团聚体胶结物质的种类和含量,以及模拟降雨条件下,团聚体稳定

性对侵蚀过程的影响、降雨泥沙的颗粒分布及泥沙不同粒级中团聚体胶结物质的种类和含量,初步得

到以下结论:
(1)径流优先选择携带0.002~0.02mm颗粒,该级别颗粒占泥沙总量的26.68%~60.33%。第

四纪黏土发育红壤泥沙中粗颗粒含量较高,且多为较稳定的团聚体;泥质页岩红壤和花岗岩红壤侵蚀

泥沙中单粒含量较高,且泥沙分散后粉粒和黏粒的含量高于原土壤。
(2)花岗岩红壤侵蚀泥沙中Fed、Ald、Alo 和Sio 含量随泥沙的粒径增大而降低,而在泥质页岩

红壤和第四纪黏土红壤中,Fed、Ald、Alo 含量随粒径增大而增加,从而使粗粒径泥沙具有较强的稳

定性。
(3)侵蚀泥沙对有机质有富集作用,泥质页岩红壤和第四纪黏土红壤的粗颗粒对有机质的富集作

用强于细颗粒。
(4)土壤中所测氧化物除焦磷酸钠提取硅与泥沙MWD (分散前)/MWD (分散后)负相关,其

他氧化物均与泥沙MWD (分散前)/MWD (分散后)成正相关关系,有机质与泥沙 MWD (分散

前)/MWD (分散后)的关系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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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站点的空间优化布局

杨 伟1,3,王 剑2,李 璐1,3,周 颖2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2.华中农业大学,武汉 430070;
3.湖北省水土保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武汉 430070)

摘 要:[目的]对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站点空间优化布局进行探究,为该区水土保持

监测系统的完善、水土保持科学管理与决策提供支撑。[方法]收集湖北省土壤侵蚀相

关资料,利用GIS空间分析功能开展湖北省土壤侵蚀强度分级评价,在此基础上应用

尺度理论对监测站点进行空间优化布局,并对优化结果进行分析验证。[结果]经过优

化研究,湖北省共需布设86个监测点,其中一级尺度12个监测点,二级尺度26个监

测点,三级尺度布设48个监测点。经泰森多边形验证,优化后的站点布设合理,控制

突出,层次分明。[结论]湖北省丹江口水库周边山地丘陵水质维护保土区、南阳盆地

及大洪山丘陵保土农田防护区和鄂渝山地水源涵养保土区水土流失严重,需要在现有

基础上进一步增加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密度;江汉平原及周边丘陵农田防护人居环境维

护区等地区水土流失轻微,可适当减少水土流失监测站点数量。
关键词:水土保持监测站点;优化布局;泰森多边形;湖北省

资助项目:湖北省省直部门科研项目资助。

水土保持监测站点是水土保持监测的基础,监测站点布局的科学性、合理性对监测成果的应用价

值、权威性具有重要决定作用[12]。汪水前等[3]通过分析福建省的自然概况、土壤侵蚀类型区、水土

流失重点防治区分布特点及水土保持试验站现状,研究了福建省各级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布设原则和监

测内容。周晓乐等[4]研究了辽宁省水土保持监测站点规划和布局情况。卢刚[5]探讨了新疆水土保持监

测站点布设的原则和布设结果。但是,在各地区水土保持监测站点规划和布局中,存在监测站点布局

覆盖程度不全、重复布设、监测尺度把握不够等问题[1],造成监测成果不能全面反映各区域水土流失

状况,使监测结果的应用受到限制。因此,对现有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布局进行优化研究,对科学进行

水土保持监测,合理分析区域水土流失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尺度是自然过程或观测研究在空间、时间或时空上的特征度量,尺度理论目前被广泛运用于地学

相关科学中[69],水土保持监测站点的布局,会影响不同区域尺度的地学相关指标,如土壤、气象、
水文等因子[10],因此,在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布设过程中应考虑尺度问题。本文以湖北省为例,在现

有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基础上,结合 GIS空间分析功能,运用尺度理论对水土保持监测站点进行空间

优化布局,研究结果可为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系统的完善,水土保持科学管理与决策提供重要支撑。

1 研究区概况

湖北省位于我国中部,北纬29°05'~33°20',东经108°21'~116°07'之间,国土总面积1.86×
105km2,是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 (丹江口水库)所在地,生态地位极为重要。根据第一

次全国水利普查结果,全省湖北省共有水土流失面积3.69×104km2,占全省总面积的19.85%,是

全国水土流失严重的省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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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全国水土保持区划 (试行)》,湖北涉及南方红壤区和西南紫色土区两个一级区,大别山—
桐柏山山地丘陵区、长江中游丘陵平原区、江南山地丘陵区、秦巴山山地区、武陵山山地丘陵区五个

二级分区,桐柏大别山山地丘陵水源涵养保土区、南阳盆地及大洪山丘陵保土农田防护区、江汉平原

及周边丘陵农田防护人居环境维护区、洞庭湖丘陵平原农田防护水质维护区、幕阜山九岭山山地丘陵

保土生态维护区、丹江口水库周边山地丘陵水质维护保土区、大巴山山地保土生态维护区和鄂渝山地

水源涵养保土区8个三级区。

2 研究方法

2.1 优化布局原则

监测点布局要有利于更好地体现监测成果与对应尺度的适宜性,结合尺度理论的基本要求,提出

湖北省三个尺度上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优化布局原则[10]:
一级尺度:从面上对水土流失状况的监测。监测分区要紧密结合水土保持综合防治分区,并按土

壤侵蚀类型分布状况进行布设进行一级尺度监测点布局,做到从面上对监测区域的控制。
二级尺度:从各水土流失类型面上对水土流失状况的监测。要根据各分区的水 土 流失特点、危

害程度,充分考虑各种侵蚀因子的影响,确定监测站点的疏密程度。二级尺度的水土保持监测多边形

具体点位确定时,各个三角形的具体位置 的确定要照顾地形、地貌、植被、土壤类型等方面的要求。
三级尺度:从各类水土流失类型局部水土流失状况的监测。三级尺度是二级尺度的辐射,具体位

置的确定需要考虑监测的典型性和有效性,对局部有较好的代表性。因此在二级尺度分区的基础上,
依据湖北省行政区划,在二级尺度布设的监测站点的基础上继续优化,尽量利用现有站点避免重复

建设。

2.2 优化布局方法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站点优化布局原则,在掌握湖北省地形地貌、土地利用、植被、气候、土壤、
水土流失状况等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分析湖北省行政区划及现有水土保持监测站点的布局,基于分区

和尺度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布局优化。
一级尺度布局方法:湖北省土壤侵蚀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与径流和地形地貌关系最为直接,通

过分析湖北省水系分布及地形特征,在南方红壤区和西南紫色土区两个一级区建立水土保持监测站

点,以确保从宏观上获取整个湖北省的水土流失监测基本资料。
二级尺度布局方法:在一级尺度上将南方红壤区和西南紫色土区进行细分。对湖北省土壤侵蚀进

行分级,根据各分区区域的水土流失特点、危害程度,充分考虑各种侵蚀因子的影响,确定 监测站

点的疏密程度。
三级尺度布局方法:在二级尺度分区的基础上,依据湖北省行政区划在二级尺度布设的监测站点

的基础上继续优化,尽量利用现有站点避免重复建设。

2.3 数据收集与处理

收集湖北省水系分布、行政区划资料和地形、植被、土地利用、降雨、土壤等侵蚀因子资料,并

完成地形坡度因子 (S)、植被覆盖度因子 (L)、土地利用因子 (V)、降雨侵蚀力因子 (R)的提取,
所使用的数据为2006年采集。参考 《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结合湖北省实际情

况,将地形坡度、植被覆盖、土地利用、降雨侵蚀力和土壤质地几种侵蚀因子划分成若干等级,并按

照计算机符号集的串行码位编码进行统一编码 (表1),从而对每一个评价指标因子要素进行分等定

级。然后利用 ArcGIS中按公式 (1)对5个图层进行基于栅格图层的空间叠置分析,生成湖北省土

壤侵蚀等级图[11]。

ID=S×105+L×104+V×103+R×102+D (1)

其中ID 为新图层的图斑属性值,可对每个小图斑进行土壤侵蚀强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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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土 壤 侵 蚀 指 标 编 码

编码
第1位 第2位 第3位 第4位 第5位

地形坡度S/(°) 土地利用V 植被覆盖度L/% 降雨侵蚀力R 土壤质地D

1 <5 水域 >75 <400 砂土

2 5~8 城镇 60~75 400~500 壤土

3 8~15 水田 45~60 500~600 黏土

4 15~25 林地 30~45 >600

5 25~35 灌草地 <30

6 >35 旱地

将湖北省现有水土保持监测站点生成泰森多边形[1213],确定每个监测站点多边形的面积,并根

据水土流失等级,调整不同监测站点的疏密。在侵蚀强度和潜在侵蚀强度最高的区域,优先考虑加密

监测站点布设;侵蚀强度和潜在侵蚀强度次强的区域,同样应该考虑布设相对较多的监测点;侵蚀强

度、潜在侵蚀强度相对较弱的区域,可以考虑适当减少监测站点的布设;侵蚀强度、潜在侵蚀强度最

弱的区域,一般可以考虑在已有监测站点和控制点范围内适当增加少数监测点。同时,需要兼顾行政

区划的因素,例如每个县市的监测点不宜过多,通常一级监测点每市一个。
为了验证布设方法的合理性,将优化后的站点布局生成泰森多边形,与侵蚀强度的结果对比,判

断是否侵蚀越严重的地方泰森多边形越小越密,从而进一步调整站点数量和布局,直到最终由已有监

测站点及重新布设站点共同生成的泰森多边形符合侵蚀越严重监测站点越密原则。

3 结果与分析

3.1 现有监测站点布局分析

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从2003年开始建设,按三级设置机构、配备人员,即省监测中心、监测

分站、监测站三级,由1个总站 (中心)数据网络中心、10个分站的10个 数据分中心以及77个监测

站组成[16]。该网络一次规划,分二期实施,一期工程已完成了省监测中心和武汉、恩施、宜昌、黄冈、
襄樊、荆门、十堰、孝感、咸宁、鄂州10个监测分站的建设投入使用,目前二期工程,全省4个综合

监测点、2个示范监测点、38个重点监测点及33个普通监测点共77个监测站点也已基本建成 (图1)。

图1 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布局

注:1区为丹江口水库周边山地丘陵水质维护保土区;2区为洞庭湖丘陵平原农田防护水质维护

区;3区为幕阜山九岭山山地丘陵保土生态维护区;4区为南阳盆地及大洪山丘陵保土农田防护区;

5区为桐柏大别山山地丘陵水源涵养保土区;6区为大巴山山地保土生态维护区;7区为江汉平原及

周边丘陵农田防护人居环境维护区;8区为鄂渝山地水源涵养保土区。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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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点覆盖了湖北省八大水土保持区划和省内的主要江河流域,全省高山、丘

陵、浅丘和岗地4种地貌都布设了典型的水土保持监测点。从监测点在全省八大水土保持区划的分布

看,丹江口水库周边山地丘陵水质维护保土区有监测点7个,平均1671km2 有1个监测点;大巴山

山地保土生态维护区保土生态维护区有监测点24个,平均1867km2 有1个监测点,南阳盆地及大洪

山丘陵保土农田防护区有监测点1个,平均18000km2 有1个监测点;桐柏大别山山地丘陵水源涵养

保土区有监测点17个,平均1876km2 有1个监测点。幕阜山九岭山山地丘陵保土生态维护区有监测

点8个,江汉平原及周边丘陵农田防护人居环境维护区有监测点12个,洞庭湖丘陵平原农田防护水

质维护区有监测点2个,鄂渝山地水源涵养保土区有6个,平均1763~4500km2 有1个监测点。大

巴山山地保土生态维护区保土生态维护区、桐柏大别山山地丘陵水源涵养保土区、江汉平原及周边丘

陵农田防护人居环境维护区、幕阜山九岭山山地丘陵保土生态维护区是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的重点,
监测点分布较密。

表2 湖北省水土保持现有监测站点分布

覆 盖 区 域
分区面积

/104km2
现有站点

数量

平均每站控制监测

面积/104km2

丹江口水库周边山地丘陵水质维护保土区 1.17 7 0.17

大巴山山地保土生态维护区保土生态维护区 4.48 24 0.19

南阳盆地及大洪山丘陵保土农田防护区 1.80 1 1.80

桐柏大别山山地丘陵水源涵养保土区 3.19 17 0.19

江汉平原及周边丘陵农田防护人居环境维护区 3.26 12 0.27

鄂渝山地水源涵养保土区 2.70 6 0.45

洞庭湖丘陵平原农田防护水质维护区 0.59 2 0.30

幕阜山九岭山山地丘陵保土生态维护区 1.41 8 0.18

总计 18.59 77 0.24

从监测点在湖北省主要江河流域的分布情况看,长江干流有46个监测点,汉江流域有27个监测点。

73个监测点代表了黄棕壤、红壤、黄坡、潮土、黄褐土、石灰土及紫色土等7种土壤,7种土

壤的分布面积占全省总耕地面积的48.65%。由于占全省总耕地面积50.35%的水稻土,主要分布于

江汉平原,暂未设立水稻土典型监测点。

3.2 监测站点优化布局结果

以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现有站点布局为基础,根据湖北省土壤侵蚀特点和水土保持监测的特点,
对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站点空进布局进行人工优化、调整之后,全省共布设86个监测点,其中一级

尺度12个监测点,二级尺度26个监测点,三级尺度布设48个监测点。
(1)一级尺度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布局。为做到从面上对监测区域的控制,在湖北南方红壤区和西

南紫色土区内,根据湖北省行政区划,选择在各区域市级地域建立1~2个水土保持监测站点,确保

在宏观面上实现水土保持监测。可参考湖北省一二期工程现已建成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14],不必重

复建设。因此,湖北省共布设一级尺度监测站点12个,分别位于丹江口市、神农架林区、宜昌市、
恩施市、利川市、荆门市、枣阳市、随州市、宜城市、钟祥市、广水市、麻城市。

(2)二级尺度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布局。根据生成的湖北省土壤侵蚀分级图 (图2),按照水土流

失程度,优化二级尺度水土保持监测站点的密度。根据优化结果,湖北省一共布设26个二级尺度监

测点。土壤侵蚀较为严重的区域,如秦巴山区,可布设较多二级监测站点。另外,为避免重复建设,
可在分区尺度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湖北省现有的水土保持监测点、水文站、滑坡泥石流预警站、墒情

站等已有的历史监测资料,更好地为水土保持监测网络服务。
(3)三级尺度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布局。三级尺度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布设不仅需要反映各县市水土

流失情况的典型特征,而且需要考虑三级尺度站点布设与一、二级尺度站点布设的补充关系,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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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湖北省土壤侵蚀等级图

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网络的层次结构。依据湖北省行政区划,在二级尺度的监测站点布局上继续优

化。三峡库区和丹江口库区是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的重点,三级监测点分布应较密。长江中游丘陵平

原区及幕阜山区水土流失较轻,属全省预防保护区,监测站点分布应较少。
优化后的湖北省监测站点布局情况如图3所示。

图3 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站点优化布局

3.3 优化布局结果分析

从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站点优化结果看,丹江口水库周边山地丘陵水质维护保土区有监测点11
个,平均1061km2 有1个监测点;大巴山山地保土生态维护区保土生态维护区有监测点21个,平均

2134km2 有1个监测点,南阳盆地及大洪山丘陵保土农田防护区有监测点9个,平均2004km2 有1
个监测点;桐柏大别山山地丘陵水源涵养保土区有监测点17个,平均1875km2 有1个监测点。鄂渝

山地水源涵养保土区有12个,幕阜山九岭山山地丘陵保土生态维护区有监测点6个,洞庭湖丘陵平

原农田防护水质维护区有监测点2个,江汉平原及周边丘陵农田防护人居环境维护区有监测点8个,
平均2253~4071km2 有1个监测点。

丹江口水库周边山地丘陵水质维护保土区、南阳盆地及大洪山丘陵保土农田防护区、鄂渝山地水

源涵养保土区的优化后平均每个站点的控制面积减少,主要因为这些地区水土流失严重,侵蚀强度

高,较小的控制面积有利于监测站点获取更为详细、可靠的水土保持监测指标。而水土流失轻微、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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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强度低的地区,如江汉平原及周边丘陵农田防护人居环境维护区、幕阜山九岭山山地丘陵保土生态

维护区,优化后平均每个站点的控制面积增加,既满足侵蚀监测指标的获取,同时可以减少监测站点

的重复,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表3 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站点优化结果

覆 盖 区 域
优化后

站点数量

优化后平均每站控制

监测面积/104km2
站点数

量变化

平均每站控制监测

面积变化/104km2

丹江口水库周边山地丘陵水质维护保土区 11 0.11 +4 -0.06
大巴山山地保土生态维护区 21 0.21 -3 +0.02

南阳盆地及大洪山丘陵保土农田防护区 9 0.20 +8 -1.60
桐柏大别山山地丘陵水源涵养保土区 17 0.19 0 0

江汉平原及周边丘陵农田防护人居环境维护区 8 0.41 -4 +0.14
鄂渝山地水源涵养保土区 12 0.23 +6 -0.22

洞庭湖丘陵平原农田防护水质维护区 2 0.29 0 0
幕阜山九岭山山地丘陵保土生态维护区 6 0.24 -2 +0.06

总计 86 0.22 +9 -1.66

3.4 布局结果验证

将优化后的全省监测站点布局生成泰森多边形 (图4),并与侵蚀分级后的结果多边形进行对比

分析,检验监测站点的控制范围及合理性。由图4可以看出,侵蚀强度最高的分区泰森多边形面积较

小,单个多边形控制范围较小,如鄂西北秦巴山区、鄂西南武陵山区、鄂东北大别山区以及鄂东南幕

阜山区,这些地区侵蚀强度高,侵蚀类型复杂,监测站点控制的面积越小,有利于获取更详细的监测

资料。侵蚀强度相对较弱的地区,泰森多边形控制范围相对较大,如湖北省中部和南部江汉平原地区

和洞庭湖丘陵平原区地势平坦,土壤侵蚀等级较低,土壤侵蚀的风险较小,因此相应布设的站点较

少。在一些特殊区域需要加强观测,如鄂西北和鄂西南分别是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和三峡

水库所在地,生态地位极为重要,是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的重点区域[15],这些区域单个站点控制的

面积更小。总体上看,站点的布设比较合理,控制突出,层次分明,有据可依,从宏观上和微观上基

本能够控制、反映湖北省全省的水土流失状况。

图4 水土流失监测网络布设的泰森多边形验证

4 结论与讨论

以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布局为例,结合 GIS空间分析功能,运用尺度理论对水土保持监测

站点进行空间优化布局。从监测站点数量看,经过优化之后,湖北省共布设86个监测点,其中一级

尺度12个监测点,二级尺度26个监测点,三级尺度布设48个监测点。每个监测站点的控制面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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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减少平1660km2,较之前增加9个监测站点。从监测区域看,在水土流失严重的丹江口水库周边山

地丘陵水质维护保土区、南阳盆地及大洪山丘陵保土农田防护区、鄂渝山地水源涵养保土区优化后平

均每个站点的控制面积减少;在侵蚀强度弱的地区如江汉平原及周边丘陵农田防护人居环境维护区、
幕阜山九岭山山地丘陵保土生态维护区,优化后平均每个站点的控制面积增加,既满足侵蚀监测指标

的获取,同时可以减少监测站点的重复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费。经过泰森多边形检验,经过优化后的监

测站点布设合理,控制突出,层次分明,有据可依,基本能够控制、反映湖北省全省的水土流失状

况,提高了监测点布设的针对性、科学性。
本研究通过尺度理论,从一级尺度到三级尺度逐级布设监测站点,将监测点同监测区域紧密 结 合

起来,使得监测点布设更加简便。只要监测站点控制的面积合理,能够客观反映监测区域的水土流失情

况即可,大大减低了监测点布设的难度,提高了监测点布设的针对性、科学性[10]。但是,从水土保持区

划出发进行尺度分析有一定的主观性,虽然水土保持区划带有尺度的概念,但是将区划结果等同于尺度

等级存在着不适宜。水土保持监测站点的布设需要充分考虑。水土保持监测站点的布局一方面要考虑区

域代表性,包括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另一方面考虑不同观测目的和观测内容情况下的设施配

置[16],根据不同的水土保持功能、生态功能有侧重的进行水土保持监测。对于更为复杂的开发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监测,需要按照 “项目区—监测分区—监测点”逐层细化的方法,有针对性地进行布设监测站

点,将相对复杂的项目区的整体监测拆分到相对简单的监测点的局部监测[17]。水土保持监测为我国生态

环境建设规划、生态环境保护提供重要依据,随着监测法规制度和技术标准日益健全,全国水土保持监

测网络不断完善[18],合理的监测站点布局将会极大促进水土保持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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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渣场植被恢复与重建研究进展综述

于 泳,杨 伟,李 璐,马丽梅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弃渣场植被恢复是根治水土流失的最终途径,也是建设生态文明工程的前提条

件。本文回顾了近些年我国弃渣场植被恢复研究进展。首先介绍了弃渣的特性及植被

恢复生态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从植被恢复限制性因子、土壤改良、
植物选配、生物多样性和群落演替、植被恢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新技术在植被恢复

中的应用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指出了弃渣场植被恢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

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弃渣场;植被恢复;生态学;群落演替;生物多样性

基金项目:湖北省水利重点科技项目 (HBSLKY201503)。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生产建设项目数量增多,这些建设工程在实际运行过程

中,对原地貌造成很大破坏,占压土地,产生大量废弃土石渣,在经历暴雨后可能会诱发极其严重的

水土流失。生产建设项目造成的水土流失问题已相当突出,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1]。
解决弃渣场水土流失问题最根本的措施是生态恢复,生态恢复是指通过一定的手段,将受损的生

态系统恢复到接近于其未受破坏之前的状态,即重建该系统干扰前的结构与功能及有关的物理、化学

和生物学特征。受损环境的生态恢复已引起日益广泛的重视并得到迅速的发展,退化生态环境的恢复

与重建已成为当前生态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而弃渣场坡度陡、砾石含量高、土壤养分差,植被自然恢

复速度极其缓慢,弃渣场的生态恢复更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1 弃渣特性

(1)地面组成物质复杂,变化大。弃渣场重塑地形后,必然会改变地面原有组成物质,地面物质

组成的改变必然会对土壤侵蚀作用产生不同的影响,由此呈现出与原地貌不同的特点。
(2)弃渣物理结构和粒径不均匀。弃渣往往由石渣和心土组成的混合物,土壤物理结构严重不

良,部分弃渣粒径大且不均匀,粗粒含量较多,短期内自然风化粉碎困难,松散堆积,空隙大、持水

能力极差,改变土壤中水流和坡面径流的流向及关联性,加上无植被覆盖,土壤水分含量低,干旱现

象普遍。
(3)弃渣土壤肥力贫瘠,养分不平衡。弃渣土壤中一般均缺少 N、P、K和有机质,这些元素的

含量往往低于植物正常生长所需量,不利于植物生长。
(4)弃渣pH值不稳定。弃渣的pH值具有不稳定性,部分弃渣呈碱性,部分呈酸性。大多数植

物适宜生长在中性土壤环境中,当弃渣呈碱性时,可使植物枯萎,若呈酸性时则抑制植物生长。

2 植被恢复生态学基础理论研究

在国外,最早开展恢复生态学实验的是Leopold,他与助手一起于1935年在威斯康星大学植物

园恢复了一个24hm2 的草场[2]。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宫胁照利用植被演替的理论在一些城市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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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环境保护林的研究,人工促进森林的快速恢复[3]。此后不久,一些学者出版了有关生态恢复方面

的专著[4~9]。1985年 Aber和Jordan两位英国学者提出了 “恢复生态学”的概念。1987年Jordan
等[10]人编著 《恢复生态学:生态学研究的一种合成方法》,标志着该学科的正式诞生,书中指出,恢

复生态学研究起源于100年前的山地、草原、森林和野生生物等自然淘汰管理研究。Jordan、Dia-
mond、Harper、Bradshaw、Cairns、Jordan、Hobbs和Norton等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生态恢复

作了不同定义[1117]。而按照国际生态恢复学会的定义,生态恢复是指帮助退化、受损或毁坏生态系

统恢复的过程,恢复生态学则是生态恢复这一实践活动的理论、模式、方法与工具,同时也是检验和

发展生态学理论的平台。在国内,最早进行恢复生态学研究的是余作岳等人,他们于1959年在广东

的热带沿海侵蚀台地上开展退化生态系统的植被恢复技术与机理研究[18]。我国学者余作岳等[19]提

出,恢复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退化的原因、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技术与方法、生态学过程与

机理的科学。在此之后,我国许多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有关恢复生态学的研究[2022]。
生态恢复是当今生态学科研究热点之一,为众多国家生态学界所重视,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森

林、草地、海岸带、采矿地、流域 (水体)、湿地、干旱、半干旱地区及热带地区,对干扰造成的极

度退化生态系统及其人工恢复研究较少。当前在恢复生态学理论和实践方面走在前列的是欧洲和北

美,在实践中走在前列的还有新西兰、澳洲和中国。其中欧洲偏重矿地恢复,北美偏重水体和林地恢

复,而新西兰和澳洲以草原管理为主[2325],中国则因人口偏多强调农业综合利用[20,22]。

3 弃渣场植被恢复试验研究

3.1 弃渣场植被恢复限制性因子研究

由于弃渣场植被自然恢复速度极其缓慢,必须通过人工辅助措施以加速植被重建,因此,弃渣场

植被恢复的首要问题是立地生态因子的分析,确定植被恢复的主要限制因子。生态因子通常可分为气

候因子、土壤因子、地形因子、植物因子、动物因子和人为因子。植物的生存与繁殖依赖各种生态因

子的综合作用,若出现限制植物生长和繁殖的关键性生态因子就是限制因子。张仕艳[26]通过对金安

桥水电站弃渣场植被恢复过程的研究,从土壤理化性质方面探索植被恢复的限制因子,研究结果显

示,土壤粒径大和有机质、氮素低是植被恢复的主要限制因子。吕钊[27]通过对宁夏26个项目的现场

调查,选择调查因子有经纬度、海拔、弃渣种类、弃渣位置、坡度、坡向、坡高、粗糙度 (平均粒

径)、坡脚削坡、覆土厚度、浮石、涌水、冲蚀沟情况、植被覆盖度等,通过定量和赋值分析,确定

弃渣场植被恢复限制因子为坡形、坡高、平均粒径、坡向、弃渣位置和坡度。姚红胜等[28]选取金安

桥水电站弃渣场不同部位土壤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弃渣场土壤有机质、全氮、水解氮含量与周边灌

草地土壤相比都相对较低;全磷、有效磷、全钾含量,弃渣场与灌草地无显著性差异。土壤质量综合

评价结果表明,弃渣场平台的土壤质量相对较好,边坡下部最差;弃渣场各个部位土壤质量均低于附

近灌草地土壤质量。石杨子[29]对成兰铁路弃渣场植被恢复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表明植被恢复的限

制因子为地形地貌、土壤、气候和水热条件,提出先种植喜阳或喜阴、耐旱、耐贫瘠的先锋草类,然

后引入灌木,构建灌草复合群落结构;在大熊猫栖息地可增加种植乔木 (竹类),构建乔 (竹)灌草

复合群落结构。

3.2 弃渣场土壤改良研究

人类在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对土壤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可能破坏土壤环境的功

能。土壤环境遭到破坏或是受到污染无疑会给土壤的生态功能带来影响,甚至可能使土壤系统崩溃、
功能丧失。陈述悦等[30]通过对粒径小于2mm的工程弃渣和自然土壤进行不同体积配比生长实验,发

现粒径小于2mm的工程弃渣与自然土壤混合后可以用作植物生长基质,工程弃渣的使用体积比例以

50%~70%为宜,工程弃渣风化程度越高,其养分含量、pH值及抗旱保墒能力越适合植物生长,但

工程弃渣的养分含量一般比较贫乏,需额外添加肥料才能满足植物生长对养分的需求。张家铭等[31]

对湖北省宜昌某高速公路石渣弃渣场植被恢复进行试验研究,应用客土灌木化施工工艺,以植被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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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高度作为观测指标,开展了弃渣场生态恢复试验,主要研究灌木生长特点及其对土壤侵蚀的影

响,提出适合宜昌地区弃渣场生态治理的植被类型。

3.3 弃渣场植物品种和选配研究进展

植被恢复工作中植物品种的选择与合理配置是重要环节,依据恢复目的和预期形成的群落及未来

演替方向确定植物选配。植被恢复要符合植物的自然演替和繁育规律,首先让一两种先锋植物生存下

来,并以一定的顺序使不同植物种类逐步侵入,最终演变成森林顶级群落。余德恒等[32]根据金安桥

水电站渣场边坡的现状情况,在覆土改良后对10种灌草种进行发芽和播种试验,结果表明挖弃渣边

坡的发芽率和苗木保存率最好,木豆的发芽率和保存率最高;6种灌草种的适应性依次为:木豆、大

翼豆、狗牙根、麻风树、银合欢和车桑子,均可用作渣场边坡植物防治灌草种。卢炜丽等[33]对金沙

江金安桥水电站废弃地的植被、自然恢复过程及特征进行了调查和分析,结果表明金安桥水电站废弃

地的植物共有49种,分属23科45属;废弃地植物群落的形成是先锋植物种类入侵、定居、群集和

竞争的结果,并且草本层的发育要明显好于灌木层;研究区植物群落目前处于次生演替的初级阶段。
戟叶酸模、白花鬼针草、荩草、扭黄茅、芦苇、含羞草、芨芨草和孔颖草等都是该地区植被恢复的优

选物种。董秋艳[34]选择大伙房水库输水工程沿线13处弃渣场样地,在工程所采取的生态恢复措施

中,紫穗槐等灌木层和草本层结构对渣场早期水土保持发挥了重要作用,乔木层长势缓慢,发挥作用

受限。

3.4 弃渣场生物多样性和群落演替研究

弃渣场植被恢复的理论基础是恢复生态学,主要研究如何恢复或重建由于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等

各种干扰造成的自然景观破坏,学者们认为恢复即为破坏过程的逆向演替过程,恢复生态学的核心就

是研究如何实现这一逆向演替过程。生态恢复的基础理论即为群落演替论,弃渣场的生态演替一般指

引入到弃渣场的先锋植物物种经过一系列演替阶段,最终达到适宜当地的顶级群落,其核心原理是整

体性原理、自生原理与循环再生原理。魏黎等[35]以锦屏二级水电站岩土渣场为对象,通过对植被恢

复群落的调查和物种多样性分析,研究了岩土渣场人工恢复群落物种多样性动态特征。结果表明,初

期选取的植物普遍表现出对环境的适应性,且豆科植物在群落中占据着主要的优势;随时间加长,禾

本科、菊科等多年生草本植物逐渐增多,在群落功能维持中占据重要地位;群落动态与多样性关系紧

密,随着演替的进展群落物种组成与物种多样性增加,群落生态优势度下降,而均匀度增加,群落渐

趋稳定。蔡兴华等[36]通过对重庆某地区内28个矿山渣场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结果发现研究区植

物多样性相对较低;不同类型矿山渣场植被类型在不同恢复阶段差异较大,早期阶段均以草丛为主,
其中马唐、狗尾草、小白酒草是较普遍的优势种。马炜等[37]采用样方法对金安桥水电站五郎沟弃渣

场进行植被动态调查,结果表明重要值反映出五郎沟弃渣场早期植被恢复主要以灌木为主,灌木的重

要值在样地中上下波动,说明某些灌木的相对地位出现了不稳定的因素,有可能会走向衰退,可通过

人为干预,增加物种多样性,维持其优势地位。草本的重要值在样方中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使其

生态位逐渐升高。

3.5 弃渣场植被恢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

弃渣场植被恢复可以增加植被覆盖度,减缓地表径流,拦截泥沙,调蓄土体水分;利用植物的有

机残体和根系的穿透力以及分泌物的物理、化学作用,改变下垫面的物质、能量循环,促进石渣的成

土、生土变熟土过程;利用植物群落根系错落交叉的整体网络结构,增加固土防冲能力以及退化生态

系统的迅速恢复与重建[19]。李煜等[38]以工程弃土为研究对象,研究弃土堆存时间对其坡面产流产沙

特征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弃土堆积时间的增长堆积1年的弃土抗剪强度、含水率及植被覆盖度均

最大,土体细粒成分最低,抵抗水流冲击破坏的能力最强。屈晓婉等[39]通过对秦巴山区13处弃渣场

不同治理措施下土壤养分状况的差异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渣场形成初期土壤养分含量比较贫乏,但

随着恢复年限的增加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趋势,不同恢复年限之间渣场土壤全氮、铵态氮、速效钾和

有机质含量差异极显著 (P<0.01)。硝态氮含量差异显著 (P<0.05),速效磷含量差异不显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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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覆土厚度的渣场除了速效磷含量差异显著以外,其他土壤养分含量差异极显著,说明覆土厚度对渣

场土壤养分含量和植被恢复有一定的作用。渣场形成初期若进行人工恢复植被,会使渣场土壤养分在

短期内小于自然恢复植被的渣场,但是随着恢复年限的增加以及人工植被改良土壤的作用,从而使进

行人工恢复植被的渣场土壤养分含量大于自然恢复植被的渣场。

3.6 水土保持新技术在弃渣场植被恢复中的应用研究

水土保持工作要实现传统水土保持向现代水土保持的转变,新技术应用是关键,技术创新是根

本。水土保持必须吸收相关学科和行业的发展成果,加快新材料、新工艺和新技术的应用研究。穆军

等[40]通过对金沙江干热河谷水电站弃渣场采用保水保肥措施的植被恢复试验研究,发现弃渣场土壤

采用保水剂+保水缓释肥处理获得的效果最好。张玥婷等[41]对平谷平程路典型弃渣坡面开展了以铁

丝石笼挡墙+覆土+生态袋为主的生态恢复试验,工程实施1年后效果明显,坡面植被覆盖率超过

75%,实现了弃渣下边坡坡体表层的安全稳定和植被恢复。赵陟峰等[42]在煤矸石碎屑中添加不同比

例的土壤,得到不同的基质,并在基质中添加不同质量的保水剂,结果显示保水剂主要影响高羊茅地

上部分的生物量,而煤矸石与土壤的质量比主要影响地下部分的生物量。魏伟等[43]通过研究香根草

在石吉高速公路弃渣场治理过程中的应用,发现香根草具有耐瘠、耐旱、适应能力强、发蔸 (分蘖)
快、生长势强、易形成繁茂草篱的生物特性,从2年栽植不同长势看出,香根草在栽植第2年比第1
年更盛,所形成的一行行草篱更加茂密,加速了植被恢复过程。

4 弃渣场植被恢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弃渣场植被恢复研究是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的热点之一,近几年一些学者也开展了一定的研究工

作,但研究成果少,研究过程中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植被恢复研究方向单一,缺乏系统性研究。弃渣场植被恢复研究主要以西安理工大学的李占

斌等人和西南林业大学的陈奇伯等人为主,其他研究弃渣场植被恢复的科研人员较少。西安理工大学

研究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区弃渣场,偏重于保水剂在弃渣场植被恢复中的应用,而西南林业大学对云南

金安桥水电站弃渣场植被恢复研究方向较多,但弃渣场研究样本较少,不能全面和系统地说明植被恢

复机理和机制。因此,植被恢复研究局限于本地区范围内,不能代表整个区域,所得成果也不能应用

到整个区域上。
(2)研究技术手段落后,时间序列较短。弃渣场植被恢复以挡土墙、覆耕植土、栽植苗木和种植

草种为主,鲜有新技术的应用,例如保水剂、生态袋等,像生态植被毯、生态灌浆、土工格室、三维

网、植生基材喷附等植被恢复技术均未进行研究和应用。植被恢复是一个植物群落演替的过程,其规

律大致为:地被植物—草本植物—灌木—乔木—森林 (演替顶级)。从地被植物演替至森林需要几百

年甚至上千年时间,但渣场植被恢复研究周期基本上不会超过10年,甚至研究周期只有1~2年,
研究成果不完整。

(3)研究投入经费少,成果少。植被恢复研究是一项基础性研究,周期较长,要在短期内做出成

果并不现实,但资助研究的经费少,此项研究就缺少连续性和稳定性,其结果必然导致科研人员半途

而废,成果少且质量差。

5 结论与发展趋势

弃渣场植被恢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它与气候、生态、地质、土壤、植物、地理等多学科有

关,研究清楚植被恢复机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鉴于此,未来应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①进

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并就特定的弃渣场环境进行应用技术开发;②将大型弃渣场植被恢复、演替等工

作做长期定位系统研究,探究完整的群落演替过程和机理;③不同植物在不同弃渣土壤类型生长过程

的研究;④适宜弃渣场植被恢复的植物品种筛选研究;⑤弃渣场植被恢复过程中生物多样性的变化规

律、功能和作用机制研究;⑥弃渣场植被恢复的土壤生态系统与植被关系研究;⑦弃渣场植被恢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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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因各种限制因子的改变而对土壤、水分、植物的生长及环境的影响;⑧新技术和方法应用对弃渣场

植被恢复效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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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景观粒度空间转换响应及机理分析

马丽梅1,王观湧2,杨 伟1,于 泳1,张 乐2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00;2.河北农业大学,保定 071000)

摘 要:聚落景观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聚集场所,体现人类空间活动强度,揭示人类活

动与景观形成与演化的机制。借助 ArcGIS平台和Fragstats软件,设定空间粒度30m、

100m、250m、500m、1000m,以 RMA (面积最大值法)和 RCC (中心属性值法)为

原则进行转换,研究聚落景观分布格局空间粒度转换以及机理。结果显示:①RMA 法

生成数据各景观类型的面积相对误差较大,特别是当粒度为1000m 时交通用地消失,

RCC法在空间粒度转换中的面积相对误差较小,并且是随机的;②斑块面积结构和空

间邻接的景观类型决定空间粒度转换中的聚落景观格局;③聚落景观方面,斑块数量、
斑块密度以及聚集度指数下降,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分维数上升,最大斑块指数先上升

后下降,表现出随着粒度增加,小斑块逐渐被聚落景观较大斑块融入,斑块破碎化降

低、斑块面积扩大并趋于成片成团等特征,使得聚落景观的斑块连片程度以及优势度

提升;④聚落景观格局变化表明 RMA 法突出整体分布规律,RCC法突出聚落景观的

空间分布特性。
关键词:曹妃甸新区;聚落景观;空间粒度转换;景观格局

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401317)、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资助项目 (2005CB121107)共同资助。

景观格局通常从景观的结构组成和空间配置两方面进行分析,且具有较强的尺度依赖性[12]。尺

度是指空间粒度的变化,且一般对应于图像的分辨率或选择像元大小[34]。近年来随着景观格局研究

的深入,通过选取不同的分析粒度对景观格局进行分析,且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将研究区域作为整

体,通过景观格局指数随粒度不同所产生的变化趋势,筛选出最适宜的空间粒度进行景观格局分

析[59]。然而不同的景观类型具有不同的景观特征,其对粒度变化的响应也不一样,较缺乏对特定景

观类型空间粒度转换的响应以及响应机理的研究[1011]。同时,对于提供人们生产和生活聚居场所的

聚落景观,其分布体现了人类活动空间强度[1214],反映了自然、社会经济以及发展历史。以聚落景

观作为研究对象有助于揭示人类活动与景观形成、演化的机制[15]。
因此,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曹妃甸新区为研究区,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作为聚落景

观,借助 ArcGIS平台和 Fragstats软件,设定空间粒度30m、100m、250m、500m、1000m,以

RMA (面积最大值法)和RCC (中心属性值法)为原则进行转换,分析聚落景观与其他景观之间流

转关系,并通过计算聚落景观格局指数,探讨聚落景观分布格局空间粒度转换以及机理分析,为开展

聚落景观格局分析提供参考和借鉴。

1 研究区概况

曹妃甸新区位于河北省唐山市南部沿海,地理坐标北纬38°54'~39°26',东经118°70'~118°54',
总面积为:1943.72km2。现管辖 “两区一县一城”,即曹妃甸工业区、唐海县、南堡经济开发区和

曹妃甸新城。截止到2007年,曹妃甸新区人口22万人,主要集中在唐海、南堡开发区和曹妃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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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区。研究区气候属东部季风区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年平均气温10.8℃,
春夏两季气温比同纬度地区偏低。区域主要分布耕地、林地、盐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

地、港口码头、沿海滩涂、淡水水域及湿地、未利用地等土地利用类型。新区具有丰富的水生动、
植物资源,为以水禽为主的鸟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和筑巢、隐藏等天然的活动场所和栖息

环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唐山市进行第二轮 (2009—2020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所采用第二次全国土地调

查成果图 (比例尺精度110000)作为基础矢量数据,再通过曹妃甸新区行政区框架矢量文件,应

用 GIS软件进行空间裁减后获得本研究的矢量数据源。
本文在参考国土资源部于2007年颁布的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 (TD/T1014—2007)

以及结合曹妃甸新区二次调查成果的实际情况,借助 ArcGIS软件,通过结构化语言查询,将曹妃甸

新区土地利用类型分为9类:耕地、林地、盐田、交通用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沿海滩涂、港口码

头、淡水水域及湿地以及未利用地。本文将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聚落景观)作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基于 ArcGIS软件平台的空间分析模块,将曹妃甸新区土地利用矢量现状数据 (2009年)进行

栅格转换。栅格转换取值采用面积最大取值法 RMA (即景观输出值选取在现状条件下栅格空间中某

一属性面积最大的景观类型)以及中心属性值法 RCC (即景观输出值选取栅格空间中心点的景观属

性类型),根据RMA和RCC原则分别转换出粒度空间为30m×30m、100m×100m、250m×250m、

500m×500m和1000m×1000m共10幅曹妃甸新区景观类型栅格图。通过设置环境变量再将5种空

间粒度下的10幅景观栅格图转换为相对应的矢量图,与土地利用矢量现状图作叠置分析,获取基于

RMA和RCC原则下,不同空间粒度的景观类型数据与现状数据之间的空间流转关系。
应用Fragstats软件计算上述5种空间粒度栅格数据的景观指数,但由于反映景观格局指数的数

量较多,且部分景观指数相关性较强[1617],所以在选择景观格局指数时,以综合体现不同景观格局

变化为原则,根据曹妃甸新区的具体情况,选择独立的或相关性相对较小的景观指数[1820]。

3 聚落景观粒度空间转换特征

3.1 聚落景观现状面积结构特征

聚落由各种建筑、绿地、水源以及道路等要素组成,成为人类生活和生存的重要空间[1415]。当

人均城乡用地规模不变时,聚落景观面积能够反映出人口数量规模。按照河北省唐山市115m2 人均

城乡建设用地面积折算,结合图1表明,在1~10hm2 范围内曹妃甸新区聚落的人口规模大约90~
900人,这部分聚落景观组成主要以农村聚落为主;在10~10000hm2 内聚落规模大型,占聚落总面

积的88.09%,主要为城市和乡镇。图2表明聚落景观斑块数量主要集中在1~25hm2 范围内,占总

聚落斑块数目的97.72%。

3.2 现状聚落景观空间邻接特征

空间邻接特征可以揭示一个地区景观类型的空间分布规律及维持机制,并且邻接紧密的景观类型

在结构和功能上密切相关[21]。由表1可知,淡水水域及湿地、耕地与聚落景观的空间邻接长度和数

目之和占总数的87.44%和88.75%,表明淡水水域及湿地、耕地影响聚落景观的分布,与其结构和

功能密切相关。林地和交通用地空间邻接数目和长度分别占6.64%、2.66%、3.97%、5.96%,显

示出研究区内交通网络发达,林地镶嵌于聚落景观中维持其生态环境。由于盐田、沿海滩涂、港口码

头以及未利用地空间分布较为集中,且距离聚落景观较远,因此与聚落景观空间邻接程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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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聚落景观面积范围分布

 
图2 聚落景观斑块数目分布

表1 聚落景观与其他景观斑块的空间邻接特征

景观类型
邻接数目

/个

邻接数目百分比

/%

邻接长度

/m

邻接长度百分比

/%

耕地 886 31.95 471668.00 23.49

淡水水域及湿地 1575 56.80 1284181.46 63.95

林地 184 6.64 53316.87 2.66

交通用地 110 3.97 119719.95 5.96

盐田 4 0.14 51657.93 2.57

沿海滩涂 6 0.22 15093.95 0.75

港口码头 8 0.29 12424.48 0.62

未利用地 0 0 0 0

3.3 土地利用景观类型随粒度空间变化特征

依据曹妃甸新区2009年土地利用景观现状分析得出,研究区土地利用景观交通用地、未利用地

和林地面积较少;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面积比例位列第五位,说明曹妃甸新区人类活动对土地干扰较

小,而盐田、沿海滩涂、淡水水域及湿地、耕地位列面积比例前四位,则说明研究区作为沿海城市,
具有水域景观、农业资源丰富的特点。

随着空间粒度的增加,曹妃甸新区行政区外围边界简化,景观总面积有所减少。如图3所示,基

于RMA和RCC原则的土地利用景观类型面积变化增减不一,淡水水域及湿地随粒度增加面积呈下

降趋势,耕地面积随粒度增加呈上升趋势,其他景观类型面积随粒度变化上下波动。各个土地利用景

观类型面积变化幅度RMA>RCC,基于RMA原则的景观类型面积变化较大,随着空间粒度的增加,
交通用地周围大斑块的景观类型逐渐将其融入吸收,当达到1000m粒度时,面积变为零。

图3 基于RMA与RCC原则的曹妃甸新区多空间粒度下土地利用景观类型面积变化及与现状面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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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聚落景观与其他景观类型空间粒度转换特征

3.4.1 空间粒度转换聚落景观面积精度损异

通过曹妃甸新区聚落景观随空间粒度变化计算其面积损异,借助ArcGIS平台对现状图进行栅格

转化,使聚落景观外围边界进一步简化。如图4所示,空间粒度为30m时,在RMA和RCC原则下,
聚落景观面积分别增加了3.55%和3.70%,且没有表现出较大差异,随着空间粒度的增加,差异将

逐渐变大。在空间粒度100~500m时,面积增加比重RMA>RCC,这是由于在前文研究中,曹妃甸

新区聚落景观斑块数量主要集中在1~25hm2,因此RMA比RCC在栅格转换时斑块粗化较小。当空

间粒度达到1000m时,RCC转换原则下大斑块将周围小斑块吸收,RMA原则下以栅格中面积最大

为输出值,导致聚落景观面积增加幅度减小RCC>RMA。

图4 基于 RMA与 RCC原则的曹妃甸新区多空间粒度下

土地利用景观类型面积精度损异

3.4.2 聚落景观与其他景观类型流转特征

通过设置ArcGIS环境变量再将5种空间粒度下的10幅景观栅格图转换为相对应的矢量图,与

土地利用矢量现状图作叠置分析,获取在不同空间粒度的基于RMA和RCC原则景观类型数据与现

状数据之间的空间流转关系。如图5、图6所示,当空间粒度为30m时,RMA和RCC原则下曹妃甸

新区聚落景观主要流向淡水水域及湿地,分别为1.11%和1.08%,其次为耕地。除未利用地外,其

他景观类型均与聚落景观进行流转,这是由于未利用地与聚落景观空间不具有空间邻接关系,致使与

聚落景观流转为零。

图5 基于RMA原则的曹妃甸新区粒度变化聚落景观流转比重

当空间粒度为100m时,聚落景观流转方向与30m粒度时大致相同,基于RMA原则的聚落景观

流入交通用地、林地和耕地较其流入聚落景观多,这与淡水水域及湿地与聚落景观流转相反,其他地

类流入流出变化不大。基于RCC原则,除交通用地和林地外,其他地类流入流出基本持平;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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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基于RCC原则的曹妃甸新区粒度变化聚落景观流转比重

粒度250~500m时,聚落景观同其他景观类型流转情况与100m粒度基本相同,但在RMA和RCC
原则下交通用地和林地流入聚落景观比例远大于聚落景观流入,且在RMA原则下聚落景观流入耕地

比耕地流入聚落景观较多的趋势进一步凸显。当空间粒度为1000m时,交通用地、林地以及耕地流

入聚落景观更为显著。
综上所述,基于RMA原则突出整体分布规律,在粒度较小时,聚落景观流入流出基本持平,随

粒度增加聚落景观流入耕地比耕地流入聚落景观较多的趋势进一步凸显。基于RCC原则下,除林地

和交通用地外,主要流向以及流入流出量基本不变。随着空间粒度的不断增大,基于RMA和RCC
原则,在较小空间粒度下聚落景观与其他景观类型流转量较低,且在与其他景观类型流转时,与聚落

景观类型空间邻接程度高的景观类型流转量大。当空间粒度增大到一定程度且超过交通用地和部分林

地面积,流入聚落景观量与聚落景观流入交通用地和林地的差异逐渐增大。曹妃甸新区中耕地和淡水

水域及湿地与聚落景观空间邻接程度高,且分布较广,部分面积较小的聚落斑块位于其中,因此随空

间粒度增加,聚落景观主要流入耕地和淡水水域及湿地。

4 景观格局随粒度空间变化特征

4.1 景观水平景观格局分析

景观水平景观格局指数如图7所示,随空间粒度变化RCC原则下,曹妃甸新区香浓多样性指数、
香农均匀度指数和景观丰富度基本保持不变,说明研究区的土地利用景观类型数目和各个景观类型面

积所占总面积百分比不变;在RMA原则下,香浓多样性指数呈下降趋势,香农均匀性指数下降后上

升,表明在此原则下研究区的景观组成不均匀。结合景观丰富度可以看出,由于RMA原则下土地利

用景观类型在1000m时,研究区景观类型减少,故香农均匀度指数下降后上升。

4.2 斑块类型景观格局分析

随空间粒度的变化,曹妃甸新区聚落景观斑块数量和斑块密度在RMA和RCC原则下均逐渐

减少,且RCC>RMA。这是由于RMA原则下聚落景观面积较小的斑块被面积较大的斑块吸收,
使得斑块数目减少,斑块密度降低,聚落景观破碎化程度和景观异质性降低;而RCC原则下聚落

景观斑块中心点属性保持不变,斑块属性输出值则不变,导致斑块数量和斑块密度较RMA多,景

观破碎程度以及景观异质性高。最大斑块指数是一种简单的优势度衡量方法。随粒度增加,交通

用地、部分林地等面积较小斑块逐渐被聚落景观较大斑块融入,使得聚落景观的斑块连片程度以

及优势度提升。在RCC原则下,粒度500m的最大斑块指数较粒度1000m大,反映了RCC原则栅

格转换的随机性。
斑块聚集度反映景观组分的空间配置。从空间粒度变化趋势分析,聚落景观聚集度下降RMA>

RCC,说明聚落景观斑块间分布RMA较RCC分散。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分维数是反映景观格局特征

的重要指标。随粒度增加RMA和RCC原则下分维数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当分维数上升时表明聚

落景观斑块形状正在变得复杂且不规则,与聚落景观空间邻接程度较高的交通用地和林地等地类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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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且部分面积较小斑块镶嵌其中,使得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分维数上升;当粒度变化超过一定程度

时,镶嵌于聚落景观中面积较小斑块消失,因此分维指数下降。

图7 基于RMA和RCC原则的曹妃甸新区

粒度变化聚落景观格局指数

5 结论与讨论

(1)土地利用景观类型数据具有尺度依赖性。在RMA和RCC原则下进行转换,土地利用景观

类型相互流转,且流转量随粒度的变化而增大。在面积最大值法转换时各个土地利用景观类型与现状

面积误差较中心属性值法大,并且交通用地在空间粒度1000m时消失,而利用中心属性值法转换时

不消失,体现了其随机性。
(2)聚落景观格局在空间粒度转换时受到斑块空间邻接程度和面积结构的影响。基于RMA原

则,在较小粒度下与聚落景观空间邻接程度高的景观类型,相互流转量高;同时在100~500m粒度

时聚落景观差异较大,且在25hm2 以内聚落景观斑块数量占总聚落斑块的97.72%。
(3)景观格局指数具有粒度效应,且因空间粒度变化导致的聚落景观格局变化,表明RMA原则

突出整体分布规律,RCC原则体现聚落景观的空间分布特性。随空间粒度的增加,曹妃甸新区聚落

景观斑块数量、斑块密度以及聚集度指数下降,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分维数上升,最大斑块指数先上升

后下降,说明聚落景观破碎度和异质性降低,但斑块较为分散,部分景观斑块被分割镶嵌于聚落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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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随着粒度增加消失,小斑块逐渐被聚落景观较大斑块融入,使得聚落景观的斑块连片程度以及优

势度提升。
本文将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作为聚落景观,借助ArcGIS平台和Fragstats软件,设定不同空间粒

度,以RMA (面积最大值法)和RCC (中心属性值法)为原则进行转换,分析聚落景观与其他景观

之间流转关系,并通过计算聚落景观格局指数,探讨聚落景观分布格局空间粒度转换以及机理分析。
但对于在实际生活中如何注意空间粒度不同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如何应用,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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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土壤侵蚀综合指数的湖北省水土流失
区域分异特征研究

杨 伟1,2,李 璐1,2,郭文慧1,2,马丽梅1,2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湖北省水土保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武汉 430070)

摘 要:本研究采用土壤侵蚀综合指数对湖北省水土流失区域分异特征进行了研究。结

果表明,丹江口水库周边山地丘陵水质维护保土区和桐柏大别山山地丘陵水源涵养保

土区是湖北省侵蚀最为严重的地区,而江汉平原及周边丘陵农田防护人居环境维护区

和洞庭湖丘陵平原农田防护水质维护区则是湖北省水土流失程度最轻的地区。湖北省

水土流失强度最高的县 (市)多位于江汉平原与周边山地的过渡地带经济较发达的地

区,说明湖北省不同区域自然条件的差异是水土流失区域分异产生的先决条件,但是

不同地区农业生产和开发建设活动等人为活动强度的差异也对水土流失分异有重要

影响。
关键词:水土流失;土壤侵蚀综合指数;区域分异;湖北省

资助项目:湖北省省直部门科研项目资助。

2013年,国家发布了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公布了各地区不同侵蚀强度水土流失面积。
目前各省也已开展了多次水土流失普查,普查结果也多以不同侵蚀强度面积表示。为分析某个单

元土壤侵蚀的时空变化或比较不同单元水土流失程度差异,通常较多使用土壤侵蚀总面积、土壤

侵蚀面积占土地面积的百分数或总流失量等指标,但是单一采用这些指标均难以综合反应水土流

失面积特征和水土流失强度特征[1],对比较不同单元水土流失差异,从而分析寻找水土流失原因

和水土流失控制关键因素带来不便。本研究以湖北省为例,以县为基本单元,采用土壤侵蚀综合

指数表征区域水土流失程度,从而分析湖北省水土流失分异规律,并寻找影响湖北省水土流失分

异产生的原因。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湖北省位于我国中部,北纬29°05'~33°20',东经108°21'~116°07',东西长约740km,南北宽

约470km,总土地面积18.59万km2,是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 (丹江口水库)所在地,生

态地位极为重要。根据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结果,湖北省共有水土流失面积3.69万km2,占全省总

面积的19.85%,是全国水土流失严重的省份之一。

1.2 研究方法

为了对不同区域的水土流失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就需要能反映这些区域内土壤侵蚀强度的一个综

合指标。张增祥等[2]在开展西藏中部地区的土壤侵蚀分析时,提出了一个土壤侵蚀综合指数 (IN-
DEX)的计算办法。该方法根据土壤侵蚀的严重程度及对环境造成的危害程度,将其量化分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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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乘以不同权重分值,权重分值越大,表明土壤侵蚀越严重,对环境造成的危害也越大。本研究根据

2006年湖北省第四次水土流失遥感普查结果,以县 (市)为基本单元,计算土壤侵蚀强度综合指数,
其计算公式如下[35]:

I=∑
n

i=1
ωiAi

式中:I为土壤侵蚀综合指数;ωi 代表第i级的土壤侵蚀强度的分级值;Ai 代表第i级的土壤侵蚀强

度的面积比重。
不同强度等级的分级值ωi 划分如下:轻度、中度、强度、极强和剧烈的分级值分别为2、4、6、

8、10。I的大小反映土壤受侵蚀的严重程度,分级值越高表示对土壤侵蚀的综合指数的贡献越大。
由于涉及行政区划调整,将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全部归入武

汉城区,将随县归入曾都区。

2 湖北省水土流失空间分异特征

根据计算结果,湖北省土壤侵蚀综合指数为0.96。从8个水土保持分区来看,从高到低依次为:
丹江口水库周边山地丘陵水质维护保土区 (1.51),桐柏大别山山地丘陵水源涵养保土区 (1.28),大

巴山山地保土生态维护区 (1.11),南阳盆地及大洪山丘陵保土农田防护区 (1.03),鄂渝山地水源涵

养保土区 (1.00),幕阜山九岭山山地丘陵保土生态维护区 (0.59),江汉平原及周边丘陵农田防护人

居环境维护区 (0.41),洞庭湖丘陵平原农田防护水质维护区 (0.37)。丹江口水库周边山地丘陵水质

维护保土区、桐柏大别山山地丘陵水源涵养保土区和大巴山山地保土生态维护区是湖北省水土流失最

为严重的地方,而江汉平原及周边丘陵农田防护人居环境维护区是湖北省水土流失程度最弱的区域。

表1 湖北省水土保持三级区土壤侵蚀综合指数表

一级区名称 二级区名称 三级区名称 土壤侵蚀综合指数

南方红壤区

大别山 桐柏山山地丘陵区
桐柏大别山山地丘陵水源涵养保土区 1.28

南阳盆地及大洪山丘陵保土农田防护区 1.03

长江中游丘陵平原区
江汉平原及周边丘陵农田防护人居环境维护区 0.41

洞庭湖丘陵平原农田防护水质维护区 0.37

江南山地丘陵区 幕阜山九岭山山地丘陵保土生态维护区 0.59

西南紫色土区
秦巴山山地区

丹江口水库周边山地丘陵水质维护保土区 1.51

大巴山山地保土生态维护区 1.11

武陵山山地丘陵区 鄂渝山地水源涵养保土区 1.00

全省 0.96

从各个县 (市)单元来看,全省I值最高值为西陵区 (2.78),最低为江陵县 (0.02)。全省有6个

县 (市)I>2,分别为西陵区 (2.78)、伍家岗区 (2.76)、点军区 (2.16)、猇亭区 (2.04)、东宝区

(2.04)和广水市 (2.01)。罗田县、大悟县、郧县、宜城市、巴东县、保康县等30个县 (市)1<I<2,
其余60个县 (市)I<1,其中荆州市、公安县、潜江市、监利县和江陵县5个县 (市)I<0.1。

I>2的6个县市均位于江汉平原与周边山地的过渡地带。广水市位于桐柏山和大别山与江汉平

原的过渡地带,属于桐柏大别山山地丘陵水源涵养保土区。其余5个县 (市)位于鄂西山地与江汉平

原的过渡地带。东宝区位于大巴山脉荆山余脉与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属于大巴山山地保土生态维护

区。西陵区、伍家岗区、点军区和猇亭区均属宜昌市,处于巫山、武陵山与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其

中西陵区、伍家岗区、点军区属于鄂渝山地水源涵养保土区,而猇亭区属于江汉平原及周边丘陵农田

防护人居环境维护区。但是除广水市和东宝区土地面积较大以外,西陵区、伍家岗区、点军区、猇亭

区面积均较小,仅为几十至几百km2。因此,可以看出湖北省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 (市)主要分布于

桐柏大别山山地丘陵水源涵养保土区、大巴山山地保土生态维护区及鄂渝山地水源涵养保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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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I<2的30个县 (市)中,大巴山山地保土生态维护区7个,桐柏大别山山地丘陵水源涵

养保土区7个,鄂渝山地水源涵养保土区5个,江汉平原及周边丘陵农田防护人居环境维护区5个,
丹江口水库周边山地丘陵水质维护保土区3个,南阳盆地及大洪山丘陵保土农田防护区3个。可见大

巴山山地保土生态维护区、桐柏大别山山地丘陵水源涵养保土区是湖北省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区域,
而丹江口水库周边山地丘陵水质维护保土区虽然只有3个县市I>1,但是这3个县市 (郧县、丹江

口市、郧西县)国土面积较大,占丹江口水库周边山地丘陵水质维护保土区总面积的90%,因此丹

江口水库周边山地丘陵水质维护保土区也是湖北省侵蚀程度较为严重的区域。江汉平原及周边丘陵农

田防护人居环境维护区虽然有5个县 (市)I>1,但是5个县 (市)国土面积都较小,总面积不足

2000km2,整个区域水土流失较轻。

表2 湖北省各县 (市/区)土壤侵蚀综合指数表

县市名称 土壤侵蚀综合指数 县市名称 土壤侵蚀综合指数 县市名称 土壤侵蚀综合指数 县市名称 土壤侵蚀综合指数

大悟县 1.83 东西湖 0.46 监利县 0.03 谷城县 1.02

安陆市 1.51 汉南区 0.14 洪湖县 0.12 南漳县 0.77

新洲区 0.61 蔡甸区 0.45 仙桃市 0.20 保康县 1.63

广水市 2.01 江夏区 0.42 潜江市 0.04 夷陵区 0.84

红安县 0.73 黄陂区 0.78 天门市 0.28 远安县 0.88

罗田县 1.94 黄石港区 1.23 公安县 0.06 兴山县 0.72

英山县 1.39 西塞山区 0.84 石首市 0.17 秭归县 1.52

麻城市 1.13 下陆区 1.35 松滋县 0.83 当阳市 1.16

浠水县 0.44 铁山区 1.53 通城县 0.90 神农架林区 0.43

蕲春县 0.99 枝江市 0.65 通山县 0.53 东宝区 2.04

黄梅县 0.67 猇亭区 2.04 崇阳县 0.84 巴东县 1.64

武穴市 0.68 梁子湖区 0.36 咸安区 0.30 长阳县 1.35

黄州区 0.51 鄂城区 0.79 嘉鱼县 0.35 五峰县 0.79

团风县 1.15 华容区 0.56 赤壁市 0.6 西陵区 2.78

曾都区 1.59 掇刀区 1.58 阳新县 0.56 伍家岗区 2.76

京山县 1.36 沙洋县 0.52 大冶市 0.64 点军区 2.16

钟祥市 1.24 孝南区 0.63 茅箭区 0.63 宜都市 0.83

襄城区 0.74 孝昌县 1.56 张湾区 0.88 恩施市 1.02

樊城区 0.39 云梦县 0.17 郧县 1.81 利川市 0.62

襄阳区 0.24 应城市 0.77 郧西县 1.42 建始县 1.22

老河口市 0.39 汉川市 0.12 丹江口市 1.53 宣恩县 0.65

枣阳市 0.98 沙市区 0.2 竹山县 1.05 来凤县 1.54

宜城市 1.65 荆州区 0.09 竹溪县 0.93 鹤峰县 1.11

武汉城区 0.84 江陵县 0.02 房县 1.21 咸丰县 0.89

I<1的60个县 (市)中,江汉平原及周边丘陵农田防护人居环境维护区24个,桐柏大别山山

地丘陵水源涵养保土区7个,大巴山山地保土生态维护区6个,鄂渝山地水源涵养保土区5个,南阳

盆地及大洪山丘陵保土农田防护区5个,丹江口水库周边山地丘陵水质维护保土区2个,幕阜山九岭

山山地丘陵保土生态维护区全部8个县 (市)和洞庭湖丘陵平原农田防护水质维护区全部3个县

(市)I值也全部低于1。
总体上,从8个分区总体I值和各县 (市)的分布情况来看,丹江口水库周边山地丘陵水质维护

保土区,桐柏大别山山地丘陵水源涵养保土区和大巴山山地保土生态维护区都是湖北省侵蚀最为严重

的地区,而幕阜山九岭山山地丘陵保土生态维护区、江汉平原及周边丘陵农田防护人居环境维护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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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丘陵平原农田防护水质维护区则是湖北省水土流失程度最轻的地区。

3 湖北省水土流失分异原因

水土流失区域分异是自然和人为因素区域差异的综合反映。降雨、土壤、地形地貌及植被等自然

因素是水土流失发生的先决条件,不合理的人为活动是导致加速侵蚀的主要原因。

3.1 自然因素

湖北省地处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与第三级阶梯过渡带和中国东西植物区系过渡带,不同区域地

质、地貌、土壤、植被类型差异较大,是水土流失分异的首要原因。
(1)地形地貌。地形地貌是决定湖北省土壤侵蚀分布的首要因素。湖北省高山、深谷、丘陵、岗

地、平原、盆地等地貌形态多样,各区域地势高低相差悬殊,水土流失程度也差异明显。鄂东北桐柏

山—大别山区和鄂东南幕阜山—九岭山区均为低山丘陵区,海拔从几十米到1000m;鄂西北为秦巴山

区东延部分,西南武陵山为云贵高原外缘,海拔从几十到2000m,山高坡陡,地面深度切割,沟谷交

错,因此该区域水土流失较为严重。而中南部是平原地带,以由长江、汉江冲积而成的江汉平原为

主,地势平坦,是湖北省水土流失程度最轻的地区。
(2)植被。以县 (市)为单元进行分析,各县 (市)土壤侵蚀综合指数与植被覆盖率之间关系并

不明显,植被覆盖率较高的鄂西山区和鄂东山区是全省最主要的水土流失区域。但是全省侵蚀综合指

数最高的几个县 (市),西陵区、伍家岗区、点军区、猇亭区、东宝区和广水市的植被覆盖率均明显

低于全省平均植被覆盖率,说明植被覆盖及植被结构是导致全省水土流失区域分异的重要原因。
(3)土壤。湖北省土壤类型较为复杂,共有红壤、黄壤、黄棕壤、黄褐土、砂姜黑土、棕壤、暗

棕壤、石灰土、紫色土、山地草甸土、沼泽土、潮土和水稻土等13种土种。土壤抗侵蚀能力是影响

土壤侵蚀程度的重要因素,但由于自然条件下土壤侵蚀还受到降雨、地形、植被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土壤类型对土壤侵蚀的影响难以直观体现。华中农业大学利用室内人工模拟降雨对湖北省土壤的抗侵

蚀能力进行了研究[6],结果表明不同土壤侵蚀性K 值差异明显,以第四纪红土和紫色土最高,石灰

岩土最低,砂页岩土壤中间偏高,花岗岩土壤中间偏低。
(4)降雨。湖北省多年平均降水量为1180mm,降雨量南部多于北部,东部多于西部,自东南、

西南向腹地及西北递减,鄂东南通城、崇阳及鄂西南五峰、鹤峰是省内2个多雨中心,年平均降雨量

可达1550mm,鄂西北值最低,十堰地区年均降雨量仅800mm左右。降雨是水力侵蚀的直接动力,
但是充沛的降雨也能够促进植被的生长,提高植被覆盖率,从而降低土壤侵蚀,因此降雨量与土壤侵

蚀综合指数的关系较为复杂,难以表现出简单的相关关系。

3.2 人为因素

3.2.1 农业生产活动

坡耕地占湖北省耕地面积的20%以上。但是坡耕地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生产方式十分落后,
主要表现为顺坡种植、重用轻养、耕作粗放、陡坡耕种等,特别是>25°的陡坡开荒尤为突出。部分

区域乱砍滥伐严重,森林植被破坏严重,使山地涵蓄水源能力降低,大量山地径流直接冲刷耕地

土壤。
湖北省坡耕地主要集中分布于恩施、宜昌、黄冈、十堰等地,这4个市坡耕地面积占全省坡耕地

总面积的60%以上,也是全省坡耕地比重最大的4个市。恩施、宜昌、十堰均位于鄂西山地区,属

于鄂渝山地水源涵养保土区、丹江口水库周边山地丘陵水质维护保土区和大巴山山地保土生态维护

区,黄冈市属于桐柏大别山山地丘陵水源涵养保土区。根据对全省各区域土壤侵蚀综合指数的分析,
以上区域也是湖北省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几个区域,说明坡耕地水土流失是这些区域水土流失的重要

来源。因此,全省农业生产活动,特别是坡耕地的不合理开发是导致全省水土流失区域分异的重要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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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城镇建设活动

随着湖北省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公路、铁路、城镇建设、水电开发为重点的各类开发性建设活动

急剧增长,也导致了极为严重的水土流失。由于全省经济发展不平衡,全省城镇和开发建设项目的区

域分异越来越成为影响水土流失区域分异的因素。
根据对对全省土壤侵蚀综合指数的分析结果,I值高于2的6个县 (市),西陵区、伍家岗区、

点军区、猇亭区、东宝区分别位于宜昌和荆门城区,而广水市也属于湖北省经济较为发达的县级市之

一。而曾都区、掇刀区、铁山区、下陆区、黄石港区等城区的I值也大于1。这些地区均位于平原与

山地的交接地带,不仅城市人口稠密,开发建设活动众多,又有易于侵蚀的地形条件,成为全省土壤

侵蚀最为严重的县 (市)。而鄂西山地内部,如兴山、利川、茅箭区等地区,虽然山高坡陡,极具水

土流失产生的地形地貌以及土壤条件,但是人口密度低,开发建设活动较少,植被保护良好,土壤侵

蚀强度反而低于平原与山地过渡地带。而武汉、荆州等城市虽然经济发达,开发建设项目数量庞大,
但是地势平坦,不具备水土流失发生的地形条件,水土流失量较小。因此,经济发展和开发建设活动

的区域分异也是全省水土流失区域分异的因素。总体来看,具备一定水土流失的自然条件,经济又比

较发达、开发建设活动众多的地区是湖北省土壤侵蚀最严重的地区。

4 结论

本研究根据湖北省2006年湖北省第四次水土流失遥感普查结果,采用土壤侵蚀综合指数对湖北

省各水土保持区和县市的水土流失状况进行了分析。
从全国水土保持区划三级区来看,丹江口水库周边山地丘陵水质维护保土区和桐柏大别山山地丘

陵水源涵养保土区是湖北省水土流失强度最高的区域,江汉平原及周边丘陵农田防护人居环境维护区

和洞庭湖丘陵平原农田防护水质维护区是湖北省水土流失程度最弱的区域。从县级行政区划来看,西

陵区、伍家岗区、点军区、猇亭区、东宝区和广水市是湖北省水土流失强度最高,荆州区、公安县、
潜江市、监利县和江陵县5个县 (市)土流失程度最轻。

湖北省水土流失区域分异特征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区域差异的综合反映。湖北省位于中国南北

气候过渡带、中国东西植物区系过渡地区,以及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与第三级阶梯的过渡带。省内自

然条件南北有别,东西迥异,地形、地貌、土壤、植被、气候等水土流失影响因子变异极大,是湖北

省水土流失区域分异产生的先决条件。此外,不合理的人为活动是导致加速侵蚀的主要原因。湖北省

水土流失强度最高的县 (市)多位于江汉平原与周边山地的过渡地带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说明不同区

域农业生产、开发建设活动等人为活动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自然条件导致的水土流失区域分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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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微地貌扫描仪测定侵蚀过程中地表糙度

张利超1,2,杨 伟2,3,李朝霞2,蔡崇法2,王天巍2

(1.江西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院 江西省土壤侵蚀与防治重点实验室,南昌 330029;
2.华中农业大学 农业部长江中下游耕地保育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0;

3.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为研究激光微地貌扫描仪用于测定南方红壤地区地表微地貌的演变特征和规律

的可行性,该研究应用亚毫米级高精度激光扫描和计算机数字图像处理相结合的方法,
在野外原位研究了鄂南3个典型红壤 (泥质页岩发育红壤、第四纪红黏土发育红壤1
和第四纪红黏土发育红壤2)模拟降雨条件下坡面侵蚀过程中的地表糙度变化过程,初

步探讨了降雨和径流对红壤坡面微地貌形态演变作用。结果表明:①随着降雨进行,
雨滴打击和径流搬运的联合作用导致地表糙度降低,间歇式降雨后,供试土壤泥质页

岩发育红壤、第四纪红黏土发育红壤1和第四纪红黏土发育红壤2的地表糙度分别降

低了18.2%、18.4%和11.8%;②地表糙度变化主要发生在降雨初期,第1场降雨前

后,泥质页岩发育红壤、第四纪红黏土发育红壤1和第四纪红黏土发育红壤2的地表

糙度降低幅度分别为16.1%、19.7%和9.6%,均达到显著水平。采用亚毫米级高精

度激光扫描和计算机数字图像处理相结合的方法,能很好地定量化研究坡面水蚀过程

中地表糙度的演变特征和规律。研究为南方红壤区坡面水蚀过程中地表微地貌的研究

提供一定的参考,对土壤侵蚀过程模拟与预测模型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土壤;侵蚀;激光;糙度;微地貌;数字高程模型

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41171223)、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项目 (2014CFA016)、水利部 “948”计划项目

(201426)、江西省水利科技项目 (KT201309)共同资助。

地表微地貌直接影响坡面径流、入渗、泥沙输移等[13],其演变与水蚀过程的关系密切。在没有

植被的情况下,地表微地貌是影响结皮、径流和土壤侵蚀的一个主要因子[12]。地表糙度 (rough-
ness)作为反映地表微地貌形态和物理性状的指标[4],是土壤表面高程变异的一个度量[5]。地表糙度

体现地表微地貌的起伏程度,反映侵蚀过程中地表微形态结构的变化规律,对于水蚀来说,往往被狭

义的等同于地表微地貌[6],是最能直接反映地表高程变化的指标。目前,土壤表面糙度的测量方法包

括测针法、链条法、立体摄像法等多种方法。受研究手段和野外测量条件所限,侵蚀过程研究中所用

的方法多为测针法[4,6]。测针法方法简单,但测量精度有限,误差较大,且对土表有扰动,难于准确

反映坡面细沟和细沟间侵蚀发生和演变过程。激光微地貌扫描仪基于三角测量原理测量地表微地貌高

程,采用激光扫描获取各点高程,测量精度可达到亚毫米级,测量过程无需接触土壤表面,对土表无

任何扰动,其测定结果更可靠,能准确反映地表微地貌的细微变化。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将激光扫

描技术逐步应用于土壤侵蚀研究领域,但是相关研究绝大部分是在室内模拟条件下进行的[710],而且

主要用于黄土区土壤侵蚀过程的研究[1114]。红壤富含铁、铝、锰氧化物和较高黏粒,土壤结构状况

和物质组成与粉沙颗粒为主的黄土迥然不同,坡面侵蚀以细沟和细沟间侵蚀为主[1516],且受土壤结

构影响较大,其侵蚀形态及演变过程与黄土有较大差异。将激光微地貌扫描仪应用于红壤坡面侵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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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红壤区坡面侵蚀过程的发生发展。
本文以3个原状典型红壤为研究对象,采用激光微地貌扫描和计算机数字图像处理相结合的方

法,以亚毫米级高精度激光扫描为手段,应用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对图像进行处理、分析与指标提取。
以地表糙度为例,在野外原位人工模拟降雨的基础上,定量化的初步探索和研究了在间歇式降雨过程

中地表微地貌的演变特征和规律,丰富了坡面水蚀过程地表微地貌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土壤侵蚀

过程模拟与预测模型的研究与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湖北省咸宁市,该市位于113°32'~114°58'E、29°02'~30°19'N,是中国红壤的北缘,
地形为平缓丘陵,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降雨量1455.3mm且分布极不均匀,主要集中春、夏2
季。成土母质以第四纪红色黏土、泥质页岩为主,土壤类型为红壤和水稻土。水蚀类型为面蚀和沟蚀,
以面蚀为主。研究区自然条件及区域发展模式在亚热带红壤丘陵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研究区内选取当

地较为常见的坡耕旱地作为试验点,主要种植花生 (降雨前割除)。本研究选取广泛分布的发育于第四

纪红黏土和泥质页岩的红壤 (表1)进行试验。采用常规分析法[17]测定土壤质地等,结果见表2。

表1 供 试 土 壤 基 本 情 况

土壤 试验地点 母质 质地 土壤分类 侵蚀程度 土地利用 耕作年限

HS 低丘下坡 泥质页岩 黏壤土 常湿富铁土 中度 常年旱地 20

HQ1 低丘上坡 第四纪红黏土 黏土 常湿富铁土 中度 常年旱地 15

HQ2 低丘上坡 第四纪红黏土 黏壤土 常湿富铁土 轻度 林改旱地 3

 注 HS、HQ分别表示页岩和第四纪红黏土。

表2 供 试 土 壤 基 本 性 质

土壤
湿筛法测的

平均质量直径

干筛法测的

平均质量直径

PAD0.25
/%

PAD5
/%

容重

/(g·cm-3)

机械组成

砂粒 粉粒 黏粒

HS 0.39 4.37 66.31 98.16 1.20 37.9 36.7 25.4

HQ1 0.40 4.41 83.70 96.34 1.21 15.5 45.4 39.1

HQ2 0.89 4.64 51.10 85.82 1.12 11.7 31.8 56.5

 注 MWD为平均质量直径,表示团聚体稳定性;PAD0.25为>0.25mm的团聚体破坏率;PAD5为>5mm的团聚体破坏率。

1.2 小区布设

3个供试红壤的野外人工模拟降雨试验点布设均采用2个面积为2m×1m的平行小区,坡度约为

16%。降雨前,根据当地苗床整地标准,对小区内土壤进行 (10cm左右)耕翻和耙平,捡去较大砾

石及植物根系。试验小区四周使用厚0.5cm竹夹板打入30cm作为隔水墙,以分隔小区内外径流;小

区下设集流装置,可定时采集径流样。

1.3 人工模拟降雨试验

人工模拟降雨设备是由加拿大引进的组合顶喷式人工降雨器,采用美国SPRACO锥形喷头。喷

头距地面垂直高度4.75m,供水压力为0.08MPa,通过压力调节系统、阀门和调节喷头的组合方式

来控制雨强和雨滴粒径的分布,使其接近天然降雨,雨滴中数直径为2.40mm,降雨均匀度为

90%[18]。为了更客观地反映南方红壤区的降雨特点,降雨条件设计为间歇式降雨,按当地一年一遇

暴雨频率,雨强控制为60mm/h[19]。为了不影响地表微地貌的准确测定,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扫描,
同时为了前后几场雨的土壤含水率保持一致 (土壤初始含水率约为15%~17%),间隔24h进行3场

降雨,降雨历时视坡面侵蚀发展阶段和程度而确定,降雨量分别为48mm、84mm、84mm,总降雨量

控制为216mm,2次重复。人工模拟降雨试验在野外田间进行,通过建立原位临时侵蚀小区监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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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产流、产沙过程,降雨过程中利用雨量筒监测实际雨强,同时通过激光微地貌扫描仪获取土表序列

数字高程模型 (digitalelevationmodel,DEM)。

1.4 侵蚀过程中地表微地貌数据获取

1.4.1 激光微地貌扫描仪原理

地表微地貌的测定采用美国进口的instantaneousprofilelaserscanner(PLS)型瞬时剖面激光微

地貌扫描仪 (PurdueUniversity研制[20]),基于三角测量原理测量地表微地貌高程[20] [图1 (a)]。
该仪器在实验室和野外均可使用,而且没有土壤类型限制,每分钟可扫描剖面数量达380个,可广泛

应用于土壤侵蚀、地表径流、土壤物理特性、地理和地形统计分析等多领域的研究。该仪器通过2个

激光器产生1条狭窄的强化激光光线照射到物体表面,反射光线由倾斜摆放的电荷耦合器件 (charge
coupleddevice,CCD)相机阵列捕捉 [图1 (b)]。校准方程将CCD坐标 (行和列)转换成空间坐标

(x和z),并产生沿单条激光线的瞬间地物高度变化。随着激光器沿轨道的自动移动,捕捉地物的连

续相对高程变化[20]。

图1 瞬时剖面激光扫描仪的组成及原理图

注:H1 和H2 分别表示地表1和地表2的相对高程,mm;θ是CCD相机光电转换器角度, (°);α是激光反射角,
(°);A、B是两高程表面的反射激光聚焦在CCD光电转换器的不同位置,高程差用公式H2-H1=(A-B)/sinθ·sinα定

量计算。

1.4.2 激光扫描数据采集

使用具有1030行和1300列的8位黑白CCD相机和焦距为9mm的广角镜头捕捉激光线。首先使

用Camera软件查看被扫描对象,以确保被扫描对象在相机的可视范围之内,并使激光线的影像达到

最佳效果;然后利用Threshold软件,确保选取的阈值 (阈值的选取跟环境光线、土表色彩和激光强

度有关[20])能使激光线所照剖面上的光强通过;最后使用Scan软件进行扫描,输入系列参数,即可

获得定位精度和高程精度达0.5mm的激光扫描数据集。
激光扫描数据集通过二值化处理进行初步筛选,所有高于预定阈值的像素值被保留,因为他们肯

定属于激光线图像,其余像素将被舍弃。在被保留的像素中,包括一些伪影,主要是由于土表的镜面

反射或不属于土表的物体如悬垂的草叶等产生,需要通过后续的中值滤波作进一步处理。

1.4.3 激光扫描数据集正射纠正

激光扫描数据集包括了每条激光线对应的像元位置和高程信息。由于广角镜头成像的畸变和中心

投影成像引起的空间位移,激光扫描数据需要空间三维正射纠正。
将激光扫描数据放入x、y和z正交参考坐标系,其中z轴为高度轴,y轴平行于轨道,x轴在

激光器平面。因为激光线剖面是根据获取命令保存的,而且连续激光线剖面的间距是恒定的,所以y
坐标的测定一直向前。x和z的估算值通过一个校准方程得到,校准包括激光器平面一系列已知的x
和z坐标。对于每个激光器平面的校准点 (x,z),计算在图片中与之相对应的行和列 (c,r),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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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二维多项式回归方程。该多项式已应用于摄影测量中,根据镜头和视角调节图片以复原原始的地

貌[21]。对于非线性的,需要用一个四阶多项式方程[20]。

x=A15c4+A14r4+A13c2r2+A12c3r+A11cr13+A10c3+A9r3+A8cr2+A7c2r+A6c2+
A5r2+A4cr+A3c+A2r+A1 (1)

z=B15c4+B14r4+B13c2r2+B12c3r+B11cr13+B10c3+B9r3+B8cr2+B7c2r+B6c2+
B5r2+B4cr+B3c+B2r+B1 (2)

式中:x为横坐标;z为高度坐标;A为系列已知的x 坐标;B为系列已知的z坐标;c为与校准点

对应的参考坐标行数;r为与校准点对应的参考坐标列数。
激光扫描仪的输出文件用校准多项式处理后,得到一组 (x,y,z)坐标。在剖面之间已测点沿

y轴以规则的间距排列。每个剖面内,由于是非线性组合,点成不规则排列,而且高度沿剖面是变化

的。为了得到数字高程模型,各点需通过重采样对应到规则栅格 (x,y)上。重采样应用最近相邻

法,每个已测点被赋予规则格网上最近栅格的高度值。如果几个已测点都被赋予同一栅格的值,则记

录这些值的均值。如果某个测量点没有与之对应的栅格值,则在该位置上标记一个缺省值[20]。

1.5 微域DEM 构建与处理

1.5.1 多时相微域DEM配准

使用ERDAS软件,将已校准的规则栅格文件转化成.img格式图像。由于本研究采集了一系列

微域DEM,每次获取图像时,扫描仪和试验小区的相对位置会发生改变,因此多时相DEM 在空间

坐标系中不能完全重叠,需进行配准。在试验小区边缘添加若干个控制点,以便在选取配准点时匹配

性达到最佳。图像配准采用基于多项式模拟的几何校正方法,通过二元二次多项式的拟合来实现[22]:

m=a0+a1M+a2N+a3M2+a4MN+a5N2 (3)

n=b0+b1M+b2N+b3M2+b4MN+b5N2 (4)
式中:m、n为校正影像位置;M、N 为原始影像位置;a和b为变换多项式的系数。

通过图像上对应的校正点 (至少6个点),求出方程组的未知系数,并计算其误差范围,如果均

方根 (rootmeansquare,RMS)误差在0.5以内,则通过三次卷积内插进行重采样。

1.5.2 微域DEM空间滤波

经过校正的DEM中有一些噪点,主要来源于激光扫描中被遮挡的阴影像元、激光扫描数据校正

中的空值像元。对这些噪点采用中值滤波 (medianfiltering)进行卷积运算予以去除。中值滤波是基

于排序统计理论的一种能有效抑制噪声的非线性信号处理技术。在一维状态下,一维中值滤波器有奇

数个数据的滑动模板,对模板中的数据由小到大排序,取排在中间位置上的数据作为最终的处理

结果。
中值滤波的核心运算是将模板中的数据进行排序,如果存在一个亮点 (暗点)噪声,就会在排序

时被排在数据序列的最右侧或者最左侧,因此,最终被选择的数据序列中间位置上的值一般不是噪声

点值,由此便可以达到抑制噪声的目的。
因为数字图像是以二维数据来描述的,所以采用二维滑动模板,将模板内像素依据大小进行排

序,生成单调上升 (或下降)的二维数据序列。

g(x,y)=Median{f(x-k,y-l),(k,l)∈W} (5)
式中:f(x,y)、g(x,y)分别为原图像和处理后的图像,W 为二维模板。本研究使用嵌套滤波的方

法对原始图像中的噪点或错误点值进行滤波。

1.6 微地貌特征定量表达

本研究采用格点面元糙度Cz 作为地表糙度指标。格点面元糙度Cz,国外学者将其称为特殊表面

面积 (specificsurfacearea),影响单位面积的降雨能量[1],能用来量化每单位表面面积上的实际降雨

强度和能量[23],是一个较好的地表糙度指标。
格点面元指的是在栅格DEM的水平投影面上,以4个相邻格点 (i,j)、(i,j+1)、(i+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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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 (i+1,j)为顶点的面积范围 (i、j分别为格点的横坐标和纵坐标)。格点面元糙度指的是格

点面元所对应的 DEM 上的表面积 (S表面积 ,mm2)与其水平投影面积 (S投影面积 ,mm2)的比,记

为Cz[24]:

Cz=S表面积/S投影面积 (6)
当Cz=1时,糙度最小,格点面元的实际表面为水平面。如果是栅格DEM,则将栅格DEM 的

每个栅格分解为三角形,利用海伦公式计算三角形的表面积:

S=P(P-D1)(P-D2)(P-D3) (7)

P=(D1+D2+D3)/2 (8)

Di= ΔX2+ΔY2+ΔZ2 (1≤i≤3) (9)
式中:S为三角形的表面积,mm2;P为三角形周长的一半,mm;Di 为第i (1≤i≤3)点对三角形

两定点之间的表面距离,mm;ΔX、ΔY、ΔZ分别为X 方向坐标变化量、Y 方向坐标变化量、Z方

向坐标变化量。整个DEM的表面积则是每个三角形表面积的累加。
投影面积指的是任意多边形在水平面上的面积,根据梯形法则,如果一个多边形由顺序排列的U 个

点 (Xj,Yj)(j=1,2,…,U)组成,并且第U 个点与第1个点相同,则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公式为:

S投影面积 = 12∑
U-1

j=1

(XjYj+1-Xj+1Yj) (10)

如果多边形顶点按顺时针方向排列,则计算的S投影面积 为负;反之,为正。

2 结果与分析

2.1 滤波前后DEM图像

DEM图像进行滤波处理前后的结果如图2所示。
由图2可以看出,对DEM图像进行滤波处理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滤波处理消除了之前由于阴

影效应所产生的黑色区域 (缺省值)。在滤波处理后的图像上能够较为清晰地观察到地表微地貌高程

的变化,并且在第3场雨后的图像上能够清楚地分辨出1条细沟。

2.2 地表糙度

基于滤波处理后的图像,通过ArcGIS软件计算出来的3场降雨前后的格点面元糙度Cz如表3
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3场降雨后,3个供试红壤的糙度相对于第1场降雨前均有着不同幅度的下

降,HS、HQ1糙度下降的幅度大于HQ2。在60mm/h雨强下,第3场降雨后相对于第1场降雨前,

HS、HQ1、HQ2土壤糙度分别下降18.2%、18.4%和11.8%。这主要是由于HQ2红壤中有较多粒

径较大的土壤团聚体以及其本身的水稳性较强,在降雨过程中,HS、HQ1红壤团聚体在侵蚀作用下

迅速破碎,并被雨滴打击压实,形成光滑的表面结皮,而 HQ2红壤中的水稳性团聚体在侵蚀过程

中,随着降雨能量的累加,逐渐的破碎,破碎形成的颗粒较大且破碎过程持续时间较长,土壤结皮也

是在局部范围内形成的。
表3 HS、HQ1、HQ2在间歇式降雨过程中的地表糙度

土壤
湿筛法测的平均

质量直径/mm

干筛法测的平均

质量直径/mm

雨强

/(mm·h-1)

地 表 糙 度

降雨前 第1场降雨 第2场降雨 第3场降雨

HS 0.39 4.37 60 1.43a 1.20b 1.18b 1.17b

HQ1 0.40 4.41 60 1.47a 1.18b 1.18b 1.20b

HQ2 0.89 4.64 60 1.36a 1.23b 1.23b 1.20b

 注 第1、2、3场降雨雨量分别为48mm、84mm、84mm;同一行中小写字母不同表示达到P<0.05显著差异。

由表3可知,在间歇式的3场降雨中,第1场降雨对土表微地貌的作用最为明显,对于所有处理

均达到显著差异。在60mm/h雨强下,第1场降雨后,HS、HQ1、HQ2糙度分别下降16.1%、

19.7%和9.6%。通过对土壤表面微形态的观察可知,降雨初期大量土壤团聚体被雨滴打击分散,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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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3场降雨地表侵蚀图像滤波前后的对比 (以HQ1为例)
注:颜色越深,表示高程越高,滤波前图片中黑色区域为阴影效应产生的缺省值;图中箭头指示的是细沟。

成大量分散细颗粒,土表变得越来越密实,然后随着土壤结皮的形成及其面积的增加,土表变得越来

越光滑,导致地表糙度快速下降。3个供试红壤糙度在经历第1场雨的快速下降之后,在第2场和第

3场雨过程中变化不大。

3 讨论

本研究中雨滴打击和径流搬运的共同作用结果降低土表总体上高程及高程差异,致使土表糙度降

低。由本研究可知,3场降雨后,供试红壤的糙度均显著小于第1场降雨前,其降幅从小到大为

HQ2<HS<HQ1。在间歇式的3场降雨中,第1场降雨后地表糙度的下降最大,对于3个供试红壤

均达到显著差异。3个供试红壤糙度在第2和3场降雨前后差异不明显。研究中糙度变化与降雨侵蚀

发生发展过程有很好的一致性,研究结果与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类似[2528],验证了本研究的可行性

与可靠性。降雨开始后,在雨滴的打击作用下,地表土块和团聚体逐渐破碎,导致地表糙度的降低。
同时坡面开始产流后,径流的分散和搬运也进一步降低糙度。在第1场雨后,侵蚀小区内大多数不稳

定的较大土壤团聚体分散破碎成较小颗粒,土表高程差异减小。随着降雨的进行,团聚体继续分散,
且分散后的颗粒被打击压实,形成表面光滑致密的土壤结皮,使土表糙度进一步降低。但是由于供试

3个土壤的团聚体稳定性有差异,在降雨和径流的共同作用下,土表微地貌变化也有所不同。HQ2
土壤团聚体最稳定,团聚体的持续破碎导致糙度降低幅度最小,且持续降低;HS和HQ1,团聚体稳

定性较差,第1场雨后团聚体破碎明显且有较多土壤结皮形成。但是HS破碎后形成了较为致密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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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不易破坏,因此持续降雨糙度基本不变;HQ1在第3场降雨中表土结皮被破坏,有小细沟和跌

坎形成,其表现结果就是糙度增大。如果将来进行更加深入的试验,设置的降雨历时更长的话,可能

这个差异就会达到显著。因此,对于供试的3个土壤,其土表糙度的变化也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映了土

壤团聚体稳定性对坡面侵蚀过程的影响。
坡面土壤侵蚀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演变过程[29]。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影响包括降雨击溅和径流冲

刷引起的土壤颗粒分离、泥沙输移和沉积三大过 程[3031]。但由于降雨过程中团聚体由于雨滴打击和

径流冲刷作用而破碎,结皮的形成和破坏,细沟的形成及发展等变化的尺度很小,这就需要所使用仪

器的高精确度以及数据采集的可操作性,因此需要用先进的仪器来进行研究。近年来,随着激光扫描

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土壤侵蚀研究领域的应用,亚毫米级微地貌数据的获取成为了可能,即以亚毫米级

的精度,以毫米栅格自动精确地测定地表微地貌,激光微地貌扫描仪的应用实现了在小尺度上快速准

确的测量地表高程[20,3234],同时也大大提高了采样效率,为侵蚀过程中微地貌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有效

的手段。
另外,激光微地貌扫描仪在本研究中的应用结果从新的角度反映了受土壤结构主导的坡面侵蚀过

程差异,对于有较好结构土壤的侵蚀研究有重要意义。受降雨时间的限制,本研究主要集中在细沟间

侵蚀,但研究结果表明该仪器在红壤坡面细沟侵蚀研究领域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4 结论

以地表糙度为例,激光微地貌扫描仪在坡面水蚀过程研究中的野外实地应用试验结果表明:在间

歇式降雨过程中,雨滴打击和径流搬运的联合作用导致地表糙度降低,且下降幅度与土壤团聚体稳定

性大小一致,表现为第四纪红黏土发育红壤2 (11.8%)<泥质页岩发育红壤 (18.2%)<第四纪红

黏土发育红壤1 (18.4%)。第1场降雨对糙度的影响最大,对于所有处理均达到显著差异,最大下

降幅度为第四纪红黏土发育红壤1 (19.7%),其次为泥质页岩发育红壤 (16.1%),远大于第四纪红

黏土发育红壤2 (9.6%)。3个供试红壤糙度在经历第1场雨的快速下降之后,在第2场和第3场雨

过程中变化不大。
综上,同时采用亚毫米级高精度激光扫描和计算机数字图像处理相结合的方法,能很好地定量化

研究坡面水蚀过程中地表微地貌的演变特征和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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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阳新县洋港河小流域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措施及效益分析

于 泳,郭文慧,赵 辉,徐文玉,齐文杏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根据对阳新县洋港河小流域自然、社会、土地利用及水土流失情况的调查,因

地制宜、因害设防布设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并分析了水土保持实施后的生态、经济和

社会效益,旨在为今后实施小流域治理提供科技支持。
关键词:洋港河小流域;水土流失;水土保持措施;效益分析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水土流失直接关系国家生态安全、防洪安全、粮食安

全和饮水安全[1,2]。如何更好地治理水土流失已成为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以小流域为单元实

施综合治理,改变了过去单一措施治理的方式,形成 “治理一片,见效一片,富裕一片”的生态治理

模式。通过研究小流域内社会、经济及水土流失状况,对小流域实行全面规划,因地制宜、因害设防

地布设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水土保持实践证明,小流域综合治理是能有效控制水土流失,保护水土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加快生态环境建设的有效途径[3]。
本文以湖北省阳新县洋港河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为例,通过分析当地自然和社会经济概

况以及水土流失现状,结合当地农民的意愿,布设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并分析水土保持实施后的生态、
经济和社会效益,旨在为今后实施小流域治理提供科技支持。

1 洋港河小流域概况

1.1 自然概况

洋港河小流域位于阳新县东南部,地处东经115°03'45″~115°07'30″,北纬29°36'30″~29°41'30″,
涉及洋港镇、排市镇2个乡镇5个行政村,小流域土地总面积49.43km2。流域内水系呈树枝状,主

要有小港、湾塘港、朝阳河3条河流。
小流域属于鄂东南低山丘陵区,位于不完整山间盆地内,海拔在38.0~593.9m。土壤主要有水

稻土、石灰土、棕红壤。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多年平均气温16.9℃,多年平均蒸发量

1568.6mm,多年平均降雨量1434.9mm,降雨年内分配极不均匀,汛期 (4—8月)降雨量占全年降

雨量63.1%,总的特点: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水热条件优越。

1.2 社会经济概况

洋港河小流域涉及洋港镇、排市镇2个镇,5个行政村,包括中罗村、上畈村、小港村、燕窠

村、泉山村。小流域内总人口10528人,其中农业人口9600人,农村劳动力5824人,主要从事种植

业、养殖业,主要农作物有水稻、玉米、土豆、油菜、花生与棉花。流域内人均耕地0.11hm2,人均

基本农田0.06hm2,农业人均产粮975kg。2012年小流域内农业总产值39904万元,其中农业产值

37413万元,林业产值619万元,牧业产值1112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080元。

1.3 土地利用情况

根据阳新县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结合现场调查,洋港河小流域土地总面积49.43km2,
其中耕地面积1106.13hm2,占土地总面积22.38%,耕地中坡耕地面积为396.44hm2;园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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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9hm2,占土地总面积0.15%;林地面积2736.87hm2,占土地总面积55.37%,其中有林地面

积1244.56hm2, 灌 木 林 地 1157.22hm2, 疏 林 地 335.09hm2; 水 域 及 水 利 设 施 用 地 面 积

180.66hm2,占土地总面积3.65%;住宅用地及工矿仓储用地199.61hm2,占土地总面积4.04%;
荒草地 面 积 466.35hm2, 占 土 地 总 面 积 9.43%; 其 他 土 地 面 积 246.30hm2, 占 土 地 总 面

积4.98%。

1.4 水土流失情况

根据湖北省第四次水土流失遥感监测数据,小流域内现有水土流失面积25.85km2,占土地总面

积的52.30%。其中轻度侵蚀7.80km2,占流失面积的30.17%;中度侵蚀13.04km2,占流失面积的

50.45%;强烈侵蚀2.90km2,占流失面积的11.22%;极强烈侵蚀2.11km2,占流失面积的8.16%;
无剧烈侵蚀。流域内坡耕地面积较大,水土流失较为严重,以轻中度水土流失为主,流失面积占总面

积的80.61%,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2610t/(km2·a),年土壤侵蚀总量6.77万t。侵蚀类型主要为水

力侵蚀,局部存在崩塌等重力侵蚀,主要分布在小流域的坡耕地、疏幼林地、荒草地和工矿用地等难

利用地。

2 水土保持措施

根据小流域内土地利用情况和水土流失现状进行分析,首先,坡耕地为水土流失的主要策源地,
坡耕地占整个耕地面积的75.48%,应根据耕地坡度及农村产业发展方向来对坡耕地进行重点治理。
其次,流域内有一定数量的茶园,但零星分布,品种落后,且效益一般,可以进行更新换代或进行产

业结构调整,适合发展新型经济林。最后,部分分布在25°以上的林地、部分疏幼林地、荒草地也是

本流域治理的一个重点。根据洋港河小流域的实际情况,采取了工程、林草和封育措施相结合的水土

流失防治体系。

2.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洋港河小流域工程措施主要为梯田工程、坡面水系工程、田间道路工程和小型水利水保工程。

2.1.1 梯田工程

梯田应选择土质适宜、地面坡度在5°~15°之间、土层厚度大于60cm且距村庄较近、交通较方

便、位置较低、邻近水源、便于经营管理的地方兴修梯田。同时,梯田要规模适度,相对集中连片布

设。梯田工程应与坡面水系工程、田间作业道路相互协调与配套,优化配置,做到田间灌排结合。规

划时缓坡梯田的田块以坡面水系和道路为骨架进行划分,在耕作区内布设宽面、低坎地埂的梯田,便

于机械耕作和自流灌溉。陡坡区梯田的田块则需顺山坡地形等高布设,大弯就势,小弯取直。坡改梯

地埂必须就地取材,宜石则石、宜土则土。
土坎坡改梯采用2种规格:坡度在5°~10°之间的土坎顶宽为0.3cm,坎高1.0m,田面宽7.5m;

坡度在10°~15°之间的土坎顶宽为0.3cm,坎高1.5m,田面宽6.5m。石坎坡改梯坡度在10°~15°之
间的石坎顶宽为0.5cm,坎高1.5m,田面宽6.5m。

2.1.2 坡面水系工程

在小流域内新建截水沟和排水沟、蓄水池,提高防洪标准,不仅可以显著减轻山洪灾害,保护沟

边、滩地的良田好地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可以有效促进山上退耕,稳定退耕还林还草的

成果。
当梯田上部有较大集水区间时,应在其交界处布设截水沟。当坡面坡长很长又无坡面防护措施

时,应在此坡面增设几道截水沟。以修建排水型截水沟为主,不宜修筑蓄水型截水沟;截水沟与排洪

沟相连处应采取石块或浆砌防护措施,防止冲刷。坡面沟渠全部建于新建坡改梯中,作用是拦截坡面

径流、引水灌溉,排除坡改梯中地表径流、防止冲刷耕地表面,减少泥沙下池,保护农田,巩固和保

护治坡成果。排水沟工程应与布设的田间道路、蓄水沉沙工程同时规划,并以道路为骨架,合理布设

排水沟,形成完整的雨水防御、利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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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水沟采用土质结构,两种规格:底宽60cm,高60cm,边坡10.5和底宽30cm,高40cm,
边坡10.5,主要布置在各坡改梯地块上边坡,排除上游来水对梯田工程的冲刷。

排水沟采用 M7.5浆砌片石结构,矩形断面,底宽40cm,高40cm,安全超高10cm,底部10cm
碎石垫层,顶部采用5cmC20混凝土压顶。排水沟布置在梯田内部,几乎垂直等高线,部分排水沟

与田间道路结合,用以排除田面、截水沟、道路上的径流。
蓄水池要充分和合理利用自然降雨,就近供耕地、经济林浇灌和人畜饮水需要,减轻水土流失。

沉沙池是用来拦沙保土、消力防冲、蓄洪济水、沉淀坡面水系或其他引水水流中泥沙,起到澄清水流

的作用。在蓄水池进水口、排水沟头、尾布置沉沙池,拦截泥沙。在水源缺乏的坡改梯工程区,为防

止干旱,布设蓄水池,一般布设在梯田中间或下部。沉沙池可以紧靠蓄水池,也可以与蓄水池保持一

定距离。
蓄水池采用开敞式圆形蓄水池,容积30m3,内直径5.2m。圆形池壁及底板采用 M7.5浆砌石衬

砌,用 M10水泥砂浆抹面2cm。蓄水池墙高1.69m,墙顶宽度为0.50m,底板厚度0.30m。石料衬

砌的蓄水池,池顶应专设进水口和溢流口,口宽度为0.3m,深0.3m。沉沙池为矩形,尺寸为:长

1.5m、宽1.0m、深1.0m,容积为1.5m3。池壁及池底均采用 M7.5块石浆砌,衬砌厚度30cm,采

用 M7.5水泥砂浆抹面2cm。

2.1.3 田间道路工程

田间道路主要布设在梯田地块中,田间道路配置须与坡面水系和灌排渠系相结合,统一规

划,统一设计,防止冲刷,保证道路完整和畅通。田间道路与主干排水沟布设一致,即路带沟

或沟带路,田间道路与等高线垂直或斜交。尽可能避免大挖大填,减少交叉建筑物,降低工程

造价。田间道路设置两种形式:碎石道路和人行踏步。碎石道路路面宽2.0m,采用碎石路面,
碎石铺垫15cm。人行踏步实行路沟结合,采用浆砌石结构,宽度为1.0m。平均坡度为7.5°的

坡面设计梯步宽0.70m,高0.10m;平均坡度为12.5°的坡面设计梯步宽0.50m,高0.10m,
路面略低于田面。

2.1.4 小型水利水保工程

根据洋港河小流域的实际情况,主要布置了塘堰整治和谷坊。流域内塘堰较多,但大部分年久失

修,淤积和崩塌严重,不能满足蓄水和防洪的要求。谷坊一般布置在小支沟、冲沟或切沟上,稳定沟

床,防止因沟床下切造成岸坡崩塌和溯源侵蚀,在小支沟内连续布置梯级谷坊群,更有效地防治土壤

侵蚀。

2.2 水土保持林草措施

施洋港河小流域林草措施主要包括经济林、水土保持林和植物篱。

2.2.1 经济林

对15°~25°坡耕地全部退耕营造经济林,在经济林地块内布设坡面截水沟、排水沟,拦截地表径

流,减少坡面水土流失。根据阳新县当地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要求,小流域经济林建设主要选择适合

当地生长、市场销售前景看好、与当地产业结构调整相吻合的 “名、优、特、新”品种,选择油茶作

为经济林,油茶产业在阳新县发展较快,县财政每年拿出60万元扶持油茶产业发展,对利用荒山荒

地种植油茶的农户,由林业部门无偿提供优质苗木,为油茶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扶持和技术支持。
另外,油茶好栽培易管理,土壤要求不高,耐寒耐旱,适应性强。

经济林面积共计120.37hm2,主要布置在小港村 (47.34hm2)、泉山村 (19.29hm2)、上畈村

(17.34hm2)、燕窠村 (19.97hm2)、中罗村 (16.43hm2)。

2.2.2 水土保持林

在大于25°的坡耕地和部分荒地营造水保林。按照 “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结合当地专

家建议,选择刺槐、马尾松作为造林树种,根据王家玉研究,马尾松和刺槐混交种植,可提高林分蓄

积量,增加土壤肥力,改善局部小气候等[4]。刺槐、马尾松造林密度为2500株/hm2, “品”字形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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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行距×株距为4m×2m,混交比例11。水土保持林采取圆形坑穴整地方式,直径0.30m,坑深

0.30m。
水土保持林面积411.55hm2,主要布置在上畈村、泉山村、中罗村、燕窠村和小港村,面积分别

占总措施面积的75.83%、8.62%、7.26%、5.63%、2.66%。

2.2.3 植物篱

植物篱主要布置在保土耕作的地块内,选择5°~15°不适宜进行坡改梯的坡耕地,采取保土耕作

并种植植物篱,阻挡坡面泥沙下泄,逐渐自然形成一道土埂,以减少土壤流失。植物篱主要布设于坡

耕地的上部。按照 “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结合小流域的实际情况、专家建议和农民意愿,
选择紫穗槐作为植物篱的造林树种,整地方式为穴状整地,单排穴植,每穴2株,穴间距50cm,紫

穗槐造林密度为4000株/km。植物篱措施面积合计3.97hm2,主要布置在泉山村、燕窠村、上畈村、
中罗村的保土耕作地块内。

2.3 封育治理措施

洋港河小流域对疏幼林地及部分灌木林地全部实行封育治理,树立封禁标牌,以禁伐、禁牧为

主,辅以人工补植,以优化植被结构,提高林草覆盖率,控制水土流失。并在部分村庄修建节柴灶,
节约薪炭林能源,促进地方能源的替代更新。

封育治理面积共计1408.62hm2,主要布置在洋港河两侧的中罗村、燕窠村、上畈村、小港村,
其中中罗 村 面 积 最 大,面 积 为618.46hm2。从 封 育 的 土 地 类 型 来 看,主 要 为 灌 木 林 地,面 积

为1057.62hm2。

2.4 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

洋港河小流域布设土坎坡改梯46.05hm2,石坎坡改梯8.68hm2,配套完成浆砌石田间排水沟

5.81km,土质截水沟3.66km,田间道路4.80km,新建蓄水池19口,沉沙池19口,整治塘堰7口,
新建谷坊2座;营造经济林120.37hm2,水土保持林411.55hm2,保土耕作99.24hm2 (植物篱

3.97hm2);封育治理面积1408.62hm2,需管护人员7人,封禁标牌7个,补植刺槐63.78万株,新

建节柴灶18个。

3 水土保持措施效益分析

小流域治理效益评价可以为小流域科学规划和治理提供更有力的依据,在长期的科研与实践过程

中,科研人员将小流域治理效益分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1 生态效益

水土保持项目的生态效益主要体现在保持和改良土壤、保护和涵养水源、固碳供氧和维持景

观等方面[5,6]。小流域各项措施全部实施后,一是基本农田和林草措施就地拦蓄水土,避免了土壤

养分的流失,加速了土壤的熟化过程;二是由于流域上游各项措施保水保土效益的发挥,有利于减

少河道下游淤积,保障了小流域的农业生产;三是可减少基本农田中熟土层的流失,稳定粮食

产量。
洋港河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的实施,将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0.95km2,新增水土保持林

411.55hm2,新增经济林120.37hm2,流域内土地垦殖指数下降,林地和经济林增加,生态环境将大

为改善,水土流失得到控制,大大减少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根据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效益计算方

法》(GB/T15774—2008)计算,每年可以减少水土流失量6.24万t,减沙效益达到92%,产生蓄

水效益163.72万m3,各项治理措施保水保土效益具体情况见表1。

3.2 经济效益

水土保持工程的经济效益,有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两类,一般只计算直接经济效益。各

项治理措施的增产定额,根据典型农户调查,并结合农、林、牧、统计等有关部门的资料确定,实物

效益根据阳新县已治理小流域调查数据分析得出。本项目各项治理措施全部发挥效益后,每年可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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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项治理措施效益估算表

措施 单位 措施数量
保土效益定额

/[(t/hm2·a)/(t/座·a)]
保土效益

/t

蓄水效益定额

[(m3/hm2·a)/(m3/座·a)]
蓄水效益

/m3

土坎梯田 hm2 46.05 50 2302.50 2000 92100

石坎梯田 hm2 8.68 50 434.00 2000 17360

蓄水池 口 19 / / 30 570

沉沙池 口 19 1 19.00 1 19

保土耕作 hm2 99.24 15 1488.60 30 2977

谷坊 座 2 100 200.00 1000 2000

塘堰整治 座 7 120 840.00 2000 14000

水土保持林 hm2 411.55 30 12346.50 1500 617325

经济林 hm2 120.37 20 2407.40 1500 180555

植物篱 hm2 3.97 20 79.40 1500 5955

封育治理 hm2 1408.62 30 42258.60 500 704310

粮食7.06万kg,增加经济作物107.31万kg、薪柴216.51万kg、木材2.13万m3。按直接经济效益

计算,本项目治理措施发挥效益后年净增直接经济收益915.55万元。

3.3 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后,有效地改善当地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土地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高产稳

产,缓解林粮争地矛盾,实现人口、粮食、生态和经济的良性循环。社会效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①促进小流域农业生产的发展;②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机会;③提高土地利用率;④提高

农民生产技能和管理水平;⑤促进小流域经济社会进步。

4 结论

洋港河小流域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合理,措施配置符合当地实际情况。项目实施后,将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20.95km2,人均增加梯田面积约0.01hm2,每年可以减少水土流失量6.24万t,减沙效

益达到92%,产生蓄水效益163.72万m3,至水土保持措施全部发挥效益后,每年可增产粮食7.06
万kg,增加经济作物107.31万kg、薪柴216.51万kg、木材2.13万m3,直接经济效益可达915.5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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溇水流域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研究

余明勇1,张海林2,余向京2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武汉 430079)

摘 要:湖北省溇水流域地处鄂西南土石山区,水土流失较严重。针对流域内不同地区

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差异和水土流失特点,将溇水流域划分为3个治理类型区,并提

出各区的防治措施、流域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方案以及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方案,为溇水

流域的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关键词: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治理区类型划分;溇水流域

湖北省溇水流域地形破碎,沟壑纵横,土壤疏松,地表植被破坏严重,水土流失危害较大。流域

内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生态环境脆弱,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较差,水土流失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大环境问题,严重制约了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尽管通过几十年的奋斗,溇水流域水土保持取得了很大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生态环

境,为人民的生产、生活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流域生态环境现状决定了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涉及的因素多,需要的投资大,致使水土流失治理标准较低,水土流失治理的速度还远

远不能满足当前水土保持工作的要求。因此,必须按照新时期的治水思路,做好各方面的调查研究,
提出切实可行的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方案,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为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有

利条件与良好环境。

1 流域概况

溇水为澧水的最大支流,地跨鄂、湘两省,发源于湖北省鹤峰县下坪镇,中下游经湖南省桑植

县,于慈利县汇入澧水。溇水在湖北省境内河长140.3km,流域面积3064km2,涉及鹤峰县、五峰县

的10个乡镇,流域总人口23.4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0.6万人。现有耕地面积25.54万亩 (1.70
万hm2),农业人均耕地0.083hm2,其中人均基本农田0.035hm2,土地瘠薄,农业生产水平低下,
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经济落后,群众生活贫困。

溇水流域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湿润气候,雨热同季,立体气候显著,年平均气温15.5℃,为湖北省著

名的暴雨中心地带,多年平均年降雨量为1768mm。强度大而集中的暴雨为水土流失提供了侵蚀动力。
溇水流域内山地属武陵山脉石门支脉境内地表破碎,地表平均切割深784m,平均地面坡度

24.1°。由于境内山高坡陡,沟壑纵横,沟壑密度大,土石山区土壤抗蚀能力弱,再加上人口众多,
人均耕地少,陡坡开荒种地和滥伐森林,降雨强度大,造成水土流失严重。

流域内无规模经济作物,生产及耕作条件主要以人力为主,畜力为辅,机械化程度很低。粮食作

物生产主要是自给自足,商品率较低,畜牧业在农业经济结构中占一定的比重。

2 水土流失现状及成因

2.1 水土流失现状

据2006年湖北省第四次水土流失遥感普查统计分析,湖北省溇水流域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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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9hm2,占土地总面积的26.7%。其中轻度、中度、强烈、极强烈、剧烈流失面积分别占流失面

积的40.1%、38.7%、19.7%、1.5%、0.02%,见表1。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2523t/ (hm2·a),
年土壤侵蚀总量205.88万t。在地域分布上,流域西北部、北部高山区的水土流失面积占流失总面积

的比例最大,为41.4%,而东南部低山 (丘陵、河谷)区的水土流失程度最严重,其水土流失面积

占该区土地总面积的31.6%。

表1 湖北省溇水流域水土流失现状

所 属 区 域
土地总面积

/km2

无明显流失面积

面积

/km2
占总面积

/%

水土流失面积/km2

合计

面积 占总面积/%
轻度 中度 强烈 极强烈 剧烈

东南部低山丘陵河谷区 729.7 499.0 68.4 230.7 31.6 94.4 86.2 50.1 0 0

中部、西南部中高山区 1108.9 860.9 77.6 248.0 22.4 77.8 84.6 81.0 4.6 0

西北部、北部高山区 1225.4 887.2 72.4 338.2 27.6 155.3 145.3 29.4 7.9 0.2

合计 3064.0 2247.1 73.3 816.9 26.7 327.5 316.1 160.5 12.5 0.2

溇水流域土壤侵蚀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局部地区存在重力侵蚀。水力侵蚀的形式以面蚀为主,
部分地区存在沟蚀。面蚀具有面积广、强度大,潜在危害严重的特点,尤以地层出露志留系砂质页岩

地区最为严重。重力侵蚀表现在局部地段滑坡、崩山垮坎、泥石流,具有突发性、破坏性极大的特

点。溇水流域水土流失分布广泛,大量的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坡耕地、疏幼林、荒山荒坡等植被覆盖

率低的地方,25°以上的坡耕地和荒地水土流失最为严重。

2.2 水土流失成因

(1)自然因素。

1)降雨强度大。溇水流域地处五峰暴雨区,年降雨量最高达2800mm,集中在每年的5—9月,
日降雨量达190mm以上的降雨时有发生。强度大而集中的暴雨,易形成地表径流和山洪,加之山高

坡陡,常造成严重的地表土壤侵蚀,并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

2)流域地形山高坡陡,切割深,地表破碎,沟壑众多。流域内15°以上的土地占总面积的

81.7%,25°以上占49%。坡耕地坡度多在15°到35°之间,坡长多大于50m。一遇降雨极易产生水土

流失。

3)地表物质抗蚀力弱。鄂西南土石山区岩石裸露,出露的地层中大部分为石灰岩、页岩、泥岩,
岩石的抗风化能力弱,使得岩石的风化剥蚀强烈,岩体破碎,易于产生水土流失。

4)地表植被覆盖率下降。由于历史原因,植被破坏严重,森林覆盖率有所下降,降低了土壤的

抗蚀能力。现有的植被中人工林和次生林的比重较大,且地域之间分布不均。以人工林为主的地方,
林草植被结构不合理,杉木、马尾松、华山松、桦树纯林多,结构单一,树木郁闭度低,对土壤保护

效能欠佳。
(2)人为因素。

1)人口增长,毁林开荒,土地过垦。由于人口增加,局部地区形成了人口超负荷现象,人地矛

盾突出,不断出现新的陡坡开荒,造成坡耕地有增无减,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恶化。

2)落后的耕作方式。受传统习惯影响,该地区陡坡垦种的现象十分普遍,同时群众还习惯顺坡

耕种,加剧了土壤侵蚀。据研究测定,顺坡耕种的坡耕地土壤流失量比等高耕作的坡耕地大72%~
97%。此外,雨耕同季是区内水土流失的一个重要因素。

3)能源短缺,导致滥伐森林,破坏植被。由于低效率的生活用炉灶大量消耗薪柴,造成了森林

的大量破坏。据估计,每户每天大约需要30~40kg的薪柴,每户每年相当于消耗约1334m2 的一般

次生林生物量。

4)生产建设造成新的水土流失。近年,工矿、交通、水利、城镇开发等开发建设工程施工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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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且大多数施工项目在规划设计时无水土保持方案,不执行 “三同时”制度,施工中没有及时采

取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造成了大量新的水土流失。

3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总体布局

根据溇水流域的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水土流失特点,将湖北省溇水流域划分为3个水

土流失治理类型区:东南部低山丘陵页岩中强度侵蚀区,中部、西南部中高山石灰岩轻度侵蚀区,西

北部、北部高山石灰岩中度侵蚀区。分别对其采取针对性的防治措施。

3.1 东南部低山丘陵页岩中强度侵蚀区

该类型区以重点治理为主。进一步制定和落实各种优惠政策,以小流域为单元,加大治理资金投

入,开展水土保持科技推广示范区建设,加快治理进度。
治理措施以小流域为单元实行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以改造坡耕地为突破口修建基本农田,配套

建设坡面水系工程和生产道路,整治沟道,满足区域内粮食自给,促 进 陡 坡 退耕、造林种草。对荒

山荒坡、退耕坡地植树造林、种草,退耕坡地重点规模发展经济林,发展多种经济,提高农民收入,
提高植被覆盖度。同时营造水土保持风景林,建设旅游观光风景区。

3.2 中部、西南部中高山石灰岩轻度侵蚀区

该类型区以预防保护为主,防止乱砍滥伐,保护好自然植被,同时做好局部水土流失的治理工

作。积极推广先进适用的植被预防保护、修复和建设科技成果,促进天然植被资源的保护。同时,建

立预防、监督、监测网络,加强该区中公路、工矿建设项目以及梯级水电站建设区的监督管理,严格

执行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监督管理、验收制度。
加强天然林资源保护,对灌木林地、疏幼林地实施封山育林 ,保护现有植被,发挥自然生态系

统的自我修复功能。治理措施以规模化建设经济果木林为主,以基本农田、水保林、草场建设为辅,
逐步落实陡坡地退耕。

3.3 西北部、北部高山石灰岩中度侵蚀区

该类型区以生态修复和综合治理为主,恢复和保护好自然植被,同时加强水电开发、工矿建设项

目的监督管理,并开展水土保持科技推广示范区建设。
对荒山荒坡、退耕坡地植树造林、种草,提高植被覆盖度。大规模实施草场建设,发展草食畜牧

养殖业。加强天然林资源保护,对灌木林地、疏幼林地、稀疏草地实施封育治理,发展替代能源,发

挥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功能。通过坡改梯,修建基本农田,满足区域内粮食自给,逐步促进陡坡

退耕、造林种草。建设水利水保工程,坡面、沟道实施综合治理。构成以梯田—水保林—封山育林三

道防线为主的综合防护体系。

4 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方案研究

在对溇水流域土地利用结构进行优化调整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构建立体型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

系,实行 “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治理与生态修复、预防保护、监督管理相结合,协调

发展。

4.1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

湖北省溇水流域土地利用结构不尽合理,土地资源利用率低,荒地、山地面积大,耕地比重小,
陡坡耕地比较多,农地占土地总面积的5.6%,其中坡耕地占农地的57.1%,流域农村经济仍然为以

农为主的传统种植业模式。针对土地利用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对现有不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进行优化

调整,科学合理规划各业用地,在优先保证人均基本农田和经果林的基础上,加大坡耕地退耕还林还

草的力度,并对疏幼林地、稀疏草地实施封育治理。
进行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后,治理期末耕地面积将减少3850hm2,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由5.6%下

降到4.3%;林地增加43530hm2,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由72.2%增至86.4%;草地增加80hm2,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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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由1.42%增至1.46%;其他用地减少397.6hm2,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由20.8%
下降至7.9%,土地利用率提高到96.7%。

4.2 生态修复措施

项目区水热条件较好,有利于植被生长繁衍。在实施人工治理的同时,可采取封禁的方法,并辅

以农村替代能源、舍饲养畜建设等相关措施,发挥气候条件优势和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加快植被恢

复进程。
生态修复的对象主要为水土流失为中轻度、林草郁闭度不高、具有一定数量母树或根蘖更新能力

较强、植被自然恢复能力强的残林、疏林地 (含灌木林地)和幼林地、疏草地,对于林地可采用全年

封禁、季节封禁、轮封轮放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通过成立封山育林、封坡育草管理组织,落实管护人

员,制定村规民约,明确封育治理的范围,禁止人为毁林、毁草、陡坡垦荒、盲目割灌、放牧等活

动,以实现现有自然植被的自我修复。依靠现代科技,大力发展沼气池、节柴灶等替代能源,大力推

广太阳能等新能源,协助解决群众燃料困难,促进乡规民约的顺利实施。

4.3 预防监督措施

健全完善水土流失预防监督体系,加强县、乡、村三级预防保护,落实管护责任。制定和完善地

方性配套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制定乡规民约,促进监督执法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充分利用各种

媒体,加强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宣传,增强人民群众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强化法制观念。划定

并由政府公告发布县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和 “两范围”,即重点预防区、重点治理区,以及禁止开

垦陡坡地、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对残林、疏幼林和稀疏草地全面实行封禁治理,做好封

禁后抚育管护工作。
充分发挥水保行政职能,依法加强预防监督,严格控制生产开发建设活动占用基本农田和造成人

为水土流失,对于已经治理的成果要加强管护,严禁出现 “一边建设,一边破坏”和 “一方治理,多

方破坏”的局面。

4.4 综合治理措施

(1)坡耕地治理。坡耕地治理以退耕还林还草为重点,实施坡改梯、保土耕作,建设基本农田为

耕地改造的主要内容。
(2)荒地治理。对 “四荒”(荒山、荒坡、荒丘、荒滩)进行高标准整地 (如挖大窝、抽槽换土

等),种植水土保持水土保持用材林、薪炭林以及防护林、经果林和四旁绿化林。通过荒地植树造林

种草,既提高植被覆盖率,保持水土,防治侵蚀,改善生态环境,又解决群众的燃料、饲料、肥料、
材料并增加经济收入。

(3)沟壑治理。根据 “坡沟兼治”的原则,沟壑治理工程应拦、蓄、截、灌、排兼施,形成完整

系统的沟壑治理工程,并配套相应的植物措施,以工程护植物,以植物保工程。
(4)坡面配套水系工程。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在坡面适量的系统修建沉沙池 (凼)、蓄水池、

水窖和排灌水渠,并与植物措施相配套,形成综合防护体系。

4.5 水土保持监测

根据全国和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网络规划及监测工作需要,结合湖北省重点防治区分布情况,溇

水流域鹤峰县、五峰县境内仅需建立相关水土保持监测点,不需建立水土保持监测站。在利用现有监

测站点、水文站、水土保持试验 (推广)站 (所)等的基础上,新建部分水土保持监测点,以进一步

健全溇水流域安全完善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网与高效运行的信息网络体系。在湖北省溇水流域水土流失

重点防护区、重点治理区建立25个水土保持常规定位监测点;在大中型开发建设项目建设区以及崩

塌、滑坡、泥石流频繁发生而且危害较大、有代表性的地区,建立12个水土保持临时监测点。

5 结语

溇水流域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分期实施。建议对国民经济和生态系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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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影响的江河中上游地区、重要水源区、重点水土流失区及 “老、少、边、穷”区给予优先安排。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建管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是今后实施生态建设管理的重要研究内容。根据水

土保持工程主要由广大群众为主进行建设的实际情况,需要按照基本建设的要求,建立适合溇水流域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实际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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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流域水土保持坡面治理体系及效益分析

余明勇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针对鄂南幕阜山红壤丘陵区降雨强度大、土壤条件差、水土流失分布广、治理

难度大等实际问题,本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沧湖小流域,在阐述小流域水土流失分布

情况和特点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构建了立体型水土流失坡面综合治理技术体系,并

提出了坡面治理措施总体布局。同时,通过工程措施、林草措施和封育治理措施的设

计和实施,分析了实施该坡面治理体系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
关键词:水土保持;坡面治理;效益分析

1 小流域概况

1.1 自然、社会经济概况

沧湖项目区位于湖北省南部的赤壁市境内,由沧湖小流域、松柏湖小流域组成,涉及赤壁市的

14个行政村,土地总面积98.50km2,总人口22303人,其中农业人口21104人。
项目区地貌类型以丘陵、岗地为主。小流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具有光照足、热量高、无霜期

长、雨水充沛、雨热同季等特点。多年平均降水量1526.8mm,平均气温16.9℃。土壤种类有棕红

壤、水稻土、潮土等,植被类型以常绿阔叶林、针叶林及针阔叶混交林为主,流域林草覆盖率

为20.5%。

1.2 水土流失现状及治理情况

沧湖小流域属南方红壤丘陵区,属于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之一。近几年沧湖小流域进行了初

步的水土保持治理工作,主要为改造基本农田,营造水保林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
但治理标准较低,水土流失仍然较重。

由于降雨强度大、土壤抗蚀力弱、植被破坏严重,加上生产建设活动的影响,造成目前小流域水

土流失面积达3240.36hm2,占土地总面积的32.90%,侵蚀强度以轻度为主,平均侵蚀模数1148t/
(km2·a),年水土流失量11.31万t。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坡耕地、疏幼林、荒山荒坡等植被覆盖率

低的地方。

2 坡面治理体系

针对流域的水土流失分布情况和特点,结合国家水保重点治理工程,实行 “山、水、林、田、
路”综合治理,因地制宜地构建立体型小流域水土流失坡面综合治理技术体系,该体系包括工程措

施、林草措施和封育治理措施技术体系[1]。选用的坡面治理措施主要有梯田工程、坡面配套水系工

程、田间作业道路、水保生态林、经果林、等高植物篱、封禁治理和能源替代等。
根据小流域产生水土流失的地类分布特征及其立地条件,坡面治理总体布局如下:
对坡度在5°~15°的集中连片、交通方便、土层较厚的部分坡耕地,实行坡改果梯,做好坡面水

系配套和田间道路。
对5°~15°水土流失较轻微的部分坡耕地,实行等高耕作,通过布设等高植物篱和截水沟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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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面水土流失。
对15°~25°的坡耕地退耕营造经济林,以增加当地群众经济收入;同时在经济林间种植等高植物

篱并布设坡面截排水沟,拦截地表径流,减少坡面水土流失。
对荒山荒坡和25°以上坡耕地全部绿化营造生态林。
对疏幼林地全部实行封禁治理,提高林草覆盖率,控制水土流失。在人口较为集中的村庄推广沼

气池、节柴灶等节能生态工程,逐步减少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对现有植被的破坏。

3 治理措施

3.1 工程措施

(1)梯田工程。坡改梯工程是将现有5°~15°的部分坡耕地改造为水平梯田。在治理过程中,与

灌溉渠道、截排水沟、蓄水池、沉沙池、田间作业便道、植物护坎等工程配套,并同步施工,达到水

土保持综合治理的要求,使梯田耕作区能增产、增收,提高经济效益。小流域共修建水平梯

田132.88hm2。
(2)坡面配套水系工程。坡面水系工程主要布设在坡改梯和经果林示范工程地块中。

1)截、排水沟。截水沟沿等高线布设,一般修建在梯田的坡面上方,主要起到拦截坡顶及相邻

两条截水沟之间坡面径流的作用。
在梯田内和坡耕地造经济林的地块中修建排水沟,以排导坡面径流,减轻坡面冲刷,巩固和保护

治坡成果。排水沟应按坡面地势布置,一般与等高线正交,也可斜交;其上端与截水沟相连,下端连

接天然沟道。

2)蓄水池。蓄水池的功能是拦蓄地表径流,充分和合理利用自然降雨或泉水,就近供耕地、经

果林的浇灌,同时尽可能解决部分人畜饮水问题,减轻水土流失。
蓄水池一般布设在梯田或经果林地中上部,与排水沟的终端相连,以容蓄坡面排水。蓄水池采用

分散布设的原则,仅靠地表径流蓄水的按15m3/hm2 标准布设,有引水条件的按30m3/hm2 布设,共

需修建蓄水池53口。

3)沉沙池。沉沙池主要用于沉淀排水沟内汇集的泥沙,以免对附近区域产生影响。沉砂池布设

于蓄水池进水口的上游及截水沟与排水沟的连接处,共需沉砂池133口。
(3)田间作业道路。为了便于农作、运输和水土保持工程管理及维修,需在坡改梯区和坡耕地造

经济林中修建生产道路。主要有碎石道路和人行踏步,共需配套修建6.50km。
田间作业道配置必须与坡面水系相结合,统一规划,统一设计,防止冲刷,保证道路完整和

畅通。

3.2 林草措施

(1)水土保持生态林。生态林主要布置在25°以上的坡耕地及荒山荒坡上,采用混交林模式,减

少地表裸露面积,最大限度地减少土壤侵蚀。
本流域的水保生态林选择杉树、马尾松,采取行间混交方式,混交比例为11。小流域退耕还

生态林306.42hm2,荒山造生态林1080.48hm2。
(2)经果林。在5°~25°退耕的坡耕地上营造经果林,以提高坡耕地的经济收入,同时辅助在经

果林间种植等高植物篱并布设坡面截水沟、排水沟,减少坡面径流产生的土壤侵蚀。
经果林应选择在当地或相似自然条件地区已有栽植经验的经果林树种,以提高造林成活率。根据

农民意愿,选择柑橘和猕猴桃,共退耕还经果林64.74hm2。
(3)等高植物篱。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区经济林在栽植初期,林下依然耕种,且经济林密度相对

较小,坡面水土流失依然较重,需布设等高植物篱,逐步形成一条生物坎,来拦截坡面径流和泥沙

下泄。
据卜崇峰等人[2]研究资料,在地面坡度5°~15°的坡地中,当植物篱间距在15~20m时可有效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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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坡面侵蚀;在地面坡度15°~25°的坡地中,当植物篱间距在10~15m时可有效控制坡面侵蚀。植

物篱应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树种应选择株高较矮,不影响农作物和果树的正常生长,根系发达

的灌木。根据地方群众意愿选择经济价值较高的紫穗槐种植,共布置植物篱551.50km。

3.3 封育治理措施

项目区的水热条件较好,有利于植被生长繁衍。在实施人工治理的同时,可采取封禁的方法,并

辅以农村替代能源建设等相关措施,发挥气候条件优势和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加快植被恢复进程。
该小流域实施封禁治理842.50hm2。

4 效益分析

4.1 经济效益

该小流域坡面综合治理措施体系实施后,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较大改善,土地生产力大大提高,
同时对发展优质、高效农业起到了促进作用,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项目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373.10万元。

4.2 生态效益

该项目坡面综合治理措施体系的实施,通过大面积营造水保林和封禁治理,项目区林草植被覆盖

率由治理前的20.5%提高到36.6%,林草面积达到宜林宜草面积的80%以上,有效地涵养了水源,
为野生动物提供生育、栖息场所,改善整个项目区的生态环境。

经过各项水保治理措施的合理布设,形成了立体的坡面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每年增加蓄水

98.02万m3,减少土壤侵蚀7.54万t,年减沙效益达67%,使小流域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控制,水土

流失危害和自然灾害得以减轻。

表1 小流域坡面综合治理措施体系蓄水保土效益

项  目
治理措施

单位 数量

保土效益

/t

蓄水效益

/m3

1.综合治理 52114 810650

(1)坡面整治工程 4252 201583

坡改果梯
土坎 hm2 107.94 3238 161917

石坎 hm2 24.94 748 37407

坡面水系
蓄水池 (窖) 口 53 2126

沉沙池 个 133 266 133
(2)水土保持林草 1451.65 45862 589067

退耕还生态林 hm2 306.42 9193 122568

退耕还经济林 hm2 64.74 1295 25898

荒山造生态林 hm2 1080.48 27012 432194

植物护埂 hm2 4.50 90 135

等高植物篱 km 551.50 8272 8272

2.生态修复 hm2 842.50 25275 189562

合计 75389 980212

4.3 社会效益

通过小流域坡面综合治理工程的实施,将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群众经济收入增加,生

活水平显著提高,基本实现小康[3]。同时随着项目区林果业和水保林的发展,果品贮运与加工、木材

生产与加工等将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机会。生态环境的改善,将提高环境容量,缓解人地矛

盾,实现水土保持生态工程的良性循环,促进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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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针对鄂南幕阜山红壤丘陵区降雨强度大、植被覆盖率低、水土流失分布广、治理难度大等实际问

题,在沧湖小流域构建和实施了坡面综合治理措施技术体系,实现了治理水土流失的预期目标,取得

了显著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
针对下一步工作目标,建议建立适宜水保事业全面发展的新的投入机制,如政府与企业联合式、

生态产业合作社等[4],新的投入机制实施过程中,当地水利部门加强正确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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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岭水库防洪调度运用研究

陈思翌1,杨启林2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湖北省吴岭水库管理局,京山 431800)

摘 要:基于水库防洪调度研究现状,针对吴岭水库溢洪道由无闸门控制改建为有闸门

控制的变化情况,结合2007年水库遭受雨洪时的调度运用情况,研究提出符合吴岭水

库特点、可操作性强的防洪调度方案,成功应对了2016年强降雨。
关键词:防洪调度;特大暴雨;水库灌区;综合利用

吴岭水库坝址在湖北省京山县钱场镇吴岭村,位于汉北河支流东河上,总库容6785万m3,是一

座以灌溉为主,兼有防洪、城镇供水等综合利用功能的多年调节中型水利工程。吴岭水库灌区以吴岭

水库为骨干水源工程,设计灌溉面积14.6万亩 (1亩=1/15hm2,下同),是湖北省重要的商品粮产

地之一。

2001年1月湖北省水利厅组织专家鉴定吴岭水库大坝属三类坝,2001年8月武汉大学设计研究

总院完成 《湖北省吴岭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初步设计报告 (修改版)》(以下简称 《加固初设》),洪水标

准按100年一遇设计、1000年一遇校核。2002年12月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正式开工,2004年12月项

目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并投入试运行。

2007年吴岭水库进入汛期之后,连续遭受了 “5·31”“6·18”“7·1”“7·13”和 “7·25”等

5次强降雨袭击,其中 “7·13”暴雨洪水给水库上下游造成了较严重的洪涝灾害,总经济损失约1.2
亿元。

在2002年吴岭水库除险加固之前,水库正常溢洪道为开敞式无闸门控制,水库的防洪调度工作

非常简单。除险加固之后,正常溢洪道改为有闸门控制,吴岭水库具备了真正意义上进行防洪调度的

工程条件。《加固初设》中设计的洪水调度方式,基本沿用原无闸控制时的方式,属自由 (敞开)泄

洪方式。原防洪调度方式显然已不适用于除险加固之后的吴岭水库,需对水库运行指标进行分析研

究,制定新的洪水调度方案。
吴岭水库自1962年竣工以来未曾遭遇特大暴雨洪水,在突然遭遇2007年汛期连续5次强降雨袭

击、水库上下游遭受严重洪涝灾害损失的情况下,吴岭水库管理局亟须在如何科学合理地进行防洪调

度、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洪灾带来的损失等问题上找到解决方案。因此,研究制定新的洪水调度方

案,成为完善吴岭水库自身运行管理、协调吴岭水库及上下游各方利益、保障当地社会发展及稳定、
避免爆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任务和关键因素。

1 水库防洪调度研究现状

目前,水库防洪调度研究多集中在综合利用、优化及合理调度水库等方面,主要包括综合利用水

库常规调度、水库群优化调度、动态控制防洪限制水位 (包括合理设置分期汛限水位)、重要水库综

合利用调度等应用研究以及小流域削峰水库防治山洪灾害研究等。
水利部颁发的 《综合利用水库调度通则》指出,水库防洪调度可视水库具体情况和需要,采用预

泄、补偿调节、错峰调度等方式,并强调无论采用上述哪种预报调度方式,在实施时都要留有适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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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策安全。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系统工程的迅速发展与广泛应用,系统分析方法被引入水库群优化调

度研究中。该方法是建立水库群防洪调度系统的目标函数、确定其满足的约束条件、用最优化方法求

解,从而使目标函数取得极值的水库控制运用方法。经常采用动态规划法、线性规划法、非线性规划

法、模拟模型法、多目标优化法、大系统分解协调法、模糊优化法、遗传算法、人工神经网络等。如

邵东国 (1996)建立了有模糊约束条件的防洪优化调度模型,提出了含罚函数的离散偏微分动态规

划;Oliveira等 (1997)使用遗传算法生成水库群系统的调度规则;缪益平等 (2003)建立了水库调

度函数的神经网络模型,并用该模型对湖南省凤滩水库调度进行了模拟。
传统的水库运行调度过于保守,整个汛期都以较低的防洪限制水位迎汛,导致水库在汛期不能多

蓄水,而汛后又往往蓄水不足,造成来年春耕无水可用,加剧了水库防洪与兴利之间的矛盾。利用水

库防洪限制水位调控洪水资源是处理水库防洪与兴利矛盾、实现洪水资源安全利用的重要技术途径,
对缓解流域水资源短缺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水库汛期分期方法分为定性分析法和定量计算法,
其中定量计算法可大致分为统计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两类。统计分析法是在对大量水文特征资料统计

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特征指标在汛期内的分布规律,通过选取临界点将汛期划分为前汛期、主汛期和

后汛期。近年聚类分析法研究较多,如刘克琳 (2006)、张秀菊等 (2008)均将Fisher最优分割法应

用到水库汛期分期计算中,陈曜等 (2009)以投影寻踪理论为基础,构造水库汛期分期投影寻踪模型

用于潘家口水库汛期分期计算中。
重要水库的综合利用调度应用研究,常立足于具体工程的实际运行管理实践,着眼于解决具体利

益纠纷和调度运用矛盾,应用性、针对性和实用性较强,如刘丹雅等 (2011)通过分析寻求不断完善

三峡水库综合利用调度方式的路径,力求实现三峡工程效益最优,陈永明等 (2008)提出增加新安江

水库防洪库容的建议。
小流域削峰水库防治山洪灾害研究,主要立足于山区小流域受地形、地质和移民征地等条件限制

和不适合兴建防洪水库的现实,研究水库既不拦蓄洪水又能滞洪削峰的调洪方式及其效益,如南京水

利科学研究院 (2009)进行滞洪削峰水库的防洪效益研究。

2 研究目标和思路

2.1 研究目标

针对水库溢洪道由无闸门控制改建为有闸门控制的变化,结合2007年水库遭受雨洪袭击时的调

度运用情况,研究提出符合吴岭水库特点、可操作性强的水库洪水调度方案,为决策机构提供技术支

持,为水库安全度汛服务。

2.2 研究思路

坚持 “局部服从整体、整体照顾局部,兴利服从安全、安全兼顾兴利”的原则,注重对各项基础

资料的调查、分析和复核,充分考虑多种影响因素和有关方面意见,在大坝安全和供水目标满足的条

件下,注重发挥吴岭水库综合效益,兼顾上下游利益,注重防洪调度安全、可靠和方便操作。研究思

路如下:
(1)针对吴岭水库2007年遭受雨洪袭击特点及调度运用情况,进行设计洪水复核,对造成较严

重洪涝灾害的 “7·13”暴雨洪水进行频率分析。
(2)测绘吴岭水库至下游京山县钱场镇8km行洪河道横断面,进行河道水面线计算,分析行洪

河道安全泄量。
(3)调查库区围垦鱼池的情况。
(4)分析上下游灾情产生的主要原因,根据现实情况拟定对下游的防洪保护标准和吴岭水库洪水

调度方式。
(5)分析闸门控制运用情况,初步拟定闸门操作方案和可行的洪水调度方案,反复调整、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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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调整,使两者衔接。
(6)当考虑吴岭水库承担下游防洪任务时,在拟定的防洪标准下,需研究确定水库最大允许

下泄流量、防洪限制水位、防洪高水位。三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考虑采取工程措施,则可以

拟定不同的水库最大允许下泄流量;根据兴利与防洪效益,可拟定不同的防洪限制水位、防洪高

水位。可先拟定防洪限制水位后确定防洪高水位,也可先拟定防洪高水位后确定防洪限制水位。
本次根据不同的侧重点按两种思路都进行了方案研究,提出初步方案与各方交换意见。经过多次

反馈和调整,在充分交换意见、统一认识后,形成各比较方案的最大允许下泄流量、防洪限制水

位和防洪高水位。
(7)按照分层比较、逐层细化的方案比选思路进行比选,分析防洪限制水位、防洪高水位、分级

控制泄量的设立和取值,提出推荐防洪调度方案,明确判别条件。

3 研究成果及应用

3.1 本次研究主要结论

3.1.1 “7·13”暴雨洪水频率分析

从72h洪量看,“7·13”暴雨洪水重现期接近20年一遇;从24h洪量看,“7·13”暴雨洪水重

现期接近10年一遇;从洪峰流量看,“7·13”暴雨洪水重现期超过30年一遇。来水洪峰流量大或时

段洪量大,均将导致水库水位升高、下泄洪峰流量变大,造成洪涝灾害。根据对吴岭水库各频率洪水

的调洪计算可知,时段洪量对该水库水位和下泄流量的影响程度大于洪峰流量。因此,综合降雨量、
洪量和洪峰流量的频率分析,可认为 “7·13”暴雨洪水重现期约10年一遇~20年一遇。

3.1.2 水库下游河道安全泄量分析

吴岭水库下游河道现状安全泄量取值80m3/s,规划远期通过治理恢复至原设计安全泄量

170m3/s。

3.1.3 防洪限制水位分析

由于吴岭水库功能定位系以灌溉为主,兼有防洪、城镇供水等综合利用,因此防洪限制水位分析

须侧重从兴利角度考虑,通过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来研究防洪限制水位的设立。
通过灌区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 (逐年汇总后摘录缺水年份见表1)可知,如果在正常蓄水位以下

设立防洪限制水位,则吴岭灌区灌溉保证率不足设计值80%,这将极大地影响水库灌溉效益,也影

响吴岭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和吴岭水库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的预定效益。如果设立防洪限制水

位61.80m,则防洪作用不大,因为相对正常蓄水位62.20m仅增加防洪库容312万m3;如果再继续

降低防洪限制水位,则取61.00m要优于61.40m,因为两者的兴利效益相差不大。

表1 各防洪限制水位方案的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缺水情况对比表

水位单位:m;库容、水量单位:万m3

防洪限制水位 62.20 61.80 61.40 61.00

该水位以下库容 4440 4128 3816 3528

库容差值 312 312 288

缺水年份
吴岭水库

净供水量
净缺水量

吴岭水库

净供水量
净缺水量

吴岭水库

净供水量
净缺水量

吴岭水库

净供水量
净缺水量

1972.4—1973.3 3944.6 -295.7 3648.4 -591.9 3352.7 -887.6

1978.4—1979.3 3484.8 -498.4 3413.1 -570.1 3037.0 -946.2 3032.5 -950.7

1981.4—1982.3 3814.2 -284.3 3814.2 -284.3 2993.8 -1104.6 2993.8 -1104.6

1999.4—2000.3 4291.2 -52.0 4077.1 -266.1 3774.2 -569.0 3704.8 -638.4

2000.4—2001.3 1346.8 -2059.9 1346.8 -2059.9 1346.8 -2059.9 1346.8 -2059.9

2001.4—2002.3 1763.2 -2554.9 1763.2 -2554.9 1763.2 -2554.9 1763.2 -2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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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缺水年份
吴岭水库

净供水量
净缺水量

吴岭水库

净供水量
净缺水量

吴岭水库

净供水量
净缺水量

吴岭水库

净供水量
净缺水量

2005.4—2006.3 2702.5 -1291.5 2611.8 -1382.3 2413.5 -1580.6 2317.4 -1676.7

总净缺水量 -6740.9 -7413.2 -9407.1 -9872.8

总净缺水量差值 -672.3 -1993.9 -465.7

缺水年数 6 7 7 7

平均年净缺水量 -1123.5 -1059.0 -1343.9 -1410.4

平均年净缺水量差值 -284.8 -66.5

长系列年数 36 36 36 36

保证率 81.1% 78.4% 78.4% 78.4%

考虑到吴岭水库功能定位系以灌溉为主,而灌区水资源供需相对紧张,加之水库除险加固一般不

改变水库的兴利目标,更不会降低兴利目标,因此推荐不在正常蓄水位以下设立防洪限制水位,取防

洪限制水位等于正常蓄水位62.20m。

3.1.4 洪水调度方式

水库防洪调度须按照一定的蓄泄规则进行,这种蓄泄规则也称洪水调度方式。水库洪水调度方式

分为3种基本类型:①自由 (敞开)泄洪方式;②固定泄量方式 (含分级控制泄量方式);③补偿凑

泄方式 (含错峰方式)。未承担下游防洪任务的水库一般采用第一种洪水调度方式;当水库承担下游

防洪任务时,则要对大坝安全度汛及下游防洪要求一并考虑,采用后两种洪水调度方式,所拟定的调

洪方式一般需包含统一、严格的判别条件。
拟定水库洪水调度方式,需根据水库承担的防洪任务、洪水特性等情况进行,应符合水库特点,

并要求可操作性强。吴岭水库在除险加固前未承担下游防洪任务,洪水调度方式采用自由泄洪方式,
简单且无争议。溢洪道改建为有闸门控制后,若仍采用自由 (敞开)泄洪方式,将使下泄流量大于原

无闸门控制方案,加之下游河道行洪能力有限,故2007年实际调度运行并未采用该方式。
吴岭水库下游防护对象有京山县的钱场镇,天门市的石河镇、黄潭镇等重要城镇,其防洪标准为

10年一遇。吴岭水库除险加固前无闸门控制时,10年一遇最大下泄洪峰流量98m3/s,5年一遇最大

下泄洪峰流量67m3/s。在河道安全泄量取值80m3/s、区间洪水按35m3/s(5年一遇相应洪水)考虑

时,吴岭水库仅允许下泄45m3/s。
对于防洪保护对象距水库较近、区间洪水较小的情况,常采用固定泄量调度方式,该方式比较符

合吴岭水库实际。若采用补偿凑泄方式,则对洪水预报调度的要求比较高,要保证洪水预报的预见期

和精度,对水雨工情采集自动化程度和管理人员技术水平要求也较高。考虑到吴岭水库难以在短期内

满足以上要求,且由于吴岭水库到下游城镇距离很近,一旦预报不及时、不准确或操作不当,将会给

下游带来更大的灾害损失。可见采用补偿凑泄方式,既不符合吴岭水库实际,也增大了管理风险。
综合以上分析,拟定吴岭水库采用固定泄量调度方式 (必要时可分级控制泄量),固定泄量的具

体数值尚需通过方案比选进一步研究确定。

3.1.5 防洪调度方案比选

按吴岭水库下游行洪河道安全泄量为80m3/s、130m3/s和170m3/s,分析吴岭水库对下游的防洪

保护能力。每种方案又可按不在或在正常蓄水位62.20m以下设立防洪限制水位进行研究。
以水库下游行洪河道安全泄量为80m3/s为例,首先研究对下游的防洪保护能力能否达到5年一

遇标准。区间5年一遇相应洪水为35m3/s,故吴岭水库允许下泄45m3/s。通过调洪计算和坝顶高程

计算,大坝顶部高程满足规范要求,表明该方案下吴岭水库对下游的防洪保护能力可达到5年一遇标

准。区间10年一遇相应洪水为46m3/s,故吴岭水库允许下泄34m3/s。计算表明,该方案下,吴岭

水库对下游的防洪保护能力无法达到10年一遇以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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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调查、分析和研究多种影响因素和有关方面意见后,提出了初步的洪水调度方案与各方交

换意见,经多次反馈和调整,最后提出5种洪水调度方案供决策,见表2。

表2 吴岭水库防洪调度方案汇总

水位、高程单位:m;库容、水量单位:万m3

方  案
防洪限

制水位

防洪

高水位

可否达到

10年一遇

设计

洪水位

校核

洪水位

要求的

防浪墙

顶高程

坝顶和防浪

墙顶高程是

否满足要求

备  注

①不承担防洪任务 62.20 无 — 63.85 64.92 66.80 满足 防浪墙高出0.70m

提高

洪水位

②河道安全泄量

80m3/s
62.20 63.30 不达标 64.61 65.42 — —

③河道安全泄量

170m3/s
62.20 63.80 达标 64.36 65.47 67.31 满足 防浪墙高出0.19m

降低防洪

限制水位

④河道安全泄量

80m3/s
61.00 63.30 达标 63.86 64.87 66.80 满足

减少兴利库容912万m3,
防洪库容为1784万m3

⑤河道安全泄量

170m3/s
61.30 63.80 达标 63.89 64.89 66.80 满足

减少兴利库容702万m3,
防洪库容为1982万m3

3.2 本次研究成果的应用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以本次研究成果为依据,制定了吴岭水库调度规程,经湖北省水利厅

批准执行;其中,按表2中方案③制定防洪调度方案,以方案④为基础制定现状 (临时)防洪调度

方案。

2016年入梅以来,湖北省连续遭遇强降雨,出现 “98+”汛情灾情。2016年 “7·19”强降雨带

来吴岭 水 库 历 史 上 最 大 1h 降 雨 量 (76.6mm)、最 大 日 降 雨 量 (219mm)、最 大 3 日 降 雨 量

(355.3mm)、最高洪水位 (63.53m)、最大泄洪流量 (153m3/s)。此次洪水约50年一遇,最大入库

洪峰522m3/s,削峰率71%。
在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正确领导下,吴岭水库管理局按照防 “98+”洪水的工作要求,依据

调度规程加强运行调度,成功应对强降雨,确保了水库工程安全度汛,保护了水库下游3个乡镇

29.6万亩耕地、24.7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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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水水库下泄对下游防汛形势影响研究

何 娟1,江焱生2,姚黑字2,董 苇1,翟丽妮1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湖北省防汛抗旱办公室,武汉 430070)

摘 要:运用降雨径流经验相关图方法推求和预测富水干流下游场次暴雨洪水过程,采

用阳新长江干堤洪水风险图编制项目富水河堤漫溢方案中建立的富水下游干流一维水

动力学模型,对富水水库不同泄洪方案下富水下游干流水位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研判

预测时段富水下游干流防汛形势,提出预测时段富水水库调度运用的安全泄量,为防

汛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关键词:水动力学模型;洪水预报;洪水风险图;安全泄量

资助项目:全国重点地区洪水风险图编制项目资助。

2016年6月,位于富水上中游的湖北省通山县遭遇入汛以来最大暴雨,富水水库入库流量达

3460m3/s,是自2000年以来出现的最大洪峰。同时,富水下游阳新县也遭遇连续暴雨袭击,水位居

高不下。29日,富水中上游水库水位54.5m (黄海高程,下同),超汛限水位1.4m;下游干流阳新

站水位19.1m,达设防水位并有上涨趋势;富池口大闸闸上、闸下水位基本持平,富水出口处受长江

水位顶托,洪水下泄缓慢;水文预报未来5天仍有大到暴雨。防汛形势异常紧张,水库不泄洪可能危

及富水水库安全,水库泄洪量过大可能进一步加剧富水下游干流河段防洪压力。
阳新长江干堤洪水风险图项目是2015年全国重点地区洪水风险图编制项目湖北省13个编制任务

之一,共计算1998年、1954年及1954年300年一遇洪水量级下,阳新长江干堤邓家祠堂溃口、菖

湖溃口、半壁山堤溃口及半壁山堤+富水河堤 (阳新城区段)等溃口方案12个,富水河堤漫溢方案

1个,共计13个方案。本次采用阳新长江干堤洪水风险图编制项目富水河堤漫溢方案中建立的富水

下游干流一维水动力学模型,收集富水流域2016年6月实测降雨及富水水库下泄过程对富水下游河

道水位进行模拟,并与实测值进行比较,符合较好。采用气象部门7月1—6日预测降雨量推求区间

洪水,分析富水水库不同下泄流量下富水下游干流水位变化,从而确定富水水库安全下泄量,为防汛

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1 项目区概况

富水干流长195km,平均坡降3.1‰,为长江中下游南岸一级支流,于阳新县富池口流入长江。
湖北通山县城以上为上游,通山县城至富水水库大坝为中游,富水大坝至阳新县富池口为下游,富水

上游和中游以山区、丘陵地形为主,下游为平原湖区。
富水上中游建有富水水库。水库控制流域面积2450km2,总库容16.65亿 m3。富水下游干流

(富水水库大坝以下)有龙港河和三溪河两条支流入汇。三溪河上建有王英水库,水库控制流域面积

287.7km2,总库容6.228亿m3。富水下游干流控制性外排闸站为富池口大闸和富池口泵站,其中富

池口大闸设计排水流量3330m3/s,富池口泵站排水流量200m3/s。为缓解富水下游防洪压力,富水

下游干流还建有网湖、朱婆湖分蓄洪区,其中网湖分洪灭螺控制闸分洪流量为1000m3/s,设计分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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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21.5m,朱婆湖分蓄洪区分洪流量634.3m3/s,设计进洪水位21.3m。
富水下游防洪体系为 “上蓄、中防、下排”。上游依靠富水水库、王英水库、蔡贤水库等控制上

游来洪面积,拦蓄22亿~26亿m3 来水,削减下泄量;中游以富水河床现状为主,筑堤束水,朱婆

湖、网湖汛期分洪调蓄;下游在入江口筑堤建闸,控制江水倒灌,富水以自排为主,兴建电排站辅以

电力提排,并利用内湖与外江汛期相错时机,错峰抢排。

2 研究方法

分析富水水库下泄对富水下游防汛形势的影响,一是要做到准确的洪水预报,即根据已经发生的

雨情、水情以及富水流域降雨径流和洪水规律,预报即将出现的洪水情况;二是要做到精确的水动力

学模拟,即构建富水下游干流一维水动力学模型,率定模型参数,概化合理的边界条件。

2.1 洪水预报

(1)产流计算方法。确定实测或预测时段降雨量,对流域内共39年的年同时段雨量进行排频分

析,选择与实测或预测降雨量相近的典型年作为典型雨型;采用同倍比缩放的方法,根据典型年降雨

过程和实测或预测降雨量得到流域场次降雨过程。采用降雨径流经验相关图法,得到各时段净雨过

程。本次分析采用富水上游厦铺站的降雨径流经验相关图 (P~Pa~Ps 三变量相关图),利用降雨量

(P)和前期影响雨量 (Pa)在相关图中查得径流深值 (R)。根据地区经验,流域最大蓄水量 (Wm)

取120mm,前期影响雨量 (Pa)按Wm 折算法,折算系数取0.8。
(2)汇流计算方法。采用检验过的时段单位线法,根据产流计算得到的净雨过程,计算地面径流

过程,再采用 《湖北省暴雨径流查算图表》方法计算地下径流过程,两者叠加即为设计洪水过程。
依据富水下游区间的汇流地势地形特点,将区间划分为富水至排市、排市至港口 (含龙港河支

流)、三溪河支流、港口至阳新、阳新至绒湖口、绒湖口至富池口等5个汇流片,其中三溪口至港口

片需考虑上游已建王英、蔡贤、罗北口等大中型水库拦洪作用。各汇流片先扣除因围垦、围养等不能

直接汇入富水河的面积,在干流汇流计算时,再加入围垦提排流量。

2.2 一维水动力学模型

(1)计算原理。富水下游干流一维水动力学模型基于圣维南方程组:
水流连续方程为

∂Z
∂t+

1
B
∂Q
∂x=

q
B

水流运动方程为

∂Q
∂t+gA

∂Z
∂x+

∂
∂x

(βuQ)+g|Q|Qc2AR=0

(2)计算范围与河道断面设置。富水干流下游研究范围为富水水库坝下至富池口控制断面约

78km河段,共设置断面157个,断面间距约为0.5km。
(3)边界条件设置。上边界为富水水库出库洪水过程、三溪河支流洪水过程、龙港河洪水过程及

富水至港口区间洪水过程;下边界采用富池口泵站关闭,富池大闸排水情况;三溪河及龙港河洪水以

点源汇入,分片区间流量沿区间河段作为线源汇入;初始水位以已知时段流量水位作为入流边界计算

得到预测时段初始时刻河道各断面流量和水位。
(4)模型的验证。选取2016年6月1—10日实测降雨及富水下泄过程,对模型进行验证,模型

糙率阳新站以上取0.030,阳新站以下取0.028。将计算值与阳新站及富池口大闸闸上实测水位过程

进行对比,见图1和图2。阳新站水位计算值与实测值最大误差小于0.1m。富池口大闸闸上水位受

调度运用及其他因素影响,实测值波动较大,但计算的水位峰值及水位过程趋势与实测值符合良好,
最高水位差值0.00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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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阳新站水位验证情况

图2 富池口闸上水位验证情况

3 水库下泄对下游防汛形势影响分析

气象部门提供7月1—6日预测降雨量为180mm;采用降雨径流经验相关图法,预测富水下游干

流各控制断面7月1—6日洪水过程如图3所示。

图3 预测时段富水下游干流各控制断面洪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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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频率分析,降雨量180mm小于20年一遇。富水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表明 “当遭遇20年

一遇以内洪水控制泄流量1300m3/s”。本次水位监测点选择在阳新水文站和网湖分蓄洪区分洪闸口,
阳新水文站位于富水兴国城区堤防段,该堤段保护阳新县城;网湖分蓄洪区分洪闸口位于富水下游干

流堤防下段,网湖分蓄洪区和朱婆湖分蓄洪区设置在该堤段,一旦水位超过分蓄洪区运用水位,需开

启分洪闸运用分蓄洪区。根据富水下游干流防汛调度预案,富水下游干流兴国城区堤防段设防水位、
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分别为19.6m、20.6m和21.1m;富水下游干流堤防下段设防水位、警戒水位

和保证水位分别为19.2m、20.2m和20.7m,网湖、朱婆湖分蓄洪区启用水位21.5m。方案设置见

表1,不同方案下两水位监测点水位变化见图4、图5。

表1 方 案 设 置

方案名称 FA1 FA2 FA3 FA4 FA5 FA6

富水水库下泄流量/(m3/s) 0 200 500 800 1000 1300

区间流量 根据预测降雨量推求

下游水位 根据6月25—30日长江水位涨势外延得到

图4 阳新站水位计算成果

图5 网湖闸水位计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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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4、图5可以看出,阳新站和网湖闸最高水位均出现在计算的最终时刻,即7月6日8时。
通过计算,对于富水兴国城区堤防段,富水水库出库洪水按200m3/s下泄,阳新站最高水位

20.60m,达到堤防警戒水位20.6m;富水水库出库洪水按汛期调度运用计划最大泄量1300m3/s下

泄 ,阳新站最高水位21.02m,距堤防保证水位 (21.1m)0.08m。对于富水下游干流堤防下段,无

论富水水库是否下泄,堤防水位均超警戒水位 (20.2m);富水水库出库洪水按800m3/s下泄,网湖

闸水位20.68m,接近堤防保证水位 (20.7m);富水水库出库洪水按汛期调度运用计划最大泄量

(1300m3/s)下泄,网湖闸水位20.82m,距网湖、朱婆湖分蓄洪区运用水位 (21.5m)差0.68m。
根据分析成果,建议富水水库先按下泄流量不大于200m3/s下泄,如库水位持续上涨则加大泄

量。为确保富水下游干流堤防下段不超保证水位,在不危及富水水库安全的前提下,富水水库下泄流

量不超过800m3/s。

4 结语

缺乏径流观测资料是中小流域洪水预报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成为制约采用水动力学模型解决中小

流域水问题的关键因素。本次采用降雨径流经验相关图法推求和预测场次暴雨洪水过程,通过水动力

学模型计算水位过程与实测水位过程比较,精度满足要求,可为其他缺乏径流观测资料中小流域的长

时段洪水过程推求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何娟.湖北省阳新长江干堤防洪保护区洪水风险图成果报告 [R].2016.
[2] 胡四一,施勇,王银堂,等.长江中下游河湖洪水演进的数值模拟 [J].水科学进展,2002 (3).

(本文发表于 《中国水利》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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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洪灾害分析评价中小流域洪水计算方法研究

季亚辉1,韩 林2,黄 欣2,高焕芝3,秦建平3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随州市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随州 441300;
3.镇江市工程勘测设计研究院,镇江 212003)

摘 要:为做好山洪灾害治理中设计洪水计算工作,结合水利规划设计实践,以建始县

4处小流域设计洪水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流量途径、瞬时单位线法 (降雨径流相关

图)、瞬时单位线法 (初损后损)、推理公式法和经验公式法等进行计算,并对相应成

果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推荐山洪灾害治理中小流域设计洪水采用瞬时单位线法 (降

雨径流相关图法)进行计算效果最佳。
关键词:小流域;设计洪水;计算方法

山洪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预报预警难,要做好山洪灾害治理工作,设计洪水计算是一项必

不可少的重要工作。水利计算所采用的计算方法应科学合理,与所采用的基本资料相对应,并符合工

程实际[1]。设计洪水常用的计算方法有流量推求法与暴雨推求法[23],其中后者又包括瞬时单位线法

(降雨径流相关图)、瞬时单位线法 (初损后损)、推理公式法和经验公式法等[35],各种方法适用性

不同,给实际应用带来一定难度。笔者以建始县小流域设计洪水计算为例,探讨适合山洪治理中小流

域洪水的计算方法。

1 项目区概况

建始县位于鄂西南山区北部,跨30°06'~30°54'N,109°32'~110°12'E,东连巴东县,以野三

河为界;西接恩施市,以太阳河为界;南邻鹤峰县,以长河、茶寮河为界;北与重庆市巫山县毗

连;西北与重庆市奉节、巫山两县接壤。建始县小流域坡度均大于6°,土壤主要为黄棕壤土、棕

壤土和石灰岩土。境内属亚热带季风湿润型山地气候,夏季多偏南风,冬季多偏北风,雨量充沛,
雨热同季,立体气候特征十分显著。建始县多年平均年降雨量约1400mm,东部属少雨区,年均降

水量1200mm左右,中部、南部年均降水量1300~1700mm,极端最大月降水量504mm。全县共

有大小河流104条,除火龙河属于长江水系以外,其他河流均属清江水系。河流总长853.65km,
径流总量32.20亿m3,其中地表径流26.40亿m3 (不含清江景阳段过境客水62.13亿m3),地下

径流5.80亿m3。

2 设计暴雨计算

建始县小流域缺少短历时实测暴雨资料,《湖北省暴雨统计参数图集》 (2008年)刊布的短历时

暴雨统计参数等值线图是收集水文气象站网历年实测雨量资料,用年最大选样法构建各种指定历时的

雨量系列,选用P Ⅲ型分布函数进行统计计算、综合分析而得,成果合理、可靠。故此次建始县小

流域暴雨统计参数根据流域中心位置直接查 《暴雨参数等值线图》,采用 《湖北省暴雨径流查算图表》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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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洪水计算

3.1 计算方法选择

小流域附近有水文站实测流量资料时,可根据实测流量资料系列的统计参数,经P Ⅲ适线排频

得到各频率设计洪水;小流域缺乏实测流量资料时,采用暴雨途径推求设计洪水。

3.1.1 流量途径推求设计洪水

建始 (二)站集雨面积157km2,有1966—2012年的实测洪水资料。此次根据1966—2012年连

续47年实测洪水资料结合历史洪水资料,P-Ⅲ适线对建始 (二)站流量进行频率分析,得到建始

(二)站不同频率设计洪水成果如下:均值 (H)444m3/s,变差系数 (CV)0.52,Cs/Cv 为2.5,

100年 (H1%)、50年 (H2%)、20年 (H5%)、10年 (H10%)、5年 (H20%)重现期设计洪水依次为

1185m3/s、1060m3/s、887m3/s、753m3/s、610m3/s。然后采用水文比拟法按面积的2/3次方移植

到各小流域控制断面,得出其他小流域各断面处的设计洪水。

3.1.2 暴雨途径推求设计洪水

(1)产流计算可采用初损后损法、降雨径流相关图法等。

1)初损后损法。按照 《湖北省暴雨径流查算图表》中采用蓄满产流法进行雨量扣损。初损:对

于24h暴雨I0=0.25,Im=22.5mm(Im=90mm);当t≤18h时,只扣稳损不扣初损,故初损取0。
稳损:fc=0.0615R0.61总 ;净雨:Ii=Ri-fcΔt。通过以上计算得到不同频率设计净雨过程。

2)降雨径流相关图法。收集到建始 (二)站降雨径流相关图后 (图1),根据降雨过程及降雨开

始时的前期影响雨量 (Pa)在图上求出净雨过程。按如下步骤进行计算:n小时降雨,第1时段雨量

为P1,第2时段雨量为P2,第n时段雨量为Pn,降雨开始时的前期影响雨量为Pa。在图P Pa R
上Pa 对应的线上,由P1 查得第1时段净雨R1,再由P1+P2 查得R1+R2,则第2时段净雨R2=
(R1+R2)-R1,再由P1+P2+…Pn 查得R1+R2+…Rn,则第n时段净雨Rn=(R1+R2+…Rn)-
(R1+R2+…Rn-1),以此就可求出净雨过程。设计洪水计算时土壤前期影响雨量按Pa=0.8Wm

考虑。

图1 建始 (二)降雨径流相关图

(2)汇流计算可采用瞬时单位线法、推理公式法、经验公式法等。

1)瞬时单位线法。根据建始县所处的第10水文分区,其瞬时单位线地区综合公式为:m1=
0.8F0.3L0.1j-0.06,n=0.69F0.224j0.092。岩溶地区,流域内天坑面积超过10%时:m1=0.76F0.33L0.11

j-0.07f-0.12,f=1-天坑率=1-F天

F
。

由于建始县为有岩溶地质和天坑的流域,故各频率设计洪水的m1 均不考虑非线性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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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分类标准为:山区,j>15‰或流域平均高程在500m以上;山丘区,j=5‰~15‰;丘区,

j≤5‰;扇形,F/L2>0.40;一般,F/L2=0.25~0.40;长形,F/L2<0.25。
将相关参数代入下式:tR=0.425F0.52;HtR=H1面×t1-n1R ;θi=J1/3/F1/4;ip=HtR/tR。当ip<

50mm/h时,λ=λ1;当ip>50mm/h时,λ=λ2。将设计频率的瞬时单位线转换为时段单位线。由设

计频率的净雨过程及以上单位线模式作汇流计算,便得到设计地表径流过程。

由稳损产生的地下径流计算公式如下:当t≤T 时,Qt=Q0+ (Qg-Q0)×tT
;当t>T 时,

Qt=Qg×e-β(t-T)。

式中,Q0=0.021f1.14c F;Qg=
fc×tc×F/3.6- T

2-
1
β

æ

è
ç

ö

ø
÷×Q0

T/2+1/β
;β=0.133F-0.28。

将地表径流过程与地下径流过程叠加,即得设计洪水及设计洪水过程线。

2)推理公式法。其主要暴雨参数有暴雨递减指数n、雨力S、洪水汇流参数m及损失参数u,计

算公式如下:

Qm=K1 mθ
æ

è
ç

ö

ø
÷

K2(SF)K3-K4uF

式中:K1=0.278×4
(1-n)
4-n

;K2= 4n4-n
;K3= 4

4-n
;K4=0.278×4.054-n

。

在设计计算洪水过程线方面,过去常采用三点、五点法,为了提高精度,已将中小流域实测洪水

过程以相对值Qi/Qm 和ti/tp 进行概化,为了进一步考虑流域和暴雨洪水特性的差异,引进洪水形状

系数:

Cr= hF
3.6QmT

式中:h为设计净雨总量,mm;F 为流域面积,km2;Qm 为洪峰流量,m3/s;T 为地面径流历

时,h。

3)经验公式法。根据 《湖北省暴雨径流查算图表》,建始县属于湖北省水文分区第10区,1%频

率经验公式为:

Q=71.18F0.564(10≤F≤1500km2)
各方法的特点及比较详见表1。

表1 设计洪水计算方法比较

方法 优  点 缺  点

流量途径
 在湖北省应用广泛、有历年实测洪峰流量资料、计算

简单、成果可靠
 小流域基本没有水文站

瞬时单位线法
 在湖北省应用广泛、原理清晰、过程详细、所需资料

较少
 参数为地区综合经验公式

推理公式法
 在湖北省应用广泛、原理清晰、过程详细、所需资料

较少

 参数为地区综合经验公式,不能考虑前期土壤含水量

差异

经验公式法  在湖北省应用广泛、所需资料较少
 参数为地区综合经验公式,不能考虑前期土壤含水量

差异,较难获取洪水过程线

3.2 设计洪水成果

分别采用上述4种设计洪水计算方法,计算了建始县4条小流域设计洪水,成果见表2~表5。
(1)经验公式与其他4种方法设计洪水成果比较。1%频率经验公式的设计洪水成果在汇流面积

比较大时,设计洪水成果与其他4种方法计算的设计洪水成果相差不大,当小流域汇流面积小于

20km2 时,经验公式的设计洪水成果比其他方法的计算成果偏大,尤其是当小流域汇流面积小于

5km2 时,经验公式的设计洪水成果比其他方法的设计洪水成果大1倍,同时经验公式只能计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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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的设计洪水,其他频率没有相应的经验公式。
(2)流量途径与暴雨途径的设计洪水成果比较。流量途径的设计洪水成果在小流域汇流面积大于

5km2 时,与瞬时单位线 (降雨径流相关图法)、瞬时单位线 (初损后损法)和推理公式法的设计洪水

成果相差不大,当小流域汇流面积小于5km2 时,流量途径的设计洪水成果比瞬时单位线 (降雨径流

相关图法)、瞬时单位线 (初损后损法)和推理公式法的设计洪水成果偏大28%以上,主要是由于面

积相差太大,流量途径不能真实地反映面积较小的小流域实际情况,用水文比拟法进行设计洪水的移

植不适合。

表2 001小流域设计洪水成果 单位:m3/s

方  法
重现期洪峰流量值

100年 (H1%) 50年 (H2%) 20年 (H5%) 10年 (H10%) 5年 (H20%)

流量途径 1141 1021 854 725 588

瞬时单位线 (降雨径流相关图法) 1127 1003 835 704 567

瞬时单位线 (初损后损法) 1169 1040 869 736 598

推理公式 1232 1073 869 714 556

经验公式 1194 — — — —

 注 小流域编号001,汇流面积148.4km2,长度33.25km,比降为25.64‰。

表3 002小流域设计洪水成果 单位:m3/s

方  法
重现期洪峰流量值

100年 (H1%) 50年 (H2%) 20年 (H5%) 10年 (H10%) 5年 (H20%)

流量途径 657 588 492 418 338

瞬时单位线 (降雨径流相关图法) 648 575 476 399 319

瞬时单位线 (初损后损法) 643 573 479 406 331

推理公式 707 617 500 411 323

经验公式 749 — — — —

 注 小流域编号002,汇流面积64.85km2,长度21.70km,比降为29.46‰。

表4 003小流域设计洪水成果 单位:m3/s

方  法
重现期洪峰流量值

100年 (H1%) 50年 (H2%) 20年 (H5%) 10年 (H10%) 5年 (H20%)

流量途径 188 168 140 119 97

瞬时单位线 (降雨径流相关图法) 171 152 127 107 86

瞬时单位线 (初损后损法) 169 151 127 108 88

推理公式 164 143 116 96 76

经验公式 259 — — — —

 注 小流域编号003,汇流面积9.89km2,长度7.86km,比降为55.2‰。

表5 004小流域设计洪水成果 单位:m3/s

方  法
重现期洪峰流量值

100年 (H1%) 50年 (H2%) 20年 (H5%) 10年 (H10%) 5年 (H20%)

流量途径 84 75 63 53 43

瞬时单位线 (降雨径流相关图法) 57 50 41 34 27

瞬时单位线 (初损后损法) 59 53 44 38 31

推理公式 60 52 42 35 27

经验公式 131 — — — —

 注 小流域编号004,汇流面积2.94km2,长度2.96km,比降为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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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暴雨途径之间的设计洪水成果比较。暴雨途径采用了瞬时单位线 (降雨径流相关图法)、瞬

时单位线 (初损后损法)和推理公式法3种方法,由表2~表5可以看出,不同小流域汇流面积3种

方法计算的设计洪水成果相差基本不大,3种方法计算的设计洪水成果均可以用于该工程。
(4)设计洪水计算方法确定。根据以上分析结果,设计洪水计算方法首先排除经验公式;流量途

径虽然在小流域面积大于5km2 时适用,但是小流域面积小于5km2 时不适用;暴雨途径的3种方法

设计洪水成果均可以选用,但是瞬时单位线 (降雨径流相关图法)各种历时雨型产流过程均有扣损,
瞬时单位线 (初损后损法)只有24h雨型产流过程考虑了扣损,推理公式法没有产流过程,考虑到后

期的预警指标计算需要考虑前期影响雨量Pa 为较干 (Pa=0.2Wm)、一般 (Pa=0.5Wm)和较湿

(Pa=0.8Wm)3种情形进行雨量扣损,因此为了工程设计洪水和预警指标计算结果的一致性,建始

县山洪灾害调查评价设计洪水计算统一采用瞬时单位线 (降雨径流相关图法),预警指标计算为瞬时

单位线 (降雨径流相关图法)的逆运算。

4 结语

该试验在建始县山洪灾害治理中,分别采用2类5种小流域设计洪水计算方法,对小流域洪水计

算成果进行分析比较,从流域面积、计算精度、扣损机理等方面考虑,推荐采用瞬时单位线法。该研

究对同类地区小流域设计洪水计算方法选取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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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水文计算的水文水动力学模型研究

吴凤燕1,张培青1,任茂昆1,胡铁松2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2)

摘 要:研究了一类丘陵与平原过渡地带的湖泊水文计算问题,建立了水文与水动力学

模型相结合的湖泊水文计算模型,模型对湖泊上游丘陵区采用新安江模型和湖泊周围

的平原区采用SCS模型进行降雨径流计算,对入湖河道、湖泊及其周围涵闸与泵站采

用以湖泊为蓄水汊点、以调控涵闸为内边界、以外排泵站和涵闸为外边界的河网水动

力学模型。以湖北省四湖流域上区长湖的入湖洪水计算为实例,计算结果表明模拟长

湖水位、刘岭闸下水位和田关闸上水位均取得较好计算效果,长湖最高水位的绝对误

差除1996年外均小于0.1m。
关键词:湖泊;防洪排涝;新安江模型;水动力学模型;长湖

湖泊水文计算是湖泊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平原湖区灌溉排水系统设计以及与湖泊防洪排涝工程规

划中的主要内容与重点环节,与流域水文计算以及水库调洪演算不同,位于丘陵与平原湖区过渡地带

的湖泊,上游承雨面积通常以丘岗地形为主,而湖泊周围和下游通常以低洼平原地形为主,上游产汇

流主要受种植结构的影响,而湖泊周围和下游则受二级闸站控制,湖泊地表径流主要表现为坡面漫

流、片流和沟渠流,湖泊周边的高地或其他水体的水以坡面漫流、片流、明渠流、漫流等多种形式进

入湖泊[1],而且湖泊通常位于经济发达、人口聚集的低洼平原区,入湖及出湖过程深受人类活动影响

较多[24]。与水库的调洪演算不同,湖泊的调蓄演算涉及多个节制闸、外排涵闸和泵站,无相对稳定

的水位流量关系曲线,需建立河网水动力模型进行联动模拟。
本文以湖北省四湖流域上区的长湖为研究背景,分别采用SCS模型和新安江模型[5,6]计算湖周平

原区的入湖径流与湖泊上游丘陵区的入河径流,采用河网水动力模型[7,8]模拟湖泊的调蓄演算过程。

1 水文与水动力结合的湖泊水文计算模型

1.1 SCS模型

SCS模型是美国农业部土壤保持局 (SoilConservationService)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它能反

映不同土壤类型、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及前期土壤含水量对降雨径流的影响,它具有简单易行,所需参

数较少,对观测数据的要求不很严格的特点,是一种较好的小型集水区径流计算方法。

SCS模型基于集水区的实际入渗量 (F=P-Ia-Q)与 实际径流量 (Q)之比等于集水区该场降

雨前的潜在入渗量 (S)与潜在径流 (Qm=P-Ia)之比的假定基础上建立的,即:

Q=
(P-Ia)2
P+S-Ia P ≥Ia

Q=0 P <Ia

ì

î

í

ïï

ïï
(1)

式中:P 为降雨量;Ia 为径流产生前植物截流、初渗和填洼蓄水构成集水区初损量,由初损折减系

数递 推 计 算;S为 本 次 降 雨开始时流域的蓄滞能力,采用下式计算:

S=Smin+ (Smax-Smin)esk(-API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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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min为流域蓄滞能力的最小值,mm;Smax为流域蓄滞能力的最大值,mm;sk为率定的参数;

APIi 为本次降雨开始时的前期土壤水分,由式 (3)递推而得。

APIi=APIi-1·APIpar+Pi-1 (3)
式中:APIpar为土壤水分折减系数,为率定的参数。

1.2 新安江模型

新安江模型采用蓄满产流计算产流量,采用流域蓄水容量曲线考虑到流域上各点蓄水容量的不均

匀性,采用三层蒸发模式计算流域蒸散发。
为了考虑作物生长发育对产汇流过程的影响,本文采用作物系数修正参考作物蒸散量的方法计算

作物蒸散发能力,潜水蒸发的计算采用指数型公式。三水源新安江模型采用一个自由水蓄水库进行水

源划分。自由水的蓄水能力在产流面积上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为描述这种现象,也假定自由水蓄水

能力在产流面积上的分布服从一条抛物线。流域汇流计算包括坡地和河网两个汇流阶段。坡地汇流是

指水体在坡面上的汇集过程。在该汇流阶段,水流不但发生水平运动,而且还有垂向运动。在流域的

坡面上,地面径流的调蓄作用不大,地下径流受到很大的调蓄,壤中流所受到的调蓄介于二者之间。
河网汇流是指水流由坡面进入河槽后,继续沿河网的汇集过程,在河网汇流阶段,汇流特性受制于河

槽水力学条件,各种水源是一致的。模型中直接将灌溉水量转化成农田的有效灌溉水量,并将其加入

到自然降雨过程中参与整个模型的计算,简化考虑了灌溉制度对产汇流过程的影响。

1.3 河网水动力学模型

通过建立河网一维水动力模型模拟湖泊蓄泄过程,其中河道基本方程模拟单一河段的水位流量,
湖泊和分洪垸等处理成蓄水汊点,而河道交汇处理成不蓄水汊点,河网内部的堰、闸等处理成内边界

条件,河网末端的外排水闸和泵站则处理成水位流量已知边界,河网首端通常处理成流量已知边界。
该模型由如下几部分组成:

(1)河道基本方程———圣维南方程组。
水流连续方程:

Bzt+
Q
s=q

(4)

动量守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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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汊点衔接方程。
流量衔接:

∑
i
Qi=Vt

(6)

动力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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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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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j
2g=E

(7)

上述方程各项的物理意义参见文献 [8]。
(3)边界条件方程。
内边界条件:指堰、闸、涵洞等圣维南方程已经不再适用的水头突变处的衔接方程,本文指众多

调控水闸,水闸泄流曲线:

Q=f(ns,es,Zu,Zd) (8)
式中:ns 为闸孔的开闸个数;es 为闸门开启高度;Zu 为上游水位;Zd 为下游水位。具体应根据闸门

的开度及上下游水深关系,先判别流态再选用不同的计算公式。
外边界条件:根据本文研究区实际,上边界概化为流量已知边界;下边界概化为水位流量关系边

界。水位流量关系曲线在水闸工况和泵站工况中转化,水闸泄流曲线同式 (5),其中闸下水位即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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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水位。泵站泄流曲线为:

Q=f(np,Zu,Zd) (9)
式中:np 为开机台数。

2 实例研究

2.1 流域概况

四湖流域地处湖北省江汉平原腹地,南滨长江、北临汉江及东荆河,西北部与宜漳山区接壤,介

于东经112°11'~112°31'、北纬30°22'~30°32'之间,湖北省第一大湖泊洪湖和第三大湖泊长湖均坐

落于此。四湖流域上区指长 湖、田 关 河 以 上 地 区,地 跨 荆 州 市、荆 门 市 和 潜 江 市,流 域 面 积

3240km2。根据上区水系和地形地貌又可分长湖及田北两片,长湖片面积为2265.5km2,田北片面积

为974.5km2。流域内烟墩、五里、河溶、荆州、老合台、习家口、田关等7个雨量站具有长系列逐

日观测资料,但仅有老合台一个省级水文测站,用于观测逐日长湖水位。
长湖承纳太湖港、龙会桥河、拾桥河、广坪河、大路港、官当河、夏桥河等支流的来水,经刘岭

闸出田关河,后交汇田北片上西荆河、东干渠等渠道来水经田关闸或田关泵站出东荆河。遇大涝年,
根据相关预案,长湖可向4个内垸和2个分洪区分洪,并可根据中下区的洪湖水位有条件的通过习家

口闸和田北片的张义咀倒虹管、高场倒虹管、中沙河倒虹管等泄入中区。

2.2 系统概化与模拟

因从地形地貌和水系特征上,四湖流域上区以西荆河为界可分为长湖片和田北片,西边长湖片以

丘陵和岗地为主,有1座大型水库和8座中型水库,采用新安江模型来模拟;东边田北片为渠化的平

原水网区,采用SCS模型来模拟。新安江模型参数采用刘岭闸反推的入湖洪水来率定和验证,SCS
模型参数采用四湖流域中下区的相关研究成果[3]。长湖片虽有多座水库,但功能以灌溉为主,总的调

洪库容不大。太湖港水库是长湖片唯一的一座大型水库,考虑到该水库具有泄洪观测资料,为提高模

型精度,直接将该水库的泄洪流量作为模型的输入。根据四湖流域上区河网现状,建立四湖流域上区

河网概化图 (图1)。共概化成20个汊点、21条河段、15个闸门 (含泵站)组成的河网。其中长湖

片新安江模型的出流以集中入流的形式进入汊点1,同时作为流量已知上边界;田北片SCS模型出流

根据各条河道汇流面积分别汇入汊点12、8、9、10;汊点13、14、15、16、20处理成流量已知边

界,流量为相关预案中规定的分洪泄量;汊点6为水位流量关系已知下边界;长湖向4个分洪内垸的

分洪和2个分洪区借粮湖、彭冢湖的分洪采用堰流的计算。

图1 四湖流域上区河网概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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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模型验证

鉴于流域内仅有老合台一个水文站,故需采用相关水利工程管理处收集的暴雨期刘岭闸和田关闸

等闸站水雨情资料,记录资料有限。本文选择资料较为完整的6个洪涝典型年进行模型率定和验证。
选用1983年、1991年、1997年、2007年等4场洪水资料来优选新安江模型参数,选用1996年、

2008年等2场洪水资料进行验证,结果见表1和图2。

表1 长湖片模拟及验证成果统计

洪号
降雨量

/mm

洪 量

推算值

/mm

误差

/%

洪 峰

推算值

/(m3·s-1)
误差

/%

确定性

系数

最高水位/m

实测 模拟 绝对误差

19830618 361.65 224.54 -5.5 599.71 -13.2 0.89 33.22 33.05 -0.17
19910629 287.25 188.19 0.9 697.40 4.1 0.95 33.0 33.06 0.06

19970629 362.55 211.00 8.3 1031.44 -6.8 0.90 32.97 33.21 0.24
20070617 389.72 189.09 1.5 433.20 24.4 0.67 32.74 32.80 0.06

20080815 266.88 184.14 -11.6 1007.96 -14.4 0.91 33.02 32.87 -0.15
19960630 517.73 234.71 33.7 606.59 43.7 0.34 33.24 33.81 0.57

 注 表中推算洪量和推算洪峰流量由长湖水位、湖容曲线和刘岭闸流量还原计算得到。

图2 长湖片新安江模型模拟结果对比图

由表1可知,4场用于参数率定的洪水过程的洪量误差均小于20%,且正负误差均有;洪水过程

的洪峰流量误差除2007年外均小于20%;确定性系数除2007年洪水外,其余均接近或超过0.9;最

高水位误差以1997年的最大,为0.24m。验证的2场洪水,2008年的效果较好,但1996年效果较

差,其原因是1996年为大涝年,长湖多个内垸扒口分洪,同时多处湖堤溃决,故实测的洪量难以统

计到位,导致模拟洪量、洪峰流量和水位均大大超出实测。
采用前文的水文模型的模拟结果作为河网水动力模型的水文边界条件,对1991年、1996年、



湖泊水文计算的水文水动力学模型研究 365  

1997年、2007年、2008等年的长湖蓄泄过程进行模拟。结果见表2和图3。

表2 水位模拟结果统计表

年份
实测最高

水位/m

模拟最高

水位/m

误差

/m

确定性

系数

实测平均

水位/m

模拟平均

水位/m

误差

/m

长湖

1991 33.00 33.03 0.03 0.92 31.80 31.69 -0.11

1996 33.26 32.93 -0.33 0.89 32.37 32.38 0.01

1997 32.97 33.02 0.05 0.88 31.67 31.86 0.19

2007 32.74 32.82 0.08 0.90 31.71 31.55 -0.16

2008 33.02 33.10 0.08 0.93 32.02 32.04 0.02

田关闸上

1991 32.66 33.38 0.72 0.55 31.10 31.33 0.23

1996 32.43 33.45 1.02 -0.20 31.32 31.92 0.60

1997 32.64 32.99 0.35 0.92 30.98 31.06 0.08

2007 32.27 32.37 0.10 0.72 30.85 30.78 -0.07

2008 32.64 32.36 -0.28 0.41 31.19 31.23 0.04

图3 四湖流域上区河网水动力模型模拟结果对比图



366  防 灾 减 灾

由表2可知,因长湖最高水位的绝对误差除1996年外,均小于0.1m,1996年因误差累积,水

文模型中洪量误差较大,导致最高水位的误差也大。长湖水位的确定系数较高,整个洪水过程平均水

位的误差较小,但水位较低的上涨和消落两个阶段误差较大;由表2可知,田关闸上确定性系数不稳

定,主要因田关河蓄水能力有限,加上田关闸和田关泵站外排能力较大,闸站开启孔数、台数和启闭

时间难以掌控,故河道水位变幅大且难以跟踪。因泵站叶片角度等影响泵站的水位流量关系,而模型

采用固定的水位流量关系,加上低水位阶段开机台数的无规律性,导致非满负荷阶段泵站的流量模拟

误差较大。因模型对长湖最高水位的模拟达到一定的精度,故可用于长湖治理中相关工程规模确定。

3 结语

本文以四湖流域上区的长湖为例,建立丘岗区和平原湖区过渡带的湖泊水文和水动力模型,因地

形地貌的差异,湖泊上游丘岗区采用新安江模型模拟入湖洪水,湖泊周围和下游的平原湖区采用

SCS模型模拟入湖 (河)洪水;所建河网水动力模型将长湖和分洪垸、分洪区处理成蓄水汊点,将

分洪过程处理成堰流过程,将刘岭闸处理成内节点,将习家口闸、张义咀倒虹管等处理成流量已知边

界,将田关闸 (站)处理成水位流量关系已知边界。水文模型参数率定和验证结果表明模型具有一定

的精度,河网水动力模型在模拟长湖水位上亦取得较好的效果,计算结果可为湖泊工程规划提供依

据。因新安江模型为集总模型,未能从机理上考虑人类活动对产汇流的影响,而河网水动力模型中开

闸孔数、开泵台数及水泵的叶片角度等人类活动难以预测到位,故模型仍存在很多不足有待日后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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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确保水库大坝安全是水库调度基本原则,湖北省十堰市茅塔河水库流域于

2012年8月发生了较大的暴雨洪水,水库的实际水位达到276.1m,超过防洪校核水位

达0.56m,大坝的安全受到威胁。根据实测雨量和水位过程,分析了雨洪的相应频率

及最高库水位超校核水位的原因,结果表明,本次雨洪频率略高于50年一遇,小于设

计洪水频率,但下游河道宣泄洪水的能力有限,为保证下游防洪安全而采取的控制下

泄流量的防洪调度方式是导致本次洪水期间库水位超校核水位的主要原因。建议尽快

开展下游河道整治,提高下游防洪能力,同时加快建立水库流域山洪灾害预警系统。
关键词:茅塔河水库;雨洪过程;雨洪分析

为加强水库的管理和科学调度,确保水库安全运行和效益充分发挥,水利部于2012年10月11
日印发了 《水库调度规程编制导则 (试行)》[1],要求各地贯彻执行。2012年8月4—6日,十堰中东

部地区出现强降雨,茅塔河水库最高水位达276.1m,超过水库校核水位275.54m。为了分析水库超

校核水位的原因,本文根据实测降雨过程、实测水库水位过程及水库的库容水位特征曲线,分析了洪

水频率[2]和水库超校核水位的原因,提出了确保水库安全的对策建议,为茅塔河水库的汛后修复及水

库调度规则修订提供了参考。

1 工程概况

1.1 水库基本情况

茅塔河水库位于湖北省十堰市城区白浪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茅塔乡境内,距离城市中心15km。水

库拦截泗河支流茅塔河,坝址以上承雨面积91km2,坝址以上河道长21km,河道平均坡降1.785%。
水库总库容1179万m3,其中调洪库容280万 m3,兴利库容799万 m3,水库正常蓄水位为272.5m,
防洪限制水位272.5m,坝顶高程为277.10m,最大坝高36.4m。该水库是一座具有防洪、供水等综

合利用效益的中型水利枢纽工程。
茅塔河水库下游为人口密集的十堰城区白浪经济技术开发区及汉十高速、十白高速、武汉—西安

客运专线等国家交通干线等,水库失事后将对下游造成重大灾害,水库设计洪水标准为100年一遇洪

水设计,2000年一遇洪水校核。
水库大坝为黏土心墙代料土坝,现状坝顶高程为277.10m,最大坝高36.4m,防浪墙顶部高程

278.10m。溢洪道位于左坝肩上游垭口,为有闸控制实用堰,现状堰顶高程269.0m,总净宽55.8m,
设有4m×3.5m×13.95m (孔×高×宽)的平板钢闸门。

根据大坝安全评价成果,该水库存在的主要安全隐患为:大坝、溢洪道、放空隧洞破损严重,局

部渗漏严重;供水隧洞封堵不严,有漏水现象;水库多数金属结构严重锈蚀损伤,闸门及启闭机超过

使用年限;大坝无安全监测设施,管理设施落后。

1.2 水文设计

根据2010年完成的 《湖北省十堰市茅塔河水库大坝安全评价报告》 (以下简称 《安全评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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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水库水位 库容 泄量关系图

告》)和2011年完成的 《湖北省十堰市茅塔河水库

除险加固工程初步设计报告》 (以下简称 《初步设计

报告》),两者设计暴雨和设计洪水成果一致,由于

初步设计中对溢洪道进行了改造,水库泄流能力有

所改变,鉴于水库尚未进行除险加固,本文分析采

用 《安全评价报告》中的水文成果对 “2012·8”暴

雨进行特征分析。
根据 《安全评价报告》,制作茅塔河水库水位

库容 泄量关系图见图1。
以正常蓄水位为起调水位,水文计算成果见表1。
由表1可知,现状水库校核洪水位275.54m,

设计洪水位273.23m,总库容1179万m3,最大下泄

量1322m3/s。

表1 设计雨洪及调洪成果表

项  目 P=0.05% P=1% P=2% P=3.33%

1h设计点雨量/mm 173.5 112.5 98.4 88.0

6h设计点雨量/mm 278.7 174.3 150.3 132.9

24h设计点雨量/mm 580.3 349.2 296.9 259.1

洪峰流量/(m3·s-1) 1804 952 747 442

洪水总量/万m3 4244 2454 2055 1705

最高洪水位/m 275.54 273.23 272.75 272.50

相应库容/万m3 1179 902 853 828

最大下泄量/(m3·s-1) 1322 855 722 442

2 “2012·8”雨洪过程

2.1 暴雨过程

受台风 “苏拉”和 “达维”影响,2012年8月4—6日十堰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形成了以房

县东部佘家河为暴雨中心,自东南向西北延伸的一条暴雨带。根据十堰市气象局提供的雨量资料,降

雨发生在2012年8月4—6日,茅塔河水库流域茅塔河、廖家村2个雨量站总降雨量分别为

308.5mm和216.2mm,逐时降雨过程见图2,实测最大短历时暴雨见表2。

图2 茅塔河水库流域 “2012·8”降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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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茅塔河水库流域 “2012·8”实测最大短历时暴雨表

时段/h
实测暴雨量/mm

廖家村站 茅塔站

1 55.2 37.7
6 154.9 101.5

24 275.9 202.3

茅塔雨量站位于水库库区,廖家村雨量站位于水库上游接近水库流域形心的位置。由图2可知,
廖家村雨量站 “2012·8”降雨过程为2012年8月4日21:00时—8月6日13:00时,茅塔雨量站

“2012·8”降雨过程为2012年8月4日18:00时—8月6日19:00时,廖家村站降雨历时较茅塔站

短,雨量更为集中,雨强更大。由于廖家村站位于水库流域中心位置,暴雨过程较茅塔站更具有代表

性,本次分析拟采用廖家村站雨量资料进行雨洪分析。

2.2 水库泄洪过程

水库水位从8月5日8:00时起上涨,起涨水位267.2m,8月5日15:00时水位达到271.2m,
水库开始溢洪,8月6日3:30时水库达到最高水位276.1m,水库泄洪过程中各参数见图3。

图3 “2012·8”雨洪期茅塔河水库泄洪过程

3 洪水推求

3.1 根据实测雨量资料推求洪水

根据本次实测雨量资料,采用 《湖北省暴雨径流查算图表》中的瞬时单位线法进行本次暴雨洪水

过程的模拟。
本次雨型设计采用Δt=1h,tc=24h,直接采用廖家村实测最大24h雨量过程,扣除初损 (由于

最大24h雨量过程前已发生降雨,合计为7.8mm,该部分计入初损)和稳损作为净雨过程。
由实测暴雨推求的茅塔河水库流域 “2012·8”洪水洪峰流量为775m3/s,洪水总量为2280万

m3,洪水过程线见图4。
3.2 根据实测水位资料推求洪水

根据水库逐时段水位和泄量观测资料,结合水库库容曲线和泄流曲线,可以推求其库容增减量和

下泄洪水总量,从而可推求其来水总量为2290万m3。来水过程见图5。

4 雨洪频率分析

4.1 根据实测雨量分析频率

将表1和表2中的短历时暴雨成果进行比较,廖家村站1h雨量频率介于5年一遇和10年一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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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由实测暴雨推求的洪水过程线

图5 由实测水位推求的来水过程线

间,6h雨量频率略高于50年一遇,24h雨量频率介于30年一遇和50年一遇之间。

4.2 根据洪水总量分析洪水频率

由实测暴雨推求的洪峰流量为775m3/s,洪水总量为2280万m3;由实测水位推求的茅塔河水库

流域 “2012·8”洪水总量为2290万m3。两种方法推出的洪水总量非常接近,与表1中的设计洪水

成果比较,洪峰流量频率略高于50年一遇,洪水总量频率介于50年一遇和100年一遇之间。

4.3 根据水库调洪水位分析洪水频率

根据茅塔河水库 《安全评价报告》和 《初步设计报告》,茅塔河水库的防洪调度规则为:水库正常蓄水

位为272.5m,以正常蓄水位为起调水位,当来流量小于起调水位对应的泄流量时,由闸门控制泄量,来多

少泄多少,当来量大于闸门全开时的泄流能力时,闸门全开敞泄,调洪计算结果见表3。
与表1中的成果相比,实测雨量途径洪水经调洪得出的最高库水位频率介于30年一遇和50年一

遇之间,实测水位经调洪后的最高库水位频率略高于50年一遇。

表3 “2012·8”雨洪调洪成果对比表

洪  水 项  目 调洪成果

由实测雨量资料推求
最高洪水位/m

最大下泄量/(m3·s-1)
272.67
698

由实测水位资料推求
最高洪水位/m

最大下泄量/(m3·s-1)
272.77
727

4.4 综合分析

综合实测雨量、实测水位推求洪水和水库调节水位的分析成果,茅塔河水库流域 “2012·8”雨

洪频率略高于50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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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库防洪调度分析

5.1 “2012·8”雨洪调洪演算

根据十堰市水利水电局文件——— 《关于批转十堰市中型水库2012年度汛限水位 (试行)的通知》(十
水字 〔2012〕133号),茅塔河水库2012年度主汛期汛限水位为270.5m,前、后汛期汛限水位为271.5m。
茅塔河水库 《安全评价报告》和 《初步设计报告》中汛限水位与正常蓄水位一致,为272.5m。

为方便对比,根据实测雨量资料推求的洪水和实测水位资料推求的来水量分别进行调洪演算,起

调水位按270.5m、271.5m、272.5m分别进行,调洪演算成果见表4。

表4 “2012·8”雨洪调洪成果对比表

洪 水 项  目
起调水位/m2

70.5 271.5 272.5

由实测雨量资料推求
最高洪水位/m 272.58 272.60 272.67

最大下泄量/ (m3·s-1) 673 678 698

由实测水位资料推求
最高洪水位/m 272.70 272.72 272.77

最大下泄量/(m3·s-1) 707 712 727

由表4可知,汛限水位对调洪演算的结果影响不大,由3种起调水位调洪得出的最高库水位相差

在10cm以内。水位途径洪水调洪成果较雨量途径洪水调洪成果为大,平均高出10cm左右。

5.2 “2012·8”雨洪水库实际防洪调度方式

茅塔河水库下游安全泄量在270m3/s左右,在 “2012·8”雨洪行洪过程中,水库为确保下游防

洪安全,一直控制溢洪道闸门开度,最大闸门开度不超过1.5m,为下游群众安全转移赢得了时间,
但最 高 库 水 位 达 到 了 276.10m, 超 过 《安 全 评 价 报 告》 中 的 校 核 洪 水 位 (P =0.05%,

275.54m)0.56m。

5.3 “2012·8”雨洪茅塔河水库超校核水位成因分析

“2012·8”雨洪发生时,茅塔河水库起调水位为271.2m,超汛限水位0.7m,但低于正常蓄水位

1.3m。根据表4调洪演算成果分析,起调水位对最终形成的最高库水位影响较小。
在 “2012·8”雨洪行洪过程中,茅塔河水库由开启2孔闸门逐渐过渡到开启4孔闸门,闸门开

启高度由10cm逐渐增加到150cm,下泄流量由5m3/s逐渐增大到555m3/s,始终未曾全开敞泄。本

次列出相应库水位下对应的控泄流量和敞泄流量,两者对比情况见表5。

表5 “2012·8”雨洪调洪成果对比表

日期 时间
库水位

/m

控制下泄流量

/(m3·s-1)
最大下泄流量

/(m3·s-1)
比值

08 05

18:00 272.5 107 651 6.1

19:00 272.6 160 679 4.2

20:00 272.7 162 707 4.4

21:00 272.8 165 734 4.4

22:00 272.9 167 762 4.6

23:00 273.0 223 790 3.5

08 06

0:00 273.4 235 902 3.8

1:00 274.2 318 1104 3.5

2:00 274.5 328 1155 3.5

3:00 275.7 537 1346 2.5

3:30 276.1 555 1406 2.5

4:00 275.7 537 134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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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日期 时间
库水位

/m

控制下泄流量

/(m3·s-1)
最大下泄流量

/(m3·s-1)
比值

08 06

5:00 274.5 480 1155 2.4

6:00 273.5 427 930 2.2

7:00 271.5 208 398 1.9

8:00 271.0 149 286 1.9

11:00 270.4 88 170 1.9

由表5可见,闸门敞泄流量平均达到控泄流量的3.3倍,水库的库水位是由于控制下泄流量而被

“逼”高的。

6 结语

综合实测雨量、实测水位推求洪水和水库调节水位的分析成果,茅塔河水库流域 “2012·8”雨

洪频率略高于50年一遇;茅塔河水库为保证下游防洪安全而采取的控制下泄流量的防洪调度方式导

致了 “2012·8”雨洪水库超校核水位的发生。
茅塔河水库现状调洪库容较小,根据水库 《安全评价报告》,水库30年一遇、50年一遇、100年

一遇入库流量为442m3/s、747m3/s、952m3/s,下泄流量分别为442m3/s、722m3/s、855m3/s,水

库削峰能力相当有限。水库下游河道现状安全泄量仅为270m3/s左右,不足10年一遇。水库大坝防

洪安全与下游防洪安全相矛盾,考虑到水库自身调洪能力有限,希望有关部门吸取茅塔河水库 “2012·

8”抗洪经验,严格执行水库调度规程,加大水库下游防洪能力建设,同时加快建立水库流域山洪灾

害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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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 《节水灌溉》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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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子湖汛期的分期研究

翟丽妮,关洪林,张祖莲,李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湖泊汛期的合理分期是实现湖泊分期水位控制方案的前提,是协调湖泊多种功

能有效发挥的关键技术之一。在总结水库汛期分期方法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湖泊的特

点及资料条件,以战略地位重要、防洪兴利矛盾突出、功能种类齐全的梁子湖为研究

实例,先采用模糊集合分析法对汛期进行初步划分,再采用分形分析法对初始结果进

行佐证、修正及细化,从而获得了梁子湖的汛期分期方案,为分期控制水位的确定奠

定了基础。
关键词:汛期分期;模糊集合分析;分形分析;梁子湖

资助项目:水利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 (201101062)资助。

1 湖泊汛期分期的意义

湖泊作为天然的水域形态之一,既是水资源的聚宝盆又是水问题的聚集地,这里几乎涵盖了所有

涉水的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大多数湖泊一般都兼具防洪蓄涝、净化水质、提供生境等公益性功

能,以及灌溉供水、旅游养殖等开发性功能。且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发展理念的进步,人类对于湖

泊的需求种类和层次都在不断地扩大和提升。因此,如何在众多的需求 (也即矛盾)当中寻找到最佳

的折中方案,从而实现湖泊生产、生态及环境功能的协调和统一,将是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湖泊

管理工作必然要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在上述诸多的矛盾当中,其中最直接、最显著的往往是湖泊汛期为确保防洪蓄涝安全,限制蓄水

的约束导致了湖泊汛后无水可蓄,进而影响了其灌溉供水等兴利功能的有效发挥。与水库调度类似,
湖泊防洪与兴利的结合点是确定合理的汛期起排水位。然而,湖泊又具有地形平坦、洪水外排时间

长、资料条件差、短期洪水预报难度大等不同于水库的特点。因此,在水库调度中被认为洪水资源化

程度较高的动态汛限水位控制并不适用于湖泊。所以,采用分期起排水位的静态控制,是目前湖泊协

调防洪与兴利矛盾最可行的运行方式。所谓分期起排水位就是根据汛期不同时段的暴雨洪水特征的明

显差别与规律,将汛期划分为几个阶段,不同阶段对应不同的起排水位,从而在避免风险水的前提

下,多存蓄资源水以利于湖泊其他功能的发挥。由此可见,汛期的合理分期是实现湖泊分期水位控制

方案的前提,是协调湖泊多种功能有效发挥的关键技术之一。

2 汛期分期的划分方法

对于汛期分期的划分研究始于提高水库的综合利用效益。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学者就对如

何利用暴雨洪水的季节性变化特征来缓解水库防洪与兴利的矛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最初是从形

成暴雨的天气系统及暴雨、洪水本身的季节性变化特性入手,定性地寻找分期规律。研究成果大

多存在着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汛期分期的定量研究得到了长足发

展,并涌现出了大量的计算方法和分析技术。目前常用的定量分析方法有:系统聚类法、K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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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变点分析法、Fisher最优分割法、模糊分析法、分形分析法等[1]。各种方法的应用情况及优缺

点对比见表1。然而,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水库,而对于基础资料薄弱、调控时效性较

差的湖泊来说,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随着湖泊资源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地位的日益凸显,
探讨使其综合效益最大化的水位运行方案也越来越重要。因此,本文以战略地位重要、防洪兴利

矛盾突出、功能种类齐全的梁子湖为研究实例,探讨可行的汛期分期方案,为分期水位控制方案

的制订奠定必要且关键的一步。

表1 各种定量分析方法的对比分析

方法 应用情况 优  点 缺  点

系统聚类法
 其 他 学 科 使 用 较

多、水文上有应用

 避免选取指标阈值带来的任意性,及采用

单因子分析带来的片面性,更具合理性

 计算较为繁琐,不能考虑系列时序连续

性,可能会产生将非连时序的时段归为一

类的不合理现象

K均值法  水文上有应用  方法简单,特别适合利用计算机操作
 有时会不收敛,因此对初始值要有较高

的把握,只适合散点序列

变点分析  水文上有应用
 理论基础严密,适合时序性系列,在一定

程度上更为客观、可靠

 需要严格的数学假定,变点个数,阈值

的选择存在一定主观性

Fisher最优分割
 其 他 学 科 使 用 较

多、水文上有应用

 数学概念清晰,时序性聚类,结果稳定、
客观,采用多因子分析

 计算繁琐

模糊集合分析法  水文上有应用

 考虑了汛期在时间上的模糊性,在理论上

具有先进性,并可将隶属度值直接用于分期

水位的设定

 分析结果对所选用的指标阈值比较敏感,
而指标阈值、隶属度阈值的选取存在一定

的主观性

分形分析法  水文上有应用
 比较客观,受经验和人为影响较小,分期

准确、细致

 计算繁琐,对于分形的判断仍有待进一

步探讨

在一个水文周期内,非汛期过渡到汛期再逐渐过渡到非汛期,具有量变到质变的中介过渡性,很

难用一个具体日期来分界。这个过渡时期内的某一时刻,既具有非汛期特性,又具有汛期的特征。在

充分考虑汛期所具有的模糊特性以及已有方法优缺点的基础上,本研究拟采用模糊集合分析对梁子湖

进行粗略的汛期划分,再采用分形分析法做进一步的精细划分,以便综合两种方法的优势,使分期结

果更为准确、客观。

3 模糊集合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模糊集合分析法的实质就是确定描述汛期中介过渡性的隶属函数的形状或参数[2],大体可概括为

如下两个阶段。
(1)经验隶属度的统计。实测的水文信息 (如降雨量、流量等)是进行汛期模糊分析的基础。经

验隶属度的推求思路为:①收集n年实测降雨或流量过程作为试验集;②定义一个进入汛期的信息量

(降雨或流量)标准YT;③对于任一年根据大于或等于YT 的起讫时间t1i、t2i确定该年的汛期区间,

称之为模糊集合A 的一次试验结果,n年可得n 个试验结果,以Ti=(t1i,t2i)表示,其中i=1,

2,…,n;④在论域T上,某一时间t被汛期显影样本区Ti 覆盖的次数为mi,则时间t属于汛期模

糊集A的隶属频率PA(t)=mi/n。当n充分大时,即可得某时间t的经验隶属度u'A(t)=lim(mi/n)=

limPA(t)。
(2)拟合隶属度的计算。根据我国大多数流域洪水发生、发展的时序变化趋势,隶属函数在

非汛期向主汛期过渡的汛前期为升半正态分布;主汛期为矩形分布;主汛期向非汛期过渡的汛后

期为降半正态分布。因此,整个汛期A作为论域一年内的时间T的模糊子集,其拟合隶属函数可

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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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1、a2 分别为经验隶属度u'A(t)=1开始和结束的时间;b1、b2 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曲线拟合。

b1 = -∑
a1

i=1

(a1-ti)2 ∑
a1

i=1
lnu'i (2)

b2 = -∑
T0

i=a2

(ti-a2)2 ∑
T0

i=a2

lnu'i (3)

式中:T0 为汛期的结束时间;u'i 为i时段的经验隶属度。
通过设置一定的阈值水平,即可由拟合隶属度UA(t),对整个汛期进行分期。

4 分形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美国数学家BenoitBMandelbrot于1973年首次提出了分形的设想,并于1977年正式创立了分

形理论[3]。Mandelbrot指出部分与整体以某种形式相似的形,即为分形[4]。分形几何学的基本思想

是客观事物具有自相似的层次结构,局部与整体在形态、功能、信息、时间、空间等方面具有统计意

义上的相似性,称为自相似性。分形在研究自相似性上的本质就是分维,维数相等或相似就满足分

形。其中,容量维数算法可以用来解决汛期分期的问题。
容量维数由Kolmogorov推导,假定要考虑的图形是n维欧氏空间Rn 中的有界集合,用半径为ε

的d维球包覆其集合时,取得N(ε)是球的个数的最小值,则容量维数Dc 可定义为[5]:

Dc=lim
ε→0

lnN(ε)
ln(1/ε)

(4)

lnN(ε)≈-Dclnε=Dcln(1/ε) (5)
运用于汛期分期时,容量维数的定义可表述如下:对于一个时间序列,取任意ε,在尺度小于ε

的不规则集下,观察ε→0时其度量N(ε)的变化,若有lnN(ε)/ln(1/ε)的极限存在,则容量维数

Dc 符合分形。在实际操作中,点绘ln(ε)~lnN(ε)图形,如果序列点据分布的曲线中间有直线段存

在,则可认为此序列为分形,此曲线中间直线段ε的范围称为无标度区。

RF斯曼利等[6]在计算新赫布里底群岛地震谱系列的时间分维时,引入了一个新的量NN,即相

对量:

NN(ε)=N
(ε)
NT

(6)

式中:N(ε)为绝对度量;NT 为划分的总时段数,NT≈T/ε;T为研究时段总长;ε为时段步长。
作出lnNN(ε)~lnε关系图,若无标度区直线段的斜率为b,则分维Db 可由下式求出:

Db=d-b (7)
式中:d为拓扑维。

流量过程散点分布在Q t二维面上,故d应取2。在汛期分期研究中,若Db 在某一时段T 左右

基本相等,则该T时段即为分形法确定的一个分期。

5 梁子湖汛期的划分

梁子湖位于长江中游下段南岸,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通过梁子湖46年 (1965—2010年)
逐日面雨量过程 (实测)及逐日流量过程 (按文献 [7]的方法计算)可知,梁子湖暴雨主要发生在

4—8月,大暴雨主要集中发生在6、7月,8月也偶有发生。降雨量、来水量主要集中在4—7月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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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分别占全年总降水量的54.7%,占全年总来水量的56.1%。结合当地水利部门的定性划分,
初步选定梁子湖汛期的分析区间为3—10月。

5.1 模糊分析法的划分

(1)选定梁子湖汛期变化规律的论域T= [3月1日,10月31日]。
(2)依次选取1965—2010年逐日入湖流量及面降雨资料作为汛期研究样本,分别构成两类模糊

统计试验集。其中,流量的划分标准Yf=60.678m3/s(为10年一遇的年均流量值);日雨量的划分

标准Yf=15mm (经验值),由此可得汛期的起始、终止时间。
(3)统计论域T= [3月1日,10月31日]内各时间点t被汛期样本覆盖的次数mi,代入公式

PA(t)=mi/n,计算各时间点t属于汛期模糊集A 的隶属度,可得梁子湖的主汛期为4月7日至8月

6日,其月均拟合隶属度见表2。

表2 梁子湖月均拟合隶属度

月份 按流量划分 按雨量划分 月份 按流量划分 按雨量划分

3 0.64 0.54

4 0.99 0.98

5 1.00 1.00

6 1.00 1.00

7 1.00 1.00

8 0.96 0.95

9 0.76 0.71

10 0.47 0.40

由表2可初步判断,梁子湖4—7月为主汛期,8—9月为后汛期,10—3月为非汛期。4—5月有

出现全年最大降雨的可能性,且暴雨量级相对较大,不宜划分前汛期。在上述模糊集合分析过程中,
指标阈值和隶属度阈值的选取存在一定的主观随意性,致使将8月划分为后汛期也略显牵强。因此,
有必要用其他方法对其初步的划分结果进行佐证、修正和细化。

5.2 分形分析法的划分

(1)根据模糊集合分析结论,可大致判断出梁子湖的汛期为4—9月,以1965—2010年共46年

的逐日最大流量系列作为梁子湖汛期分形法分期的研究样本,如图1所示。

图1 梁子湖多年日最大入湖流量图

(2)以04 01为起点,取T=10,即以04 01 04 10作为初定的第一分期,在一定的切割水

平下 (可取为分期内平均流量的1.1倍,其他分期同)。
(3)尺度ε分别取1,2,3,…,10d,在各尺度下分别统计出流量值大于切割水平的时段数 N

(ε),其与总时段数NT 的比值即为度量值NN(ε)。
(4)点绘ln(ε)~lnNN(ε)关系曲线,曲线中间直线段对应的范围为 “无标度区”,直线段的斜率

为b,代入式 (7)可得容量分维值Db。
(5)加长 (或缩短)初定的第一段分期,即可得到一系列随时段长变化的ln(ε)~lnNN(ε)曲

线。ln(ε)~lnNN(ε)曲线及分维值开始发生显著变化时的时段长即为合适的分期。由此,可确定出

第一个分期。
(6)以第一个分期末为第二个分期的起点,重复 (2)~ (5)步,即可确定出第二个分期,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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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第N 分期。
梁子湖各分期计算结果见表3~表6。其中,第一 分 期 中的前3个分段绝对值相差在0.05以

内,相对值相差5%以内,故认为属于同一分期,由此可得第一分期的起止时间为04 01—04 30;
同理,可得第二分期的起止时间为05 01—07 10;第三分期为07 11—07 30;第四分期为08
01—09 30。梁子湖汛期分形分析法的划分结果见表7。

表3 梁子湖汛期第一分期计算结果

分段号 起止时间 时段长度/d 切割水平 斜率 容量维数

1 04 01—04 10 10 304.660 1.052 0.9478

2 04 01—04 20 20 356.073 1.085 0.9149

3 04 01—04 30 30 385.773 1.038 0.9619

4 04 01—05 10 40 421.996 0.923 1.0772

  表4 梁子湖汛期第二分期计算结果

分段号 起止时间 时段长度/d 切割水平 斜率 容量维数

1 05 01—05 10 10 530.665 0.895 1.1047

2 05 01—05 20 20 526.406 0.909 1.0912

3 05 01—05 31 31 500.157 0.922 1.0785

4 05 01—06 10 41 496.257 0.914 1.0857

5 05 01—06 20 51 502.941 0.920 1.0802

6 05 01—06 30 61 605.913 0.878 1.1218

7 05 01—07 10 71 626.348 0.920 1.0804

8 05 01—07 20 81 689.703 0.984 1.0163

  表5 梁子湖汛期第三分期计算结果

分段号 起止时间 时段长度/d 切割水平 斜率 容量维数

1 07 11—07 31 21 871.501 1.117 0.8834

2 07 11—08 10 31 711.444 0.987 1.0133

  表6 梁子湖汛期第四分期计算结果

分段号 起止时间 时段长度/d 切割水平 斜率 容量维数

1 08 01—08 10 10 375.323 1.070 0.9303

2 08 01—08 20 20 373.150 1.081 0.9193

3 08 01—08 31 31 369.241 1.088 0.9124

4 08 01—09 10 41 359.233 1.090 0.9100

5 08 01—09 20 51 339.795 1.082 0.9180

6 08 01—09 30 61 308.611 1.056 0.9438

  表7 梁子湖汛期分形分析法的划分结果

分期号 分期名 起止时间 容量维数 切割水平

1 前汛期 04 01—04 30 0.9415 385.773

2 主汛期一 05 01—07 10 1.0918 626.348

3 主汛期二 07 11—07 31 0.8834 871.501

4 后汛期 08 01—09 30 0.9223 308.611

综合模糊分析法及分形分析法,由于4月有出现全年最大降雨的可能性,且暴雨量级相对较大,
因此不宜划分前汛期,故梁子湖汛期分期结果为:4—7月为主汛期,其中,4月可划分主汛期前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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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期;8—9月为后汛期;10—3月为非汛期。

6 结语

本研究在对已有汛期分期定量方法分析的基础上,先采用模糊集合分析法对梁子湖汛期进行初步

划分,再采用分形分析法对初始结果进行佐证、修正及细化。研究结果表明,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基

本吻合,分形分析较模糊集合分析更加准确、细致,而模糊集合分析较分形分析更能体现汛期的模糊

特性,在理论上具有先进性,且所得隶属度值可直接用于分期水位的设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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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江模型在梁子湖入湖洪水计算中的应用

翟丽妮1,关洪林1,张祖莲1,李 娜2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武汉 430064)

摘 要:湖泊的入湖洪水计算是湖泊开发、管理与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应用三水源新安

江模型原理建立了梁子湖入湖洪水计算模型,取得了较好的模拟、计算效果。研究实

践表明,将遗传算法与 Rosenbrock方法相结合所构建的混合遗传算法,能够以较快的

速度收敛于新安江模型参数的全局最优解。计算结果表明,同一频率下,梁子湖设计

洪水以2005年型最不利。研究成果为梁子湖开发利用与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也为其

他湖泊入湖洪水的计算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入湖洪水;参数优选;新安江模型;梁子湖流域

资助项目:水利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 (201101062)资助。

1 湖泊概况

梁子湖位于长江中游下段南岸,跨武汉、鄂州、黄石、咸宁四市,湖泊总长132km,汇水面积

2085km2,水面面积304km2,是湖北省第二大淡水湖。入湖河港多达30余条,主要有:高桥河、金

牛河、张桥湖港、东沟、车湾港、小港、新港、薛家沟等。河港汇入经湖泊调蓄后,入东部磨刀矶闸

流入长港,经樊口大闸泄入长江。
梁子湖位于中纬度地区,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多年平均降雨量1297.7mm,趋势为东南高

于西北,且6月最大 (225.8mm),1月最小 (40.5mm)。湖泊多年平均水位为17.87m,其中,最高

水位为18.86m,最低水位为16.69m。

2 流域水文模型的研究现状

可用于入湖洪水计算的流域水文模型大体可分为3大类:系统模型、集总式的概念性模型和分布

式的物理模型。系统模型不考虑输入与输出之间的物理因果关系,仅关注模拟结果的精度,对历史资

料的精度要求较高,其代表性的模型有TLR、LPM 等。概念性模型的参数一般没有明确的物理意

义,需要通过历史资料进行率定,其代表性的模型有水箱、SAC、SMAR、新安江等。水箱模型结构

简单、弹性好,但参数率定困难;SAC模型的参数独立性较差,难以实现自动优选;SMAR模型结

构和概念简单、便于应用,但精密度不高,仅适用于地形平坦、土层分布均匀、透水性不强、植被单

一的流域。新安江模型广泛适用于湿润半湿润地区,但模型参数和初始条件的确定方法还不够成熟,
致使精确度不高。物理模型与概念性模型不同之处在于,它认为流域面上各点的水力学特征是非均匀

分布的,其代表性模型有TOPMODEL、DHSVM、SHE、SWAT、GBHM 等,该类模型普遍存在

结构复杂、输入较难获取、计算繁琐、结果难以检验等问题。综合分析已有模型的特点,以及梁子湖

流域水文、气象等资料的实际情况,本文拟采用新安江模型进行入湖洪水计算,并积极探索如何有效

提高计算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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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水源新安江模型

新安江模型是河海大学 (原华东水利学院)赵人俊教授等1973年对新安江作入库流量预报时提

出的概念性流域水文模型。三水源新安江模型蒸散发计算采用3层模型:产流计算采用蓄满产流模

型;用自由水蓄水库结构将总径流划分为地表、壤中和地下3种径流形式;流域汇流计算采用线性水

库。河道汇流采用马斯京根分段连续演算或滞后演算法[1]。
为了考虑降水和流域下垫面分布不均匀的影响,新安江模型的结构设计成分散性,分为蒸散发计

算 “产流计算”分水源计算和汇流计算4个层次结构。模型输入为实测降雨量过程P(t)和蒸发皿蒸

发过程EM(t),输出为流域出口断面流量过程Q(t)和流域实际蒸散发过程E(t)。模型各层次结构

的功能、计算方法和相应参数见表1。

表1 新安江模型各层次结构功能、计算方法及相应参数

层次 功能 方法
参数

符号
参数意义 敏感程度

梁子湖

取值范围

1 蒸散发计算 三层模型 KC 流域蒸散发折算系数 敏感

UM 上层张力水容量,mm 不敏感 10~20

LM 下层张力水容量,mm 不敏感 60~90

C 深层蒸散发折算系数 不敏感 0.10~0.20

2 产流计算 蓄满产流 WM 流域平均张力水容量,mm 不敏感 120~200

B 张力水蓄水容量曲线方次 不敏感 0.1~0.4

IM 不透水面积占全流域面积的比例 不敏感 0.01~0.04

3 水源划分 自由水蓄水库 SM 表层自由水蓄水容量,mm 敏感 5~50

EX 表层自由水蓄水容量曲线方次 不敏感 1.0~1.5

KG 表层自由水蓄水库对地下水的日出流系数 敏感 KG + KI=0.7

KI 表层自由水蓄水库对壤中流的日出流系数 敏感 KG + KI=0.7

4 汇流 坡面 单位线 UH 单位线 敏感

计算 汇流 线性水库 CI 壤中流消退系数 敏感 0.01~0.89

CG 地下水消退系数 敏感 0.950~0.998

GS 河网蓄水消退系数 敏感 0.950~0.998

滞后演算法 L 滞时,h 敏感

河道 马斯京根或 KE 马斯京根法演算参数,h 敏感 KE =Δt
汇流 滞后演算法 XE 马斯京根法演算参数 敏感 0.0~0.5

4 模型参数率定与计算精度评定

4.1 参数率定

4.1.1 目标函数

本文以模拟期径流深相对误差与洪峰流量相对误差之和最小为参数优选的目标函数。

objectFmin=∑
n

i=1
HERi+∑

n

i=1
HIFmi (1)

HERi=|Rci-R0i|R0i
(2)

HEQmi=|Qmci-Qm0i|Qm0i
(3)

式中:objectFmin为参数优选目标函数;i为第i场洪水;n为用于优选的洪水总场次;HERi 为第i
场洪水径流深的相对误差;HEQmi为第i场洪水洪峰流量的相对误差;Rci为第i场洪水计算径流深,

mm;R0i为第i场洪水实测径流深,mm;Qmci为第i场洪水计算洪峰流量,m3/s;Qm0i为第i场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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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测洪峰流量,m3/s。

4.1.2 优选方法

本文拟采用遗传算法与Rosenbrock方法相结合的混合遗传算法,对模型参数进行全局寻优。
遗传算法和Rosenbrock算法具有很多互补性:①遗传算法的全局搜索能力很强,但局部搜索能力

不足[2],而Rosenbrock算法的局部搜索能力相当强;②遗传算法是随机产生初始种群,其结果不

依赖于初值,而Rosen brock算法对初值的依赖性较强;③遗传算法采用概率变迁来指导它的搜

索方向,有利于全局意义上控制最优解的移动,而Rosenbrock算法则采用确定性规则来指导搜索

方向,有利于对局部区域进行重点搜索[3]。因此可以将两种方法进行有机结合,以提高算法的

性能。
混合遗传算法的基本思路为[4]:①随机产生初始种群,首先执行遗传算法的基本操作 (选择、交

叉、变异)生成中间群体,同时选记录适应度较高的N 个个体;②根据设计好的局部搜索概率在对

中间群体中选取部分个体进行局部搜索计算,并将所得的新解替换原来的适应度,跟未进入局部搜索

的个体和记录的N 个个体共同组成含有M+N 个个体的种群;③利用小生境技术挑选出M 个个体组

成下一代种群[5]。

4.2 精度评定

本文严格遵循 《水文情报预报规范》(GB/T22482—2008)(以下简称 “规范”)对洪峰流量、峰

现时间、径流深许可误差的有关规定,综合考虑合格率与确定性系数两个标准对预报项目精度进行评

判 (表2)。

表2 预报项目精度等级

精度等级 合格率/% 确定性系数

甲 QR≥85.0 DC>0.90

乙 85.0>QR≥70.0 0.90≥DC≥0.70

丙 60.0≤QR<70.0 0.70>DC≥0.50

5 实例应用

5.1 模型的建立与评定

5.1.1 资料的选取

本文通过搜集、筛选及插补等方式获得如下资料,并在计算过程中使用:①梁子湖区10个点雨

量站1965—2010年的逐日降雨资料;②鄂州、江夏、咸宁站1965—2010年的逐日蒸发资料;③梁子

镇水位站1959—2010年逐日水位资料;④磨刀矶节制闸1998年,1999年,2002年,2010年逐日流

量资料。梁子湖入湖实径流过程由梁子镇水位资料、磨刀矶节制闸出湖流量资料以及湖容曲线还原计

算得出。

5.1.2 日模型参数率定结果

梁子湖属平原湖区,外江高水位持续时间长,对其蓄洪特性而言,控制因素为高强度、长历时的

降雨径流,故选定设计暴雨历时为30天,相应的计算时段为1天。因此,参数L、KE、XE均不参

与计算,可不必优选。此外,通过梁子湖区的遥感影像图,可量出区域内城镇硬化路面面积以及水面

面积比例,并将其作为流域不透水面积处理 (即参数IM)。
采用前面介绍的混合遗传算法,应用19990414、19990620、20020720、20100707四场洪水对新

安江日模型参数进行率定,而后用19980718、20020811两场洪水进行检验。各场次洪水的率定及检

验成果见表3,部分拟合效果见图1~图4。根据规范评判 (表2),本次预报精度达到乙级以上标准,
可用于正式发布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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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日模型率定、检验模拟结果

类别 洪号
降雨量

/mm

径流深相对

误差/%

洪峰流量相对

误差/%
峰现时间 确定性系数

率定期 19990414 141.65 3.81 -17.22 滞后0d 0.80
率定期 19990620 448.01 5.43 16.16 超前1d 0.91
率定期 20020720 210.63 -0.62 -8.24 超前1d 0.91
率定期 20100707 432.49 -12.76 -9.33 滞后0d 0.95
检验期 19980718 451.60 4.22 -2.38 滞后0d 0.74
检验期 20020811 138.72 4.01 10.98 超前1d 0.70

图1 19990620次洪水模拟效果

图2 20100707次洪水模拟效果

5.2 入湖洪水的计算

5.2.1 设计面雨量计算

先用泰森多边形法计算梁子湖区 (1965—2010年)长系列的面暴雨量,再用P Ⅲ型曲线推求不

同频率下的设计面暴雨量。梁子湖不同历时、不同频率下的设计面暴雨量详见表4。

图3 19980718次洪水检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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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020811次洪水检验效果

表4 梁子湖设计面暴雨量

历时

/d

统计参数

均值 Cv Cs/Cv

不同频率设计面暴雨量/mm

1% 2% 3.33% 5% 10% 20%

1 87.28 0.35 3.5 184 168 156 146 128 110

3 140.04 0.40 3.5 323 292 268 249 215 180

7 189.50 0.48 3.5 502 445 403 369 310 250

15 260.62 0.40 3.5 602 543 498 463 400 334

20 295.59 0.41 4.0 709 634 579 534 456 377

30 358.98 0.39 3.5 814 736 677 630 546 458

5.2.2 设计雨型

本文通过流域典型暴雨雨型,采用同倍比方法计算设计暴雨过程。据统计,梁子湖流域发生的较

大暴雨的年份主要有1969年、1980年、1983年、1988年、1996年、1998年、1999年、2005年、

2010年。故以上述年份最大30d暴雨的实际分布作为梁子湖设计洪水的计算雨型。

5.2.3 设计洪水计算

将设计暴雨过程输入已经调试好的新安江模型,可计算梁子湖的设计洪水过程,其计算成果详见

表5。
由此可见,同一频率下,梁子湖的设计洪水以2005年型最为不利,其洪峰流量和洪水总量均

最大。

表5 梁子湖入湖设计洪水计算成果 单位:mm

项目 重现期 1969年型 1980年型 1983年型 1988年型 1996年型 1998年型 1999年型 2005年型 2010年型

洪峰流量

50年一遇 1575.73 1703.77 1155.12 2298.63 1380.31 1491.12 2522.62 3412.36 1767.28

30年一遇 1402.82 1517.01 1028.92 2056.38 1233.1 1299.51 2266.89 3071.92 1576.9

20年一遇 1265 1368.03 928.81 1863.07 1116.82 1147.43 2061.91 2790.57 1422.85

10年一遇 1028.66 1110.25 757.84 1527.05 917.15 898.99 1705.04 2289.77 1147.66

5年一遇 790.28 846.71 586.08 1182.4 714.03 692.85 1335.33 1762.12 866.18

洪水总量

50年一遇 9.94 10.66 9.97 11.58 9.95 9.63 11.29 12.22 10.35

30年一遇 8.82 9.49 8.87 10.36 8.86 8.51 10.14 10.98 9.23

20年一遇 7.94 8.55 8.01 9.38 7.99 7.62 9.21 9.98 8.34

10年一遇 6.4 6.99 6.55 7.75 6.51 6.11 7.63 8.22 6.81

5年一遇 4.89 5.39 5.09 6.07 5.04 4.67 6.02 6.39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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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湖泊的入湖洪水计算是湖泊开发、管理与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对于绝大多数湖泊来说,一般没有

控制性的水文测站,因而无实测径流过程,出口处控制性闸、站工程的运行资料往往也残缺不全,再

加上湖泊水下地形测量资料年代久远或缺测等客观因素,常导致湖泊入湖洪水计算工作难以开展。
本文应用三水源新安江模型原理建立了梁子湖入湖洪水计算模型,并取得了较好的模拟、计算效

果。所采取的混合遗传算法能够以较快速度收敛于全局最优解,是一种高效、可行的参数优选识别技

术。计算过程中将湖泊水面面积处理为不透水面积的做法,实现了在新安江模型中考虑湖面直接承受

降雨量的那部分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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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opula函数梁子湖分期设计洪水的推求

翟丽妮1,李 1,张祖莲1,关洪林1,江作保2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湖北省农垦局事业管理局土地整理中心,武汉 430060)

摘 要:湖泊分期设计洪水的推求是分期起排水位确定的重要依据。本研究针对现行分

期设计洪水的计算技术存在系统偏小的问题,结合己有研究成果,将Coplau函数运用

于梁子湖分期设计洪水的计算中,在体现洪水季节性变化规律的同时,兼顾了防洪设

计标准。
关键词:分期设计洪水;Copula函数;梁子湖

湖泊具有防洪、供水、水环境、水生态等多重功能。对于每一场洪水,从兴利的角度讲,希望尽

可能地多存蓄水量;而从防洪的角度讲,则希望在洪水到来前尽可能地多腾空湖容。这是一对矛盾,
湖泊的起排水位 (类似于水库的汛限水位)正是针对这一矛盾的妥协方案,是一个长期沿用下来的、
易于操作的、规范而又保守的方案。分期设计洪水是分期起排水位确定的重要依据,利用分期水位调

控洪水资源已成为洪水资源化利用的重要技术手段。

1 现行分期设计洪水存在的问题

分期设计洪水是在分析流域洪水季节性规律的基础上,按照设计和管理要求,把整个年内划分为

若干个分期,然后在分期的时段内进行分期最大值选样,对分期最大洪水采用P Ⅲ型分布进行描

述,通过频率计算求得各设计频率的分期设计洪水。分期设计洪水应满足两个条件:①要符合防洪设

计标准;②能反映洪水的季节性变化规律。国家防洪标准规定的防洪标准以年为重现期单位,反映的

是年最大设计值被超过的概率。现行的分期设计洪水模式假定分期设计洪水频率均等于防洪标准的倒

数,其分期设计洪水值均小于等于年最大设计洪水值,不能保证分期设计洪水能够真正达到规定的防

洪标准。按照现行的分期设计洪水模式会导致包括主汛期在内的各分期的起排水位较原设计起排水位

抬高,必定降低湖泊的防洪标准。为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很多规范与设计手册中都将主汛期设计洪

水值强制等于年最大设计洪水值,但这种处理方法也只能确保主分期设计洪水达标,却不能保证所有

分期均达标。
叶秉如[1] (1995)指出:现行分期洪水的处理方法,带有一定的经验性,因为在分期洪水出现

时,总的防洪破坏概率究竟为多少,是否恰好满足所需求的防洪设计标准,并未明确答复。丁晶等[2]

(1998)指出:现行分期设计洪水方法采用分期最大洪水选样,根据这种洪水系列计算出的洪水频率

本质上不同于全年最大洪水系列推求出的洪水频率,前者是指洪水事件在某一分期发生的可能性,后

者是指洪水事件在一年内 (包括所有分期)发生的可能性,两者从水库防洪安全来看存在本质区别。
华家鹏等[3] (2002)通过全概率公式,说明了分期设计洪水与年最大设计洪水之间的关系,认为汛限

水位分期设计的年破坏概率必须不高于水库设计的破坏概率。王善序[4]研究认为:采用分期洪水频率

等于防洪标准的倒数的假定是错误的,由此计算得出的年一遇分期设计洪水一般系统偏小,实际是年

一遇的 (为非负整数随机变量),真正的年一遇分期设计洪水与年一遇全年最大洪水是相等的。因此,
采用现行的分期洪水的计算技术来提高兴利效益的同时,正在冒降低防洪标准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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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plua函数简介

Coplua是一个拉丁词汇,意为 “连接、联合”。Coplua理论的提出要追溯到1959年,Sklar[5]指

出,可以将一个联合分布分解为k个边缘分布和一个Copula函数,该Coplau函数描述了变量间的相

关性。由此可见,Copula函数实际上是一类将联合分布函数与它们各自的边缘分布函数连接在一起

的函数,因此也有人将它称为连接函数。Coplau之所以能让统计学研究人员产生兴趣,有两个方面

的原因:首先,Coplua是研究与变量尺度无关的相关性度量的一种有效途径;其次Copula适合于构

建边缘分布为任意分布的联合分布,既可以描述相互独立的变量,也可以描述存在相关性的变量。

2.1 CoPula函数的基本定义

假设随机变量X1,X2,…,XN 边缘分布函数分别为F(xi)=PXt(Xi≤xi),其中N 为随机变量

的个数,xi 为随机变量Xi (i=1,2,…,N)的值,随机变量X1,X2,…,XN 的联合分布函

数为:

HX1,…,XN
(x1,x2,…,xN)=P[X1≤x1,X2≤x2,…,XN≤xN] (1)

若FXk (xk)(k=1,…,n)是连续函数,则随机变量X1,X2,…,XN 存在唯一的Copula函

数来表达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构:

HX1,…,XN
(x1,x2,…,xN)=C(FX1(x1)FX2(x2),…,FXn(xn))=C(u1,u2,…,un) (2)

式中:FXk(xk)=uk,k=1,…,n,在区间 (0,1)上连续;C(FX1(x1),FX2(x2),…,FXn(xn))可

用表示。

Copalu函数具有灵活方便、适用范围广泛等特点,该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得以迅速发展,尤其

在金融领域研究和应用相当活跃。近几年,该理论才被引入到水文领域,主要用于研究多变量洪水频

率分析等问题。

2.2 ArchimedeanCopula函数

不同的Copula函数有不同的特点和适用范围,Nelsen[6] (1999)对各类Copula函数进行了较为

详细的描述。其中,ArchimedeanCopula函数因其具有结构简单、包含多种子族等特点,已被成功

运用于各个领域,在水文领域的应用也十分广泛。此处仅简要介绍该函数族中可用于分期洪水计算的

二维Gumbel HougaardCopula函数网[7]。

Gumbel最先对这种Copula进行了讨论,随后 Hougaard对该Copula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因此

后来的学者将其称为Gumbel Hougaard (GH)Copula。GHCopula只能描述正相关的随机变量。
该函数的生成元为:

φ(u)=ln(u)θ (3)

GHCopula的表达式为:

C(u,v)=exp{-[(-hu)θ+(-hv)θ]1/θ},θ∈[1,∞) (4)

式中:θ为Copula函数的参数,其与Kendall秩相关系数τ有如下关系:

τ=1-1/θ (5)

3 分期设计频率与防洪标准的关系研究

现行的分期设计洪水模式假定分期设计洪水频率等于防洪标准的倒数,导致其成果达不到防洪标

准的要求。因此,妥善解决分期设计洪水频率与防洪标准不一致的问题成为分期设计洪水计算的关键

技术。而Copula函数恰好是构建多元联合分布的一种有效方法,能够合理协调分期设计洪水频率与

防洪标准之间的矛盾,从而保证分期设计洪水成果既满足防洪标准又能反应洪水的季节性规律。
以汛期分为两期为例,主汛期的分期最大洪水X 的概率分布为FX(x);后汛期的分期最大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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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率分布为FY(y);FX(x)和FY(y)均假定为P Ⅲ型分布。随机变量和之间的相关性结构可以

用一个二元Coplau函数来描述。参考文献 [8],采用Gumbel HougaardCopula描述不同分期之间

分期最大洪水的相关性结构:

C(u,v)=exp{-[(-hu)θ+(-hv)θ]1/θ},θ≥1 (6)

由相关性结构以及边缘分布和,可以得到分期最大洪水的联合分布:

F(x,y)=C(u,v)=exp{-[(-hu)θ+(-hv)θ]1/θ} θ≥1 (7)

u=FX(x) (8)

v=FY(y) (9)

基于年最大洪水Q的分布FQ(q)估计的设计标准T 对应的年最大洪水设计值为qT 采用年最大

值设计即意味着两个分期的设计值均等于qT,据式 (7)得:

TQ(qT)=To(qT,qT)=T (10)

假定分期最大洪水值和的联合重现期等于防洪标准则:

T=TQ(qT)=To(qT,qT)=To(x,y) (11)

对任一给定的,满足式 (11)的分期设计洪水值和的组合有无数种,其中和只是其中一组 (即各

分期均采用年最大设计值)。借助于Copula函数,式 (11)可以表达成如下形式:

T=To(x,y)=1/(1-F(x,y))=1/(1-C(u,v)) (12)

对于任一给定防洪标准,存在无数种和的组合满足上式,若在平面上以为横坐标、为纵坐标,将

形成对应重现期的等值线,该等值线的解析表达式为:

v=exp{-[-ln(1-1/T)θ-(-hu)θ]1/θ},u≥1-1/T (13)
令和分别为分期最大洪水和的分期频率,则有:

PX=1-FX(x)=1-u;PY=1-FY(y)=1-v (14)
由式 (13)和式 (14)可以得到分期洪水频率和对应防洪标准的等值线:

PY=1-exp{-[-ln(1-1/T)θ-(-ln(1-PX))θ]1/θ},PX≤1/T (15)
式 (15)即为分期设计洪水频率与防洪标准应该满足的关系。若假定主汛期和后汛期为同一设计

频率时 (即PX=PY),则直线PX=PY 与式 (15)所示的等值线有唯一的交点,交点的横、纵坐标

值分别为分期设计洪水的频率值px 和py:

px=py=1- 1-1T
æ

è
ç

ö

ø
÷

2
1
θ

(16)

由此可知,分期设计洪水的频率与防洪标准T和θ参数有关,参数θ可代入式 (5)中由Kendall
秩相关系数τ推求。

4 梁子湖分期设计洪水的推求

4.1 分期设计暴雨的推求

据1965—2010年的实测降雨资料,可计算主汛期系列与后汛期系列的Kendall秩相关系数τ为

0.226,θ为1.292,梁子湖分期设计面暴雨量计算结果见表1。从中可见,若按同频率计算,分期设

计暴雨值均小于全年的设计暴雨值,由前面的分析可知,百年一遇 (即1%的设计频率)的设计暴雨

是针对全年而言的,对于分期来说,1%频率下的设计值往往达不到百年一遇标准的要求,其等价的

设计频率可由式 (16)计算得出,进而可计算与设计频率等价的分期面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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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梁子湖分期设计面暴雨量计算成果表

设计面雨量

设计频率/% 1 2 3.33 5 10 20

全年不分期/mm 814 736 677 630 546 458

主汛期/mm 802 726 669 623 541 453

后汛期/mm 480 425 383 350 292 231

等价分期频率下

的设计面雨量

与设计频率等价的分期频率/% 0.59 1.17 1.96 2.96 5.98 12.24

主汛期/mm 859 785 729 683 602 516

后汛期/mm 521 467 426 393 335 275

4.2 分期设计暴雨的合理性分析

合理性分析的具体方法及步骤如下:
(1)根据频率Pk(k=1,2,…,n),由年最大30天暴雨的分布FQ(q)的,求得相应的年最大

设计值qk (k=1,2,…,n)。其中,F(qk)=1-Pk。
(2)由分期暴雨的分布FX(x)和FY(y),计算qk(k=1,2,…,n)所对应的FX(qk)和FY

(qk)。
(3)检验是否所有qk(k=1,2,…,n)均满足FQ(qk)≤min{FX(qk),FY(qk)}。若不满足,则需

调整分期设计暴雨。

(4)由qk (k=1,2,…,n)所对应的FX(qk)和FY(qk),可推求 F̂Q(qk) (也即)F(qk,qk)

由F(qk)和F̂Q(qk)在同一张图上分别点绘出相应的频率曲线,两频率曲线吻合的越好,则反映分期

设计成果越合理。
(5)计算两频率曲线吻合程度的评价指标ABS和OLS,指标值越小,成果越合理。

ABS=∑
n

k=1
|F̂Q(qk)-FQ(qk)|;OLS=∑

n

k=1
|F̂Q(qk)-FQ(qk)|2 (17)

梁子湖各分期设计暴雨频率曲线见图1,实测与推求的年最大30日暴雨频率曲线见图2。

图1 梁子湖 (入湖)各分期设计暴雨频率曲线图

由图1可见,各分期的设计暴雨频率曲线无交叉,对于所有的qk(k=1,2,…,n)均满足FQ
(qk)≤min{FX(qk),FY(qk)}。由图2可知,实测与推求年最大30日暴雨频率曲线拟合情况较好,其

中,ABS为0.175,OLS为0.003,故本次分期设计暴雨成果是合理的。

4.3 分期设计洪水的推求

采用文献 [9]的计算方法,可推求梁子湖的分期设计洪水成果,详见表2。该成果表明,主汛

期的设计洪水较全年设计洪水提高10%左右,后汛期的设计洪水较全年设计洪水降低50%左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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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梁子湖 (入湖)实测与推求年最大30日暴雨频率曲线图

此可见,通过略微降低梁子湖主汛期的起排水位,可换取后汛期起排水位大幅度的提高。

表2 梁子湖分期设计洪水成果表

分期 项目 重现期 1969年型 1980年型 1988年型 1996年型 1998年型 1999年型 2005年型 2010年型

全年

不分期

洪峰流期

/(m3/s)

50年一遇 1575.73 1703.77 2298.63 1380.31 1491.12 2522.62 3412.36 1767.28

30年一遇 1402.82 17.01 2056.38 1233.1 1299.51 2266.89 3071.92 1576.9

20年一遇 1265 1368.03 1863.07 1116.82 1147.43 2061.91 2790.57 1422.85

10年一遇 1028.66 1110.25 1527.05 917.15 898.99 1705.04 2289.77 1147.66

洪水总量

/亿m3

50年一遇 9.94 10.66 11.58 9.95 9.63 11.29 12.22 10.35

30年一遇 8.82 9.49 10.36 8.86 8.51 10.14 10.98 9.23

20年一遇 7.94 8.55 9.38 7.99 7.62 9.21 9.98 8.34

10年一遇 6.4 6.99 7.75 6.51 6.11 7.63 8.22 6.81

主汛期

洪峰流量

/(m3/s)

50年一遇 1683.13 1873.84 2472.91 1477.77 1584.63 2721.04 3651.57 1918.59

30年一遇 1515.56 1692.75 2240.44 1334.86 1402.22 2475.41 3335.15 1737.19

20年一遇 1380.89 1546.96 2053.25 1221.17 1255.62 2276.47 3073.23 1590.18

10年一遇 1148.83 1293.35 1726.56 1024.61 1004.03 1928.56 2593.63 1325.35

洪水总量

/亿m3

50年一遇 10.87 11.15 12.39 9.89 10.05 11.86 13.08 11.13

30年一遇 9.76 10.07 11.2 28.89 9.01 10.76 11.90 10.04

20年一遇 8.87 9.21 10.27 8.12 8.17 9.87 10.94 9.17

10年一遇 7.34 7.70 8.63 6.78 6.72 8.34 9.23 7.67

后汛期

洪峰流量

/(m3/s)

50年一遇 778.26 883.05 1191.47 711.25 676、24 1356.27 1787.3 885.66

30年一遇 672.68 758.67 1036.97 622.29 580.77 1189.65 1547.88 776.73

20年一遇 589.29 651.44 915.4 550.99 503.78 1054.67 1356.38 696.7

10年一遇 450.18 497.65 711.81 419.25 388.14 822 1053.31 558.07

洪水总量

/亿m3

50年一遇 4.93 5.28 6.01 4.65 4.52 5.89 6.44 5.27

30年一遇 4.25 4.57 5.27 4.05 3.90 5.18 5.62 4.60

20年一遇 3.73 4.00 4.67 3.56 3.40 4.63 4.96 4.08

10年一遇 2.86 3.06 3.68 2.71 2.60 3.69 3.87 3.19

5 结语

现行的分期设计洪水模式假定分期设计洪水频率等于防洪标准的倒数,导致其计算成果达不到防

洪标准的要求。因此,妥善解决分期设计洪水频率与防洪标准不一致的问题成为分期设计洪水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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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Copula函数运用于梁子湖分期设计洪水的计算中,
在体现洪水季节性变化规律的同时,兼顾了防洪设计标准。计算结果表明,主汛期的设计洪水较全年

最大设计洪水提高10%左右,后汛期的设计洪水较全年最大设计洪水降低5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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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干旱分区及各区易旱类型研究

吴凤燕,关洪林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基于湖北省77个气象站和45个水文站长系列逐日资料,分析了湖北省年降

雨量、年蒸发量、年干燥度、年径流量Cv值等空间分布规律,并以此为依据对湖北省

干旱分区进行修正。通过研究各季干燥度的空间分布规律,分析各类型干旱的空间分布

规律,得到各干旱分区的干旱特征,为湖北省防旱抗旱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干旱分区;气象水文;干燥度;时空分布

资助项目: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 (20100141110061)资助。

湖北省介于北纬29°05'~33°20'和东经108°21'~116°07'之间,东西、南北跨度均较大,全省各

地地形、气候、土壤等自然地理条件差异较大,同时其社会状况、经济状况、水资源条件、水利工程

状况、农业生产结构、作物品种和栽培技术水平等也不尽相同。为降低因自然地理上的差异产生的复

杂性,缓解水文气象要素的空间变异性,使提出的防旱和抗旱措施更加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对干

旱进行分区研究非常必要。当前沿用的干旱分区,基本符合湖北省干旱实际状况,但除本身存在一些

不合理的地方外,经历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后,也产生一些不相适应的地方。因此,有必要对历史干

旱分区进行适当修正。干旱分区应考虑地形、气候、土壤、水资源条件、水利工程现状和农业生产结

构等因素,遵循如下原则:①气候、地形等自然地理条件基本一致或相似;②气象水文规律基本一

致,或存在明显的同步性;③农业生产结构、种植结构等基本一致;④水资源条件及抗旱措施等基本

相同;⑤考虑行政区划、流域水系及已有水利设施的完整性;⑥考虑已有农业区划、水资源区划、水

功能区划等区划及其他相关成果。为使干旱分区更加具有科学依据,同时考虑到干旱的最主要原因是

缺水,而气象水文规律对水资源的时空分布规律影响较大,本文将通过计算分析气象水文的时空分布

规律,结合其他因素进行湖北省干旱分区。

1 干旱分区研究

降雨和蒸发是对干旱影响最大的两大气象要素,干燥度作为降雨和蒸发的比值反映了两者对干旱

的综合影响,而某站的径流量更是综合响应了气象、下垫面和人类活动等对产汇流有影响的因素。因

此,分析湖北省降雨、蒸发和干燥度、年径流量的空间分布规律能为干旱分区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本文用湖北省77个气象站和45个水文站建站至2007年的逐日降雨、蒸发和流量资料来分析气象和

水文要素的地区规律,为干旱分区提供数据支撑。

1.1 年降雨量的空间分布规律分析

湖北省年降雨量由北向南逐渐增长,呈纬向分布,年降雨量的最高值是最低值的2.15倍。年降

雨量低于900mm的地区,分布于鄂北和鄂西北地区,如郧西、郧县、竹山、房县、老河口、枣阳、
襄阳等;而年降雨量大于1500mm的地区,分布于鄂东南和鄂西南,如咸宁市和鹤峰、咸丰等地。

1.2 年蒸发量的空间分布规律分析

与年降雨量的空间分布相反,年蒸发量基本由北向南逐渐减小,但除恩施州外,变化幅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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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值为最低值的1.75倍,除去恩施州,最高值是最低值的1.44倍,鄂西南的来凤最低为945mm,
鄂中的荆门最高为1654mm。

1.3 年干燥度的空间分布规律分析

年干燥度由北向南逐渐减小,最低值出现在鄂西南的鹤峰,最高值出现在鄂西北的郧县和丹江口

地区,此外鄂北岗地的枣阳、鄂中的荆门等地干燥度较高;最高值是最低值的3.33倍。总体上鄂西

南和鄂东南的干燥度较小,鄂西北、鄂北和鄂中荆钟等地的干燥度较大,除鄂中荆钟等地出现异常现

象外,干燥度基本呈纬向分布。

1.4 年径流量的空间分布规律分析

由于各站控制面积不等,因此分析年径流量的绝对值不具有实际意义,但分析与年径流量绝对值

无关的变差系数Cv能反映该站年径流量年际变化程度。变差系数越小,年际变化越小,说明水源条

件越稳定;同时变差系数的空间分布规律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反映水文规律。对45站的计算结果表明:
变差系数介于0.2~0.6之间,以汉江、员水、寰水、聂水、倒水、举水、巴水、浠水等水系的上游

最大,这些水系上游处在鄂西北、鄂北岗地和鄂东北地区,最低值出现在鄂西南的恩施、来凤等地。
此外,同一河流不同站点的变差系数相近,如汉江从襄阳至仙桃,变差系数仅相差0.02。通过分析

各站年径流量的线性相关系数可知水文规律具有流域性,同水系、同流域站点线性相关系数可达0.9
以上,甚至接近1。

1.5 干旱分区

根据以上分析,结合其他因素,所得干旱分区见图1。本文将把原来的江汉平原和鄂东沿江平原

拆成江汉平原区和鄂东沿江平原区两个干旱分区,使7个干旱分区变成8个干旱分区;将原来鄂中丘

陵区的随州和广水划入鄂北岗地;将原江汉平原和鄂东沿江平原区的英山划入鄂东北山丘区。

图1 湖北省干旱分区图

2 各分区干旱特征分析

由于干燥度较好地反映了气象干旱,下面以各季干燥度为基础,通过分析各季干燥度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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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来分析各类型干旱的空间分布规律。各季干燥度的等值线图均显示鄂西北、鄂北和荆钟等地的干

燥度较高,而鄂西南和鄂东南的干燥度较低。冬、春两季的干燥度等值线图与年干燥度等值线图相

似,总体上呈纬向分布,由南向北递增;但夏、秋两季的干燥度等值线图与其他季节和年干燥度等值

线图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总体表现出等值线与纬度之间的夹角增大,部分区域等值线呈径向分布,且

由西向东递增。
春季,鄂西北、鄂北及荆钟等地干燥度值是鄂东南、鄂西南等地的2.5~3倍,鄂东北山丘区的

干燥度值是鄂东南、鄂西南等地的1.5~2.5倍。因此,从气象干旱角度,春旱的分布是北多南少。
其中鄂西北、鄂北发生春旱的频率最高,其次是鄂中的荆钟等地,鄂东南和鄂西南等地发生春旱的频

率最低。全省大范围春旱年有1988年、1997年、2000年,此外1961年、1971年、1977年、1978
年、1979年、1981年、1986年、1992年、1994年、1996年、1999年、2001年、2002年、2004年

等春旱大部分都发生在鄂西北、鄂北、鄂中丘陵等地。
夏季,除鄂西南干燥度值低于1.0外,大部分地区都介于1.4~2.0之间,各区差别不大。但山

丘区和岗地的抗旱能力比平原区强,因此,在干燥度相同的情况下,平原区实际发生干旱的可能性更

大。因此,鄂西南发生夏旱的频率最低、鄂东南次之。平原区发生的频率和灾害损失略高于山丘区和

岗地。夏旱 (包括伏旱)是湖北省发生频率最高的干旱类型,覆盖范围通常较大,如1959年、1966
年、1971年、1972年、1978年、1988年、1992年、2000年、2001年、2006年等年份大部分地区发

生夏旱,而江汉平原和鄂东沿江平原等地短期伏旱几乎年年发生。
秋季,全省除鄂西南干燥度值低于1.2外,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干燥度介于1.6~2.4之间,最高

值出现在鄂东北山丘区。其中30.5°N以北、110.7°E以东及鄂西北等地的干燥度都在2.0以上。因

此,同等其他条件下,鄂东北发生秋旱的频率较高,其次是鄂西北、鄂北、荆钟、江汉平原等地、鄂

西南发生秋旱频率最低。湖北省纯粹的秋旱比较少见,多以伏秋连旱的形式发生。1966年、1974年、

1976年、1978年、1990年、1992年、1997年、2000年、2001年全省大部分地区发生秋旱或伏秋连

旱,1986年、1994年、1996年、1998年、2004年等秋旱大部分发生在鄂东北、江汉平原中北部

等地。
冬季,鄂西北、鄂北及荆钟等地的干燥度值是鄂东南、鄂西南的3.5~5.5倍,鄂东北山丘区的

干燥度值是鄂东南、鄂西南的2~3倍。因此,从气象干旱角度,鄂西北、鄂北及鄂中的荆钟等地发

生冬旱的频率最高,鄂东北山丘区次之,鄂西南、鄂东南频率最低。冬旱多以秋冬连旱的形式出现,
如1973年、1979年、1988年、1991年、1998年等,以北部受旱或受重灾为主。

综上,鄂西北山丘区、鄂北岗地是春旱的频发区,与春旱相连的春夏、春夏秋连旱也通常会覆盖

此处;鄂中丘陵地区是湖北省南北气候的分水岭,同时也是地形地貌的过渡地带,是各种类型干旱的

频发区;鄂东北山丘区是秋旱、伏秋连旱的频发区;江汉平原和鄂东沿江平原是夏旱和伏旱的频发

区,其次是伏秋连旱;鄂东南山丘区以发生秋旱为主,其次为夏旱;鄂西南山丘区由于降雨量大而蒸

发量少,较少发生干旱,除非碰到气候异常年份。

3 结语

由于干旱的最主要原因是缺水,而气象水文规律对水资源的时空分布规律影响较大,因而该规律

能为干旱分区提供科学依据。本文通过计算湖北省77个气象站的年降雨量、年蒸发量、年干燥度和

45个水文站的年径流量Cv值及线性相关系数分析了湖北省气象水文的空间分布规律,年降雨量、年

蒸发量、年干燥度等的空间分布都表现出鄂西北、鄂北等地易缺水,鄂中等地次之,鄂西南、鄂东南

等地最不易缺水,而年径流量具有流域性规律。以此规律为基础,结合其他因素对湖北省干旱分区进

行了调整:将原来鄂中丘陵区的随州和广水划入鄂北岗地,将原江汉平原和鄂东沿江平原区的英山划

入鄂东北山丘区,将原来的江汉平原和鄂东沿江平原拆成江汉平原区和鄂东沿江平原区两个干旱

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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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干燥度是气象干旱的两大主要因素降雨和蒸发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其时空分布规律对湖北

省气象干旱的分布规律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计算了77个站点各季干燥度,分析结果表明:湖

北省春旱和冬旱北多南少,而夏旱和秋旱东多西少。因此,鄂西北山丘区、鄂北岗地是春旱、春夏、
春夏秋连旱的频发区,鄂中丘陵地区是各季干旱的频发区,鄂东北山丘区是秋旱、伏秋连旱的频发

区;江汉平原和鄂东沿江平原是夏旱和伏旱的频发区,其次是伏秋连旱;鄂东南山丘区以发生秋旱为

主,其次为夏旱;鄂西南山丘区由于降雨量大而蒸发量少,较少发生干旱,除非碰到气候异常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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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算法在余码头泵站优化调度中的运用

李 强1,詹 娟1,袁 军2,丁玉州2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武汉 430070;
2.随州市曾都区水利水产局,随州 432700)

摘 要:遗传算法是模仿生物界遗传与进化过程的一种寻优方法,用遗传算法来指导泵

站的优化运行,可以克服经典优化算法要求的目标函数可求导以及约束条件连续等缺

点。以余码头泵站为例对泵站的优化运行问题进行了探讨,建立了泵站优化运行的数

学模型,并设计了相应的遗传算法进行了求解,结果证明,将遗传算法用于余码头泵

站的优化调度是可行的。
关键词:遗传算法;余码头泵站;优化运行

湖北省嘉鱼县余码头排区共有余码头站、马鞍山站、永逸站、三乐站、丰收站和后垸站等6座大

中型泵站,担负着嘉鱼县西凉湖周围3.2万hm2 耕地排涝和0.94万hm2 耕地灌溉任务。其中余码头

泵站为余码头排区的骨干泵站,位于潘家湾镇余码头处,距潘家湾镇3km,紧挨长江四邑公堤,为

一堤后式泵站,泵站共有8台水泵,总装机8×800kW,余码头泵站的调度方式受上游来水量、进出

水池水位、外江水位等多种因素影响,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再加上泵站全年运行时间较长,优化节能

的潜力也较大。本文采用遗传算法来解决余码头泵站的优化调度问题,并与实际运行结果进行比较,
进而探讨遗传算法应用于排涝泵站优化调度的可能性。

1 遗传算法简介

遗传算法是模拟自然界生物进化过程与机制求解值问题的一类自组织、自适应人工智能技术,遗

传算法以编码空间代替问题的参数空间,以适应度函数为评价依据,以编码群体为进化基础,以对群

体中个体位串的遗传操作,实现选择和遗传机制,建立起一个迭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通过随机重

组并选择适应度较高的位串集,使新一代的位串集优于老一代的位串集,群体的个体不断进化,逐渐

接近最优解,最终达到求解问题的目的。遗传算法的运行过程为一个迭代过程,其主要运算过程和基

本步骤如下:①选择编码策略,把参数集合f转换为位串结构空间x;②定义适应值函数w(f);

③确定遗传操作,包括选择群体大小n,选择交叉、变异方法,以及确定交叉概率pc、变异概率pm
等遗传参数;④初始化生成群体P;⑤计算群体中位串的适应值w(f);⑥按照遗传策略,运用选择、
交叉和变异算子作用于群体,形成下一代群体;⑦判断群体性能是否满足某一指标,或者已完成预定

迭代次数,不满足则返回步骤;⑧若满足则以群体中具有最大适应度的个体最为最优解,终止计算。

2 数学模型的建立

2.1 目标函数

对于余码头泵站来讲,进行优化调度问题的研究,就是模拟泵站在不同的上游来水量、进出水池

水位的情况下的运行状况,通过优选开泵台数、机组叶片角度等最优参数组合,给出合理的调度方

案,从而达到泵站的最优运行,保证在满足排水需要的前提下,实现增效节能的目的。因此,当进水

池水位低于设计水位时,以泵站运行成本最低为优化准则,目标函数即为主机组电机运行的总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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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表达式见式 (1);当进水池水位高于设计水位,则以排水流量最大为准则,计算表达式见式

(2):

minF=∑
N

i=1

ρgQiHstt
1000ηsti

(1)

maxQ=∑ N
i=1Qi (2)

式中:f为泵站装机容量,kW;Q为泵站排水总量,m3/s;Qi 为第i台泵组的抽水流量,m3/s;Hst
为第i台泵组的净扬程,m,如果不计进出水池的水头损失,则为第i台泵组的装置扬程Hsy;ηsti为
第i台泵组的站效率,同样,如果不计进出水池的水头损失,则为第i台泵组的装置效率ηsyi。

2.2 约束条件

(1)水泵机组流量约束。水泵机组有两种状态,即开机和停机状态。停机状态下流量为0,开机

状态时,水泵机组的流量也有一定的限制。综上所述水泵机组流量应满足以下约束:

qi=0或qmini≤qi≤qmaxi (3)
(2)叶片角度约束。

θmini≤θi≤θmaxi (4)
(3)水泵功率上限约束。

Pi=γQiHi/ηi≤Pmax (5)
(4)投入运行台数约束。

0<n≤nmax (6)

3 优化调度模型的遗传算法求解

3.1 问题描述

对于泵站调度问题的遗传算法,可以描述为:以单机流量作为一段基因,泵站站内所有机组流量

组合成一条染色体,先随机生成一组染色体作为母体群,然后对预定的目标函数进行评价,计算每个

染色体的适应度,对于上面建立的数学模型而言,当泵站低于设计水位运行时,染色体的适应度即为

调度方案运行时泵站机组的总电费,当水位高于设计水位运行时,适应度为泵站机组的总流量,根据

适应度对诸染色体进行选择、交叉、变异等遗传操作,从而得到新的群体,就这样反复迭代,直到满

足预定的优化收敛指标。

3.2 参数编码

遗传算法必须通过编码将优化变量形成与遗传因子类似的特定结构,遗传因子贮存在其中,可进

行各种遗传操作,遗传算法的编码常用二进制编码,对于泵站优化调度问题的二进制遗传算法可按如

下方式实现,即把泵站单个机组的流量作为一段基因,用长度为n的二进制数表示,编码精度主要由

单机最大流量和长度来确定。余码头泵站采用全调节混流泵,单机最大流量10m3/s,当基因长度取

9时,则编码精度为δ=Pmax/2n-1,已能够满足要求。确定了单机的编码长度后,也就是确定了母

体染色体上一段基因的长度,然后把泵站8台机组编码组合到一起,就得到了一段母体染色体。

3.3 初始母体群的取值

初始母体群的取值是遗传算法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母体越优良,所得下一代也越容易接近最优

解,收敛的速度也相应越快。在泵站优化运行的数学模型中,对于流量的约束,既有等式,也有不等

式,流量取值区间是一个离散点和连续空间的集合,即qi=0或qmini≤qi≤qmaxi,按照常规做法,一般

是在 [0,qmaxi]区间内,用随机函数选择初始母体群,在这样的选择方式下,机组流量qi=0被随机

选中的几率很小,而且增加了区间 (0,qmini]上的选择概率,增大了计算工作量,减慢了收敛速度。
为使初始母体群更加优良,采用如下方式选择初始母体群:给定离散点qi=0一个选择概率pi=0.3,
给定区间 [qmini,qmaxi]选择概率0.7,通过随机选择函数在此区间内对初始母体群进行随机选择。
这样既克服了基本算法中离散点选择几率小的缺点,又减小了寻优搜索区间长度,更容易得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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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解。

3.4 适应度函数

在给出初始母体群和每次迭代后,需对母体的优劣程度做评价,评价的标准用适应度表示,本文

的适应度函数如下:

w(f)=F+a1g1+a2g2 (7)

式中:F为泵站所有机组的运行功耗之和;g1 为流量惩罚项,g1=
æ

è
çç∑
N

i=1
qi-Q

ö

ø
÷÷

2

,实际各机组总流量

与给定抽水总流量差值越大,惩罚越强;g2 为功率惩罚项,g2 =∑
N

i=1
c1 ,当Pi<Pmax时,ci=0;

Pi>Pmax时,ci=1,a1 和a2 为加权系数。

3.5 选择策略

根据上面适应度函数的式子可以计算出母体群中各个母体的适应度函数值wi(f),由此可以计算

出每一个母体的优劣程度,用优良度μi 表示:

μi=1
wi(f)

wmax(f)+wmin(f) (8)

选择是从母体群中选出个体形成繁殖库的过程,优良度越大,能够参与繁殖的几率也就越大。为

了提高遗传算法的效率,保证收敛性,本文采用了最优保存策略,即当前群体中优良度最高的母体不

经过交叉和变异等运算,直接用它来替换掉本代群体中经过交叉、变异等运算之后优良度比较低的母

体。实践证明,采用这种选择方法后,收敛速度和准确率都得到提高。

3.6 遗传算子的设计

交叉运算采用单点交叉的方法,即在经过前面的选择运算得到的新母体群中,随机选择母体进行

两两配对进行交叉运算,然后对于每对选择出的母体,随机选择一个基因位置作为交叉点,把一对母

体从交叉点分为前后两个部分,交换两个母体的后半部分,得到两个新的个体。
变异运算采用基本位变异法,即随机选择母体,在其染色体中选择一整数,该整数就是母体基因

发生变异的位置,如该位置为0,则变异为1;反之若为1则变异为0。

3.7 迭代的收敛条件

本算法采用最大进化代数作为程序运行的一个条件,同时也通过下面的式子作为判断是否收敛的

准则。若条件满足,则迭代结束,所得最优母体即为最优解;若条件不满足,以新一代群体为母体,
重新计算。

μ(G+1)-μ(G)
μ(G) ≤ε (9)

式中:μ(G)为第G代最佳母体的优良度;ε为给定的一个极小的正数。

4 实例验证

本文采用余码头泵站2003年7月11—21日的调度资料,用遗传算法进行优化调度计算,并与实

际运行结果进行比较,其结果如表1所示。
与实际运行相比,按本文设计的泵站优化调度方案运行,节能效率最高能达到13.1%,经济效

益十分明显。

5 结语

利用本文设计的泵站优化运行的遗传算法程序能够方便准确的计算出泵站最优的运行方式,实践

表明,运用该程序对泵站进行优化调度,大大减少了泵站能耗,能够达到泵站经济运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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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优 化 结 果

日期

(月 日)
开机时间

/h

净扬程

/m

实际运行结果

开机台数
实际功耗

/kW
开机台数

遗传算法计算结果

计算功耗

/kW

节能效率

/%

07 11 6 9.23 6 4816 6 4507 6.4

07 12 2 8.95 5 4212 6 3887 7.7

07 13 5 9.12 6 5032 6 4488 10.8

07 14 9 8.56 6 5406 6 4720 12.7

07 15 12 8.13 5 3654 5 3369 7.8

07 16 8 9.65 6 5264 7 4806 8.7

07 17 11 9.63 6 5194 8 4789 7.8

07 18 14 9.85 8 7416 8 7187 3.1

07 19 13 9.62 7 6570 7 5709 13.1

07 20 6 9.75 8 7341 8 6776 7.7

07 21 10 8.96 6 5514 6 499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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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滞洪区洪灾损失分散模型研究

周念来,周玉琴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针对我国蓄滞洪区洪灾损失补偿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洪灾损失分散的3
种方法,以此为依据构造了蓄滞洪区洪灾损失的分散模型,兼顾了公平和效率,为蓄

滞洪区洪灾损失补偿方式的完善提供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蓄滞洪区;洪灾保险;洪灾债券;洪灾基金;分散模型

1 引言

我国l/10的国土面积、5亿人口、0.33亿hm2 耐耕地、100多座大中城市、全国70%的工农业

总产值受到洪水灾害的威胁。蓄滞洪区通常是毗邻河流或沿河两岸地势相对低洼平坦可临时滞蓄洪水

的地区,是各流域最重要的防洪措施,是最易遭受洪水灾害的区域。由于人多地少的客观条件和长期

监管法规及措施的缺失,使得大多数蓄滞洪区已经处于高度开发与利用状态,利用蓄滞洪区防洪的代

价越来越大。
我国现行的洪灾补偿、救助制度是由各级政府对受灾居民进行救济,这种依靠政府力量、国家财

政的救灾行为可以使有限的财力、物力更集中地使用到最困难的人群身上。但也存在一系列问题:
(1)补偿体制仍然是计划经济模式,所有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即使是社会捐赠,

都由政府支配,政府可以无偿地调动这些资源,投入到防洪救灾、减灾中去。这种情况最容易滋长那

种虚报灾情可能得到较多救济的不道德报灾行为,助长整个社会的不诚实风气,容易滋生负责救灾工

作官员的腐败,导致救灾效率低下,从而造成更大范围的负面社会影响。
(2)行政性体制抑制了市场模型的损失补偿模式和非政府机构的救助,仅靠不严格的政府监管措

施,致使蓄洪区的经济快速发展,蓄洪区洪灾损失越来越大,从而使得政府救灾负担越来越重,很多

时候是只能救一时而不能保障维护后续发展。
(3)蓄洪区受灾百姓容易形成对政府救助的依赖心理,影响了他们在防洪抗灾和生产自救时的主

动性、积极性。
如何科学、合理、公平地补偿蓄滞洪区的洪灾损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国外学者提出

对洪泛区制定专门的法规、科学规划利用和实行强制保险,我国学者在考虑本国国情的基础上也在这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研究了防洪基金的性质、使用、管理和征收办法及费率,对洪灾保险的实施条

件、保险对象和保险资金的积累等进行了探讨。在学者、专家们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分析分散洪

灾损失的各种方法,来研究蓄洪区洪灾损失的分散模型。

2 蓄滞洪区洪灾损失分散方法分析

分散洪灾损失首先回答两个问题:若使得易受洪水威胁的地区变得安全,谁来负担相关成本;谁

应承担洪灾造成的损失。回答这两个问题一般要考虑两个基本的标准,即效率与公平。如果完全体现

效率,社会目标是洪灾损失减少最大化,那么政府就有充分的理由完全取消洪灾后的损失补偿。如果

完全体现公平,意味着人们应该本着社会福利最大化来分配经济资源,那么洪灾造成的损失应当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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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社会的蓄滞洪区洪灾损失分散模型研究每一个公民。实际工作中应当效率和公平兼顾,这里将以此

为原则来分析分散洪灾损失的方法。

2.1 洪灾保险

保险的原理,就是将少数人不幸的意外损失分散于社会大众,使之消化于无形,从而实现社会的

安定。保险人提供保险一般有一些前提条件:①损失是客观的和意外的;②风险单位具有同质性;

③风险单位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是独立的;④风险单位数量必须众多;⑤必须有缓冲基金或准备金。保

单可以在保险限额、除外责任和免赔额等方面加以限制。一般认为免赔额在减少管理成本、减少小额

索赔和防范道德风险等方面非常有效。
洪水灾害发生的频率以及损失规模都非常难以预测,而且损失在地域上过于集中,形成巨大的累

积理赔金额,对保险公司形成危险。保险人当然有一些手段去减少这种风险,如通过再保险以及增加

风险单位的分散程度。但是,由于洪水保险一次损失额巨大,往往一次洪灾,直接影响到整个国民经

济的发展,所以,一次巨型洪灾往往使几乎所有再保险公司同样面临破产危机,我国商业再保险公司

往往无力承担如此巨大的再保险。另一种手段是筹集积累大量的缓冲基金以应对洪灾风险造成的不可

预测损失,这就冻结了保险人的部分资金。保险人可能会为了避免累积所需准备金而拒绝承保洪灾损

失。这就导致洪灾保险供给的减少。如果保险人决定要提供这类保险,就可能会提高费率,从而有可

能将超过损失和费用的那部分保险费用用做超额收入来建立合理的缓冲基金,这也使得广大灾区群众

无力投保。

2.2 洪灾债券

在洪灾风险下,保险人或再保险人向债券市场的投资者发行洪灾债券,在一定时期内,如果洪灾

事故发生,就可以利用这笔资金保证赔付,以达到分散损失的目的。洪灾债券的主要特点是:洪灾债

券给投资者带来的收益取决于洪灾保险的量和洪灾保险准备金,根据债券发行时规定的条款,投资者

可能会损失全部或者部分利息,还有可能损失部分资本。洪灾保险产品通过证券化进人资本市场,借

助现代金融技术和金融市场,将风险转嫁于资本市场,由保险人、再保险人和其他投资者共同承担洪

灾损失。
洪灾债券是包含一个触发模型的特殊债券。简单说,触发模型就是洪灾损失是否发生以及发生的

程度。当没有发生债券上载明的洪灾或虽然发生了洪灾事故,但造成的损失在约定的额度以内时,保

险公司按既定的利率和期限支付利息与本金;而当实际损失发生且超过约定的额度时,保险公司可以

延期支付或免除部分债券本利,甚至免除全部本利。

2.3 洪灾基金

洪灾基金是指各级政府专拨的救灾经费和对直接及间接受益者 (如南水北调的受水者)征收的资

金,它专用于补偿蓄洪区的洪灾损失。“谁受益、谁出资,多受益、多出资”是征收洪灾基金的基本

原则,流域的蓄洪区洪灾是为了保护整个流域的安全和流域水资源的正常利用,应对每单位被利用的

水资源征收洪灾基金,然后按不同频率设计洪水划定不同等级的受益区,并以此为依据征收不同费率

的洪灾基金,征收的费率应基于洪灾损失的估量和征收对象的承受能力来综合考虑。
洪灾基金如果由政府按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来对受灾者进行补偿,那么虚报灾情、滋生腐败、救

灾效率低下、受灾百姓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等弊端同样会出现。洪灾基金的救灾模式中必须引入市场

激励模型,而与保险结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3 构造洪灾损失分散模型

基于对洪灾损失分散方法的分析,以公平、效率为基本原则,来构建蓄滞洪区洪灾损失分散

模型。

3.1 在蓄洪区内分散损失

运用洪灾保险的方式在蓄洪区内部分散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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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ct- ∑
i∈N(t)

Xi t≥0 (1)

式中:S(t)为到t年积累的资本;c为保险公司每年征收的保费;Xi 表示第i年的索赔额;N(t)表

示索赔年份的集合。

φ(t)=P{S(t)<0}为破产概率,很明显,由于洪灾损失巨大,而投保人人数不足、支付能力有

限,所以仅在蓄洪区内实行保险,很容易破产。

3.2 在受益区内分散损失

通过建立洪灾基金的办法使得洪灾损失进一步在受益区内分散:

x(t)=x1(t)+x2(t)+x3(t) (2)
式中:x(t)为第t年筹集的洪灾基金;x1(t)为第t年政府财政的救灾款;x2(t)为第t年对流域得

到利用的每单位水资源征收的款项;x3(t)为第t年根据流域风险图对每个直接受益者征收的款项。
将洪灾基金和洪灾保险结合:

S(t)=∑
i

i=1
x(i)+ct- ∑

i∈N(t)
Xi t≥0 (3)

很明显,损失分散的范围扩展导致保险准备金增多,保险经营的财务状况明显改善,破产可能性

大大降低。

3.3 在资本市场分散损失

将保险公司的现金流转化成新型金融证券来进一步分散损失。假设保险人发行一种期限为n年的

洪灾债券,面值为M,年息票率为r,市场无风险利率为l,设w=1/(1+l),每年发生洪灾达到债

券规定的触发条件概率为q,那么未达到触发条件的概率为p=1-q,则该洪灾债券的理论价格为:

P1=Mrpw+Mrpw2+…+Mrpwn+Mwn (4)
假设市场上有一种类似预期现金流且无违约风险的公司债券,期限为n年,面值为M,年息票

利率为r,则该债券的理论价格为:

P2=Mrw+Mrw2+…+Mrwn+Mwn (5)
显然,P1πP2,两者价差P*=P1-P1。假设保险人卖出一份洪灾债券,同时买入一份该公司债

券,收入现金流正好对冲支付的洪灾债券息票现金流流出,而且可以获得公司债券息票收入。这相当

于购买了一份期限为n年,每年保额为M×r的再保险,该再保险的成本为P*,从而保险人的承保

能力提高了M×r。通过上述方式将洪灾损失在资本市场分散:

S(t)=∑
i

i=i-n
m(i)P1+∑

i

i=1
x(i)+ct- ∑

i∈N(t)
-f(P*,N'(t)) (6)

其中m(i)为第i年洪灾债券的发行份额,它取决于资本市场对风险的喜好程度和这种洪灾保险的风

险大小即洪灾的发生概率q,q越小发行份额越多,则成本为P* (因为巨灾发生的概率很小,即q很

小,所以P*不会太大)。f (P*,N'(t))表示某年度未发生触发要求的巨灾,则保险人应支付的息

票,它取决于价格差P*和触发一定程度洪灾的年份集合N'(t),因为洪灾发生的概率很小,即q很

小,所以P*不会太大,因而f(P*,N'(t))远远小于∑
i

i=i-n
m(i)P1 。

从式 (6)及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保险人付出较小的成本,就可以提高洪灾承保的能力,达到

损失分散的良好效果。

4 结语

完善蓄滞洪区洪灾损失补偿机制,将有利于调节洪泛区人口、财产分布和科学规划城市建设;有

利于提高政府财政救灾资金和物资分配的透明度与使用效率;有利于减轻政府救灾负担,提高国家管

理洪灾风险的能力。针对我国蓄滞洪区洪灾损失补偿现状中存在的问题:政府的救灾负担日益沉重,
滋生救灾官员腐败,效率低下,以及受灾者防洪救灾缺乏主动性等,本文以兼顾公平和效率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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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洪灾损失分散的3种方法,构建了蓄滞洪区洪灾损失的分散模型,为完善蓄滞洪区洪灾损失补

偿机制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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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分蓄洪区建设与管理的对策建议

聂世峰,关洪林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在概述湖北省分蓄洪区工程现状、运用情况和总结分蓄洪区建设、管理中存在

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分析了分蓄洪区运用概率及变化,提出了分蓄洪区建设与管理建

议。强调要尽快开展分蓄洪区建设与管理规划,对分蓄洪区按等级进行分类建设与管

理,建立和实施分蓄洪区运用补偿、救助制度,等等。
关键词:分蓄洪区;运用概率;洪水保险

1 湖北省分蓄洪区现状

1.1 分蓄洪区概况到

1995年止,湖北省经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划定并建设的分蓄洪区共42处,其中长江干流13处,
汉江干流14处,沮漳河6处,汉北河6处,府澴河3处。分蓄洪区总面积11559.12km2,有效蓄洪

容积470.078亿m3,1995年统计耕地面积47.23万hm2,人口587.443万人。

1.2 分蓄洪区的运用情况

荆江分洪区于1953年建成,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了有记录以来的特大洪水。为确保荆江大堤

安全,荆江分洪区先后3次分洪,累计分洪总量122.6亿 m3,为保护荆江大堤、减轻洞庭湖区防洪

压力作出了巨大贡献。
杜家台分洪区于1956年建成,先后于1956年、1957年、1958年、1960年、1964年、1974年、

1975年、1983年、1984年、2005年运用,累计分洪20次、累计分洪总量194.9亿m3,为保障汉江

下游广大平原地区防洪安全发挥了巨大作用。
为确保汉江遥堤安全,汉江中游的邓家湖、小江湖分蓄洪民垸分别于1954年、1964年、1983年

3次炸堤扒口分洪,仅1983年就分蓄洪水9.65亿m3,为战胜汉江多次发生的洪水作出了巨大贡献。

2 分蓄洪区建设与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人口激增

资料表明,湖北省平原区人口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蓄洪区的人口增长率又高于平原区的平均

水平。以荆江分洪区为例,1952年初建成时区内人口约为17万人,1954年分洪后至1956年尚无明显增

加,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超过30万人,70年代末达到37万余人,截至目前已达到50多万人。

2.2 分洪损失日益增大

由于分蓄洪区运用频率并不高,对人口增长、土地利用和经济发展未加以严格控制,其发展水平

与保护区相同或相近,分洪一次淹没损失很大。调查资料显示,1980年 (1980年价格水平计),淹没

损失约达15000元/km2;1990年 (1990年价格水平计),淹没损失则达到68000元/km2。分蓄洪区

经济的不断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分洪损失也必然日益增大。

2.3 相当多的分蓄洪区不具备分蓄洪条件

除荆江分洪区、杜家台分洪区有较完整的分洪运用设施外,其他分蓄洪区基本无分洪运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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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靠临时扒口进洪、吐洪,影响分洪区的运用;围堤防洪标准不够、未按要求建设分隔堤,有些分

蓄洪区甚至还没有围堤,影响着分蓄洪区的正常运用。

2.4 分蓄洪区的运用调度困难

除荆江分洪区、杜家台分洪区的运用程序比较明确外,其他分蓄洪区大多只有宏观规划而无具体

运用调度安排,有的还涉及不同地区的利益协调。因此,分洪调度困难。

2.5 分蓄洪区运用保障体系缺乏

分蓄洪区运用的损失是巨大的,对分蓄洪区内居民的生产与生活都会产生巨大影响。从分蓄洪区

的运用实践来看,缺乏运用补偿、救助机制,也是分蓄洪区主动运用困难的重要原因。

3 分蓄洪区运用概率及变化

据长江流域防洪规划报告,三峡工程建成后,荆江河段分蓄洪区的运用概率将由现状的约10年

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城陵矶河段分蓄洪区的运用概率将由现状的约15年一遇提高到1931年、

1935年、1998年、1954年型洪水才分洪,武汉河段、湖口河段分蓄洪区的运用概率将由现状的约20
年一遇提高到1954年型洪水才分洪。对比 《防洪标准》(GB50201—94),三峡工程建成后,荆江河

段分蓄洪区达到了Ⅰ等乡村防护区或Ⅲ等城市的防洪标准;城陵矶河段、武汉河段、湖口河段分蓄洪

区的防洪标准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据汉江夹河以下干流河段综合利用规划报告,汉江中游14个民垸的现状运用概率约20年一遇,

丹江口水库达到后期建设规模后,加上科学调度,汉江中游民垸运用概率基本可达到100年一遇,仅

需分蓄洪1.43亿m3,杜家台分洪区的运用概率将由现状的7年一遇~10年一遇提高到20年一遇。
丹江口水库达到后期建设规模后,汉江中游民垸达到了Ⅰ等乡村防护区或Ⅲ等城市的防洪标准;杜家

台分洪区仅为Ⅳ等乡村防护区的防洪标准。
据沮漳河防洪规划简要报告,沮漳河分蓄洪区现状运用概率为10年一遇,仅为Ⅳ等乡村防护区

的防洪标准。
据湖北省府澴河干流防洪规划报告,府澴河分蓄洪区现状运用概率为20年一遇~50年一遇,达

到了Ⅲ等乡村防护区或Ⅳ等城市的防洪标准。
上述运用概率均为理论上的运用概率,随着水库的进一步建设,加上科学调度,运用概率会进一

步降低。
湖北省分蓄洪区运用概率见表1。城市、乡村防护区、工矿企业的等级和防洪标准见表2。

表1 湖北省分蓄洪区运用概率

河段 分蓄洪区名称 分蓄洪区运用概率

长江中下游 现状 三峡工程建成后

荆江河段  上百里洲、荆江、涴市、虎西、人民大垸 10年一遇
 100年一遇以上

 100年一遇不分洪

城陵矶河段  洪湖
10年一遇~
15年一遇

 1931 年、1935 年、1998 年、

1954年型洪水分洪

武汉河段  西凉湖、东西湖、武湖、涨渡湖、白潭湖、杜家台
20年一遇~
30年一遇

 1954年型洪水分洪

湖口河段  华阳河 20年一遇  1954年型洪水分洪

汉江中下游 现状  丹江口后期规模

中游民垸
 襄东、襄西、大集、丰乐、关山、潞市、中直、联

合、皇庄、文集、大柴湖、石牌、邓家湖、小江湖
20年一遇

 约100年一遇

 100年一遇分洪量1.43亿m3

杜家台
7年一遇~
10年一遇

 20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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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河段 分蓄洪区名称 分蓄洪区运用概率

沮漳河 现状  规划

分蓄洪民垸  观基垸、芦河垸、夹洲垸、木闸湖、众志垸、谢古垸 10年一遇  20年一遇

汉北河 现状  规划

分蓄洪民垸
 龙骨湖和沉底湖、老观湖、龙赛湖、东西汊湖、南

垸、汈汊湖
 20年一遇

府澴河 现状  规划

民垸  东风垸、幸福垸、童家湖
20年一遇~
50年一遇

 30年一遇~50年一遇

  表2 城市、乡村防护区、工矿企业的等级和防洪标准

城市

等级 重要性 非农业人口/万人 防洪标准/重现期 (年)

Ⅰ 特别重要的城市 ≥150 ≥200

Ⅱ 重要的城市 150~50 200~100

Ⅲ 中等城市 50~20 100~50
Ⅳ 一般城镇 ≤20 50~20

乡村

防护区

等级 防护区人口/万人 防护区耕地面积/万hm2 防洪标准/重现期 (年)

Ⅰ ≥150 ≥20 100~50

Ⅱ 150~50 20~6.67 50~30

Ⅲ 50~20 6.67~2 30~20
Ⅳ ≤20 ≤2 20~10

工矿

企业

等级 工矿企业规模 防洪标准/重现期 (年)

Ⅰ 特大型 200~100

Ⅱ 大型 100~50

Ⅲ 中型 50~20
Ⅳ 小型 20~10

 注 摘自 《防洪标准》(GB50201—94)。

4 分蓄洪区建设与管理建议

4.1 尽快开展分蓄洪区建设与管理规划

由于三峡工程、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即将完成和长江干堤的加固,长江干流和汉江干流的分蓄洪

区 运 用条件将发生很大变化,加上分蓄洪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有分蓄洪区的格局应有相应的调整。
因此,建议尽快开展分蓄洪区建设与管理规划,在规划中调整分蓄洪区格局,根据运用概率大小将分

蓄洪区划分为不同 的 等级。对位于武汉市郊的分蓄洪区,如东西湖分蓄洪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高,
其经济价值可能高于部分保护对象,更由于武汉市发展的需要,应研究将其不作为分蓄洪区的可

能性。

4.2 对分蓄洪区按不同等级进行分类建设与管理

尽管三峡工程、丹江口水库加坝及长江干堤的加固等极大地改善了湖北省江河防洪形势,但上游

洪水来量大而下游河道泄洪能力小、蓄泄矛盾十分突出的格局难以得到根本改变,利用分蓄洪区以牺

牲局部保全大局处理超标准洪水的防洪策略,依然要长期坚持。因此,应克服麻痹思想,大力进行分

蓄洪区的建设与管理。
分蓄洪区的建设与管理,应贯彻 “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分期实施、分类建设与管理”的原则。
运用概率为20年一遇及以下的分蓄洪区、城陵矶河段分蓄洪区是近期建设的重点,完善围堤、

控制闸、隔堤、安全设施、转移道路、通信设施,加强预警系统以及与 “移民建镇”配套的生产、生

活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其具备分蓄洪条件。区内群众尽可能移出或集中居住,以便于形成保护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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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行政手段,禁止分洪损失率大的企业发展,控制人口增长,发展避灾农业。同时,各级财政要有更

好的惠农政策。
对 运 用 概 率 为100年 一 遇 及 以上的分蓄洪区,完善围堤、隔堤、安全设施、转移道路、通

信设施、预警系统建设,使其基本具备分蓄洪条件。不鼓励、不提倡分洪损失大的企业在区内发展。
对汉江中游部分民垸,可不作为分蓄洪区建设。

对其他分蓄洪区,进行完善围堤、控制闸、隔堤、安全设施、转移道路、通信设施、预警系统的

建设,使其具备分蓄洪条件。提倡农民建设架空楼房,第二层要高于分蓄洪水位,以便分蓄洪时农民

转移财产及临时避洪。通过经济手段,如提高企业防洪保护费等,限制分洪损失大的企业发展。

4.3 建立和实施分蓄洪区运用补偿、救助制度

建立和实施分蓄洪区运用补偿、救助制度,是保证分蓄洪区正常运用的重要措施。补偿是分蓄洪

区运用补偿、救助制度的主体,救助可以作为一种补充措施。通过补偿、救助制度,确保分蓄洪区群

众在灾后得到充分、合理的补偿。

4.4 启动洪水保险制度

与保险公司合作,测算不同分蓄洪区的保险费率,引导分蓄洪区的企业和群众购买洪水保险,使

分蓄洪区群众在得到灾后补偿的基础上,得到商业赔偿,增强他们抵抗风险的能力。

4.5 制定明确的调度预案,建立预警系统

针对各分蓄洪区的情况,分别制定明确的、可操作的调度预案。建立分蓄洪预警系统。

4.6 加强立法

《水法》《防洪法》缺乏对分蓄洪区全面的管理规定,如工程 运 用 问题,淹没损失负担问题,分

蓄洪区内的建设、发展问题等。因此,通过立法来加强管理已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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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平原湖区排水涵闸工程老化病害评估

吴 瑕1,2,关洪林2,袁达燚2

(1.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武汉 430072;
2.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武汉 430070)

摘 要:湖北省平原湖区的排水工程基本上是在20世纪50—60年代修建的,大部分排

水涵闸工程处于不同程度地老化状态,致使工程效益下降。为了摸清涵闸老化病害程

度,为湖北省平原湖区的涵闸改造规划提供建议,在对湖北省平原湖区现有涵闸工程

老化损害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建立平原湖区主要涵闸的老化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涵闸的老化评估模型,对湖北省平原湖区的涵闸进行老化病害评

估分析。
关键词:涵闸工程;老化病害;层次分析法

资助项目:湖北省水利重点科研项目资助。

1 湖北省平原湖区涵闸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调查统计湖北省平原湖区设计流量大于100m3/s的大中型涵闸有59座,总的设计流量

2.48188万m3/s,排水面积204.4万hm2。涵闸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闸基和两侧渗流不稳定,
出现塌坑、冒水、滑坡等现象;闸室结构混凝土老化病害,存在严重损坏,如大量的混凝土裂缝、剥

蚀、脱落、炭化、疏松,钢筋锈蚀、止水橡皮老化等;闸下游消能防冲设施严重损坏;上下游河道淤

积、造成泄水能力下降;闸门、启闭设备和电气设备损坏,或者老化病害、年久失修、运转不灵;观

测设施缺少或损坏失效。

2 老化病害评估的目的

对现有涵闸的老化病害评估,即是对涵闸工程的全部或主要功能的保证程度或失效程度做出评

定。对已有涵闸工程进行老化病害评估的目的,在于对工程的安全性能、适用性及耐久性能及其可靠

性进行科学分析,以达到下述目的。
(1)便于对涵闸工程进行及时而有效的管理、维修,以延长其使用寿命。
(2)为涵闸工程的加固补强、改建、扩建的设计提供技术依据。
(3)确定涵闸工程遭受灾害或事故后的损坏程度,以便制定经济合理的修复、加固方案。

3 评估因素的确定

湖北省平原湖区的涵闸主要担负着排涝的任务,其工作性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1)满足适用功能要求,包括排水流量和受益区的面积。
(2)满足安全功能要求,包括适应交通、抢险要求及位移、裂缝变化,抗渗、抗滑稳定、表面抗

冲刷、抗腐蚀能力及材料本身老化病害等。
(3)满足耐久功能要求,包括工程建设质量、运行年限、维修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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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建筑物或设备的老化病害损坏程度包括建筑物本身的损坏程度、工程老龄程度及其丧失程度

等3个主要衡量标准。其中:损害程度主要指被损坏的现状或工程剩余潜在功能的大小;老龄程度主

要根据工程运行年数,来判别工程结构或材料本身的老化病害程度;功能丧失程度则主要指因工程老

化病害、损坏直接导致的功能丧失,是工程老化病害的主要体现形式。参照现行工程可靠性评估标

准,结合湖北省平原湖区涵闸自身的工作特点,确定评估其老化病害的主要因素:适用功能、安全功

能、耐久功能3个方面,每个方面又包含许多子因素。

4 评估模型拟定

由于涵闸工程老化病害评估涉及的因素没有泵站工程老化病害评估所涉及的因素那么复杂,目前

研究涵闸工程老化病害评估的方法也没有泵站工程老化病害评估的方法成熟,同时也为了能让更多的

涵闸工程管理、设计人员更容易地掌握涵闸工程老化病害评估方法,本文对涵闸工程老化病害评估主

要采用层次分析法,并辅以专家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步骤是把复杂的系统问题分解成基本构成因素,按功能的支配关系构造为有序

的递阶结构,通过因素间的两两比较,确定每一层次中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然后在各层次间进行合

成,得到各决策因素相对于目标的重要性的总排序,所以,它本质上是一种决策的思维方式,在结构

上符合人们决策思维中分解、判断、综合的基本特征。拟定湖北省平原湖区涵闸工程老化病害评估模

型的构造如图1。

图1 湖北省平原湖区涵闸工程老化病害评估模型

评估模型构造递阶层次有3层: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
目标层:以湖北省平原湖区涵闸工程老化病害程度为目标进行评估。
准则层:是一个建筑物老化病害程度的主要衡量准则。我们初步确定涵闸工程有适用功能、安全

功能、耐久功能3个衡量准则。
指标层:是准则层的描述指标。这些指标各属于某一准则。它们的选取应能从主要方面代表准则

的实质性内容和特征。湖北省平原湖区涵闸工程主要考虑12项指标。

5 工程老化病害度的分级

工程老化病害可有多种分级法,如根据工程完好度、实际功能分级等。但工程老化病害研究的根

本目的是为了评定工程老化病害对其使用性能的影响,因此认为,按照工程的老化病害程度 (即 “老
化病害度”用B表示)进行分级是较为恰当的。于是根据涵闸工程老化病害度评估值域,给出相应

的模糊评语。鉴于工程老化病害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渐变工程,为简便明了,对其老化病害工程分段用

3个等级的模糊语言来描述,即轻度老化病害、中度老化病害、严重老化病害。
(1)轻度老化病害 (B<0.25)。工程开始运用3~5年一般为稳定运用期,稳定运用期后即开始

老化病害,建筑物整体结构性能向下降趋势发展,这时并未影响工程运行,工程性能处于良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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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应加强工程观测、检查及资料分析工作,捕捉工程老化病害迹象,以便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达到延

缓工程老化病害进展的目的。
(2)中度老化病害 (0.25≤B≤0.45)。工程运行到一定时期,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部分

部位结构性能的下降,影响其效益的正常发挥。这时应加强对老化病害原因的分析、研究,加强维修

管理工作,以防止老化病害的进一步发展。
(3)严重老化病害 (B>0.45)。工程老化病害到一定程度,其预定功能明显下降,工程效

益已不能正常发挥,工程老化病害状态严重,这时应及时采取加固改造等防治措施,否则易发

生安全事故。

6 指标的评估

评估涵闸工程老化病害度有3个准则层的12项指标,有些指标可与设计对比评估;有的指标可

依据有关规范进行评估;有的指标可用仪器测定,而有些指标只能定性分析,情况比较复杂,可以考

虑专家评分取值方法。指标评估标准见表1。

表1 涵闸工程老化病害指标评估标准

准则层 评估指标
评 估 标 准

0.2 0.4 0.6

适用

功能

1.排水流量
 最大排水流量能达到设计标

准,闸室无振动

 过闸流量基本接近设计标准,
能满足排水需要

 排水能力明显下降,不能满

足排水需要

2.受益区面积
 受益区面积大于或等于设计排

水面积

 受益区面积低于设计排水面积

10%~20%
 受益区面积低于设计排水面

积20%~40%

安全

功能

3.沉陷量
 最大沉陷量h<100mm,最大

沉陷差a<30mm,基本稳定

 100mm≤h≤150mm,30mm
≤h≤50mm,基本稳定

 h>150mm,a>50mm,有发

展趋势

4.水平位移  水平位移b<10mm  10mm≤b≤30mm  b>30mm

5.裂缝

 主体部位无裂缝或轻微裂缝,
连接段轻微裂缝不渗水,对结构

强度无影响

 主体部位没有大于0.5mm裂

缝,其他部位裂缝小于1.0mm,
对结构影响不大

 主体及连接段裂缝较多、较

宽、有渗 水,对 结 构 强 度 影 响

较大

6.材料强度

 主体部位材料强度接近设计标

准,连接段材料强度不低于设计

标准的10%

 主体部位材料强度不低于设计

标准的10%,连接段材料强度

不低于设计标准的20%

 主体部位材料强度低于设计标

准的10%~30%,连接段材料强

度低于设计标准的20%~40%

7.表面冲蚀风化

 主体部位表层基本无冲蚀风

化,连接段表层无冲蚀或轻微

风化

 主体部位表层轻微冲蚀风化,
连接段表层冲蚀或风化比较严

重,但混凝土保护层大于a/2

 主体部位及连接段冲蚀风化

较严重,混凝土保护层不大于

a/2

8.闸门及埋件
 闸 门 主 要 构 件 基 本 无 磨 损、
锈蚀

 闸 门 构 件 的 蚀 余 厚 度 大 于

6mm,闸门 的 面 板、主 梁 及 边

梁、弧形闸门支臂等主要构件有

部分磨损

 闸 门 构 件 的 蚀 余 厚 度 小 于

6mm,闸门的面板、主梁及 边

梁、弧形闸门支臂等主要构件

发生锈损,因腐蚀条件需要更

换的构件数达到30%以上

9.启闭机装置
 主要动力及传动机械基本完

好、运行基本正常

 启闭过程中有摇晃和振动,启

闭机械的主要动力及传动机械有

部分损坏,修理之后可以保证

运行

 无法启闭,启闭机械的主要

动力 及 传 动 机 械 等 严 重 损 坏,
无法维修,符合 《水利水电规

程金属结构报废标准》

耐久

功能

10.维修状况  一次性维修费<10%  一次性维修费10%~30%  一次性维修费>30%

11.已使用年限  <10年  10~30年  >30年

12.建设质量  竣工验收评定优良  竣工验收评定合格  竣工验收评定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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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各层次指标权重的确定

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层次指标权重,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各层次指标权重分析结果表

准 则 层

指标名称 权重

指 标 层

指标名称 权重

权 重 合 成

0.125

适用功能 0.25
1.排水流量 0.50 0.125

2.受益区面积 0.50 0.076

安全功能 0.50

3.沉陷量 0.15 0.040

4.水平位移 0.08 0.076

5.裂缝 0.15 0.116

6.材料强度 0.23 0.040

7.表面冲蚀风化 0.08 0.076

8.闸门及埋件 0.15 0.076

9.启闭机装置 0.15 0.078

耐久功能 0.25

10.维修状况 0.31 0.040

11.已使用年限 0.16 0.132

12.建设质量 0.53 0.125

8 评估实例

以湖北省平原湖区的某排水闸为例进行老化病害评估。

8.1 工程概况

该排水闸位于湖北省平原湖区的内荆河大堤,于1959年8月竣工,具有通航、防洪、排水、引

水灌溉等功能,设计排渍10352km2,引水灌溉3.15万hm2,设计最大流量460m3/s。
该工程由上游翼墙、闸室、下游一字墙、八字墙等部分组成,翼墙、八字墙、下游一字墙、闸室

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相邻建筑物间的分缝均设有止水。闸室长22.0m,净宽60.0m,底板厚

2.55m,闸底板高程16.65m,胸墙顶高程32.94m,闸顶高程33.0m,启闭机台高程33.34m。
工程存在的问题:相邻建筑物存在不同程度的沉陷、倾斜,混凝土表面碳化相对严重;胸墙及承

梁裂缝,缩缝止水破损,消力池底板翻砂鼓水,下游海漫冲毁。

8.2 评估情况

根据该闸的安全检测报告中的检测结果,对各指标的评估见表3。

表3 各 指 标 评 估 值

指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评估值Ri 0.4 0.4 0.4 0.4 0.4 0.4 0.4 0.4 0.6 0.4 0.6 0.4

权重Ai 0.125 0.125 0.076 0.04 0.076 0.116 0.04 0.076 0.076 0.078 0.04 0.132

Ai×Ri 0.050 0.050 0.030 0.016 0.030 0.046 0.016 0.030 0.046 0.031 0.024 0.053 0.423

经计算,该涵闸老化病害度B=0.423,属中度老化病害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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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中下游宜城至沙洋段防洪调度方案初步研究

吴 瑕1,2,关洪林2

(1.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武汉 430072;
2.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武汉 430070)

摘 要:通过对汉江中下游宜城至沙洋段的防洪形势分析,在确定出沙洋超额洪量、推

荐分洪的民垸及各民垸的分洪时间的基础上,初步拟定汉江中下游宜城至沙洋段的防

洪调度方案,为汉江中下游宜城至沙洋段的防洪调度提供技术支持。
关键词:汉江中下游;宜城至沙洋段;防洪调度

1 概况

汉江是长江重要支流,流域跨陕西、甘肃、重庆、河南、湖北5省。全长1577km,流域面积

15.9万km2。以丹江口为界,将流域划分为上游、中下游。水系呈叶脉状,有多条支流。流域属副

热带季风气候区,年降水量700~1000mm。汉江洪水主要由暴雨形成,有夏汛与秋汛之分,具有明

显的季节性。而汉江中下游河道泄洪能力上大下小,极不平衡,矛盾突出。为缓解这个局面,20世

纪50年代起兴建了杜家台分洪工程、丹江口水库,并把宜城至沙洋河段两岸民垸辟为临时分洪区,
形成了由上述工程等组成的复杂的防洪工程体系。

防洪调度是防洪工作的核心,主要是依据水、雨、工情实况和暴雨、洪水预报,统筹江河防洪全

局,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设计和优选出防洪调度方案,运用防洪的各项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

施,有计划的调节、控制洪水,保证防洪安全,努力减少洪水灾害。

2 防洪形势分析

根据洪水预报成果,按照防洪调度规则以自动方式进行推理判断,初步判明需启用的防洪工程,
并参考防洪工程运用现状,明确当前的调度任务与目标。

宜城 沙洋段可用于调度的工程是14个民垸 (各民垸的特征值见表1),该段调度的控制条件是沙洋的

流量不超过容许泄量。即通过运用14个民垸,分蓄超额洪量,使通过沙洋的流量不超过容许泄量。

表1 分 洪 民 垸 的 特 征 值

民垸名称
口门宽度

/m

最大分洪流量

/(m3·s-1)
有效容积

/亿m3
堰顶高程

/m

面积

/km2
耕地

/万hm2
人口

/万人

总产值

/万元

襄东1 300 2416 1.240 56.90 79.8 0.610 6.92 16430

襄西1 250 2758 2.790 53.48 120.9 0.970 12.01 46350

大集1 165 1568 2.340 50.70 15.6 0.131 1.32 1400

丰乐1 170 1991 6.300 49.95 23.9 0.163 1.96 7690

关山1 240 2810 1.150 50.35 53.0 0.226 3.45 7460

贺潞1 260 2753 1.420 49.80 67.0 0.361 4.04 8253

联合2 200 1531 0.720 48.50 48.0 0.105 1.38 5335

中直2 380 2055 1.320 48.70 37.0 0.239 2.04 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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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民垸名称
口门宽度

/m

最大分洪流量

/(m3·s-1)
有效容积

/亿m3
堰顶高程

/m

面积

/km2
耕地

/万hm2
人口

/万人

总产值

/万元

陈集2 260 2200 1.980 47.20 85.0 0.333 4.50 7810

皇庄2 300 574 4.390 48.85 102.4 0.700 11.96 102000

石牌3 300 3445 1.840 44.10 90.0 0.573 6.50 17200

大柴湖3 500 5294 8.620 44.50 230.0 0.714 10.2 35000

邓家湖3 300 2563 2.970 43.68 86.3 0.453 3.82 4853

小江湖3 350 4922 5.860 42.25 105.8 0.501 4.13 5741

2.1 沙洋超额洪量分析

超额洪量是指超过沙洋容许泄量的水量。

W 超 =∫(Qt-qt)dt∈Qt≥qt (1)

式中:W 超 为超额洪量;Qt 为未分洪时沙洋流量过程。但沙洋流量过程不能直接预报,偏于安全考

虑,取皇庄预报流量过程代替;qt 为沙洋站容许泄量。

2.2 已知W超 ,确定推荐分洪民垸

对于一定的超额洪量,可以有多种方案来分蓄,哪种方案损失最小? 可以采用线性规划模型求

解。如果各民垸有分洪闸,分洪流量可以实时控制,则模型结果是一种最优分蓄方案;事实上,各民

垸均无分洪闸,分洪流量很难控制,因而模型结果对洪量而言是最优方案,对洪水过程而言,还不能

最后确定,故为一种推荐方案。

minF=∑
14

i=1
XiRiFi (2)

s.t∑
14

i=1
XiAiVi≥W 超

Xi=0,1
式中:Fi 为第i个民垸分洪损失值,但该值不易确定,在具体计算时采用各民垸的工农业总产值;Ri
为考虑各种政治、经济因素,用于反映各民垸重要程度的权重,一般Ri=1,如要将个民垸分洪顺序

后移,可将该民垸的Ri 加大;Xi 为决策变量,Xi=1,第i个民垸要使用,Xi=0,第i个民垸不使

用,Vi 为第i个民垸的有效容积;Ai 为第i个民垸的分洪效果 (宜城 碾盘山段,Ai=0.869;碾盘

山 皇庄段,Ai=0.943;皇庄 沙洋段,Ai=1.000)。
由于陈集、石牌之间无隔堤,若分陈集,则会冲毁石牌,故总是分石牌回灌陈集,两个民垸一起

使用陈集的有效容积0.57亿 m3,这相当于石牌、陈集合为一个石牌垸,但石牌的有效容积增加

0.57亿m3,损失也加上部分陈集的损失。

2.3 民垸分洪时间

在假定各民垸口门宽度、口门堰顶高程的情况下,对一场洪水而言,客观上存在一种最优的分蓄

洪方案,这种方案不仅应包括分洪民垸名称,还应包括各民垸分洪时间。这是一个优化问题,但求解

困难,这个困难不仅在于建模难,也在于一些政治、社会因素的量化难。对领导和资深专家而言,对

一场给定的洪水,综合考虑社会、政治、经济因素,运用他们的知识和经验,确定使用哪些民垸以及

这些民垸的使用顺序是可能的,而要确定各民垸具体分洪时间又相对较难。
而在分洪顺序确定的情况下,由计算机可以计算确定各民垸分洪时间。因此,在分析民垸分洪时

间时,将人的知识和经验与计算机的计算能力结合起来,由人确定分洪民垸及分洪顺序,由计算机计

算确定民垸分洪时间,用以解决上述优化问题。计算过程如下。
(1)输入资料:包括宜城预报流量过程;按顺序排列的N 个拟用民垸和M 个备用民垸;根据宜

城 皇庄,皇庄 沙洋的洪水传播时间,各民垸口门到沙洋的距离计算的各口门到沙洋的洪水传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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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分洪时间计算流程图

TC;其他。
(2)无民垸分洪,用马斯京干法,分宜

城 碾盘山 皇庄 沙洋3段进行河道洪水演算。
(3)Fori=1,N。
(4)如果沙洋洪峰量小于容许泄量,结

束;否则,转入 (5)。
(5)找出沙洋流量过程中超过容许泄量的

时间Tover;则第i个民垸分洪时间为:

Ti=Tover-TCi
(6)有i个民垸分洪,各民垸分洪时间为

Ti,用马斯京干法,分宜城 碾盘山 皇庄 沙洋

三段进行河道洪水演算,具体演算方法见调度

方案制定部分。
(7)Nexti。
计算流程图如图1。

2.4 皇庄、宜城、沙洋洪峰值分析

(1)皇庄洪峰水位推求。由皇庄洪峰流

量,查皇庄洪峰水位 皇庄洪峰流量关系,得

皇庄洪峰水位。
(2)宜城洪峰水位推求。由皇庄洪峰水位,

查皇庄洪峰水位-宜城洪峰水位关系,得宜城洪

峰水位。
(3)沙洋洪峰流量和洪峰水位推求。无民

垸分洪时:由预报皇庄流量过程,找出皇庄洪

峰流量,由皇庄洪峰流量 沙洋洪峰流量关系,
内插得沙洋洪峰流量;由皇庄洪峰水位 沙洋

洪峰水位关系,内插得沙洋洪峰水位。有民垸分洪时:由演算推求的沙洋洪峰流量,查沙洋洪峰流

量 沙洋洪峰水位关系,得沙洋洪峰水位。宜城、皇庄、沙洋站洪峰关系见表2。

表2 宜城、皇庄、沙洋站洪峰关系表

皇庄Hm 和Qm

Hm
/m

Qm
/(m3·s-1)

皇庄、沙洋Qm

皇庄Qm
/(m3·s-1)

沙洋Qm
/(m3·s-1)

皇庄Hm、沙洋Qm

皇庄Hm
/m

沙洋Qm
/(m3·s-1)

皇庄、沙洋Hm

皇庄Hm
/m

沙洋Hm
/m

皇庄、宜城Hm

皇庄Hm
/m

宜城Hm
/m

44.24 3000 3000 2900 37.44 3000 45.00 38.14 44.00 55.28

45.16 5000 5000 4800 38.62 5000 46.00 39.60 45.00 55.80

45.88 7000 7000 6600 39.60 7000 46.50 40.30 46.00 56.32

46.48 9000 9000 8400 40.52 9000 47.00 41.04 47.00 56.84

47.00 11000 11000 10400 41.42 11000 47.50 41.76 48.00 57.36

47.98 15000 15000 14200 42.94 15000 48.00 42.46 49.00 57.88

49.38 21000 20000 18900 44.70 20000 49.00 43.90 50.00 58.40
— — — — — — — — 51.00 58.94
— — — — — — — — 52.00 59.46

3 调度方案制定

调度方案制定主要研究宜城 沙洋段河道洪水演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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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宜城 沙洋段计算示意图

受基本资料等条件的限制,洪水演进模型采用马斯京干法。模型计算示意图如图2,将宜城 沙

洋河段分为宜城 碾盘山、碾盘山 皇庄、皇庄 沙洋三段,其中宜城 碾盘山有襄东、襄西、大集、丰

乐、关山、贺潞6个民垸,碾盘山 皇庄有联合、中直、陈集、皇庄4个民垸,皇庄 沙洋有石牌、大

柴湖、邓家湖、小江湖4个民垸,宜城预报流量作为系统入流,蛮河和敖水两个子区预报到皇庄的流

量作为区间入流在皇庄进入系统,民垸分洪作为区间出流,系统下泄流量为沙洋流量过程。

图2 宜城 沙洋段计算示意图

3.2 计算参数

(1)马斯京干参数。采用 《汉江中下游防洪调度操作 (技术)程序》中的参数,3个河段的马斯

京干参数见表3。

表3 马斯京干洪水演进参数表

河段 ΔT(h) C0 C1 C2

宜城 碾盘山段 12 0.16 0.57 0.27

碾盘山 皇庄段 12 0.15 0.66 0.19

皇庄 沙洋段 12 0.09 0.82 0.09

(2)民垸口门与皇庄或沙洋之间的距离。在计算各口门到皇庄和沙洋的洪水传播时间以及由宜

城、皇庄、沙洋站水位推求口门外江水位时,都采用距离线性内插。民垸到皇庄或沙洋的距离见

表4。

表4 14个民垸到皇庄或沙洋的距离表

民垸名称 襄东 襄西 大集 丰乐 关山 贺潞 联合

距离/m 94.0 67.5 52.7 49.0 47.0 44.7 27.7

民垸名称 中直 陈集 皇庄 石牌 大柴湖 邓家湖 小江湖

距离/m 24.7 4.0 1.3 31.0 31.5 42.2 51.7

 注 皇庄站以上民垸距离是以皇庄站为基点,皇庄站以下民垸距离是以沙洋站为基点。

3.3 计算过程

计算的已知条件为宜城、皇庄、沙洋站的实测水位和流量过程,宜城预报入流过程,皇庄预报区

间入流过程,14个民垸的分洪时间等,计算结果为皇庄、沙洋未来的流量过程。
预报流量过程的时间间隔为6h,马斯京干参数ΔT 为12h,对调度而言,时间间隔以2h为宜。

为了统一3种时间间隔,将预报6h流量过程内插为2h流量过程,每个河段按图3所示进行演算,图

中CT表示当前时间,从图中可以看出,用河段上断面1时刻,7时刻和下断面1时刻的流量,计算

下断面7时刻的流量;用河段上断面2时刻,8时刻和下断面2时刻的流量,计算下断面8时刻的流

量;用河段上断面3时刻,9时刻和下断面3时刻的流量,计算下断面9时刻的流量;用河段上断面

4时刻,10时刻和下断面4时刻的流量,计算下断面10时刻的流量;……,将各次计算结果排列起

来就得到下断面2h的流量过程,计算公式如下:
宜城 碾盘山段Q2,IT=C10×(Q1,IT-qq1,IT)+C11×(Q1,IT-6-qq1,IT-6)+C12×Q2,I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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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演算过程示意图

碾盘山 皇庄段Q3,IT=C20×(Q2,IT-qq2,IT)+C21×(Q2,IT-6-qq2,IT-6)+C22×Q3,IT-6

皇庄 沙洋段Q4,IT=C30×(Q4,IT-qq3,IT)+C31×(Q3,IT-6-qq3,IT-6)+C32×Q4,I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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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平原湖区大型排水泵站的重要程度分析评价

吴 瑕1,2,关洪林2,袁达燚2,汪富贵2

(1.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武汉 430072;
2.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武汉 430070)

摘 要:从分析影响湖北省大型泵站 (含单机800kW以上)重要程度的评价指标出发,
运用层次分析法研究各指标的权重,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加权闵可夫斯基距离的多指

标分析评价方法。运用所提出的多指标分析评价方法,对湖北省大型泵站 (含单机

800kW以上)重要程度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湖北省大型泵站 (含单机800kW 以

上)进行初步分类,从而为决策者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进行闸泵的更新改造提供参考

性建议。所采用的方法不仅针对单机800kW 以上的泵站进行,其方法也供涵闸、单机

800kW以下的泵站、甚至新建泵站的建设评价借鉴,有很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关键词:平原湖区;大型泵站;重要程度

资助项目:湖北省水利重点科研项目资助。

1 前言

据统计,湖北省平原湖区排水有泵站2740座,其中一级站522座、装机78.1144万kW、设计

流量8221m3/s,二级站2218座、装机42.9461万kW、设计流量5484m3/s。一级站中单机容量大于

800kW以上的泵站76座,装机容量47.379万kW,总的设计流量5305.21m3/s。
这些泵站在湖北省平原湖区的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

的地位和作用。但是,由于这些泵站大部分建于20世纪50—70年代,受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

力、物力的限制,造成许多工程技术标准低、工质量差、病险隐患多,再加上长期存在的重建轻管的

指导思想,使得工程维修养护不及时、设施老化破损、超期服役、带病运行,这些都为工程持续、稳

定地发挥效益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急需进行更新改造。
由于需要改造的泵站多,需要资金大,而公共财政难以在短时间内安排足够的资金对所有泵站进

行更新改造。而各泵站在各个排涝区的作用和发挥的效益也不尽相同,存在的问题也有轻有重,所以

有必要对泵站的重要程度进行分析评价。通过对泵站的重要程度进行分类,可为决策者按照轻重缓急

的原则进行闸泵的更新改造提供参考性建议。
由于单机800kW以上的泵站管理相对完善,资料收集比较完整,因此,泵站重要程度分析仅对单机

800kW以上的泵站进行,其方法也供涵闸、单机800kW以下的泵站、甚至新建泵站的建设评价借鉴。
根据湖北省平原湖区泵站的实际情况及各个排区的要求,纳入本次研究的大型泵站 (含单机装机

容量大于800kW的中型泵站)62座,装机容量39.019万kW,总的设计流量4626.21m3/s。

2 评价方法

由于多指标评价方法能够综合地考虑多种决策因素,如泵站的装机容量、排水面积、排水量等,
较之依靠单一指标 (如经济指标)进行决策来得优越,所以采用多指标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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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多指标方法评价的主要步骤:①根据拟要进行评价分析的需要,收集湖北省平原湖区大型泵

站的基础资料;②对收集到的基础资料的真实性及合理性进行审查,作为分析的基础数据;③确定评

定指标,评价指标可分为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④对各评价指标的数值进行标准化处理;⑤确定指标

权重;⑥基于权重和指标值计算每一泵站的得分值或距离矩阵;⑦由评估者和专家的直觉或常识对结

果作一次合理性检查,并在需要时重复上述某些步骤。

3 评价指标

评价方案常常有多样的指标。通常分为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总的原则标准应尽可能的完整,使

与方案选择有关的关键问题都得到表现;可操作,使能做到有目的地进行量与质的评定;可分解,使

方案评估过程的各个方面能够通过拆分成几部分而简化;独立性,以避免重复考虑同样的因素影响或

指标相覆盖;尽可能少,以尽可能保持最小的指标数目,利于获得可靠的排队结果。
制定的指标,首先应是可用数量和质量尺度来度量的,优先考虑用数值来度量,当可能时指标应

带有单位。例如:单位装机的排水量可用 “万 m3/(kW·a)”。对定性 (质量)的标准,建议用规范

的分级方法。如可用1~5 (当信息不充分时)分级或1~100 (信息充分)分数。
制定指标的另一个重要考虑是尽量减少或剔除重叠,虽然有时完全消除重复是困难的。这样做的

目的是在排序过程中尽量减少或消除重复考虑同一个因素。
根据以上原则以及资料的可获得性,选取的评价指标有反映泵站规模的指标———装机容量

(kW)、反映泵站效能的指标———多年平均的单位装机的排水量 [万m3/(kW·a)]、反映泵站排水效

益的指标———排区的耕地面积 (hm2)。在选择效能指标时,由于1年或某几年的排水量并不能反映

该泵站多年的运行情况,所以收集了各个泵站从投产运行至2004年底多年的排水量资料。

4 评价指标权重

在确定各个指标最终如何影响泵站排序的妥协过程中,权重是最重要的参数,这是因为权重是衡

量评价者偏好的参数。
采用德尔菲法 (也称专家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来确定权重值。专家调查以正式的调查问卷形

式进行,每个被调查者均独立地回答问题。本次研究共调查了11位有关专家,并收回11份调查表

格。11位专家涵盖了管理、设计、运行人员,代表性好。从调查结果看,大多数专家认为:排区耕

地面积>装机规模>效能。根据每位专家的调查表,采用层次分析法 (限于篇幅,层次分析法计算各

指标权重过程略)计算其权重值,并经过一致性检验,满足一致性要求。最终取每位专家的权重平均

值作为评价的权重值,各指标的权重见表1。

表1 评价指标的权重计算表

专家 装机规模/kW 单位装机排水量/(万m3·kW-1) 耕地面积/hm2

1 0.079 0.659 175.3

2 0.230 0.122 432.0

3 0.357 0.054 392.7

4 0.258 0.105 424.7

5 0.258 0.105 424.7

6 0.279 0.072 432.7

7 0.649 0.072 186.0

8 0.111 0.333 370.7

9 0.618 0.297 57.3

10 0.455 0.091 303.3

11 0.114 0.405 320.7
平均值 0.310 0.210 320.0



湖北省平原湖区大型排水泵站的重要程度分析评价 419  

5 评价模型

评价模型采用式 (1),该方法是基于测量离理想 (完美)点的距离。理想点是对每个指标都是最

优的点。理论上有证明,这个最优点是不存在的。因此,与理想点距离最小的应优先。所以,泵站可

按其与理想点 (即理想泵站,其3个指标值最优)的距离来排序。
计算每一个泵站与理想泵站之间距离的公式采用加权闵可夫斯基距离:
表2是用加权闵可夫斯基计算各个泵站与理想泵站之间距离的矩阵。

表2 妥协法计算距离样表

泵站
指标1 指标2 指标3

权重1 权重2 权重3
…

指标N

权重N
距离

泵站1 数值1 数值2 数值3 … 数值N L1
泵站2 … … … … … L2

… … … … … … …

泵站M … … … … … LM

Lj= ∑
n

i=1
wpi f

*
i -fi
f*
i -f-i

p 1
p

(1)

式中:Lj 为泵站j (j=1,2,3,… ,M)离理想点的距离;fi 为给定泵站j指标i (i=1,2,

3,…,N);f*i 为指定给指37标i (i=1,2,3,…,N)的最佳 (或最大)值;f-i 为指定给指标

i (i=1,2,3,…,N)的最差 (或最小)值;Wi 为指定给指标i (i=1,2,3,…,N)的权重;

p为距离权重参数 (p=1到∞),p=1时,为加权汉明距离;p=2时,为加权欧式距离;p=∞为

加权切氏距离。根据对不同p值的比较后取p=2。小距离值的泵站重要程度越大。相近距离的泵站

(如在±10%以内)应该得到相似的优先度。

6 评价结果

根据上述方法和步骤,计算各评价泵站的距离,见表3。为降低排序的敏感性,仅对泵站进行初

步分类。

表3 湖北省平原湖区一级排水泵站距离值计算成果表

序号 一级泵站名称 距离
初步分类

结果
序号 一级泵站名称 距离

初步分类

结果

1 高潭口 0.123 A

2 新滩口 0.496 A

3 樊口泵站 0.504 A

4 田关泵站 0.557 A

5 金口泵站 0.598 A

6 螺山泵站 0.606 B

7 大冶湖排涝站 0.642 B

8 排湖泵站 0.672 B

9 富池电排站 0.679 B

10 余码头 0.683 B

11 汉川二站 0.714 C

12 汉川一站 0.727 C

13 沙湖泵站 0.767 C

14 杨林山泵站 0.772 C

15 杨林尾泵站 0.780 C

16 半路堤泵站 0.786 C

17 闸口二站 0.787 C

18 策湖 0.805 D

19 花马湖 0.805 D

20 南套沟 0.805 D

21 分水泵站 0.818 D

22 沉湖五七泵站 0.819 D

23 闸口一站 0.826 D

24 黄山泵站 0.833 D

25 海口电排站 0.845 D

26 幸福泵站 0.852 D

27 玉湖 0.855 D

28 新沟泵站 0.856 D

29 大沙泵站 0.865 D

30 白潭湖 0.867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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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一级泵站名称 距离
初步分类

结果
序号 一级泵站名称 距离

初步分类

结果

31 赤东湖泵站 0.873 D

32 野猪湖 0.887 D

33 夹河沟 0.888 D

34 清江口 0.896 D

35 冯家潭泵站 0.902 E

36 法华寺 0.905 E

37 淤泥湖新站 0.907 E

38 大港口 0.907 E

39 黄草湖泵站 0.910 E

40 南海泵站 0.913 E

41 鲢鱼地 0.916 E

42 牛浪湖 0.916 E

43 张家口泵站 0.919 E

44 上津湖站 0.919 E

45 望天湖 0.921 E

46 北泾咀 0.921 E

47 云梦泵站 0.928 E

48 八一 0.930 E

49 老新泵站 0.933 E

50 八角坳 0.933 E

51 百里闸 0.934 E

52 官桥泵站 0.935 E

53 公路口 0.936 E

54 洋澜湖 0.937 E

55 马口泵站 0.940 E

56 冯家潭二站 0.941 E

57 朱湖 0.945 E

58 公社闸 0.951 E

59 保丰泵站 0.951 E

60 赤西湖泵站 0.964 E

61 彭麻泵站 0.972 E

62 夏坳泵站 0.981 E

初步分类原则:
(1)小距离值的泵站其相对重要程度越大,大距离值的泵站其相对重要程度越小。
(2)相近距离的泵站 (如在±10%以内)应该得到相似的优先度,即可归为一类。
(3)省管的泵站其相对重要程度大些,参加统排的流域性泵站其相对重要程度大些,有综合治理

功能的泵站 (如灭螺、排水)其相对重要程度大些,提排、提灌、自排、自灌相结合的泵站其相对重

要程度大些。
(4)功能单一 (比如仅参与排田)的排水泵站其相对重要程度小些。
(5)各个泵站的3个指标值与最大值接近的泵站其相对重要程度大些,与最小值接近的泵站其相

对重要程度小些。
(6)根据各个泵站在所属排区历年效益发挥的情况调查。根据以上原则,按照表3中计算出的距

离值从小到大的顺序分成5类:
泵站序号1~5,距离值 (0~0.6)为A类;
泵站序号6~10,距离值 (0.6~0.7)为B类;
泵站序号11~17,距离值 (0.7~0.8)为C类;
泵站序号18~34,距离值 (0.8~0.9)为D类;
泵站序号35~62,距离值 (0.9~1.0)为E类。
初步分类结果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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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簰洲湾堤防溃决原因分析和重建方案研究

刘川顺1,聂世峰2,王小平2,张幼书2

(1.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武汉 430072;
2.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武汉 430071)

摘 要:长江牌洲湾堤防位于二元结构地基之上,1998年特大洪水期间,由于长期高

水位浸泡,堤身和堤基已充分饱和,渗流计算结果表明,堤基弱透水覆盖层承受着

40%的堤防水头,但堤基覆盖层的厚度较小,堤防清口时堤基覆盖层的渗透坡降接近

甚至超过了临界渗透坡降,因而堤基覆盖层被渗流顶穿,粉细砂层随之发生管涌,最

终导致堤防溃口。因堤基粉细砂层厚度大,垂直防渗措施不适于该堵口复堤工程。经

渗透稳定性评价和综合分析,建议在牌洲湾堤防堵口复堤工程中采用堤外铺盖和堤内

压盖相结合的渗流控制方案,实践证明该渗控方案易于实施,安全可靠,经济合理。
关键词:长江;堤防溃决;渗透变形;堵口复堤;渗流控制;簰洲湾堤防

资助项目:湖北省2000年度重点科技项目 (20001P2003)资助。

1 概述

簰洲湾位于湖北省嘉鱼县境内长江右侧,与武汉市相距45km。簰洲湾堤防所直接保护的合正垸

是嘉鱼县比较富裕的地方,据1997年的统计资料,垸内总面积158.95km2,耕地面积1.04万hm2,
人口5.7万,企业165家,工农业总产值5.94亿元。此外,簰洲湾河段为Ω状弯曲河道,簰洲湾堤

防对下游的武汉地区防洪十分重要。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专家计算,若对簰洲湾河段裁弯取直,
缩短河道长4.04km,遇1954年洪水,将使武汉市附近分洪量增加99亿m;遇一般洪水 (如1983年

洪水,螺山站洪峰流量5.94万m3/s),汉口站水位将提高0.12m。
簰洲湾堤防基础差,堤身单薄,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由于长期高水位浸泡,于8月1日

晚8时25分,堤基突发大面积管涌,经全力抢救,终无力挽回,于8时47分发生溃口,溃口长

760m,相应桩号35+860~36+620。据实测,溃口处形成一个容积近160万 m3 的大冲坑,最大冲

坑深度32.1m。

2 簰洲湾堤防溃决原因分析

簰洲湾溃决处原来堤防的基本情况是:堤顶宽5m,堤顶高程31.50m,堤外地面高程21.00m,
堤内地面高程2.430m,堤防内外边坡13。堤身为壤土 (渗透系数6×10-5cm/s),堤基为深厚的粉

细砂层 (渗透系数1×10-3cm/s)上覆盖3.3m左右厚度的壤土 (渗透系数6×10-5cm/s)。溃口时堤

外挡水位高达31.04m,堤内出现大面积管涌群。由这些情况可以初步推断簰洲湾堤防溃口是由于长

期高水位作用下地基发生严重渗透变形所致,下面通过渗流计算分析对此进行论证。
簰洲湾堤防至溃口时已经经历了长期的高水位浸泡,堤身及基础已经形成了稳定渗流场,因此溃

口时的堤防渗流计算可以采用二维稳定渗流有限元方法。
通过渗流有限元计算得到溃口时的堤防渗流场分布如图1所示。不难发现,堤内地表覆盖层等势

线很密集,有40%的水头损失在该土层,因此溃口时地表覆盖层的渗透坡降J达到0.817。因覆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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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壤土,渗透变形形式为流土,该土层发生流土的临界渗透坡降Jcr可按下式计算:

Jcr= γs
γw-1
æ

è
ç

ö

ø
÷(1-n)=0.806

式中:γs 为土粒容重,2.58g/cm3;γw 为水容重,γw=1.0c/m3;n为土体的孔隙率,为0.49。

图1 簰洲湾堤防溃口时渗流场分布 (高程单位:m)

可见溃口时地表覆盖层的实际渗透坡降大于该土层发生流土的临界渗透坡降0.806,大大超过了

壤土层竖直向上发生流土的允许渗透坡降0.5~0.6。因此,簰洲湾堤防溃口时地表覆盖层已经被渗

流顶穿 (即发生了流土)。覆盖层发生流土后,堤基粉细砂层的平均渗透坡降为0.15,出口渗透坡降

达到0.2,均大于其允许渗透坡降0.10,因此堤基粉细砂层也发生渗透变形 (管涌),最终导致堤防

溃口。

3 堵口复堤设计方案

簰洲湾堤防溃口后,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从该围垸的历史现状以及武汉市的防洪安

全出发,溃口堤防必须恢复加固。

3.1 堵口复堤工程设计标准

根据湖北省水利厅堤防处鄂水堤便 〔1998〕21号 “关于长江、汉江干堤等堤防加固及涵闸、护

岸工程设计标准的通知”,簰洲湾堤防堵口复堤工程加固按长江干堤标准 (I级堤防)设计,堤顶高

程按确定的防洪设计标准的设计水面线加2.0m安全超高。由确定的簰洲湾对面新滩口水文站的设计

水位为31.44m,此亦可作为簰洲站 (14+000)的设计水位。根据历年实测大洪水水位资料分析,丰

收闸 (26+440)水位比障洲站水位低0.70m,后烧闸 (37+360)水位比丰收闸水位低0.08m,由此

推算出丰收闸设计水位为30.74m,后坑闸设计水位为30.66m,堵口复堤工程设计水位就取临近的后

垸闸水位30.66m。

3.2 堤线设计方案

溃口复堤堤线布置有3种方案可供选择。
方案一:堤线外移。该方案将原堤线向外江方向移170m,作为复堤堤线,堤线长956.1m,新堤

建成后吹填冲坑。该方案的优点是避开冲坑,新堤位于外滩老地基上。其主要缺点是缩窄长江行洪断

面,堤脚易被掏刷失稳。
方案二:堤线原线恢复。该方案采用机械吹填冲坑,然后在上面填土筑堤。该方案的优点是维持

堤线原状,堤线短.缺点是堤基固结困难,沉降量大。
方案三:堤线后退。该方案将原堤线向堤内退500m避开冲坑,堤线长1891.7m。该方案的优点

与方案一相同。缺点是堤线长,工程量大,而且多占地106.67hm2。
经综合比较分析论证,推荐方案一作为溃口复堤堤线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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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堤身标准断面设计方案

簰洲湾堤防堵口复堤工程按长江干堤标准设计,堤顶设计高程设计水位30.66m加2.0m安全超

高,即堤顶高程取32.66m,堤顶宽取8.0m,内外边坡为1∶3。外坡设两级平台,一级平台高程

26.50m,宽5m,二级平台高程23.00m,宽40m。内坡设一级平台,高程26.50m,宽50m。由于堤

线外移,因此堤防外坡采用膜袋混凝土护坡,以防外坡受长江水流的冲刷破坏,堤防内坡植草皮保

护。堤身标准设计断面如图2所示。

3.4 渗流控制方案

簰洲湾堤防由于渗透变形而溃口,因此在堵口复堤工程设计中,渗流控制方案设计十分关键。

3.4.1 堤身渗流控制

堤身为轻壤土均质土堤,渗透系数6×10-5cm/s。用于保护堤防外坡的膜袋混凝土可短期防止外

江高水位时江水对堤身的渗透,但由于膜袋混凝土护坡并未穿透堤基铺盖和粉细砂层,若遇长期外江

高水位浸泡,渗流将绕过膜袋混凝土护坡底部进入堤身,此时膜袋混凝土护坡失去防渗作用。

3.4.2 堤基渗流控制

堤基渗流控制考虑了两种方案。
方案一,渗流控制措施包括堤外水平防渗和堤内盖重压渗 (见图2),水平防渗为轻壤土铺盖;

堤内盖重压渗土层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吹填的粉细砂层 (渗透系数1×10-3cm/s),该吹填层在

填满溃口冲坑后一直淤填至高程24.50m,高出地面3.5m,吹填层在垂直堤防轴线方向的伸展宽度为

500m,堤脚附近吹填层表面用轻壤土覆盖,轻壤土覆盖层厚2m,宽50m。
方案二,采用深层水泥搅拌法或高压喷射注浆法建垂直防渗墙 (渗透系数1×10-6cm/s)。由于堤

基强透水层 (粉细砂层)较厚,约50m,建封闭式防渗墙不仅造价高,而且现有施工技术难以保证工程

质量。因此拟在堤基建深度25m的悬挂式防渗墙 [见图3(b)],作为渗流控制方案一的比较方案。
采用二维稳定渗流有限元计算方法得到两种渗流控制方案的堤防渗流场分布如图3所示。由图3

(a)计算出采用渗流控制方案一时的堤身内坡、吹填土层、堤内覆盖层的渗透坡降分别为0.102、

0.079、0.092,均小于各自的允许渗透坡降 (表1)。图3 (b)表明悬挂式防渗墙的作用不大,采用

悬挂式防渗墙时的渗流场分布图 (实线)与无渗流控制措施时的渗流场分布图 (虚线)没有实质性差

别。由图3 (b)计算出采用悬挂式防渗墙时堤基粉细砂层的渗透坡降为0.125,超过了它的允许渗透

坡降0.10~0.12。

表1 土层物理参数及渗透稳定性验算

渗流控制方案 案堤外铺盖+堤内压盖 悬挂式防渗墙

土层、部位 堤身内坡 吹填土层 堤内覆盖层 堤身内坡 堤基粉细砂

计算渗透坡降 0.102 0.079 0.092 0.134 0.125

允许渗透坡降 0.20~0.25 0.10~0.12 0.20~0.25 0.20~0.25 0.10~0.12

根据以上计算分析结果,推荐采用方案一进行堤基渗流控制。

图2 簰洲湾堤防溃口复堤标准设计断面 (高程单位:m;长度单位: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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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渗控方案的渗流场分布对比 (高程单位:m)

4 结语

长江簰洲湾堤防地基属于二元结构地基,即强透水层 (粉细砂层)之上覆盖着弱透水层 (壤土

层),1998年遭遇特大洪水,经过长期高水位浸泡,堤身和堤基已充分饱和,堤基覆盖层渗透性弱,
渗流阻力大,承受着40%的堤防水头,但堤基覆盖层的厚度较小,仅有3.3m左右,堤防溃口时堤基

覆盖层的渗透坡降接近流土临界渗透坡降,大大超过了该土层的允许渗透坡降。因而堤基覆盖层被渗

流顶穿,粉细砂层随之发生管涌,最终导致堤防溃口。
渗流控制是簰洲湾堤防堵口复堤工程的关键。由于堤基强透水层厚度大,建封闭式防渗墙不仅造

价高,而且现有施工技术难以保证工程质量,建悬挂式防渗墙的效果不明显,因此该工程不宜采用垂

直防渗措施。堤基渗流控制推荐采用方案为堤外建水平铺盖和堤内盖重压渗,该渗流控制方案技术简

单可靠,工程造价低。簰洲湾堤防堵口复堤工程于1999年春竣工,成功经受了当年及2002年较大洪

水的考验,实践证明,簰洲湾堤防堵口复堤工程设计方案是正确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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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ConstructiononGrouting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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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damofWangjanglingreservoirismassive buttressinasonrystructure duetopoorquality 
largeporosity shedmortarandlooseblock stones theproblemofWateleakagewasverysevere.This
problemwaseffectivelysolvedbyconstructingconcretewatertightslabontheupstreamfaceofthedam 
shotcreteonthesurfaceofga11eryandgroutingwithinthedam whiehprovidesusefulexperienceabout
groutingdesignandconstructionforsimilarprojects.
Keywords Wangjianglingdam masonrystructure grouting

1 ProjectOverview
1.1 GenerallntroductionoftheProject

WangjianglingReservoirlocatesifTongshanCounty ofHubeiProvince.ThedamisontheXiaPu
River mainupstreamriverofFushuiRiver whichisafirst ordertributaryontherightbankofthe
YangtzeRiver thedamsiteis10kmfromtheTongshanCounty itsriverbasinareais386km2 itsto-
ta1capacityof18.7millionm3 thisprojecthascomprehensive.functionslikefloodcontrol aquicul-
tureandwiththemainfunctionofirrigationandpowergeneration.Thereservoirprojectconsistsof
maindam overflowdamandnon overflowdam  auxiliarydam irrigationdiversionpipes power
generationconduitpipesandflushingsandpipesforemptyingthereservoiretc.Thenormalwaterlevel
ofthereservoiris83.40m thedesignf1oodleve1of P=2% 85.10m andthecheckfloodleve1of
 P=0.2% 86.88m.

Themaindam consistsofoverflow darnandnon overflow dam withtotallengthof
124.0m.Theoverflowdamismassive buttressmasonrygravitystructure withcrestlengthof88m 
damheightof15.9m crestelevationof79.40m theautomatichydrauliccontrolflapgatewith11
holesislaidatWeircrest the9atesizeis8m×4m thebottomwidthof25.58m.Thenonoverflow
damismasonrygravitystructurewithlengthof36m ofwhich theleftbankjsof17.5m therjght
bankof18.5m  heightof19 4m crestwidthof6rn thebottomwidthof13.46m andthecrestele-
vationisof85.40m Thefoundationrockissiluriansiltstoneofzhongtongfentougroup.

Theauxiliarydam locatedontheleftbankdownstreamofthemaindam isgravitymasonry
structure withthecrestelevationof86.50m thewidthofcrestis3.0m themaximumdamheightof
22mandthelengthofcrestof30m.

Theconduitpipesforpowergenerationlocatesinthecentralpartoftheauxiliarydamwithnum-
ber0+016.7.Thesepenstockhavecircularsectionswithreinforcedconcretelining theinnerdiameter
isof3.4m theielengthof45.0m theinletbottomeleyationof72.00m andthedesigndischargeof
24.8m3 s.Theirrigationdiversionpipes madebyprefabricatedreinforcedconcrete locatein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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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abutmentofthemaindam theinletbottomelevationis76.00m andthepipediameterof
800mm.Theflushingsandpipesforemptyingthereservoirarein situreinforcedconcretestructure
andlocateintheoverflowdamsectionofthemaindamwithnumber0+043.8 thepipesarerectangu-
larsection itsorificesizeiswidth×height=2.0m×1.5m theinletbottomelevationof64.50m the
outletbottomelevationof65.50m andthemaximumdesitndischatgeisof130.9m3 s.
1.2 TheMainDangerousProblemsintheProject

Duetoitspoorquality WangjianglingDamhasseriousproblelmswhicharedangerous.Firstly 
duetothepoorconstructionqualityofconcreteanti seepagestructureonthemaindam water stop
andmasonrystructure theleakageproblemisserious secondly theleakageofdam foundationand
abutmentofthemaindamandauxiliarydamisserious thirdly thehydro automaticflapgateisbro-
kenwithexposedreinforcingsteelbarandgreatdeformation itcannotoperatenormally.

Themasonrystructureoftheoverflowdamandnon overflowdamofthemaindamhaspoor
qualitylikeblockstoneweatheringandpoorconstructionqualityetc.Accordingtotheobservationin
thedamgalleryandthehollowspace theresultsare somestonesurfaceshavebeenstronglyweath-
eredandcracked thecementisnotenoughforjointsbetweenblockstones mortarhasbeenshedseri-
ously thecementcontentislowwithpoorcohesive thereislargespacebetweenblockstoneswith
looselinking andblockstoneshavebeenloosenedordislocatedetc.Duringthefloodseasonin2004
and2005 thedangerousleakagehappened likewaterfallandcolumnonthetwoends bothsidesand
topofthemaindamgallery ifnotpromptlydealtwith thedamwillcollapse.

Todealwithmaindangerousproblemsofthedam theemergencyreinforcementconstructionof-
themaindamwasdonefromDecember2005toJune2006 suchasnewconcretehasbeenconstructed
onconcretefaceslabupstreamofthemaindam andthedamgrouting puttingthesteelmesharound
thehollowspaceandgallery andshotcreteforprotectionhavebeenfinished.

2 DesignonReinforcement
2.1 ReinforcementonUpstreamFaceoftheMainDam

ToconstructnewC20seepagecontrolconcretefaceslabonupstreamfacewiththicknessof
0.70m.Theconcreteslabthicknessis0.60mabovethenon overflowdamelevation73mandthe
spillwayelevation68m.Topreventcrackingoftheconcretefaceslab usedouble layerandtwo way
reinforcedbar withverticaldirectionofΦ16@200andhorizontaldirectionofΦ12@200.Inorderto
maketheconcretefaceslabjoinfirmlywithmasonrystructure firstlyremove5~10cmconcretefrom
concretesurface andthenputinanchorbarswithspacing1.0m×1.0manddiameterof18mm ar-
rangedinplumblossomshape.Tofacilitatethedamfoundationcurtaingroutinginthenextstage the
2.0mwidth.frontplinthhasbeenconstructed.Deformationjointshavebeenseta1ongthedamaxis
withspacingof12m sameastheoriginal position  thejointswidthof20mm acopperandrubber
water stophavebeensetinjoints andasphaltsandslabhasbeenappliedasjointfiller.Anchorbars
havebeenappliedtoconnecttoeslabanddamfoundationrock thediameterofanchorbarsisΦ25 the
1engthof5.0m thespacingof1.5m tworowsarrangement andalongthedamaxisdirection.
2.2 DesignonReinforcementoftheMainDam

Reinforcementschemes 
 1 Removetheweatheredandcrackedstonesinhollowspaceandgalleryoftheoverflowdam 

applythestandardblockstonesconstructedbyM10masonrycementmortar.
 2 Putthesteelmeshandconstruct10cmthickC20concreteonsurfaceofhollowspaceand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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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dambody.ononehand itcanprotectthedam ontheotherhand itcanprovidesealedinterfaceto
preventleakageandcanimprovegroutingpressuieandeffect.ThesteelmeshappliesΦ6@500×500rein-
forcedbar+Φ3@50×50steelwiremesh artangedintwo way andΦ16anchorbarshavebeenusedon
originalmasonrystructurewithspacingof1.0mandarrangedinplumblossomshape.

 3 Conductgroutinginmasonrydambody.Firstlyputinpre embeddedgroutingpipesoruse
pneumaticdrilltomakeholes thencastthecementslurryorcementmortar thegroutingpressureof
0.1~0.2MPa.

 4 Constructconcreteforprotectiononplacearoundthehollowspacebe1owthega11erybottom
elevation66.0minhollowspace withconcrete.thicknessof0.35mandconcretestfengthofC20.

AsseeninFigure1andFigure2.

Figure1 Cross sectionofoverflowdamgroulting elevationunit m dimensionunit cm 

Figure2 Cross seetlonofhollowspaceandgallery elevationunit m dimensionunit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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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routingConstructioninDam
3.1 ConstructionProcedures

Firstly constructconcretewatertightfaceslabonupstreamface thenputthereinforcedbarnet-
andshotcretearoundsurfaceofthehollowspaceandgallery atlastconductgroutingconstructionin
thedambody.

Groutingconstructionintheoverflow dam bodyhasbeendoneinthegalleryandhollow
space.Firstly constructanchorbars usepneumaticdrilltomakeholeswithholediameterof38mm 
usejumboltetoconductcementanchoragewiththejumbolterlengthof0.8~1.5m andatotalof
2252anchorbarshavebeenused.ThenputΦ6steelmeshframeworkandΦ3steelwiremesh and
construct10cmC20thickconcreteforprotection withtotalconcreteof276m3.Atlast placeC20con-
cretearoundbottomofthehollowspacetoformawaterstopsurface.

Conductgroutingconstructioninthedambodywhentheshotcretestrengthmeets70%ofthede-
signstrength.Eachdamsectionhasbeendividedintotwogroutingzones galleyandhollow foreach
groutingzone applythemethodoffirstlybothsidesdown rowholes thenbothsidesup row
holes forholesinthesamerow ithasbeendividedtosequenceⅠandⅡforgrouting.
3.2 Hole drillingMethods

Thehandpneumaticdrillhasbeenusedtodrillholeswithholediameterof38mmdepthof1~
2m.Whenthedrillingdepthreachedthedesignstandard pressurizedwiterwasappliedtowashthe
drilling holes.
3.3 GroutingParameters

Groutingpressurewas0.1~0.2MPa.
Forcementmaterial thePurecementslurryhasbeenappliedcontainingJiugong P.O.32.5ce-

mentproducedincementplantofTongshancounty.
Wate cementratio tworatiogradesof0.61and0.51wasadopted.The0.51slurryhas-

beenadoptedforⅠsequenceholes forⅡsequenceholes firstlyused0.61slurry whentheinjec
tionamountreaches400L used0.5∶1slurry.

Thecompletionstandard undertherequiredpressure whentheabsorbingrate.ofslurryis0 
thatmeanstostopabsorbingslurry continuegroutjngfor5min.

Forhole sealing themechanicalmud jackmethodhasbeenappliedtosealholes.
3.4 MajorConstructionMachinery

AppliedthreeYT handpneumaticdrills oneBW 160triplexpillargroutingpump 2mixing
tanks andone6m3 minaircompressor.

4 GroutingResultsandQualityInspect1on
4.1 AnalysisofGroutingResults

Fordamgrouting ithasbeendividedinto14zones thetotalsurfaceareaofgalleryandhollow
Spaceis3211m2 masonrystomevolumeof11.427m3.Thefinishedgroutingholesare866 thedimen-
sionofdrillingholesandgroutingholesis1792mand1595mrespectively.Theconstructedcementis
1194t ineachzone thecementamountperunitareais167~667kg m2 withaverageof372kg m2.For
thelsthollowspaceontheleftbank themaximumcementamountis12500kgforasinglehole mainly
becauseofthehugeporosityofdambodyandunsealedgroutingzones theslurryflowstothenearby
zones.Formasonrystructureofthedambody thecementamountperunitvolumeis104kg m3.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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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datafullyshowsthattheconstructionqualityoforiginalmasonrydambodyispoorandthepo-
rosityishuge itisverynecessarytoconductgroutingconstructioninthedambody.
4.2 QualityInspectionofGrouting

Therehavebeennorelevantdesignandconstructionnormsaboutgrouting.Thequalityinspection
ofgroutinginthisprojectreferstoqualityrequirementsoftunnelgroutinginTechnicalSpecifications
forHydraulicCementGrouting  SL62—94 andTechnicalSpecificationsforConstructionofSmall
HydropowerStations  SL172—96  whichmainlyadoptsdrillingcheckholesforsingle holegrou-
tingtest.

Layoutofcheckholes thenumberofcheckholesis5%ofgroutingholes atotalof45.Ineach
groutingzone thecheckholesatdifferentelevationshavebeenlaidaccordingto5%ofthenumberof
groutingholesinthiszone.

Standard constructcementslurrywithwater cementratio21intothecheckholes under
pressureof0.2MPa inthefirst10minutes thefillingamount<5Lisrequired.

Treamentfordisqualification groutingholeswerelaidaroundthecheckholesforsupplementary
grouting.

Groutingtestresults conductgroutingtestofcheckholesaftergroutingineachzone the
pressedslurryamountis1.3~7.2Lforeachgroutingholeinthefirst10minutes.Thepressedslurry
amountforfourcheckholes12 18 32 39ismorethan5L andtheunqualifiedrateisof6%.The
pressedslurryamountforothercheckholesis.1.3~4.9L whichmeetsthedesignrequirementswith
qualifiedrateof94%.

Supplementarygroutjngandrecheckresults atota1of83groutingholesforsupplementarygrou-
tinghavebeenlaidaroundthecheckholeswithpressedslurryamountover5L andinjectcement
31t.Aftersupplementarygrouting 12checkholeshavebeenlaidforgroutingtest therequirements
isthatthepressedslurryamountofeachcheckholeshouldbelessthan5L.
4.3 AnalysisofDisqualificationCauses

Thezoneswithlargepressedslurryamountforcheckholeslocatesonupperpartofthehollow
space.Inordertopreventdamageofshotcreteandoverflowsurfaceconcreteandemittingslurry 
whenconductgrouting thepressurecontrolis0.1MPawhichisrelatively1ow sothegroutingresult
isineffective.Whenconductthesupplementarygrouting inlightofgroutingpressureandeffectsof
otherzones thegroutingpressureisincreasedproperlyupto0.20~0.25MPa thebettereffectshave
beenachievedwithoutupmovementofshotcreteandoverf1owsurfaceconcrete andwithoutslurrye-
mitting.

5 Conclusion
Afterimplementationofemergencymeasures thesevereproblemofwaterleakageinthedamhas
beensolved.Thehollowspaceandgallerysurfaceisdrywithoutleakage andtheintegrityofdam

structureandthedensityofmasonrystructurehavebeengreatlyimproved.Thepracticeofgrouting
forthisprojectshowsthat 

 1 Forthemasonrystructure underbettercircumstancesofsurfacesealing thegroutingpres-
surecanbeincreasedsoastoimprovetheeffectofgrouting.

 2 Forthesimilarmasonryprojects themethodofgroutingcanbeappliedforreinforcementin
ordertoimprovetheintegrityofdamstructureandthedensityofmasonrystructure anditcanachieve
verygood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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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hequalityinspectionofgroutingcanbeconductedwithmethodofdrillinggrouting ifunder
permittedconditions themethodofdrillingcoretestcanbealso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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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RTK技术改变了传统测量作业模式,以其高效率、高精度、高可靠性和

低成本的特点在各类工程中得到广泛应用。介绍了网络RTK技术的工作原理,并论述

了其在水利勘测中的应用,以及与传统测量技术相比的优势。
关键词:CORS;网络RTK;水利勘测;似大地水准面精化

1 网络RTK的工作原理

连续运行参考站系统 (CORS)是集成GNSS导航定位、无线通信、计算机、测绘等多种技术,提供

移动定位、动态连续的空间框架等空间位置信息服务的系统。CORS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对

海量数据进行优化,以公共通信网络为传输手段,实时地向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用户自动提供经过检验

的不同类型的GPS观测值 (载波相位、伪距),各种改正数、状况信息,以及其他相关GPS服务项目[1]。
常规RTK技术需在测区内或附近控制点上架设基准站,并已知站点坐标,对流动站的误差改正

信息也未包含对流层、电离层等误差改正,CORS有效克服了上述缺陷,不仅提高了基础测绘的精

度,而且经济实用。网络RTK差分信息的生成方式包括虚拟参考站法 (VRS)、区域改正数法和主

辅站技术 (MAC),其中VRS的建站技术更加成熟[1]。

VRS是现有CORS系统中广泛采用的一种网络RTK技术。其工作原理为:流动站作业时先通过

GPRS、CDMA或 WCDMA (3G)等无线通信网络向数据中心发出服务请求,并将流动站的概略位

图1 VRS工作模式示意图

置回传给数据中心,数据中心利用与流动位置最近的

3个基准站的观测数据和误差模型,生成一个应用于

流动站概略位置的 VRS;再将这个 VRS的改正数信

息发送给流动站 ;最后流动站结合自身的观测数据实

时解算得到其所在位置的精确坐标,见图1。
与传统RTK测量作业方式相比,网络RTK的主

要优势为:①覆盖面积更广、作业距离更长,一般服

务半径可达40km;②可全天候、全天时进行观测,
即不受天气和时间的影响;③更有效地消除或削弱了

各种系统误差的影响,可获得更高精度和可靠性的定

位结果;④无需架设参考站,真正实现单机作业,减少了架设基站的费用;⑤使用固定可靠的数据链

通信方式,减少了噪声干扰;⑥随距离的增加,定位精度衰减较小,而常规RTK在流动站、基准站

间距大于5km后定位精度就会大幅衰减。

2 项目概况与内容

本文以湖北省某河道生态综合治理工程为例,测区地势属于山地,交通不便,通视条件不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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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任务重。项目采用基于HBCORS的网络RTK技术进行控制点测量、地形测量以及纵横断面测量

等勘测工作。
项目主要测量内容包括:①11000带状地形图,含水下地形,长度约为13.1km,沿河两岸各

150m;②1500带状地形图,含水下地形,长度约为2.5km,沿河两岸各200m;③沿河的纵横断

面图,总长为15.6km,纵断面比例尺横向采用11000,竖向采用1100,横断面比例尺横向采用

1500,竖向采用1100,其间隔根据河段分别为50m、100m和200m。
项目的坐标基准为:平面系统采用1954北京坐标系,高程系统采用1956年黄海高程系;作业依

据为 《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07)[2]和 《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规范》(CJJT73—2010)[3]。

2.1 控制点测量

根据后续使用常规测量方式进行工作的需要,在测区沿线埋设一定数量的等级控制点。一般情况

下,带状地形图测量应在沿线每5km布设一对四等平面控制点,然后在四等控制基础下加密一级控

制点。《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07)规定 :平面控制点按精度高低可分为二等、三等、四等、
一级和二级[2]。根据工程实际需要,为降低工程成本和提高作业效率,项目不布设四等控制点,而直

接沿线布设一级平面控制点,并采用基于 HBCORS系统的网络RTK控制点模式进行测定。高程采

用湖北省似大地水准面精化模型进行高程异常改正,成果高程中误差大于10cm,精度可达五等水准。
项目中带状地形图的总长度为15.6km,沿河道两岸共布设了5对 (相邻点边长约为500m)一级

控制点,各对控制点相互保持通视。为检验基于 HBCORS系统的网络RTK控制点模式的精度,同

时采用基于HBCORS的GNSS静态定位平面成果 (按四等观测要求)和四等水准高程成果,与网络

RTK控制点成果进行比较。

表1 两种方式的成果较差表 单位:m

点号 平面较差ΔS 高程较差Δh 点号 平面较差ΔS 高程较差Δh

1 0.0212 -0.0074

2 0.0060 -0.0401

3 0.0169 0.0134

4 0.0212 0.0007

5 0.0164 -0.0062

6 0.0046 -0.0132

7 0.0252 0.0141

8 0.0189 0.0648

9 0.0251 -0.0436

10 0.0025 0.0059

中误差 0.0158 0.0294

采用两种方式求解的成果较差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两种方式求解的成果平面较差最大值为

0.0252m,平面中误差为0.0158m;高程较差最大值为0.0648m,高程中误差为0.0294m,完全满足

一级控制点的精度要求[3]。
另外采用全站仪对各对控制点的距离进行检测,边长较差均<±2cm,相对中误差均小于

1/14000。根据测量实践表明:网络RTK控制点可达到一级控制点的精度要求[4]。

2.2 带状地形图测量

地形图测量采用全野外数字化测图方法。以基于HBCORS系统的网络RTK模式进行数据采集,
部分地区以全站仪野外测图为补充。对于全野外数字化测图,网络RTK模式极大地降低了作业的劳

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与传统单纯的全站仪测图模式相比,网络RTK模式具有以下优势:
(1)野外作业仅需一台GNSS接收机和一台电子手簿,减少了设备和人员的配置。
(2)真正实现了野外采编一体化作业模式,能实时显示碎部点位置,降低了成图的出错率。
(3)所有采集数据的精度分布是均匀的。
(4)对于建筑物密集或卫星遮挡严重的地区,先利用网络RTK快速测定图根点,再采用常规

RTK或全站仪进行碎部点的数据采集。利用网络RTK设立图根控制点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图根点

的点位误差也不会因需布设传统图根导线而产生误差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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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下地形水深测量工作中,对于较浅水域,一般借助船只配合测深杆完成即可;对于较深或水

流湍急水域,一般借助船只配合测深仪来完成,其平面位置测量均采用网络RTK模式。
按照 《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07)对1500地形图的要求 :一般地图上地物点的点位

中误差应≤±0.8mm,实际点位中误差应≤±0.4m;当等高距为0.5m时,等高线内插点的高程中

误差应≤0.25m。而采用基于HBCORS系统的网络RTK模式测量时,其标称点位中误差可达≤±5cm,
高程中误差可达≤±10cm,满足地形图的精度要求[5]。

2.3 纵横断面测量

将网络RTK技术应用于纵横断面测量,其最大优势为可事先在电子手簿上规划好各纵横断面的

剖面线,然后在野外作业时直接沿剖面线测设碎部点,可避免点位采集时跑偏或遗漏。
纵横断面测量的主要精度要求在于对高程的精度要求,在 《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07)中

没有对河道测量进行规定,以 《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 (SL197—2003)为参考,其高程中误差应

≤0.1m,基于HBCORS系统的网络RTK模式测量高程是经过湖北省似大地水准面精化模型改正后

的高程,经实践测试验证高程精度可达±0.0378m[6],远远高于纵横断面测量的高程精度要求。

3 结语

随着我国北斗地基增强系统的建设,国内各区域的CORS系统将面临升级改造。经实践测试,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满足全天候95%覆盖的毫米级事后静态定位和厘米级RTK定位精度要求,GPS+
BDS组合较单 GPS、BDS在静态或动态 RTK 定位具有更高精度和可靠性,时间可用性可达到

98.8%[7]。国内各区域CORS的互联将提供一个统一的基准,有效解决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之间的

坐标系统差异问题[8]。网络RTK技术与似大地水准面精化技术的结合,确保了平面和高程精度可满

足一般工程测量的精度要求,减轻了测绘工作的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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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流墩布置形式对泵站前池流态影响分析

刘 承1,陈 奇2,蒋 劲1,刘亚萌1

(1.武汉大学动力与机械学院水力机械过渡过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2;
2.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2)

摘 要:以湖北省咸宁市嘉鱼余码头第二泵站为研究对象,采用RNGk ε湍流模型和

VOF多相流模型数值模拟方法,对无导流墩、布置直线导流墩和布置曲线导流墩3种情

况下的泵站前池的流场做了仿真计算及对应的缩比水工模型试验。数值结果表明,3种导

流墩布置形式中,曲线导流墩对来流的导向效果较好,可以明显消除位于引水渠外侧的

循环回流,同时对来流的阻碍作用较小,有利于改善泵站的取水条件。水工模型试验的

结果与数值仿真结果相似度较高,验证了数值模拟结果和结论的可靠性。
关键词:关键词:导流墩;数值模拟;水工试验;泵站前池

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1279145)资助。

泵站前池连接着引渠和水泵进水口,它的结构设计对于为水泵提供理想进水条件起到十分重要的

作用,如果设计不合理会使得泵站进口处产生大尺度的涡流、回流和斜流,造成较大的水力损失,进

而使水泵发生空化,引起机组振动,降低泵站效率。但是由于地形、施工等因素的限制,泵站前池的

结构设计无法做到最优化,或者在最优的结构设计下,泵站进水口的水流流态依然不理想时,可以考

虑在泵站前池合理设置导流墩以改善泵站进口处的流态。
本文以湖北省咸宁市嘉鱼余码头第二泵站为研究对象,采用CFD数值方法和模型试验相结合的

手段,分析导流墩对大型泵站进水流场的影响,观察流态变化,为泵站前池设置导流墩以达到改善流

态效果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

余码头第二泵站工程总投资1.238亿元,总装机3×2700kW,设计排水流量为64m3/s,主要由引水

图1 泵站前池模型示意图

池、泵房、灌溉渠、出水渠等组成,新泵站对原引水渠进

行扩挖,新、老站共用新引水渠。泵站的河道、引水渠及

前池的设计水位根据实际要求设为22.53m;引水渠进口的

总流量为128m3/s,新老泵站全部运行时,两泵站入水口的

流量相等,即新老泵站进水口的流量分别为64m3/s。水流

由河道进入引水渠,进入新老泵站的进水前池。其中,老

泵站前池总长30m,前池前端长20m,宽度渐缩,顶部高程

17m,坡度136.4;前池后端长10m,宽43.35m,高程

16.45m。新泵站前池总长18.5m,右侧为导流墩,入口宽

度33.22m;前端长10.5m,坡度1∶5,顶部高程17m;后

端长8m,入口处宽度21.4m,高程14.9m。引水渠底部与

河道底部高程均为17m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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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学计算模型

2.1 湍流模型

数值仿真采用RNGk ε模型。RNGk ε模型来源与严格的统计技术,通过在大尺度运动和修

正后的黏度项体现小尺度的影响,而使这些小尺度运动系统地从控制方程中去除。

RNGk ε模型可以更好地处理高应变率及流线弯曲程度较大的流动,包括快速应变、中等涡、
局部转捩的复杂剪切流动情况 (如边界层分离、块状分离、涡的后台阶分离等)。这些特点使得RNG
k ε模型在本次泵站导流墩流场模拟中有更高的可信度和精度。

2.2 VOF多相流模型

泵站自由液面模拟采用VOF多相流模型,VOF的基本原理是由定义的一个f值来表示自由面上流体

的体积变化,f的值为网格单元上流体体积通量的变化、网格本身体积二者之比。其方程表达式如下:

f(x,y,t)=
1 (x,y)∈Ω1

0 (x,y)∈Ω2{ (1)

式中:f的值是随流场变化的,在有流体域的网格内取值为1,在无流体点上取值为0。
在不考虑剧烈相变的前提下对于不可压缩流体,结果连续性介质的特点,f的值是不随质点的运

动而改变的,因此其倒数满足:
∂f
∂t+u

∂f
∂x+v

∂f
∂y=0

(2)

对f进行积分可得:

F(i,j)= 1
Δsi,j∬Δsi,jf

(x,y,t)dxdy (3)

则VOF模型的方程表达式如下式所示,它主要表征了在计算流体网格中流体所占网格单元的体

积比例。

∂F
∂t+u

∂F
∂x+v

∂F
∂y=0

(4)

图2 计算域及网格划分

2.3 边界条件及网格划分

对计算域进行网格划分,网格扭曲率Skew
小于0.4,网格质量良好,符合工程仿真要求,
网格总量550万个 (图2)。采用VOF非定常法

设置各个边界条件,进口采用速度边界,根据设

计流 量128m3/s的 要 求,求 得 入 口 的 速 度 为

0.408m/s,新站的设计流量为64m3/s,各个泵

的出口速度为2.228m/s,老泵站的设计流量为

64m3/s,各个泵的出口速度为0.832m/s,交界

面采用Interface进行对接;上表面设置为大气

压,即101324Pa,VOF中空气值为1,水的值

为0;其他面均为壁面,设置为wall,初始水面

高度为5.53m。

3 仿真结果及分析

3.1 无导流墩数值模拟

图3 (a)和图3 (b)分别为在无导流墩布置下泵站进水流道10%水位 (即池底距水面距离的

1/10处,下同)和50%水位处的速度分布云图,图4 (a)和图4 (b)分别为泵站前池10%水位和

50%水位处的流线分图。可以看出:从流道扭面区域开始出现小规模循环涡流,并逐渐向后发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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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水渠外侧形成巨大规模的循环回流,在泵站进水口前的流态十分紊乱,水流方向产生较大偏斜,不

利于泵站取水。因此,考虑在流道中设置导流墩。

3.2 布置导流墩数值模拟

本文选取直线导流墩和曲线导流墩两种类型进行数值模拟计算如图5所示。

图3 速度分布云图 (单位:m/s)

图4 流线图 (单位:Pa·s)

图5 导流墩方案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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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中左侧弯道处流速较高,根据水流的流动状态,本方案在此处设置了直线导流墩,对应与之

平行的右前方同样设置了一处,直线导流墩长21m,厚0.9m,2个导流墩的摆放位置如图5 (a)
所示。

曲线导流墩方案将直线导流墩改为2个曲线形导流墩,摆放位置不变,在主来流区域,提前进行

导流分流,其中内侧壁面曲率半径为100m,外侧壁面曲率半径为101m,导流墩长度和摆放位置与直

线形导流墩方案相同,如图5 (b)所示。
图6 (a)和图6 (b)分别为布置直线导流墩和曲线导流墩10%水位处流速分布云图,图7 (a)

和图7 (b)分别为布置直线导流墩和曲线导流墩50%水位处流速分布云图,图8 (a)和图8 (b)分

别为布置直线导流墩和曲线导流墩10%水位处流线图,图9 (a)和图9 (b)分别为布置直线导流墩

和曲线导流墩50%水位处流线图。可以看出:直线导流墩对来流的转向效果较差,流场全局流速分

布不均匀,流速突变明显;在曲线导流墩条件下,流速分布更为均匀,变化平稳,无流速突变。此

外,直线导流墩后方低速区延伸距离较长,对来流的阻碍作用较为明显,而相对于直线导流墩,曲线

倒流墩条件下的流场外侧流速值较大,水流流向河道外侧的趋势增强,可提高新站取水条件。因此,
在曲线导流墩条件下,河道内外两侧流速值差距减小,截面速度变化梯度降低,可以使来流更均匀的

流入引水渠。

4 水工模型试验

4.1 模型试验设计

进行模拟实验时为更加真实有效的反映出流体的运动特征,需要在模型与实物之间建立适当的相

似关系,这种相似被称为力学相似,一般在实物与模型相对应点的几何外形、运动状态、受力情况都

能够保持一定的相似。

Xr=XpXm
(5)

式中:X为某一物理量 (如图特征长度,加速度等);p、m分别为原型和模型;r为比例尺。
本次泵站水工模型试验的研究采用的是弗劳德模型。

Fr= up
gpLp

= um
gmLm

(6)

图6 10%水位处速度分布云图 (单位:m/s)

Frp=Frm (7)
速度比例尺在该弗劳德模型中,不是作为主要的比例尺,而是重力作为主要的因素,故弗劳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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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50%水位处速度分布云图 (单位:m/s)

图8 10%水位处流线图 (单位:Pa·s)

图9 50%水位处流线图 (单位: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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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也成为 “重力相似弗劳德模型”,主要适用于水工结构、明渠水流、波浪阻力和闸孔出流等现象的

模型试验中 (图10)。最终采用模型与实际线性比例尺为130,比例尺计算值如表1所示。

表1 水工试验模型比例尺计算表

相似比尺 计算式 计算值 相似比尺 计算式 计算值

长度比尺 Lr 30

流速比尺 Tr=L1/2r 5.477

流量比尺 Qr=L5/2r 4929.503

时间比尺 Tr=L1/2r 5.477

模型试验的主要观测数据有:
(1)水位测针布置上游水位测点 M1,用于记录进水渠进口水位;布置前池水位测点 M2,

用于实验过程中的水位控制;为了观测各机组进口前横断面的水位差,又分别在新站1号、3
号机组、老站2号、8号机组前布置4个水位观测点 M3、M4、M5、M6。各水位测点如图

11所示。
(2)使用高精度流速仪测量水工模型水流流速大小,截取了A—A、B—B、C—C、D—D共4条

直线,每条直线采集5个点的流速数据,采集10%和50%水位高度2种。每组水位高度条件下的流

速数据采集点位置如图11所示。

图10 水工模型试验现场图 图11 流速采集测点位置示意图

(3)薄壁堰板测量泵站上、下游流量大小:泵站取水口采用三角堰进行流量测量,新、老泵站矩

形堰进行测量。
(4)在模型试验过程中,试验工作主要围绕水工模型的流态描述来进行,即在不同的导流墩布置

形式,不同工况条件下,对泵站进口、新老泵站的流量,以及流速大小、分布以及流态进行观察和描

述,并拍照进行记录。

4.2 试验结果及分析

在无导流墩、布置支线导流墩和布置曲线导流墩三种情况下,分别对每个断面10%水位和

50%水位处各个测点的流速进行测量,并将试验值、数值模拟计算的流速值经过比例尺换算后,
以及两者的误差值列入表2~表4 (每个测点上面一行数据为10%水位处的数据,下面一行为

50%水位处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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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无导流墩时各断面各测点流速试验值、计算值及误差

测点

A-A

试验

/(m·s-1)
计算

/(m·s-1)
误差

/%

B-B

试验

/(m·s-1)
计算

/(m·s-1)
误差

/%

C-C

试验

/(m·s-1)
计算

/(m·s-1)
误差

/%

D-D

试验

/(m·s-1)
计算

/(m·s-1)
误差

/%

1
0.367 0.345 5.99 0.349 0.344 1.43 0.063 0.072 14.29 0.094 0.109 15.96

0.345 0.318 7.83 0.342 0.334 2.34 0.056 0.051 8.93 0.071 0.065 8.45

2
0.367 0.360 1.91 0.362 0.371 2.49 0.230 0.241 4.78 0.290 0.226 22.07

0.361 0.338 6.37 0.334 0.35 4.79 0.163 0.174 6.75 0.208 0.182 12.50

3
0.334 0.233 30.24 0.318 0.212 33.33 0.323 0.277 14.24 0.334 0.296 11.38

0.312 0.238 23.72 0.285 0.204 28.42 0.236 0.211 10.59 0.252 0.242 3.97

4
0.318 0.318 0 0.312 0.332 6.41 0.375 0.357 4.80 0.356 0.372 4.49

0.296 0.274 7.43 0.268 0.257 4.10 0.329 0.313 4.86 0.263 0.251 4.56

5
0.197 0.227 15.23 0.115 0.177 53.91 0.337 0.393 16.62 0.433 0.372 14.09

0.159 0.199 25.16 0.115 0.157 36.52 0.231 0.235 1.73 0.312 0.251 19.55

  表3 布置直线导流墩时各断面各测点流速试验值、计算值及误差

测点

A-A

试验

/(m·s-1)
计算

/(m·s-1)
误差

/%

B-B

试验

/(m·s-1)
计算

/(m·s-1)
误差

/%

C-C

试验

/(m·s-1)
计算

/(m·s-1)
误差

/%

D-D

试验

/(m·s-1)
计算

/(m·s-1)
误差

/%

1
0.372 0.381 2.42 0.364 0.345 5.22 0.104 0.138 32.69 0.118 0.103 12.71

0.361 0.344 4.71 0.361 0.336 6.93 0.086 0.113 31.40 0.116 0.099 14.66

2
0.400 0.397 0.75 0.383 0.386 0.78 0.184 0.145 21.20 0.253 0.260 2.77

0.375 0.359 4.27 0.358 0.356 0.56 0.155 0.106 31.61 0.206 0.233 13.11

3
0.309 0.208 32.69 0.297 0.166 44.11 0.389 0.418 7.46 0.323 0.386 19.50

0.257 0.182 29.18 0.268 0.157 41.42 0.301 0.325 7.97 0.236 0.281 19.07

4
0.293 0.302 3.07 0.274 0.306 11.68 0.353 0.366 3.68 0.400 0.409 2.25

0.246 0.259 5.28 0.245 0.252 2.86 0.318 0.279 12.26 0.290 0.307 5.86

5
0.192 0.184 4.17 0.082 0.066 19.51 0.331 0.392 18.43 0.471 0.424 9.98

0.148 0.168 13.51 0.071 0.036 49.30 0.202 0.202 0.00 0.323 0.348 7.74

  表4 布置曲线导流墩时各断面各测点流速试验值、计算值及误差

测点

A-A

试验

/(m·s-1)
计算

/(m·s-1)
误差

/%

B-B

试验

/(m·s-1)
计算

/(m·s-1)
误差

/%

C-C

试验

/(m·s-1)
计算

/(m·s-1)
误差

/%

D-D

试验

/(m·s-1)
计算

/(m·s-1)
误差

/%

1
0.411 0.409 0.49 0.416 0.39 6.25 0.126 0.143 13.49 0.174 0.142 18.39

0.381 0.367 3.67 0.384 0.354 7.81 0.092 0.075 18.48 0.141 0.121 14.18

2
0.433 0.421 2.77 0.394 0.411 4.31 0.268 0.266 0.75 0.241 0.251 4.15

0.400 0.378 5.50 0.377 0.369 2.12 0.186 0.174 6.45 0.186 0.187 0.54

3
0.318 0.225 29.25 0.351 0.201 42.74 0.334 0.301 9.88 0.318 0.317 0.31

0.307 0.224 27.04 0.274 0.184 32.85 0.236 0.221 6.36 0.241 0.226 6.22

4
0.296 0.304 2.70 0.304 0.324 6.58 0.329 0.357 8.51 0.411 0.434 5.60

0.257 0.266 3.50 0.263 0.257 2.28 0.279 0.286 2.51 0.296 0.293 1.01

5
0.197 0.204 3.55 0.093 0.108 16.13 0.304 0.406 33.55 0.395 0.366 7.34

0.159 0.193 21.38 0.080 0.119 48.75 0.190 0.267 40.53 0.288 0.259 10.07

在无导流墩时,A3、B3、B5测点处流速误差值偏大;在布置直线导流墩时,A3、B3、B5、C1、

C2测点处流速误差值偏大;在布置曲线导流墩时,A3、B3、B5、C5处流速误差值偏大。误差较为

明显的测点主要集中在老站前池两侧和引水渠内外两侧。对于测点A3、B3误差较明显的主要原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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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数值模拟中,老站内侧区域 (靠近新站)的水流受到隔流墩的阻碍作用,出现明显滞流现象,流

速相对较低,而在实验中并未出现明显的低速区域。对于测点A5、B5、C1和D1处误差较大的主要

原因在于:该区域流速较低,流速测量时的数据波动所占比重较高。对于测点C5、D5处误差较大的

主要原因在于:由于导流墩对来流的阻碍作用,使导流墩附近及后方小范围区域的流速波动较为

明显。
其余大部分测点的误差值在20%以内,因此通过水工模型试验结果可以证明本次数值模拟结果

的可靠性,从而保证结论的可靠性。

5 结语

通过对余码头第二泵站泵站前池数值模拟及水工模型试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布置导流墩后,河道两侧流速差距减小,流速变化梯度降低,使来流分配更为均匀。
(2)导流墩对来流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造成导流墩后方出现小面积低速区,可能会引起小范围

涡流和不稳定流动。
(3)直线导流墩对来流的导向效果较差,造成引水渠外侧出现大规模循环回流,流场全局的流态

不均匀;同时,外侧的直线导流墩对来流的阻碍作用较明显,导致导流墩后方大范围区域出现不稳定

流动。因此,直线导流墩不能很好地改善新站取水条件。
(4)曲线导流墩对来流的导向效果较好,可以明显消除位于引水渠外侧的循环回流,同时对来流

的阻碍作用较小,有利于改善新站的取水条件。

参考文献

[1] 刘超,成立,汤方平.水泵站前池三维流动计算和试验 [J].农业机械学报,2001,(6):41 44.
[2] 周济人,刘超,汤方平.大型泵站前池水流流态的模拟 [J].水利水电技术,1996,(9):41 43.
[3] 罗缙,詹维源,林颖.侧向进水泵站前池优化设计与减淤研究 [J].水泵技术,2004,(1):37 41.
[4] 宋静.城市污水泵站前池流态改善措施的研究 [J].江苏农机化,2005,(1):20 21.
[5] 夏桂梅.改善泵站前池流态的工程措施浅析 [J].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2015,(9):1.
[6] 徐辉,段志强,于永海. 泵站有压前池流态改善措施的研究 [J].排灌机械工程学报,2003,21 (4):

13 16.
[7] 冯旭松.泵站前池底坎整流及坎后流动分析 [J].江苏水利,1998,26 (1):31 33.
[8] 罗灿,钱均,刘超,等.非对称式闸站结合式泵站前池导流墩整流模拟及试验验证 [J].农业工程学报,

2015,31 (7):100 108.
[9] 田家山.大型污水泵站前池进水流态的研究 [J].给水排水,1995,(4):5 8.
[10] 刘新阳,高传昌,石礼文,等.泵站前池与进水池整流数值模拟 [J].排灌机械工程学报,2010,28 (3):

242 246.
[11] SNeti,OEEMohamed.Numericalsimulationofturbulenttwo phaseflows[J].InternationalJournalof

HeatandFluidFlow,1990,11 (3):204 213.
[12] 周龙才.泵站前池隔墩整流的数值分析 [J].长江科学院院报,2010,27 (2):31 33.
[13] ArakeriJH,ShankarPN.LudwigPrandtlandboundarylayersinfluidflow [J].Resonance,2000,5 (12):

48 63.
[14] 范淑琴,仲付维.抽水站整体模型试验研究 [J].水利学报,1987,(11):47 52.
[15] RajendranVP,PatelVC.Measurmentofvorticesinmodelpump intakebaybyPIV [J].JournalofHydrau-

licEngineering,2000,126 (5):322 334.

(本文发表于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18年第4期)



444  设 计 与 施 工

某渡槽后注浆灌注桩适应性试验研究

何丽娟1,2,张卫军1,2,朱 琦1,2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湖北正平水利水电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武汉 430070)

摘 要:通过对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某渡槽钻孔灌注桩进行低应变动力测试、高应

变动力测试、单桩竖向抗压静载测试和桩身应力测试等试验,分析后注浆对桩体应力

波速、完整性、承载能力、轴力、侧摩阻力和端阻力等的影响。研究表明,试验桩在

特定的施工方法和工程地质条件下,后注浆灌注桩对单桩竖向抗压承载能力有明显的

改善作用,承载能力提高约7.5% ,对桩体的侧摩阻力有明显的加强作用,端阻力无

明显变化,桩体完整性无明显影响。
关键词:后注浆灌注桩;工程适应性;试验研究;渡槽;鄂北地区

钻孔灌注桩因施工方便、承载力高、适应性强等特点,在工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3],但施工

中桩侧的泥皮、沉渣过厚和孔壁松弛等问题,对钻孔灌注桩的完整性和承载能力具有一定的影

响[46]。后注浆技术因注浆体的渗透固结、填充挤密及劈裂加筋等作用效应[78],一定程度上能克服

钻孔灌注桩的固有缺陷。但在不同地质条件和水文条件下,注浆效果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工程中经常

采用试验桩来验证后注浆技术的工程适应性。本文对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某渡槽的多根试验桩体

进行注浆前后的性能试验 (包括低应变、高应变、静载和桩身应力等),研究了特定地质条件下,后

注浆技术对桩体完整性和承载能力的影响,对为工程设计和施工等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1 工程概况

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第2标段渡槽槽身下部支撑结构为圆端形重力墩接混凝土灌注桩形式,
桩径1.5m,混凝土强度C25,桩长24.5~28.5m,设计持力层为第三系泥岩 (半成岩),试验桩数5
根,设计承载力极限值13600kN,采用桩端与桩侧后注浆。

根据勘察报告可知,该渡槽属于襄枣盆地东缘岗地地貌,地形略有起伏,局部地段为低洼地带,
自然坡度小于10°,区内农田密布。沿线出露及揭示的地层主要为上第三系、第四系中更新统地层,
其成因类型主要为坡积。地层简单,主要为黏土及半成岩状泥岩、砂质泥岩。主要地层及岩性特征

为:①上更新统阎庄组坡积层:岩性主要为黄褐色、褐黄色、红褐色黏土,含蓝灰色条带状或网纹状

高岭土条纹或条带,局部含黑褐色铁锰质氧化物及其结核,下部含钙质结核或团块,局部钙质物偏

高,具中等膨胀土;②上第三系:该地层岩性以蓝灰色泥岩、砂质泥岩,多呈半固结而半成岩状态,
局部固结较好。

2 试验及结果分析

为检验后注浆在该特定地质条件下的适应性,共设置5根试验桩 (编号分别为S1~S5),对注

浆前后桩体的完成性和承载能力等进行试验,分别进行低应变检测、高应变检测、单桩竖向抗压静载

荷试验、桩身应力测试等试验。

2.1 低应变试验

采用反射波法对基桩进行低应变动测,根据反射波的相位特征,推测桩身结构完整性情况。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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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低应变法共检测桩身完整性4次:第1次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前以及静载后 (高应变试验桩前)
均采用低应变法对5根试验桩进行检测。高压注浆后,第2次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验前及抗压静载试

验后,采用低应变法检测了4根试验桩。试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注浆前后低应变测试结果

桩号 试验状态
波速/(m·s-1)

注浆前 注浆后

S1
静载前 3722 3725

静载后 3745 3699

S2
静载前 3711 3704

静载后 3722 3747

S3
静载前 3723 3702

静载后 3729 —

S4
静载前 3716 —

静载后 3737 3733

S5
静载前 3722 —

静载后 3725 —

由表1可知,受检桩桩身完整性良好,所有受检桩试验后均为Ⅰ类完整桩,应力波的传播速度在

桩体注浆前后及抗压静载试验前后基本一致,说明在当前条件下,桩体的完整性和应力波的传播速度

不受桩体注浆和抗压静载试验的影响,原因可能是注浆和静载试验前桩体完整性较好,后注浆浆液基

本未渗透到桩体混凝土孔隙中,静载试验对桩体的压缩效应不明显。

2.2 高应变试验

在重锤的冲击作用下,获得桩体的瞬态高应变力、应变状态,在CASE法分析计算的基础上,
根据工程地质勘察资料及实测时程曲线,对试验桩进行曲线拟合计算 (CCWAPC),以获得试验桩的

侧阻及端阻分布情况,试验结果见表2和表3。

表2 CASE法检测结果

桩号
桩长

/m

设计承载力

特征值/kN

最大打击力

/kN

最大动位移

/mm

实测波速

/(km·s-1)
测试承载力

极限值/kN

S1 26.0 6800 17663 11.55 3750 14680

S2 24.5 6800 17577 6.93 3750 15992

S3 26.0 6800 19862 3.46 3750 16024

S4 27.0 6800 16918 7.07 3750 16669

S5 27.5 6800 16423 22.22 3750 15838

  表3 CCWAPC法检测结果

桩号
承载力特

征值/kN

测试承载力

/kN

侧摩阻力

/kN

临塑变形/mm

平均 桩尖

阻尼系数/(s·m-1)

平均 桩尖

S1 6800 14680 10423 2.491 2.673 2.261 3.723

S3 6800 16024 11057 1.000 4.481 1.283 0.754

S4 6800 16669 11057 1.002 5.397 0.308 0.818

由表2、表3可知,5根试验桩体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均大于设计承载力极限值13600kN,且

CASE法和CCWAPC法能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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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验

试验采用慢速维持荷载法,即逐级加载,每级荷载达到相对稳定后再加下一级荷载。对S1、

S2、S4试验桩进行了注浆前后的静载试验分析,通过注浆前后承载力比对,以验证后注浆对竖向

抗压承载能力的影响,试验结果见图1。
由图1可知,试验桩体注浆前极限承载力值分别为17680kN、19040kN、17680kN,注浆后极

限承载力值分别为19040kN、20400kN、19040kN,均满足极限承载力设计值13600kN的要求,
且极限承载能力有一定的提升,平均提高7.5%,说明当前条件下,后注浆对单桩竖向抗压承载能

力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同时,与高应变试验结果进行比对可知,动载试验与静载试验对比结果一

致性良好,说明高应变动测和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验结果可靠。

图1 试验桩注浆前后的荷载 位移曲线

2.4 桩身应力测试对

对S1、S2、S4试验桩进行灌浆前后桩身轴力、摩阻力的测试。根据钢筋计测得注浆前后各桩身

轴力和桩侧摩阻力在各级荷载作用下沿深度分布情况,结果分别如图2、图3所示,注浆前后各桩体

极限端阻力取值情况见表4。

表4 注浆前后各桩体极限端阻力取值

桩号
极限端阻力/kPa

注浆前 注浆后

占极限承载力比值/%

注浆前 注浆后

S1 3316 3256 33.0 30.2

S2 3267 3361 30.3 29.1

S4 3428 3417 34.2 31.7



某渡槽后注浆灌注桩适应性试验研究 447  

图2 试验桩注浆前后桩身轴力沿深度分布情况

  由图2可知,同一根桩在同级荷载条件下,桩身轴力随深度的增加基本呈减小趋势,注浆前后变

化趋势基本相同;在不同等级荷载条件下,随加载荷载的增加,桩身轴力呈增大趋势,注浆前后变化

趋势基本相同。注浆前后桩身轴力未见明显变化规律。
由图3可知,桩侧摩阻力在压浆后整体有变大的趋势,侧摩阻力有小幅提升,说明后注浆使该桩

体抵抗竖向荷载能力增强。
由表4可知,注浆前后,基桩端阻力未见明显增加,极限端阻力约占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的

30%左右,但端阻力在竖向极限承载力的比例有小幅降低,说明在该地质条件下,后注浆方式对端阻

力无明显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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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试验桩注浆前后摩阻力在各级荷载作用下沿深度分布情况

3 结论

(1)在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第2标段渡槽钻孔灌注桩当前施工方式和地质条件下,后注浆对

桩体完整性无明显影响,主要原因可能是注浆前桩体混凝土较为密实所致。
(2)后注浆对单桩竖向抗压承载能力有明显的改善作用,极限承载能力约提升7.5%,主要原因

是注浆后侧摩阻力有明显的提升。
(3)注浆前后桩体轴力及沿深度变化趋势未见明显影响,轴力未见明显变化规律,侧摩阻力有明

显的提高,端阻力未见明显的变化,说明后注浆方式对桩体的改善作用受施工条件和地质条件影响,
工程中应按实际条件选择合适的注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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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效剂在水工高性能混凝土中增效机理的
研究及其应用

雷 皓1,宋晓波2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湖北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武汉 430070)

摘 要: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高性能混凝土配合比优化研究中,重点对不同材料比

例和不同 XCL增效剂掺量配合比进行试验,通过对不同配比混凝土拌和物水化热、不

同龄期混凝土进行 XRD图谱和SEM 微观分析,确定了适宜的增效剂掺量,并验证了

混凝土的力学和耐久性能。
关键词: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高性能混凝土;增效剂

资助项目:2016年湖北省省直部门科研项目资助。

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输水线路含倒虹吸11座,长76.104km,采用3根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PCCP)并排同槽布置。PCCP是由钢板、预应力钢丝、混凝土和水泥砂浆4种基本原材料经过钢筒

成型、混凝土浇筑、预应力控制技术的施加和保护层喷射等制造工艺后形成的一种新型复合管材。

PCCP管壁厚度400mm,其中管芯混凝土厚度340mm,砂浆保护层净厚度25mm。管芯为高性能混

凝土,设计强度等级为C55,采用立式浇筑震动成型,混凝土总方量约110万m3。
本研究项目通过不同掺量XCL增效剂对高性能混凝土带来的增强效果及对混凝土不同水化热的

分析,确定适宜的增效剂掺量并通过生产性试验及混凝土力学和耐久性能的检验来验证优化配合比的

效果。

1 原材料

1.1 一般材料

本项目所用水泥为普通硅酸盐水泥;粉煤灰为Ⅰ级粉煤灰;减水剂为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推荐

掺量为1.3%;细骨料细度模数为2.65,处于级配2区,其他各项指标经检验满足 《建设用砂》
(GB/T14684—2011)Ⅰ类砂标准要求;粗骨料级配范围为5~25mm连续级配,其他各项指标经检

验满足 《建筑用卵石、碎石》(GB/T14685—2011)Ⅱ类碎石标准要求。

1.2 XCL增效剂

本项目选用XCL型增效剂,推荐掺量为0.6%~0.8%的胶凝材料用量,增效剂具有改善和易

性、提高混凝土匀质性、大幅度降低成本、较好的强度保证及绿色环保等优点。

2 基准配合比

根据掺用 XCL增效剂前的配合比试验结果和线性回归方程,选定满足设计要求的配合比参数及

每立方米混凝土各材料用量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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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基准混凝土配合比参数及每立方米原材料用量

坍落度

/mm

水胶比

/%

砂率

/%

粉煤灰

掺量/%

减水剂

掺量/%

混凝土原材料用量/(kg/m3)

水 水泥 粉煤灰 砂 碎石 减水剂

70~110 0.30 35 15 1.3 130 363 65 662 1230 5.550

3 配合比优化

XCL增效剂作为一种由高分子聚合物加功能性材料在常温下合成的一种新型外加剂,具有极强

的分散和渗透功能,能有效提高富余水泥颗粒的分散性,改善混凝土工作性能,且显著降低混凝土胶

凝材料用量,能有效解决本研究项目的关键问题。

3.1 确定增效剂掺量

(1)XCL增效剂掺量的分析。保证水胶比、砂率、减水剂用量不变,把基准配合比的水泥用量降

低9%,分析XCL增效剂不同掺量对混凝土强度的影响。从试验结果可见,随着XCL增效剂掺量的增

加,混凝土强度出现了先增加后基本平稳的趋势;当掺量达到0.6%时,混凝土强度与基准配合比混凝

土的抗压强度持平;当掺量为0.8%时,混凝土强度增长不明显,基本与掺量为0.6%的混凝土一致。综

合考虑增强效果及经济性两方面因素,确定C55管芯混凝土中XCL增效剂的最佳掺量为0.6%。
(2)XCL增效剂不同掺量对混凝土水化热的分析。试验采用掺量为0%、0.4%、0.6%、0.8%

XCL增效剂进行测试,分析XCL增效剂对混凝土胶凝浆体水化热特征和水化程度的影响规律,试验

结果见图1。

图1 XCL增效剂掺量对混凝土胶凝浆体水化放热速率和水化放热量的影响

从图1可见,随着增效剂掺量增加,3天水化放热量略有增大,温峰出现时间略有提前。当增效

剂掺量≤0.6%时,增效剂掺量的增加对水泥分散和水化程度促进作用明显,但分散增强组分掺量>
0.6%时,水泥和胶凝浆体水化程度随其掺量的增加而提高幅度较小,这可能是由于0.6%掺量已经

接近其对水泥颗粒分散能力的临界点,因此,增效剂的适宜掺量为胶凝材料的0.6%。

3.2 配合比优化设计

在基准配合比的基础上,通过掺入0.6%的增效剂,在降低水泥用量上设7%、9%、11%共3个

试验,考虑到增效剂的混凝土增强效果,在水胶比上设0.30、0.32、0.34共3个试验段,进行了9
组配合比试验。试验采用的配合比及试验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在降低相同胶凝材料用量的配合比时,为保证混凝土的工作性能满足设计要

求,减水剂的掺量有所变动,随着水胶比增大,混凝土抗压强度随之降低;相同水胶比时,降低胶凝

材料用量越多,混凝土的抗压强度越低。工作性能和力学性能均满足C55管芯混凝土要求的配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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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为Z1 1、Z1 2、Z2 1、Z2 2。综合经济效益考虑,最终选择降低胶凝材料用量较多、减水

剂掺量较少的配合比Z2 2与基准配合比J1 1进行全面的对比分析。

表2 混凝土配合比原材料用量

编号
降低胶材

用量
水胶比

原材料用量/(kg/m3)

水 水泥 粉煤灰 砂 碎石 减水剂 XCL

抗压强度

/MPa

J1 1 0% 0.30 130 363 64 662 1231 5.551 0 65.0

Z1 1

Z1 2

Z1 3

7%

0.30 119 337 60 677 1257 5.955 0.6% 67.3

0.32 127 337 60 674 1252 5.551 0.6% 66.9

0.34 135 337 60 671 1247 5.161 0.6% 64.3

Z2 1

Z2 2

Z2 3

9%

0.30 116 330 58 681 1265 5.820 0.6% 66.3

0.32 124 330 58 678 1260 5.551 0.6% 65.8

0.34 132 330 58 676 1255 5.054 0.6% 62.4

Z3 1

Z3 2

Z3 3

11%

0.30 114 323 57 685 1271 5.700 0.6% 62.7

0.32 122 323 57 682 1266 5.551 0.6% 61.1

0.34 129 323 57 679 1262 4.940 0.6% 58.7

 注 表中抗压强度为蒸养12小时标准养护至28天试验结果。

表3 推荐优化混凝土配合比参数及每立方米原材料用量

序号 水胶比
砂率

/%

粉煤灰

掺量/%

增效剂

掺量/%

混凝土原材料用量/(kg/m3)

水 水泥 粉煤灰 砂 碎石 减水剂 增效剂

1 0.32 35 15 0.6 124 330 58 678 1260 5.55 2.32

  表4 混凝土总碱量计算表

名称
混凝土原材料用量/(kg/m3)

水 水泥 粉煤灰 减水剂 增效剂

原材料碱含量/%

水泥 粉煤灰 减水剂 增效剂

总碱量

/(kg/m3)

基准 130 363 65 5.55 — 0.55 1.29 1.02 — 2.179

优化后 124 330 58 5.55 2.32 0.55 1.29 1.02 0.2 1.938

3.3 XCL增效剂对混凝土力学性能影响机理分析

(1)XCL增效剂对混凝土影响的XRD分析。XRD即X射线衍射,通过对材料进行X射线衍射,
分析其衍射图谱,以获得材料的成分、材料内部原子或分子的结构或形态等信息。选取配合比编号为

Z2 2与基准配合比为J1 1进行不同龄期XRD测试分析,编号J1 1未掺XCL增效剂的混凝土3
个龄期水化物有氢氧化钙、钙矾石等,同时还有未参加反应的C3S、C2S、SiO2 等矿物;编号Z2 2
掺入XCL增效剂后,混凝土的3个龄期水化物基本与未掺时相同,没有发现新物质的生成,说明

XCL增效剂并不改变混凝土水化物的种类。
(2)XCL增效剂对混凝土影响的SEM 分析。SEM 主要是利用二次电子信号成像来观察样品的

表面形态,可直接利用样品表面材料的物质性能进行微观成像。对基准配合比J1 1与掺增效剂配合

比Z2 2的混凝土3天、28天龄期SEM照片进行比较,发现28天时两组中Ca(OH)2 含量均较3天

时有较大增加,主要原因是随着龄期的增长,水泥的水化程度不断加深所致。掺XCL混凝土增效剂

比未掺的基准配合比水化更充分。由此证明了XCL增效剂可以让掺入的水泥充分水化发挥作用,大

大增加水泥水化势能,提高水泥颗粒的利用率。

3.4 XCL增效剂对混凝土耐久性能影响分析

按照 《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SL352—2006)中的试验方法,分别测试基准配合比J1 1与优

化配合比Z2 2配制混凝土的抗渗和抗冻性能,所测性能均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3.5 推荐优化配合比

(1)推荐优化配合比参数。根据配合比试验结果,满足设计要求且经济合理的配合比参数及每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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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混凝土各材料用量推荐见表3。从表3结果与表1基准配合比结果对比可见,采用0.6%的增效

剂掺量的配合比可比基准配合比降低9%水泥用量。
(2)混凝土碱含量。《混凝土碱含量限值标准》 (CECS53:93)第4章表4.1.2规定:潮湿环境

中重要工程结构混凝土最大碱含量不应大于3.0kg/m3。从混凝土总碱量计算 (表4)可见,优化后

推荐混凝土配合比总碱量为1.938kg/m3,比基准混凝土配合比总碱量降低0.241kg/m3,满足标准

要求。

4 经济性比较

经生产性试验测算,掺XCL增效剂后配合比的原料成本为271.2元/m3,每立方米混凝土比基

准配合比可以节约成本4.3元。按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PCCP总方量约110万m3 来推算,共可节约

原材料成本约473万元。可见,在满足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要求的前提下,使用掺XCL增效剂的混凝

土可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

5 结论

综上所述,研究结论有三:
(1)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PCCP高性能混凝土 XCL增效剂适宜的掺量为0.6%,且采用

0.6%的掺量可降低9%水泥用量。
(2)XCL增效剂并不改变混凝土水化产物的种类,但能更好地分散水泥颗粒,提高水泥颗粒的

利用率,在强度上具有明显的增强效果。
(3)掺XCL增效剂混凝土因胶凝材料用量降低,可有效控制混凝土温升,提高混凝土性能,并

产生明显经济效益。

(本文发表于 《中国水利》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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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黏土含水量和干密度与抗剪强度的相关性分析

胡艳欣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为进一步分析红黏土物理性质较差和力学性质较好同时并存的矛盾现象,以湖

北省神农架湿地红黏土为研究对象,通过室内试验对其物理性质与力学性质之间的相

关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得出含水量、干密度等物性指标与抗剪强度的相关关系式,且

根据公式的反演结果,讨论了最优含水量大于和小于45%、最大干密度大于和小于

1.35g/cm3 时力学性质的变化趋势。
关键词:抗剪强度;含水量;干密度;红黏土

红黏土是碳酸盐岩风化堆积并经过红土化作用而形成的棕红、褐黄等色的高塑性黏土,主要分布在北

纬30°与南纬30°之间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在漫长而复杂的红黏土形成过程中,由于风化作用与红黏土化

的环境和程度的不同,红黏土的地质特性与工程力学特性随地区不同而具有极其显著的差异[1]。
我国红黏土主要分布在南方,如广西、云南、广东、湖北以及湖南等省份。红黏土物理性质较差

和力学性质较好并存的现象,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关注与研究。在实际工程当中,红黏土因其裂隙性

与胀缩性会引发大量诸如边坡失稳﹑地基不均匀变形、道路开裂等工程问题。因此,进行红黏土物理

性质与力学特性的试验研究与理论探讨,对各种工程实践具有实用价值。
本文通过对湖北神农架林区的湿地红黏土进行室内试验,分析含水量和干密度对红黏土的抗剪强

度指标即凝聚力和内摩擦角的影响。

1 试验条件及设定

本文选取神农架林区大九湖湿地土样进行试验分析。试验假设条件:① 假设土体在反复烘干重复使用

后未破坏土体微观结构,对土体的力学性质不产生影响;② 不考虑试验操作过程因人为因素等对试验结果

产生的误差;③ 采取大九湖湿地试样,按照设定的某含水量及干密度制取试样,土体烘干后,循环使用。
试验方法及仪器:剪切试验采用直接剪切,仪器采用应变控制式直剪仪,固结排水 (CQ)方法。

2 含水量与抗剪强度的相关性分析

基于大九湖湿地红黏土击实试验结果,保持最大干密度 (1.15g/cm3)不变,结合工程实践,选

定含水量最大值为51%,最小值为31%,含水量变幅为5%。试验结果见表1。

表1 含水量与抗剪强度相关关系试验结果

湿密度ρ
/(g·cm-3)

含水量ω
/%

抗 剪 强 度

内摩擦角φ/(°) 凝聚力c/kPa

1.51 31 27.2 41.8
1.58 36 22.1 17.9

1.62 41 19.0 52.7
1.68 46 18.0 44.8

1.74 51 14.4 20.5



红黏土含水量和干密度与抗剪强度的相关性分析 455  

2.1 含水量与凝聚力

2.1.1 关系曲线分析

根据试验成果 (表1),凝聚力在最优含水量 (41%)时达到最大值。在含水量36%时出现最小

图1 含水量与凝聚力相关关系

值。利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得含水量与凝聚力

的相关关系曲线见图1。由曲线分析,含水量与凝

聚力的相关关系可分为3段:①含水量31%~
35%,随着含水量的增大凝聚力降低,但不完全呈

线性增大;②含水量35%~45%,随着含水量的增

大凝聚力随之增大;③含水量45%~51%,随着含

水量的增大凝聚力相对快速降低。通过曲线拟合,
得到凝聚力与含水量的关系式为

c=-0.0518ω3+602601ω2-248.3ω+3256.6
R2=0.725 (1)

2.1.2 经验公式适用范围

通过反算法验证经验公式是否与工程实际相吻合且有无特定的适用范围。在工程实践中合理的含

水量范围内,确定不同的含水量,通过上述经验公式计算不同含水量下相应的凝聚力。根据经验,一

般土体天然含水量不低于20%、不高于60%,在此范围内,取5%为变幅,由公式 (1)计算各含水

量对应的凝聚力,计算结果见表2。

表2 经验公式反算结果1

含水量ω/% 凝聚力c/kPa 含水量ω/% 凝聚力c/kPa

20 385 45 51

25 159 50 30

30 51 55 -66

35 23 60 -277

40 36

图2 含水量与内摩擦角相关关系曲线

上述结果看出,含水量为20%、25%、55%、60%时对应的凝聚力分别为385kPa,159kPa,-
66kPa,-277kPa,显然与工程实际中有很大偏差,尤其是大于55%后均为负值,不符合土体性质,
可认为,在上述含水量下,该经验公式不适用。因此,该公式适用范围为:含水量30%<ω<50%。
根据工程经验,红黏土的含水量一般为30%~50%之间,大于55%或小于25%的现象几乎不存在。
因此,该公式具有一定合理性及推广性。

2.2 含水量与内摩擦角

2.2.1 关系曲线分析

根据试验结果 (表1),利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得含水量与内摩擦角的相关关系曲线 (图2)。
内摩擦角随含水量的增大而降低,两者相关关系近

似呈负线性相关。
通过拟合,得到含水量和抗剪强度的关系为

φ=-0.6086ω+45.212
R2=0.964 (2)

2.2.2 反算验证

同样通过反算法验证经验公式是否与工程实际相

吻合及公式的适用范围。同样,在含水量20%~
60%的范围内,取5%为变幅,利用经验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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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含水量对应的内摩擦角,计算结果见表3。

表3 经验公式反算结果2

含水量ω/% 内摩擦角φ/(°) 含水量ω/% 内摩擦角φ/(°)

20 33.0 45 17.8

25 30.0 50 14.7

30 26.9 55 8.7

35 23.9 60 5.7

40 20.9

上述结果看出,含水量为20%、25%、30%、55%、60%时对应的内摩擦角分别为33.0°、

30.0°、26.9°、8.7°、5.7°,数值偏大或偏小,均不符合工程实际。因此,该公式有一定的适用范围:
含水量30%<ω<50%。而该适用范围同样与红黏土的含水量一般为30%~50%的工程实际相符合,
所以,该公式具有合理性及可推广性。

2.2.3 讨论

根据表2和表3的反算结果可以看出,适用范围内的凝聚力和内摩擦角转折点均在含水量为

45%时发生,大于45%时,凝聚力和内摩擦角均有所下降。在工程实践中,通常以最优含水量作为

土体性质的评价指标,根据实验结果该土体的最优含水量为41%,小于本试验最优性质时的含水量。
因此可认为,红黏土在最优含水量时,或许并不是土体力学性质最优的。

3 干密度与抗剪强度的相关性分析

基于大九湖湿地红黏土击实试验结果,保持含水量不变 (35%),考虑到干密度变化太小,性质

变化可能不明显,且根据工程经验,一般不会低于1.10g/cm3,变幅设定为0.04,因此,干密度分

别设为:1.11、1.15、1.21、1.26、1.31g/cm3。试验结果见表4。

表4 干密度与抗剪强度相关关系试验结果

湿密度ρ/(g·cm-3) 干密度ρd/(g·cm-3)
抗剪强度

内摩擦角φ/(°) 凝聚力c/kPa

1.50 1.11 16.7 66.2

1.55 1.15 19.9 51.7

1.63 1.21 21.6 57.7

1.70 1.26 21.6 65.7

1.77 1.31 23.3 76.6

图3 干密度与凝聚力相关关系曲线

3.1 干密度与凝聚力

3.1.1 关系曲线分析

根据试验成果 (表4),采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干密度与凝聚力相关关系曲线图 (图3)。由曲

线图来看,干密度与凝聚力的相关关系可分为2段:①干密度1.11~1.17g/cm3,随着干密度的增大

凝聚力随之降低,斜率较大,曲线下降较快;②干密度1.17~1.31g/cm3,随着干密度的增大凝聚力

随之增大,相对①曲线段斜率较为稍小,即增长幅

度相与曲线段①下降幅度相比,增长幅度稍小。
通过拟合,得到干密度与凝聚力的相关关系为

C=-13069ρ3+48961ρ2-60900ρ+25213
R2=0.977 (3)

3.1.2 反算验证

根据工程实践经验,土体最大干密度一般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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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0g/cm3,不高于1.5g/cm3,在此范围内,取0.05为变幅,计算各干密度对应的黏聚力,计算

结果见表5。

表5 经验公式反算结果3

干密度ρd/(g·cm-3) 凝聚力c/kPa 干密度ρd/(g·cm-3) 凝聚力c/kPa

1.00 205.0 1.30 74.5

1.05 118.0 1.35 74.8

1.10 70.9 1.40 55.2

1.15 52.6 1.45 6.0

1.20 53.6 1.50 -82.0

1.25 64.2

从上述结果看出,干密度为1.00g/cm3、1.05g/cm3、1.45g/cm3、1.50g/cm3 时,对应的凝聚力

分别为205kPa、118kPa、6.0kPa、-82kPa,明显偏大或偏小均不符合工程实际。在工程实际中,
红黏土的干密度一般为1.38~1.49g/cm3,大于1.50g/cm3 或小于1.10g/cm3 的可能性也非常小。因

此,该公式有一定的适用范围:1.1g/cm3<ρd<1.45g/cm3。

3.2 干密度与内摩擦角

3.2.1 关系曲线分析

根据试验成果 (表4),采用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干密度与内摩擦角相关关系曲线图 (图4)。两

图4 干密度与内摩擦角相关关系曲线

者相关性的总体趋势是:随着干密度增大,内摩擦

角随之增大,但并非简单的线性相关,基本近似呈

对数关系。
通过拟合,得到干密度和内摩擦角的相关关

系为

φ=35.016lnρ+14.066
R2=0.879 (4)

3.2.2 反算验证

在土体干密度1.0~1.5g/cm3 的范围内,取

0.05为变幅,计算各干密度对应的内摩擦角,结果

见表6。

表6 经验公式反算结果4

干密度ρd/(g·cm-3) 内摩擦角φ/(°) 干密度ρd/(g·cm-3) 内摩擦角φ/(°)

1.00 14.0 1.30 23.3

1.05 15.8 1.35 24.6

1.10 17.4 1.40 25.8

1.15 19.0 1.45 27.1

1.20 20.5 1.50 28.3

1.25 21.9

从上述结果看出,干密度为1.45g/cm3、150g/cm3 时,对应的内摩擦角分别为27.10°、28.3°,
显然与工程实际中有很大偏差。因此,该公式有一定的适用范围:1.0g/cm3<ρd<1.45g/cm3。

3.3 讨论

根据反算结果可以看出,公式适用范围内,在干密度为1.35g/cm3 时,凝聚力发生转折,有所

下降,而内摩擦角一直呈增大趋势,红黏土土体抗剪强度以凝聚力为主,内摩擦角为辅,因此,干密

度与抗剪强度以凝聚力的变化来进行分析。可认为,并不是密度越大红黏土的抗剪强度越好,在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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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于1.35g/cm3 时,密度越大抗剪强度反而降低;在干密度小于或等于1.35g/cm3 时,密度越大

抗剪强度越大。

4 结论

本文试图寻找红黏土物理性质与抗剪强度的相关关系,并量化为可通用的一般性关系式。通过试

验研究,基本得出了含水量、干密度等物性指标与抗剪强度的相关关系式,含水量与凝聚力为多项式

函数、含水量与内摩擦角为线性关系、干密度与凝聚力为多项式函数、干密度与内摩擦角为对数函数

关系。参数之间的相关关系经验公式在一定的适用范围内具有实用性,也为红黏土地区的物理性质与

力学性质之间的相关关系提供了方向性的参考。另外,红黏土的最优含水量和最大干密度或许并不是

土体抗剪强度最优的物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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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bank7在河道堤防渗流稳定分析中的应用

梅 强1,李春雷2,柯贤金1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湖北金土规划勘测有限公司,武汉 430070)

摘 要:我国河道众多,大量堤防工程存在渗漏严重、边坡稳定性差等问题,研究堤防

渗流稳定对中小河流防洪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工程实例分析 Autobank软件在河道

堤防渗流稳定计算中的应用,给出了堤防水头、渗透比降、流速矢量、渗流力等分布

图,以供同行参考。
关键词:河道;堤防;Autobank;渗流稳定

1 概述

堤防渗流稳定是河道治理工程中最主要的工程地质问题。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数值方法 (包
括有限元法、有限差分法)在渗流稳定分析中得到了广泛应用[1]。采用 Autobank软件简单分析某河

道堤防的渗流稳定,得出了堤防浸润线、水头、渗透比降、流速矢量、渗流力等分布图,为堤防渗流

稳定性评价提供依据。

2 模型介绍

本次选取的计算模型为某一河道堤防断面。堤身高3.06m,堤顶宽度3m,临水坡坡比为11.5,
背水坡坡比为12,堤顶高程19.18m,外侧河底高程16.12m,内侧塘底高程16.12m,设计洪水位

高程17.98m。

3 计算方法

3.1 计算工况

根据分析和实际运用情况看,取以下两种工况进行边坡稳定分析:
(1)设计洪水位工况:港道内设计洪水位,背水坡无水时的背水坡稳定分析。
(2)水位骤降工况:港道内设计水位12h骤降至常水位时的临水坡稳定分析。

3.2 计算参数

堤基为淤泥质粉质黏土,重度17.5kN/m3、渗透系数5.0×10-6cm/s、抗剪强度C=14kPa、

Φ=5°;堤身为素填土,重度19kN/m3、渗透系数5.0×10-5cm/s、抗剪强度C=16kPa、Φ=9°。

3.3 计算过程

Autobank软件应用流程如下:
(1)建模:在软件主界面建立模型或通过导入CAD文件建模。
(2)定义材料属性和材料分区:如果是稳定渗流需要定义重度、渗透系数、抗剪强度等参数,非

稳定渗流还需要提供给水度。定义好材料属性后即给响应图层赋值。
(3)网格划分:采用自动划分三角单位的方式。
(4)定义边界条件:定义固定水位边界、可能出逸边界和水位变化边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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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存并求解:保存文件并求解渗流场。
(6)后处理:查看渗流及稳定计算结果,包括等势线、浸润线、流速等值线图、流速矢量图等。

3.4 计算结果

计算结果见图1~图4。图1~图4分别给出了设计洪水位工况下的渗透比降等值线图、渗流力

矢量图、最危险稳定滑弧图及水位降落工况下的最危险稳定滑弧图,可以直观查看渗流场和边坡稳定

情况,为堤防工程设计提供重要依据。

图1 渗透比降等值线图 (设计洪水位工况)

图2 渗流力矢量图 (设计洪水位工况)

图3 危险稳定滑弧图 (设计洪水位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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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最危险稳定滑弧图 (水位降落工况)

4 结语

本文通过实例说明Autobank7软件在堤防的渗流稳定计算中的应用,该软件能够快速便捷地模

拟堤防断面的渗流场,并自动搜索最危险稳定滑弧,为分析堤防的稳定安全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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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洲湖水面保持工程闸孔规模设计研究

吴凤燕,张祖莲,何 娟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咸宁市大洲湖为一河道型湖泊,水位涨落会导致湖面面积大幅变化,难以发挥

湖泊景观及生态效益,为此,有关部门决定兴建水闸调节大洲湖水文过程。通过建立

河网水动力模型,模拟了大洲湖水闸兴建前后的湖泊水文调蓄过程。以横沟河建闸方

案闸孔孔数的优选为例,详细论述了如何利用河网水动力模型模拟的长系列闸上闸下

水位和闸泄流量系列来分析不同闸孔孔数和规模对防洪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9孔方

案对防洪影响最小,为最佳规模。
关键词:水动力模型;闸孔规模;大洲湖;咸宁;湖北

大洲湖 (又名横沟河湿地公园)位于湖北咸宁市主要河流横沟河和淦河交汇处,咸宁市城区北

部,是城市形象的展示名片。凭借良好的自然景观和优越的区位交通优势,大洲湖必将成为咸宁城市

发展新的发力点。然而,大洲湖目前为河道型湖泊,蓄水量和蓄水时间难以得到保障,为发挥大洲湖

生态环境效益,兴建蓄水闸建设横沟河湿地公园势在必行。因大洲湖与淦河、横沟河及下游斧头湖防

洪调度密切相关,为达到湿地公园水面保持效果,同时协调与淦河、横沟河及下游斧头湖防洪调度矛

盾,减少其对防洪造成的不利影响,需对拦蓄水闸工程的规模进行合理论证。鉴于水动力数值模拟方

法在平原河网区的水资源利用、防洪调度和水环境规划中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4],本文拟将其推

广应用至平原河网区的水利工程规模精选中。

1 水系概况

斧头湖属于金水流域的主要蓄滞洪湖泊之一[5],淦河为斧头湖的主要入湖河流,而横沟河为淦河

图1 研究区流域水系

下游咸宁北境的一级支流 (图1)。淦河系长江中游南岸支流金水上游的干流,发源于大幕山南麓通

山县万家乡门楼村,主干由南向北流经咸安区桂花、马桥等乡镇,连咸宁市城区后沿向阳湖垸北缘于

龚家澥注入斧头湖,出斧头湖汇入金水经金水闸 (站)或余码头闸 (站)入长江。淦河流域面积

828km2。上游有白泉河、柏墩河、鸣水泉河、黄水河等4条较大支流;中游有大屋肖河、杨下河、
龙潭河、浮山河、洞口河等5条较大支流;下

游有横沟河。淦河干支流上建有南川、四门

楼、鸣水泉等9座水库和黄四洞、鸣水泉等8
座水电站,沿河还兴建了46座排灌泵站。淦

河上游咸安城区设有十好桥水文站,控制流域

面积605km2。横沟河是淦河的一级支流,发

源于贺胜桥镇万秀村闵家湾,在向阳湖镇的原

种场入淦河,河长26km,流域面积159km2。

2 河网概化

根据淦河流域实际情况,结合工程分析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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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淦河桩号3+859至24+860 (十好桥水文站)和横沟河桩号0+000至16+000 (横沟镇)纳

入河网计算范围;由于横沟河桩号0+000至9+400为规划大洲湖即湿地公园淹没范围,因此河网概

化时将该段河道处理成湿地湖泊,因天然情况下,洪水期大洲湖淹没范围与规划基本一致,因此现状

河网也可将该河段概化为湖泊。现状淦河流域河网概化见图2,结合工程勘探初拟的闸址分别位于横

沟河桩号0+010处或在淦河横沟河交汇下游10+500处,横沟河和淦河建闸概化亦见图2。

图2 淦河流域河网概化

3 河网水动力模型

3.1 河道基本方程———圣维南方程组[23]

水流连续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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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汊点衔接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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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方程各项的物理意义参见文献 [3]。

3.3 边界条件方程

(1)内边界条件。指堰、闸、涵洞等圣维南方程已经不再适用的水头突变处的衔接方程,本文指

规划水闸。根据 《水闸设计规范》(SL265—2001),对平底闸根据闸的上下游水位,分以下两种情况

进行计算。
当为堰流自由泄流时,泄流量计算公式为

Q=σεmB0 2gH
3
20 (5)

式中:B0 为闸孔总净宽,m;H0 为计入行近流速水头的堰上水深,m;m 为堰流流量系数,为

0.385;ε为侧收缩系数;σ为堰流淹没系数。
当堰流淹没度较高 (hs/H0≥0.9)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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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μ0hsB0 2g(H0-hs) (6)
式中:μ0 为淹没堰流综合流量系数。

(2)外边界条件。

1)淦河桩号24+860处上边界条件为十好桥流量,由十好桥水文站流量推求。

2)横沟河桩号16+000处上边界条件处理成流量已知边界,其流量成果由暴雨过程推求。

3)淦河桩号3+859处下边界条件处理成水位已知边界。由于淦河下游受斧头湖顶托,故取斧头

湖保证水位 (吴淞24.06m)作为桩号3+859处已知水位。

4)水文入流条件。根据河网其他支流分布情况,将横沟河桩号0+000至9+400之间汇流面积

处理成集中入流边界;将横沟河桩号9+500至16+000之间区间来水,淦河桩号11+757至24+
860及下段3+859至11+757之间区间来水分别处理成旁侧入流边界。

5)洪水遭遇组合和频率。由于淦河与横沟河洪水遭遇时间无分析资料,计算方案中考虑两条河

流洪峰完全遭遇,或按2h为间隔,横沟河提前或落后与淦河不同时段的遭遇,以闸上最高水位确定

防洪最不利的遭遇组合。湿地公园及横沟河防洪标准为30年一遇,但淦河防洪标准为50年一遇。由

于横沟河闸在开启泄洪的过程中可能遭遇淦河水位过高,闸门来不及关闭,存在淦河洪水反向流入横

沟河的可能,因此,从防洪安全考虑,按全流域发生50年一遇洪水进行计算。选取1999年作为典型

年,洪水历时3天。
采用三级联解方法[46]对河网方程组进行求解,其中河道基本方程采用Preissman四点隐式格式

进行差分。考虑到水闸泄流工况复杂多变,且本身水文入流过程为1h,因此将河网水动力学计算时

间步长取为15min。

4 规模论证

为了满足 《咸宁市横沟河湿地公园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湿地水面面积要求,拟在横沟河河口建闸

或在横沟河入淦河河口下游的淦河上建闸拦蓄洪水或径流,并长期保持一定水位使之形成水面。为尽

可能减小对横沟河及淦河防洪排涝的影响,需通过正常蓄水位、不同闸孔规模比选确定正常蓄水位和

闸孔规模。考虑湿地公园8.4km2 水面、游船吃水深度、水生植物生长、水景观、蓄水保证率和防洪

淹没范围等对水位的综合需求,拟定正常蓄水位为23.5m,在此基础上拟定不同的闸底高程、单孔净

宽和孔数,以对防洪的影响最小为目标,优选工程规模。最终推荐的方案为横沟河建闸方案,且闸

底、单孔净宽和孔数对防洪影响不独立,尤其闸底对防洪的影响相较孔数不敏感,而单孔净宽涉及工

程建设其他方面。本文以横沟河建闸方案作为算例,在闸底高程18.5m,单孔净宽6m的基础上,比

较孔数为3、6、9、12等4个方案 (表1)。

表1 横沟河建闸闸孔规模比较成果

闸孔数

/孔

最高水位及对应泄流量

闸上

/m

闸下

/m

流量

/(m3·s-1)

最大流量 (正向)及相应水位

闸上

/m

闸下

/m

流量

/(m3·s-1)

十好桥

水位/m

横沟河库尾以上各断面水位/m

桩号

12+000

桩号

14+200

3 24.82 24.52 259.8 24.26 23.67 354.2 28.76 25.12 25.89

6 24.78 24.67 331.2 24.27 24.05 436.7 28.76 25.12 25.88

9 24.77 24.69 265.6 24.30 24.21 466.8 28.75 25.10 25.88

12 24.78 24.65 306.3 24.23 24.16 544.3 28.75 25.08 25.87

由表1可知,闸孔孔数从3孔增加到12孔,对闸上最高水位、最大流量对应水位、上游的洪水

位等没有较大影响,尤其是从6孔增加到12孔,影响更小。为确定合理的孔数,通过绘制不同孔数

泄流量及闸上水位模拟变化过程 (图3、图4)进一步分析孔数对泄流过程的影响。
由图3可知,孔数从3增加到12,最大泄流量逐渐增大,其中,3孔到6孔的变幅最大,6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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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孔较接近,12孔甚至出现一个大拐点;而大流量持续时间、洪峰流量出现时间等与孔数正好成反

比,3孔、6孔、9孔、12孔流量超过100m3/s的持续时间分别为22h、18h、16h、15h。
由图4可知,4种闸孔规模泄流量和闸上水位上涨过程基本无差别,但退水过程差别较大,尤其

是3孔与其他3种规模相差较大,9孔和12孔较为接近,3孔规模闸上水位退到正常蓄水位的时间明

显较长,3孔、6孔、9孔、12孔闸上水位超过26.0m的时间分别为18h、15h、14h、14h;当6孔、

9孔、12孔排至正常蓄水位时,3孔的闸上水位还高出正常蓄水位0.35m,还需6h以后才能排至正

常蓄水位。
综上,3孔方案因规模偏小,对横沟河防洪造成一定的压力,而12孔方案却因规模偏大,不能充分

发挥作用,其效果与9孔方案基本无差别。由表1可知,对于6孔、9孔两种方案,9孔方案时闸上最

高水位较小;由图4可知,9孔方案水位回落速度较快,回落过程甚至优于12孔方案,而6孔方案回落

过程略有滞后。分析结果表明:介于6孔和12孔中间的9孔方案为拐点规模,过之则易造成浪费,反

之则因回落时间增加而加重防洪压力。综合考虑经济和防洪影响等因素,推荐闸孔孔数为9孔。

图3 不同孔数模拟泄流量对比 图4 不同孔数模拟闸上水位对比

5 结语

本文通过建立大洲湖水面保持水闸工程兴建前后的河网水动力模型,模拟了水闸兴建前后的大洲

湖调蓄过程,并以横沟河建闸方案闸孔孔数的优选为例,详细论述了利用河网水动力模型模拟的长系

列闸上闸下水位和闸泄流量分析不同闸孔孔数对防洪的影响,确定了防洪影响较小的最佳孔数。河网

水动力模型在工程可研、初设等阶段规模精选中的成功应用使论证结果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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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雷器的选型和分析

孙文玲1,代春兰1,刘文华2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武汉 430223)

摘 要:探讨电压等级6~110kV的避雷器参数选择。介绍了碳化硅阀式避雷器、金属

氧化物避雷器和避雷器的安装位置,并特别分析了旋转电机的避雷器的选用及安装位

置。通过6~110kV的避雷器参数的具体计算,得出了优先考虑系统中性点直接接地方

式为直接接地或接地故障切除时间为10s以内的运行方式;如果系统中性点接地方式允

许带接地故障运行,推荐采用串联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结论。
关键词:避雷器;过电压;绝缘保护

1 避雷器类型

避雷器的类型目前主要有两大类。①碳化硅阀式避雷器:分普通阀式避雷器和磁吹阀式避雷器,
其特点是均有间隙,使其在正常电压下,避雷器处于绝缘状态;②交流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目前我国

3~500kV为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3~35kV还有串联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优点:结构简单;保护性能好;吸收能量大;保护效果好;运行检测

方便;造价低。劣势:没有串联间隙,电阻片不仅要承受雷电过电压和操作过电压,还要承受正常持

续运行电压和暂时过电压,因而存在着这些电压作用下的劣化和热稳定问题。
中压为不接地系统方式下,为减少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损坏,改为串联间隙金属氧化物避

雷器。串联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优点为:电阻片与带电导线隔离,可避免系统单相接地引起的暂

时过电压和弧光接地或谐振过电压对电阻片的作用,但串联间隙后也不再有无间隙避雷器的优点。
串联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和碳化硅阀式避雷器在具有相近保护特性时,避雷器可以没有续流或

续流很小。如果续流相近,则串联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残压值比碳化硅阀式避雷器低。
从这两类避雷器的特点来看,交流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特性全面优于碳化硅阀式避雷器,在实际使

用中交流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全面占据了市场。

2 避雷器的安装位置

为防止大气过电压,避雷器要靠残压保护电气设备,离被保护设备越近越好。如果距离远,要进

行核算。如果没有大气过电压,则不需要安装防止大气过电压的避雷器。
根据 《绝缘配合第2部分:高压输变电设备的绝缘配合使用导则》 (GB/T311.2—2002),采用

惯用法衡量绝缘配合程度时,雷电过电压的配合系数:Ks≥1.4 (避雷器非紧靠保护设备)[1]。根据

GB/T311.2—2002,雷电过电压的配合系数:Ks≥1.25 (避雷器紧靠保护设备),中性点避雷器

Ks≥1.25[2]。
这里要强调一下旋转电机的绝缘保护。《电力工程电气设计手册》介绍:旋转电机防雷电波的主

要困难是冲击绝缘水平很低,比同一电压等级的变压器的冲击绝缘水平低得多[3]。特别是电机的匝间

绝缘 (对于多匝绕组),一般只能采取限制入侵波陡度的办法来保护匝间绝缘,措施是在电机出口处

或母线上加电容来改变参数。规范一般规定限制在5kV/μs以下。电机的冲击耐压见表1和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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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电机和变压器的冲击耐压值[4] 单位:kV

电机额度电压

(有效值)
电机出厂冲击耐压

(峰值)
同级变压器出厂冲击耐压

(峰值)
雷电冲击电流下残压

(避雷器)

10.5 34.0 80.0 不大于31

  表2 旋转电机规定绝缘水平[5] 单位:kV

电机额度电压

(有效值)
规定耐雷电冲击耐压 (峰值)

1.2μs/50μs①
规定耐陡波前冲击电压 (峰值)

波前0.2μs②
雷电冲击电流下残压

(避雷器)

10.0 45.0 29.0 不大于31.0

10.5 47.0 30.6 不大于31.0

 ① 此值用于主绝缘的耐冲击试验。

 ② 此值用于匝间绝缘的耐冲击试验。

从表1、表2可看出:①电机的冲击耐压远小于变压器的冲击耐压;②电机出厂耐压值比避雷器

雷击冲击电流下残压高约10%;③电机的冲击耐压不满足避雷器紧靠保护设备的配合系数;④电机

的匝间绝缘要小于主绝缘,主绝缘能满足避雷器非紧靠保护设备的配合系统,但匝间绝缘无法得到

保护。
所以我国规范规定直配电机 (与架空线直接连接的旋转电机)的容量不能大于60MW。小于

60MW直配电机采用加专用的电机型避雷器和静电电容器来保护电机的主绝缘和匝间绝缘。需要注

意的是规范推荐采用碳化硅阀式避雷器的旋转电机的标称电流为3kA,而采用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

发电机标称电流推荐为5kA,电动机型避雷器仅作为限制投切电动机时的操作过电压。
如果电动机没有和架空线直接相连而是架空线连接变压器后用电缆和电动机相连,由于低压侧的

电容值非常大,传递过电压 (取决于高低压绕组间的电容与低压绕组的电容加高低压绕组间的电容的

比值)将一般不会对电机有损坏,不需要再接任何避雷器。
根据计算需要加装避雷器,一般应加在旋转电机的出线处而不推荐变电所母线处。具体做法可见

文献 [3]。

3 避雷器参数选择

3.1 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1)保护110kV设备 (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的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故障10s内能切除,其额定电压根据 《交流电力系统金属氧化物避雷器使用导则》(DL/T804—

2002)[6]5.1条,Um=126kV。

根据8.1.2.2条,Ur≥Ut=1.4Um/3=101.85kV。

根据8.1.1条,Uc≥Um/3=126/3=72.75kV。
式中:Um 为系统最高工作电压,kV;Uc 为避雷器持续运行电压,kV;Ur 为避雷器额定电压,kV;

Ut 为暂时过电压,kV。
根据 《绝缘配合第1部分:定义、原则和规则》 (GB311.1—2012)表2:110kV高压电器雷电

冲击耐 压 值 为 450kV,配 合 系 数 取 1.4,450/1.4=321.4kV,即 雷 电 冲 击 电 流 残 压 不 得 超

过321kV[7]。
(2)保护110kV变压器中性点 (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的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其额定电压不低于系统最高工作相电压,其额定电压为Ur≥Um/3=126/3=72.75kV。
根据DL/T804—20026.1.2条标称放电电流取1.5kA。
根据GB311.1—2012表6,110kV变压器中性点绝缘水平为250kV;配合系数取1.25,250/

1.25=200kV;即雷电冲击电流残压不得超过200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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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护35kV设备 (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系统)的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故障10s内切除,额定电压根据DL/T804—20025.1条:Um=40.5kV。
根据8.1.2.2条Ur≥kUt=1.0Um=1.0×40.5=40.5kV。

根据8.1.1条Uc≥Um/3=40.5/3=23.4kV。
根据DL/T804—20026.1.2条:标称放电电流取5kA。
根据GB311.1—2012表2:35kV高压电器雷电冲击耐压值为185kV,配合系数取1.4,185/

1.4=132.1kV,即雷电冲击电流残压不得超过132kV。
故障10s后才切除,额定电压根据DL/T804—20025.1条:Um=40.5kV。
根据8.1.2.2条Ur≥kUt=1.3Um=1.3×40.5=52.65kV。
根据8.1.1条Uc≥Um=40.5kV。
根据DL/T804—20026.1.2条:标称放电电流取5kA。
根据GB311.1—2012表2:35kV高压电器雷电冲击耐压值为185kV,配合系数取1.4,185/

1.4=132.1kV,即雷电冲击电流残压不得超过132kV。
(4)保护35kV变压器中性点 (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系统)的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其额定电压不低于系统最高工作电压,所以其额定电压为Ur≥Um=40.5kV。
查DL/T804—2002表8,额定电压Ur 取51kV。
根据DL/T804—20026.1.2条标称放电电流取1.5kA。
根据GB311.1—2012表2:35kV高压电器雷电冲击耐压值为185kV,配合系数取1.25,185/

1.25=148kV,即雷电冲击电流残压不得超过148kV。
(5)保护10kV设备 (非旋转电机类)(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系统)的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故障10s内切除,其额定电压根据DL/T804—20025.1条Um=12kV。
根据8.1.2.2条Ur≥kUt=1.0×1.1Um=1.0×1.1×12=13.2kV。

根据8.1.1条Uc≥Um/3=12/3=6.93kV。
根据DL/T804—20026.1.2条:标称放电电流取5kA。
根据 GB311.1—2012表2:10kV 高压电器雷电冲击耐压值为75kV,配合系数取1.4,75/

1.4=53.6kV,即雷电冲击电流残压不得超53.6kV。
故障10s后才切除,其额定电压根据DL/T804—20025.1条Um=12kV。
根据8.1.2.2条Ur≥kUt=1.25×1.1Um=1.25×1.1×12=16.5kV。
根据8.1.1条Uc≥1.1Um=1.1×12=13.2kV。
根据DL/T804—20026.1.2条:标称放电电流取5kA。
根据GB311.1—2012表2:10kV高压电器雷电冲击耐压值为75kV,配合系数取1.4,75/1.4=

53.6kV,即雷电冲击电流残压不得超53.6kV。
(6)保护6kV设备 (非旋转电机类)(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系统)的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故障10s内能切除,其额定电压根据DL/T804—20025.1条Um=7.2kV。
根据8.1.2.2条Ur≥kUt=1.0×1.1Um=1.0×1.1×7.2=7.92kV。

根据8.1.1条Uc≥Um/3=7.2/3=4.2kV。
根据DL/T804—20026.1.2条:标称放电电流取5kA。
根据GB311.1—2012表2:6kV高压电器雷电冲击耐压值为60kV,配合系数取1.4,60/1.4=

42.85kV,即雷电冲击电流残压不得超42.85kV。
故障10s后能切除,其额定电压根据DL/T804—20025.1条Um=7.2kV。
根据8.1.2.2条Ur≥kUt=1.25×1.1Um=1.25×1.1×7.2=9.9kV。
根据8.1.1条Uc≥1.1Um=1.1×7.2=7.92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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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DL/T804—20026.1.2条:标称放电电流取5kA。
根据GB311.1—2012表2:6kV高压电器雷电冲击耐压值为60kV,配合系数取1.4,60/1.4=

42.85kV,即雷电冲击电流残压不得超42.85kV。
避雷器的选择是根据残压来决定的,以上计算的10s后切除故障的参数也是满足10s内切除故障

的要求,但10s内切除故障的参数是不能满足10s后切除故障的要求。
从上面的计算可得出: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和非直接接地系统但在10s内切除故障,无间隙金

属氧化物避雷器在电网中运行电压低,使其额定电压低,而残压与额定电压比值大,使其选择空间大

且不易劣化。

3.2 有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参数选择按碳化硅阀式避雷器来考虑,配合系数同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串联间隙避雷器的

典型值见 《交流电力系统金属氧化物避雷器使用导则》 (DL/T804—2002)。对于串联间隙避雷器不

用校验其暂态过电压,但工频放电电压是有要求的。残压计算同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在不接地系统中如果产生单相间歇性电弧接地故障的过电压,从避雷器的参数可看出,避雷器不

易配合或者误动甚至损坏。所以如果计算和评估没有大气过电压或不需要安装避雷器,则不建议安装

避雷器。

4 结语

通过以上的选型分析可有如下结论:
(1)优先选择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2)优先考虑系统中性点接地方式为直接接地或接地故障切除时间为10s以内的运行方式。
(3)如果系统中性点接地方式允许带接地故障运行,为防范单相间歇性电弧接地故障的过电压,

则推荐采用串联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4)电动机和发电机目前很少为直配电机,大都采用电缆配线,一般不需要考虑避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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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备用容量约束的风电水电联合发电调度

汤留平1,庹少东2,汤文华1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湖北省荆州洈水工程管理局,荆州 434200)

摘 要:以风电水电联合发电效益最大为目标,建立以考虑旋转备用容量在满足一定置

信水平为约束条件的风电水电联合发电调度模型。通过蒙特卡洛模拟风电的随机性,
并与分布估计算法相结合对调度模型进行求解。采用自适应控制策略控制分布估计算

法的参数,并引入爬山局部搜索有效地提高了算法的性能。以4个水库和风电的联合

系统进行仿真调度测试,分析了风电不确定性因素对调度结果的影响,讨论了联合调

度的经济性与可靠性之间的关系,为研究风电参与电力系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水库群;风力发电;联合优化调度;机会约束;分布估计算法

近年来,我国的风电发电发展迅速,我国成为风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然而,风电具有随机性

和间歇性,对电网的安全和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1]。
如何应对风电的不确定性对调度运行的影响,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问题。为提高含有风电的电力

系统的安全性,常采用具有蓄能作用的系统与其配合,如水力蓄能、压缩空气蓄能、超导磁力蓄能、
流体电池组等[2]。如 GARCIA CONZELEZJ研究以风电和抽水蓄能进行联合调度,以经济效益最

大为目标建立模型,并分析比较了风电和抽蓄联合运行与单独运行时的效益[3]。静铁岩在考虑抽水蓄

能机组启停限制和工况转换限制为约束的基础上,以联合运行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建立了风电-抽水蓄

能联合日调度模型,降低了风电的随机性对电网的负面影响[4]。刘小平建立了油电、火电和光伏发电

的实际运行成本最小模型,并通过蒙特卡洛模拟与遗传算法相结合对模型进行求解并分析了不确定因

素对于结果的影响[5]。衣立东提出了水电、火电为风电调峰的调峰能力计算方法[6],为风电接入后电

网调峰能力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本文提出常规水电与风电联合调度模型,以风电水电联合效益最大为目标,同时以给定置信度水

平满足系统要求为约束条件,具体表现为旋转备用容量在一定的置信水平下满足系统要求。通过联合

调度,充分利用了风能且充分考虑了系统的安全性。通过蒙特卡罗方法模拟风电的随机性,并与分布

估计算法相结合对模型进行求解。以具有4个水库的风电水电联合系统作为算例进行测试分析,讨论

了风电的不确定性因素对联合调度结果的影响。

1 风电水电联合调度模型

风电与水电联合运行的系统中,由于风电的随机性和间歇性,在系统中主要体现其电量的效应。
水电在吸纳风电电量的同时需提供一定的容量来配合风电的随机性。从长期调度尺度而言,水电站发

电量与可调电量相等时对风电消纳贡献最有利,但此时并非是清洁能源发电量最佳[7]。本文在考虑风

电输出功率波动的前提下,建立水电风电联合短期调度模型,以风电水电联合效益最大模型为目标,
同时考虑系统可靠性的概率约束条件。

1.1 目标函数

以水库群调度为例,已知该电站一天的入库径流序列,以小时为时段,以风电水电联合效益最大

模型为优化模型,其目标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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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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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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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wk( ·Δt[ ] (1)

式中:Pthk为第k个水电站在t时段时的出力;Nk 为水电站个数;Ptwk为第k个风电机组在t时段时的

出力;Nw 为风电机组个数;Δt为时段长度;πi 为电价。
1.2 约束条件

(1)水电出力约束。
Pminhi ≤Pthi≤Pmaxhi (2)

(2)水库发电流量约束。
Qmini ≤Qti≤Qmaxi (3)

(3)水库库容约束。
Vmin
i ≤Vti≤Vmax

i (4)
(4)水库初末水位限制。

V0i=VB
i,VT

i=VE
i (5)

(5)水量平衡约束。

Vti=Vt-1i +Iti-Qti-Sti+∑
Nu

m=1

[Qt-τm,im +St-τm,im ] (6)

式中:Pthi是第i个水电发电在t时段时的出力;Pminhi 、Pmaxhi 为第i个水电出力的下限与上限,MW;
Vmin
i 、Vmax

i 为第i个水电库容的下限与上限;V0i、VT
i 为 第i个水电调度的起调水位和末水位;Vti 为

第i个水库在t时刻的库容,m3;Iti 第i个水库在t时刻的入库流量;Qti 为第i个水库在t时刻的发

电流量;Qmini 、Qmaxi 为第i个水电泄流的下限与上限;Sti 为第i个水库在t时刻的弃水流量,m3/h;
τm,i为水库i上游水力联系的第m 个水库的下泄流量到该水库的流达时间。

(6)旋转备用。在电力系统实际的运行中,往往受到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如负荷需求的波

动、风电的随机波动。若要满足系统的可靠性需求,需求一定的旋转备用容量。虽然大量的旋转备用

容量可以大幅地提高系统的可靠性,但在实际中某些极端情况的出现概率极小,因此,在考虑旋转备

用容量时可在系统的可靠性和经济性之间进行权衡。
根据随机规划中机会约束的形式,用概率形式描述旋转备用约束,其表达式为:

P[Rt≥δtwj]≥β (7)
式中:δtwj为风电在t时段的功率波动;β为给定的置信水平;Rt 为t时段的旋转备用容量。

旋转备用容量主要由水电机组提供,其表达式如式 (8):
min[Pmaxhi -Pthi,f(Vthi,Qthi)-Pthi] (8)

式中:f(Vthi,Qthi)为时段t时考虑当前流量和库容情况下水电的最大出力。
本文中考虑的模型为以小时为调度时段的短期调度,常用的出力计算公式适用于水库长期调度中

对计算准确度要求不高的出力计算,在短期调度的出力计算中采用可与水库库容Vj,t和发电流量Qj,t
相关的二次函数表示,如文献 [8]中所提到的计算方法,其表达式如下:

Pthi=c1jV2j,t+c2jQ2j,t+c3jVj,tQj,t+c4jVj,t+c5jQj,t+c6j (9)
式中:c1j、c2j、c3j、c4j、c5j和c6j为常数。

2 不确定因素模拟

通过对大量的实际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其结果表明风速近似服从威布尔分布[9]。文献[10]将风力

机组的输出功率Pw 与实际的风速之间的关系表示为:

Pw=

0 v<vCI,v≥vCO
PRw

v3R-v3CIv
3- v3CI
v3R-v3CIP

R
w vCI≤v<vR

PRw vR≤v<vCO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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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Rw 为风机的额定输出功率;vCI为切入风速;vCO为切出风速;vR 为额定风速。
在对风电运行进行模拟时,根据时段的平均预测风速,采用蒙特卡洛方法随机产生风速数据,并

按式 (10)计算风电机组的输出功率。

3 模型求解

在风电水电联合调度的模型中,由于存在机会约束和随机变量,在对模型进行求解时需通过

蒙特卡罗模拟对机会约束进行验证,并与分布估计算法相结合,可有效地对风电水电联合调度模

型进行求解。

3.1 分布估计算法

分布估计算法是一类基于概率分布模型的进化算法,该算法不使用交叉和变异算子,而直接提取

当前优选的解集合中的信息,然后根据这些信息建立概率分布模型,并以此概率模型采样产生下一代

群体,如此重复,直到满足终止条件[11]。分布估计算法是对整个群体建立数学模型,直接描述群体

的进化趋势,具有良好的全局搜索能力。

EDA算法的一般流程如下,概率模型选取高斯概率分布,其均值参数引导算法的搜索方向,方

差参数控制算法的搜索范围。

Step1:采用随机生成的方式初始化群体,设置EDA的参数。

Step2:计算群体的适应度值,并采用某种选择机制 (本文采用截断算法)选取M 个较优的个

体作为评价集,并将部分最优个体作为精英保留。

Step3:通过对评价集分析,计算其均值参数及标准差参数σj,并记录当前最优个体。

Step4:利用高斯分布概率模型,通过采样得到下一代群体。

Step5:判断算法是否满足终止条件;若满足则终止输出最优个体;否则进化代数加1,算法转

入Step2,直至算法终止。
由上述算法可以看出,由于选择机制的作用,算法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其概率分布的方差逐渐

收敛到0,均值收敛到一个固定值,进化群体收敛。分布估计算法借助于样本分布的概率模型,能很

好地描述变量之间的互相关系,为解决复杂优化问题提供了新方法[12]。
分布估计算法的性能受其参数选择的影响较大,且其局部搜索能力较弱,所以分布估计算法常与

局部搜索能力较好的算法相混合,以弥补算法局部搜索能力的不足。本文中采用自适应方法对分布估

计算法的参数进行控制,且引入爬山局部搜索与分布估计算法相结合,大幅提高了算法的搜索性能。

3.2 参数控制策略

分布估计算法中概率分布函数的参数变化对算法的性能影响较大。当σj 较大时,算法的搜索范

围广,具有较好的全局搜索能力;当σj 较小时,使得算法的搜索范围较小,算法的局部搜索能力较

强。在算法初期,希望算法保持群体多样性,此时算法进行全局搜索,有效地避免了算法的早熟现

象;而在算法搜索的后期搜索范围随着进化过程逐渐减小,以提高算法的局部搜索能力。基于这样的

思想,本文在分布估计算法中,设计方差参数与当前代数Gen和进化最大代数Gmax有关,其函数表达

式如下:

σj=σ0je-αGen/Gmax (11)

式中:α为控制操作影响范围的参数;σ0j 为初始设定的搜索范围,在本文中σ0j=(uj-lj),其中uj,

lj 分别是第j变量的上限和下限约束。
在以上设计思想的指导下,设计的标准差参数σj 可以根据搜索的过程自适应调整大小,从而使

算法具有较好的全局及局部搜索能力。在算法中引入蒙特卡罗模拟方法检测个体是否满足机会约束的

要求,并通过罚函数方法对违反约束的个体进行惩罚,使得算法搜索的群体向可行域靠拢。其算法的

步骤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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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算法流程图

3.3 局部搜索策略

本文采用爬山搜索策略对最优个体进行局部搜索,在提

高算法求解精度的同时,使得算法跳出局部最优。其实现

如下。
采用随机生成方式在 [0,1]范围内产生随机序列ck=

[ck1,…,ckj,…,ckn],其中n为个体中的变量个数。将序列影

射到设定搜索区间内,得到搜索步长值的值Rm,j,同时亦引

入自适应控制策略对步长值进行修正,以提高局部搜索的

效率。

Rm,j=σjck (12)

式中:σj 为自适应控制参数;ck 为 [0,1]之间的混沌序列;

Rm,j为第m 次搜索在第j个变量上的搜索步长。
对最优个体进行局部搜索,xbest为当前最优个体,令S0=

xbest,采用式 (6)产生新个体:

Sm+1,j=Sm,j±Rm,j (13)

式中:m 为混沌搜索的次数;Sm,j为初始个体在第j个向量上经过m 次搜索后所产生的新个体。
采用以上的设计方式,可有效跳出局部最优。在算法的后期,局部搜索的范围减小,提高了算法

的收敛精度。频繁的局部搜索容易使得算法的计算时间复杂度增加,本文中每次进化混沌搜索的次数

取10。

4 算例分析

本文以4个水电站组成的梯级和1个风电站联合运行为例,对风电水电进行联合调度。调度时段

图2 测试算例拓扑关系

为小时,调度总时段为24h,系统中有4个水库,
其水库之间的拓扑关系见图2。水库的参数、上

游来水及约束条件参考文献 [8]。风电厂装机10
台,单机容量为1.65MW,风机的参数vCI为3m/

s,vCO为20m/s,vR 为14m/s,形状参数k取2,

尺度参数c取2v/π,其中v为平均风速。算法

的参数设置中群体规模为100,最大运行代数为

500,蒙特卡罗模拟次数取1000,电价为0.5美

元/(kW·h)。
算法运行20次,得到的平均结果如表1所

示。随着置信水平β的不断增加,水电需预留更

多的可调容量来平抑风电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
所以水电的计划出力随着置信度的提高而不断减少但水电的总备用容量却增加,联合发电系统的总收

益亦随着置信水平β的提高而逐渐减小。考虑到水电约束条件和算法计算精度的影响,水电的计划出

力和备用总容量之和并不是固定值,且水电在每个时段的备用容量为水电在该时段的可调容量。风电

计划出力的变化为随机变化,其最大的变化量为16.5MW,此时置信水平β为1.00和0.90时水电的

计划出力相差10.9674MW·h。当置信度小于0.90时,水电的计划出力变化较小,与水电单独运行

时所得到的计划相同。由此可知,风电水电的联合出力的系统中,为吸纳风电电量水电需付出

10.9674MW·h的电量,此时风电的计划发电量为161.0012MW·h。图3和图4分别为β为1.0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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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时水电和风电的计划出力过程。可见取不同的置信水平时,水电的运行过程差异较大。

表1 不同置信水平下的优化结果

β
风电计划发电量

/(MW·h)
水电计划发电量

/(MW·h)
水电总备用容量

/MW

总收益

/美元

1.00 161.0012 3656.3776 1099.2911 1908.6894

0.95 161.0012 3661.8523 1092.3836 1911.4268

0.92 161.0012 3665.2578 1091.5988 1913.1295

0.90 161.0012 3667.3450 1088.3309 1914.1731

图3 置信水平为0.90时出力过程 图4 置信水平为1.00时出力过程

当风电机组数量为35时,其初始计划出力按比例增加,风电的不确定性波动范围增大,其水电

图5 不同置信水平时风电容量和

水电备用容量之间的关系

需付出的备用容量亦发生改变,计算联合调度结果如

表2所示。当风电机组容量增加时,水电为了配合风

电的出力以保证系统的可靠性,需提高水电的备用容

量从而使得水电的发电量减少。由此可见联合系统的

经济性和安全性受到系统中风电发电的容量和计划电

量的影响。通过分析测试不同风电容量时,在置信水

平为1.00和0.90时水电备用容量的变化,得到风电

容量和水电备用容量在不同置信水平下的关系曲线如

图5所示。由图5可知,在相同的风电容量下,置信

度越大需要配置的水电备用容量越多;当风电容量增

加时,所需的水电备用容量亦增加,且其增加的趋势

逐渐增大,如当风电机组数从10台增加到15台时所

增加的水电备用容量小于机组数从30台增加到35台

所增加的水电备用容量。

表2 不同置信水平下的优化结果 (35台)

β
风电计划发电量

/(MW·h)
水电计划发电量

/(MW·h)
水电总备用容量

/MW

总收益

/美元

1.00 563.5042 3540.1258 1210.4852 2051.8150

0.90 563.5042 3548.7859 1201.7401 2056.1451

0.80 563.5042 3556.3645 1194.6614 2059.9344

0.70 563.5042 3568.2594 1182.7268 2065.8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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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本文结合随机约束建立了风电水电联合效益最大模型,该模型充分利用了风电能源,并通过水电

的旋转备用来降低风电随机性对系统安全性的影响。通过蒙特卡洛模拟对风电的随机性进行模拟,并

采用分布估计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以4个水库的水库群与风电进行联合调度,分析了联合调度的经

济性与可靠性之间的关系,为风电研究风电参与电力系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在风电水电联合

调度中,采用模拟的方式确定对风电电量吸纳量的多少以达到经济性和可靠性之间的平衡,是进一步

需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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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中小河流水文规划设计方法探讨

闫伟伟,关洪林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针对湖北省中小河流设计洪水和水面线推算中的难点问题,根据不同类型河

流,提出了不同的计算推求方法。山区中小河流设计洪水通过流量途径和暴雨途径进

行推求;丘陵地区中小河流设计洪水的推求要考虑梯级水库的调蓄作用;平原湖区中小

河流水面线推求要结合流域防洪调度方式,并考虑干支流洪水遭遇的复杂情况。按上

述方法推求的设计洪水和水面线的成果,已运用于部分中小河流整治工程,结果是偏

于安全的。
关键词:水文规划;洪水;水面线;中小河流治理;湖北省

1 背景概述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处于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地带,为三面环

山,中间低平向南敞开的不完整盆地,全省海拔400m以上的山区面积占全省总自然面积的56%,

50m以下的平原湖区面积占20%,丘陵面积占24%。
全省中小河流密布,地形地貌复杂,暴雨洪水突发性强,防洪工程措施比较薄弱,导致洪水破坏

力和危害性极大,还易诱发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尤其是近年来,随

着气候的变化和人类开发活动的增加,中小河流暴雨洪水灾害的范围、频次、危害程度呈现逐步扩大

的趋势。2010年,全省中小河流造成的人员伤亡占全省因灾伤亡人数的90%以上。鉴于上述情况,
及时启动中小河流治理是非常必要的。

水文规划工作是中小河流治理工程设计的基础,如何较为合理地确定设计频率下的洪水、根据河

道断面率定计算参数推算出较为合理的水面线等,是中小河流治理设计的关键。笔者就湖北省中小河

流水文规划设计工作中一些常见问题的处理方法进行了探讨,以供参考。

2 不同类型中小河流水面线推求

湖北省地形大致可分为3类,即山区、丘陵区及平原湖区。本文针对这3种类型,分别对其具

体的设计工作进行叙述。

2.1 山区中小河流

湖北省全省西、北、东三面被武陵山、巫山、大巴山、秦岭、武当山、桐柏山、大别山、幕阜

山、大洪山等山地环绕,全省山区中小河流所占比重较大。山区河流洪水计算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

为流量途径,一种为暴雨途径。

2.1.1 流量途径

流量途径对水文资料要求较高,首先要求水文站控制面积与河道断面汇流面积相差不大,两者面

积一般相差在30% 以内才能考虑使用流量途径的水文比拟法。其次要求水文站有较长的实测洪水资

料系列,一般要求大于30年,且需要对资料的可靠性、一致性、代表性进行 “三性”审查。最后,
要充分了解水文站的设站情况、历史变迁情况以及测站断面变化情况,在此基础上,还要通过历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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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调查,考证历史文献和系列插补延长以增进系列代表性。
以利川水文站为例,该站位于清江干流上游,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境内,由于多种原

因,站址多变,站址变动情况见表1。

表1 利川水文站基本情况

水文站 站址地名 控制面积/km2 施测年限

利川一站 小河沟 828 1959—1965

利川二站 务子千 513 1966—1971,1978—2010

利川三站 枇杷滩 824 1972—1977

由表1可见,利川水文站站址变迁数次,控制流域面积相差较大,因此使用该站长系列资料时需

注意资料一致性分析,将系列值尽量还原到同一基础上来,利川一站和利川三站下游数公里处为巨型

溶洞———腾龙洞,清江进入腾龙洞后呈伏流状态。经调查,伏流河段卡口众多,阻水明显,遇到较大

洪水时,洪水过流不畅,回水一直影响到利川城区,利川二站也受其回水顶托影响,因此,需分析大

水年实测洪水资料的可靠性。
当参证站资料满足 “三性”要求时,可对参证站设计洪水进行排频适线。得到参证站设计洪水成

果后,采用面积比指数法将成果移至设计河道断面。若上下游均有水文站存在,可采用两站同期洪水

进行比较换算,推求面积比指数,反之可根据地区经验取值。
河道断面上游有较大控制性水利工程时,工程建成之后,若水文站仍在观测,则此时的实测洪水

已非天然洪水,需要进行还原;若难以还原,则仅使用工程兴建之前的实测洪水资料系列。

2.1.2 暴雨途径

由于历史原因,湖北省水文站网布置普遍偏稀,大多数中小河流上无控制性水文站,因此常

用暴雨途径推求设计洪水。河道地理参数包括承雨面积、主河道长度、河道平均比降三要素。该

三要素一般均采用150000地形图进行量算,承雨面积一般只考虑坝址以上至地表分水岭的面

积,主河道长度为坝址沿主河道至分水岭的长度,主河道平均比降为主河道各高程转折点分段比

降的加权平均值。如果承雨面积较小,应采用更大比例尺的地形图进行量算,如110000地形

图。洪水由暴雨形成的地表径流形成,岩溶地区的外流域地下汇流不计入洪水计算,该汇流作为

长期且较缓慢的一种运动过程,虽然同是由暴雨形成,但汇流历时比地表洪水汇流历时长很多,
洪水计算中不予考虑。

暴雨途径一般采用 《湖北省暴雨径流查算图表》中的瞬时单位线法和推理公式法推求设计洪水。
暴雨参数分析选用 《湖北省暴雨统计参数图集》中的成果,查暴雨均值和Cv 值等值线图时,应遵循

一般的等值线变化规律,区域应选在河道断面控制范围内,最好是几何中心位置,然后根据等值线进

行插值。由于中小河流防洪标准一般不大于20年一遇,因此采用瞬时单位线法计算时,可不考虑参

数的非线性修正。净雨时段和净雨历时的选取应按承雨面积进行选取。
通常,洪水计算采用瞬时单位线法和推理公式法相互校核,地区经验公式法一般只作为辅助验证

的一种计算方法。
经过大量设计洪水的计算发现,经常出现瞬时单位线法的洪水计算成果较推理公式法计算成果大

的情况。但推理公式法对主河道比降这一参数比较敏感,在河道比降较大的情况下,经常出现推理公

式法成果较瞬时单位线法大的情况。
从安全考虑,通常选择洪峰流量较大的洪水成果作为推荐成果。若某种方法计算成果明显不合

理,如与地区洪峰模数经验值对比相差过大,则选用另一种方法计算成果。
目前,湖北省山区中小河流水利水电开发程度较高,流域面积200km2 以上的河流很少有未被开

发过的。因此,中小河流洪水计算时应充分考虑河流上水利水电工程对洪水的调蓄影响。当设计断面

上游有调蓄作用较大的水库或设计水库对下游有防洪任务时,应拟定设计断面以上设计洪水的地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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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流量途径一般采用典型洪水组成法,即从实测资料中选择有代表性的大洪水作为典型,按设计断

面洪峰或洪量的倍比,放大各区典型洪水过程线;暴雨途径一般采用同频率洪水组成法,即指定某一

分区发生与设计断面同频率的洪水,其余分区发生相应洪水。若河道上游有梯级水库时,需自上而下

逐级考虑水库的调洪作用。

2.2 丘陵区中小河流

湖北省山前丘陵岗地主要位于山区与平原区的过渡地区,襄阳、随州、宜昌、荆门、孝感、黄冈

一带均有分布。该区域类型的中小河流流域内往往水库较多。以襄阳市滚河流域为例,该流域总面积

2818km2,流域内共分布有大型水库2座,中型水库22座,小 (一)型水库55处,平均约每

100km2 就有大中型水库1座,每50km2 就有小 (一)型水库1座,密度较大。因此,此种流域计算

洪水就需要充分考虑梯级水库的调蓄作用,梯级水库的组合方式多样,有并联、串联或混联,洪水计

算时要充分考虑其组合关系。
通常情况下,由于大中型水利工程较多,建设时代较早,该流域水文站要么过早撤销,如滚河干

流的椿树湾、张集水文站均于1965年撤销;要么大部分洪水观测系列为非天然情况,如涢水流域随

州水文站。因此,丘陵区中小河流较少采用流量途径推求设计洪水,而是采用暴雨途径推求设计

洪水。
如前所述,暴雨途径设计洪水的地区组成采用同频率组成法,一般指定承雨面积较大的一块分区

发生同频率洪水,另外的分区发生相应洪水,但承雨面积较大的分区如有较强调蓄能力的水库时,可

不遵循该规律,而是从安全考虑,经计算比较后选取较为不利的洪水组合。当流域面积较大时,一般

不考虑小型水库对河道断面洪水的影响,只考虑大中型水库调节作用;当河道断面控制流域面积较小

且小型水库调蓄作用较大时,需考虑其影响。
以枣阳市滚河吴店镇段为例,河道断面以上流域面积为710km2,控制流域内分别建有华阳河、

资山等6座大中型水库,均属于调蓄作用较大的工程,总控制面积306km2,占河道断面面积的43%
左右,因此必须考虑设计洪水的地区组成。河道断面以上可分为两个分区,即区间分区和上游水库分

区,指定区间分区发生与流域同频率的洪量,按水量平衡原则可计算出其余分区洪量的总数。由于分

区不止一个,各分区洪量按面积的相应比例进行分配。洪水过程线按各分区参数采用 《湖北省暴雨径

流查算图表》进行计算,洪量按上述方法控制,即得各分区洪水过程线。上游水库分区洪水经调洪后

的下泄洪水考虑河道演进后与区间分区洪水叠加,即得滚河断面设计洪水。

2.3 平原湖区中小河流

江汉平原位于湖北省的中南部,西起宜昌枝江,东迄武汉,北自荆门钟祥,南与洞庭湖平原相

连,面积约4.6万km2。该地区地势地平,水网密布,湖泊众多。
平原湖区中小河流由于水网交错,兼有湖泊调蓄、闸站调度,一般情况下很难直接推算洪峰流

量。可根据河道内的水文站和穿堤建筑物 (闸、站)设置的水位观测点的实测资料进行排频统计,直

接推求河道设计水面线。推求水面线时首先摸清流域防洪调度方式,然后采用实测资料得出河道控制

性水位,最后按水力坡降插值求得河道水面线。如观测资料较为齐全,尽量采用发生频率符合设计防

洪标准的实测水面线作为设计水面线。

2.3.1 汉北河干流水面线推求

以汉北河为例,推求干流水位的测站有黄潭、龙赛湖站、麻河渡站、民乐闸站、新沟站等。设计

洪水位的分析计算,要考虑干支流洪水遭遇问题,比较复杂,因此采用实际发生水面线作为设计水面

线是一个可行方法。
湖北省水利厅2000年对汉北河进行的防洪规划中,汉北河按1983年实际发生的最高洪水位 (21

年一遇)作为设计水位线;另外,对干流民乐闸、麻河渡站、龙赛湖站、天门黄潭站历年最高水位系

列进行分析,求出统计参数和设计值,并与其2000年规划成果进行对比复核。汉北河发生20年一遇

洪水时,各站水位统计成果与湖北省水利厅2000年汉北河规划要求值对比情况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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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汉北河各站水位对比分析 单位:m

水文 (水位)站 规划要求值 实际统计值 水文 (水位)站 规划要求值 实际统计值

新沟 29.17 29.37

民乐闸 29.15 29.44

麻河 29.45 29.60

龙赛湖 29.82 29.77

从表2可知:各站统计水位 (20年一遇)与2000年规划洪水位 (约21年一遇)相差很小,下游

段统计水位稍高,上游段两者基本一致。各站分别统计的20年一遇水位值组成的水面线较典型年实

际发生 (1983年)的水面线略高,符合一般规律。根据工程经验,设计水面线一般选取相应频率典

型年洪水水面线。

2.3.2 汉北河支流水面线推求

再以汉北河的支流汉川北支河为例,说明摸清流域防洪调度方式对水面线推求的重要性。调查和

资料显示,洪水期民乐闸处,汉北河水位高于北支河水位,北支河涝水无法通过民乐闸自排,此时关

闭民乐闸,北支河区域涝水通过汈汊湖排水渠系 (东、西、南干渠等)由汉川泵站抽排入汉江。由于

民乐闸关闭,北支河北干渠段和民乐渠段水位基本持平,流速接近于零。根据汈汊湖流域防洪调度规

程,当流域发生10年一遇洪水时,民乐闸关闭,北支河涝水通过汈汊湖东西干渠经南干渠入涵闸河,
由汉川泵站抽排。根据水力坡降计算,北干渠水位高于南干渠约0.2m。以汈汊湖南干渠五房台水位

站实测水位成果求得北干渠水位,以汈汊湖北干渠设计水位为起点,向上游按推算出的水力坡降延

伸,向下游水平延伸,得到北支河设计水面线。

3 结语

采用上述方法计算的设计洪水和河道水面线比较符合实际,且偏于安全,部分已实施的中小河流

治理工程经过了暴雨洪水的检验,设计效果良好,对今后湖北省中小河流治理水文规划设计工作,具

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本文发表于 《人民长江》2012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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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长河设计流量及水位推求的简化方法

吴 瑕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平原湖区河网密集,水系复杂,对缺乏实测资料的河段,设计流量和水位的推

求十分困难,通过湖北省长河治理工程初步设计工作实践,探索出了一种简化方法。
在推算河道设计流量时,分别计算各汇流片设计流量。平原区按平均排除法计算,而

丘陵区按瞬时单位线法进行汇流计算。由于河道设计水位主要受外排泵站抽排能力的

影响,故以经过蓄排涝演算的最高水位作为控制水位,以外排泵站抽排能力作为设计

流量来推求设计水位。该方法对推求平原湖区无资料地区的设计流量和水位有一定的

借鉴作用。
关键词:设计流量;设计水位;简化计算方法;平原湖区;湖北长河

1 流域概况

长河流域位于湖北省东部,黄冈市中南部,涉及黄冈市城区黄州区、黄冈高新开发区和团风县,
是黄冈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河为巴水支流,源于团风县淋山河镇冯家墩村,经罗家沟横堤进

入黄州区,再经黄冈高新区由土司港闸入巴河。东与浠水县隔巴水相望,西与武汉市新洲区以举水为

界,南临长江,北倚团风县北部山丘区。

图1 长河 (横堤闸以下部分)流域示意图

长河流域面积464.5km2,全长46.16km。中间被罗家沟横堤闸一分为二,横堤闸以上流域面积

175km2,长17.71km;横堤闸以下流域面积

289.5km2,长28.45km。由于遵循 “高水高

排”的原则,汛期横堤闸是关闭的;只有在横

堤闸以下农田需要灌溉时,才开启横堤闸。
横堤闸以下长河段从罗家沟横堤闸入境,

流经堵城、陶店、路口、禹王、东湖等乡镇

(办)和黄冈高新区,至南湖办,折东流,经

土司港闸与巴河汇合于巴河口注入长江,河道

坡降0.161‰。汇入长河的主要支流有鹞子

湖、江八汊支流,江八汊支流上接回龙一库,
鹞子湖支流上接回龙二库。另外一支流是幸福

港,上接幸福水库。白潭湖河内流经有蔡家

潭、余家潭、小汊湖、白潭湖、遗爱湖、青砖

湖、黄婆汊等大小湖泊9个,河流内有土司港

闸、白潭湖电排站、东湖泵站。汛期外江水位

高时,涝水通过白潭湖泵站、东湖泵站提排入

江;外江水位低时,经土司港闸自排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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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流量推求

2.1 推求思路

平原湖区的设计洪水一般按水量还原法和综合单位线计算,但由于长河流域内缺乏实测资料,故

在计算设计流量及水位推求的简化方法设计洪水时,需要分别计算各汇流片设计洪水[1]。平原区按平

均排除法,排涝标准为10年一遇3天暴雨5天排完;丘陵区按瞬时单位线法进行汇流计算。
由于在汛期时长河被横堤闸一分为二,因此计算横堤闸以下设计流量时可不考虑横堤闸以上部分

来水。横堤闸以下长河流域各支流及分片流域特性指标见表1。

表1 流 域 主 要 参 数 特 性

地形 水库及支流名称 承雨面积/km2 主河道长/km 主河道坡降/‰

丘陵区 回龙一库 (左支) 3.01 3.05 13

回龙一库 (右支) 5.52 3.18 19

回龙二库 4.25 3.3 40.2

幸福水库 11.5 5.2 38.3

江八汊 3.9 9.972 1.256

鹞子湖 10.1 7.69 1.210

平原区 罗家沟横堤以下区间 (不含水库及区间支流) 251.22

其中三台河桥以下右岸 39.1

合计 289.5

2.2 计算成果

2.2.1 平原区部分设计流量

罗家沟横堤以下平原区的流域面积为251.22km2,其中三台河右岸39.1km2 区域,按城市暴雨

强度公式计算城区排水流量为40m3/s;其余212.12km2 区域按10年一遇3天暴雨5天排完标准复核

的排涝模数计算,设计流量为52.8m3/s。平原区合计设计流量为92.8m3/s。

2.2.2 丘陵区部分设计流量

丘陵区水库以下流域的设计洪水根据表1中的各分片流域参数,由暴雨途径采用瞬时单位线法推

求。各片区设计洪峰流量见表2。

表2 由暴雨途径采用瞬时单位线计算的洪峰流量 (P=5%) 单位:m3/s

控制断面名称 洪峰流量 控制断面名称 洪峰流量

江八汊 72.6 回龙二库 63.2

鹞子湖 71.5 幸福水库 140.5

回龙一库 114.7

此外,长河支流上3座水库设计洪峰流量及调洪演算后的最大下泄流量见表3。

表3 调洪演算成果 (P=5%) 单位:m3/s

项目 回龙一库 回龙二库 幸福水库

设计洪峰流量 114.7 63.2 140.5

最大下泄流量 27.8 3.9 29.9

长河支流上游水库均无防洪库容,仅有滞洪库容,且削峰调蓄能力有限,加之水库下游洪水入长

河河道距离较短,为偏于安全计,不考虑水库错峰的影响。根据各水库的下泄流量以及各区间的设计

洪水,同频率下同时段叠加就可得长河横堤闸以下洪水。由此计算出丘陵区设计流量为166.9m3/s。
长河设计流量由平原区和丘陵区两部分组成,根据上述方法计算的白潭湖进水港处设计流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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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7m3/s。

3 河道水面线计算

3.1 水面线推算思路

推求河道水面线的思路为:利用白潭湖泵站进水港处的设计洪水过程线及长河河道槽蓄曲线、白

潭湖区湖泊 调蓄容积曲线,按照白潭湖泵站及东湖泵站 (两站合计72m3/s)最大抽排能力进行蓄排

涝演算,得到白潭湖泵站进水港处的河道水位过程线,以该断面的最高水位为控制水位,以外排泵站

最大抽排能力为控制,逐段向上推求横堤以下河段的水面线[2]。

3.2 蓄排涝演算成果与内湖最高水位比较

蓄排涝计算采用试算法,其基本方程式如下:

Q1+Q2
2 Δt-q1+q22 Δt=V2-V1 (1)

式中:Q1、Q2 分别为时段Δt始、末的设计流量,m3/s;q1、q2 分别为时段Δt始、末的泵站抽排流量,

m3/s;V1、V2 分别为时段Δt始、末的河道、湖泊、渠港的蓄水量,m3/s;Δt为计算时段,h,其长

短视入库流量的变幅而定,本文Δt=1h。
利用长河的设计洪水过程线及长河河道槽蓄曲线、湖区湖泊 调蓄容积曲线进行蓄排涝演算,即

可得到演算后的最高洪水位,见表4。

表4 蓄排涝演算成果 单位:m

工 况 横堤以上P=5% 横堤以下P=10%

最高水位 17.91 17.80

 注 最高水位为黄海高程。下同。

白潭湖历年排水期20年一遇最高内湖为19.06m,10年一遇最高内湖水位为18.75m,均比蓄排

涝演算推求的最高水位要高1m左右。白潭湖历年实测的内湖最高涝水位是没有考虑东湖泵站排涝能

力的 (东湖泵站2007年完建开始运行),若以此水位作为控制水位,明显不符合该地区实际情况,势

必导致工程量和投资的大幅增加。
综合以上分析,推求水面线的起始控制水位取为经蓄排涝演算推求的最高水位,20年一遇最高

水位为17.91m,10年一遇最高水位为17.80m。

3.3 河道水面线推求

汛期外江水位较高,自排闸关闭时,长河流域的雨洪,一是通过流域内的湖泊、塘堰、干支流

(沟、港)蓄承;二是通过外排泵站抽排入江。起始控制水位取经蓄排涝演算的最高水位,设计流量

取外排站的设计抽排流量。现状水面线按现状纵坡和实测横断面,设计水面线按设计纵坡和疏挖后设

计横断面,依照河道恒定非均匀流逐段推求。
长河同时也是长江流域备蓄区白谭湖分蓄洪区的分洪道,加之长河下段位于黄州城区,因此堤防

建设不宜过高,而是考虑综合工程量较小及满足各方要求情况下,确定了疏挖的宽度及堤防加高高

度,并以此确定了防洪标准的设计洪水水面线。主要控制断面的设计水位见表5。

4 结语

本文在长河治理初步设计中探索出一种简化方法,即在推算河道设计流量时,分别计算各汇流片

设计洪水,平原区按平均排除法,丘陵区按瞬时单位线法进行汇流计算。平原区和丘陵区两部分设计

流量叠加即得白潭湖泵站进水港处的设计洪水过程线。利用白潭湖泵站进水港处的设计洪水过程线及

长河河道槽蓄曲线、白潭湖区湖泊 调蓄容积曲线,按照白潭湖泵站及东湖泵站最大抽排能力进行蓄

排涝演算,得到白潭湖泵站进水港处的河道水位过程线,以该断面的最高水位为控制水位逐段向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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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长河 (罗家沟横堤闸以下)设计水面线计算成果 单位:m

桩号 设计河床高程 设计水位 (P=5%) 桩号 设计河床高程 设计水位 (P=5%)

0+000 12.00 17.91

0+172 12.01 17.91

3+556 12.27 17.92

6+000 12.46 17.93

12+746 12.34 17.94

14+575 12.57 17.96

15+646 12.71 17.97

16+827 12.85 17.98

18+446 13.06 18.00

19+853 13.23 18.02

21+300 13.41 18.04

22+014 13.5 18.06

23+042 13.63 18.07

24+150 13.77 18.10

25+101 13.89 18.12

26+209.4 14.03 18.15

27+345.9 14.17 18.18

28+237 14.28 18.20

28+450.5 14.31 18.21

求横堤以下河段的水面线。
特别指出的是,利用平原区和丘陵区两部分叠加而成的白潭湖泵站进水港设计洪水过程线主要是

用来进行蓄排涝演算,从而推求该断面的最高水位。而真正进行河道设计水面线推求时,应采用蓄排

涝演算推求的最高水位作为起始控制断面水位和外排泵站的抽排能力作为设计流量,并按照河道恒定

非均匀流逐段推求。
本文提出的简化计算方法对无资料地区的设计流量和水位推求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 李明辉,李友辉,易卫华,等.江西省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评价研究 [J].人民长江,2011,42 (13):31 34.
[2] 杨明云,胡军,王伟.岛屿河渠潮水面线计算分析 [J].人民长江,2010,41 (11):44 46.

(本文发表于 《人民长江》2012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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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水下结构老损调查检测方法

雷 皓,蒋国建,张卫军,何润芝,李昌新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资助项目:水利部 “948”项目 (201130)资助。

1 现有水下检测技术概况

水下检测设备的核心是水下成像技术,现有的方法有激光成像技术、智能激光成像技术和水下偏

振光成像技术。其中,智能激光成像技术既具有普通激光技术单色性好、能量集中、高准直性、易于

同步的特点,又具有对束流、频带、靶压、增益、光圈、距离编码、极化滤和图像提取等自动调节功

能;水下偏振光成像技术利用了光的偏振现象,将由于水的吸收和散射引入的干扰信号尽量消除。
由于水 利工程 水下环境复杂,尤其是较浑浊水成像环境为微光,现有检测设备因光敏性偏弱、

成像分辨率偏低而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图1 系统连接示意图

2 高分辨率多波束及高清视频运动平台水下检测系统

2.1 系统概况

高分辨率多波束及高清视频运动平台水下检测系统作为水利部 “948”计划项目,由湖北省水利

水电科学研究院于2012年1月正式从美国VideoRayLLC公司引进,设备型号为VideoRayPr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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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结构组成

该系统由水下运动平台、脐带缆、水面控制显示平台3部分构成。其中水下运动平台包括水下潜

器、扫描声呐、机械手;脐带缆包括智能定位脐带缆、普通脐带缆及收放系统;水面控制显示平台包

括系统控制显示平台、软件、潜器运动控制器、视频增强器。

2.3 工作原理

该系统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水面控制台和手动控制器遥控机器人ROV运动到水下位置,并通过

ROV上集成的光学传感器、声学传感器对水下结构进行清晰直观的检测,通过智能脐带缆对机器人

进行GPS精确定位,还可利用遥控机械手进行水下作业。系统工作连接如图1所示。

2.4 系统软件

打开VideoRaycockpit软件,启动机器人系统程序,运行过程中可随时点击界面上的拍照或摄

像按钮进行相应操作,以获取高清影像资料。水下机器人的摄像头可进行很复杂的设置以适应不同的

环境光学条件,从而获得最好的视频或图像效果,这些设置都是通过摄像头菜单操作完成的。在摄像

头和照明灯指示器中点击 “Menu菜单”进入菜单设置,点击后设置和文字会叠加到视频显示区。
打开Proviewer软件,启动多波束声呐系统,运行时可实时进行声呐数据记录及对声呐软件的声

呐视频进行快照截屏保存,大多数情况下,系统自动调整声强以获取最优图像;可点击长度测量功能

图标对目标进行测量。
打开SmartTether软件,点软件上的绿色按钮 “TetherOperation”,开启智能脐带定位缆。当

脐带缆伸展开来,出水或入水时,点击软件上灰色的 “+”“-”增加或减少智能脐带缆在水中的真

实节点数目,以对机器人的位置进行精确定位,并通过观测扫描历史在谷歌地图中进行标注。

2.5 系统特点与优势

该系统包含视频检测、目标/结构声成像、高精度目标非声学定位和水下作业等技术,可在浑水

中对水下工程或结构使用高分辨率的军用级二维多波束进行声呐扫描,实时进行高清视频检测和目标

声成像,带有智能定位系统并可进入狭小空间进行近距离观测,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水下成像检测技

术之一。其先进性体现在如下4个方面:
(1)成像清晰,视频增强器的采用使该系统在较浑浊的水中也可清晰成像,高分辨率的军用级二

维多波束声呐扫描技术的应用使该系统在浑水中亦可进行高清视频检测。
(2)非声学定位技术不受环境噪声的干扰,定位可靠性高。
(3)可对感兴趣的目标进行标注。
(4)可进入狭小空间进行近距离观测。

3 案例分析

3.1 工程概况

湖北漳河灌区地域辽阔,东滨汉水,西至沮河,南濒长湖,北接宜城,总面积5544km2。渠首闸

位于漳河灌区总干渠渠首,是漳河水库最大的引水闸,合计最大引水流量121m3/s。该闸1958年动

工兴建,1961年建成投入运行,之后分别于1965年和1997年经过两次续建加固成现有规模。闸室段

为堤身式,引水道为压力箱涵式,闸底高程110m,进口共分4个孔,灌溉配水闸进口2个孔 (3m×
3m),出口并为1个孔 (4m×4m);发电配水闸2个孔 (4m×4m)。

3.2 高清视频

对漳河灌区渠首闸左右两侧挡土墙、闸墩等水工建筑物及进口拦污栅、闸门等进行水下检查的具

体结果见表1。

3.3 多波束声呐

当遇到浑水条件,视频光学设备难有理想的观测效果时,可启用高分 辨率多波束声呐及其软件

ProViewer。该软件采集的多波束声呐数据如图2所示,由图中扇形扫描区域边界标尺可见,图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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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漳河灌区渠首闸水下检查结果及高清视频资料

检测部位 检 测 结 果 图  片

闸前U形槽段

灌溉孔

 灌溉孔2个孔底板淤积,石块及废

弃物较多

 灌溉孔中墩混凝土共有5处破损、
骨料裸露,累计总面积约350cm2

发电孔
 发电孔上游侧底板及挡土墙均未见

明显异常

闸室段

灌溉孔

发电孔

 未见明显异常

 发电孔2个孔底板及墩墙未见明显

异常

 发电孔左孔闸门闭合不严,有明显

渗流

 发电孔闸门梁系锈蚀严重,梁格上

贝类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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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系统采集的多波束声呐数据

标物距水下机器人的距离约为2.5m。软件还具有测

长功能,可以对目标物外观尺寸进行较精确测量。

3.4 智能脐带缆GPS定位

打开SmartTether软件,界面上显示出检测时智能

脐带缆首节点所在绝对位置为北纬30.961223,东经

112.075207,再点击界面上 “ViewMap”可随时查看在

谷歌地图中机器人所处的位置,并可点击 “Marker”进

行标注,以便检测意外中断后在此标注点继续,或对目

标进行持续观测。

3.5 渠首闸检测结论与建议

(1)灌溉孔2个孔底板淤积,石块及废弃物较

多,建议进行疏通清理。
(2)灌溉孔中墩混凝土共有5处破损、骨料裸

露,累计总面积约350cm2,建议对钢筋保护层厚度进行进一步检测。
(3)发电孔左孔闸门闭合不严,有明显渗流;闸门梁系锈蚀严重,梁格上贝类聚集。建议对闸门

变形量、蚀余厚度进行进一步检测,对底止水进行检查。

4 高分辨率多波束及高清视频运动平台水下检测系统应用结论及建议

(1)该检测系统具有分辨率高、清晰度高、智能定位系统快速精确等优点,广泛适用于病险水

库、泵站、水闸等水利工程水下结构老损检测,对建筑物破损、堤防基础冲蚀和漏洞、闸门锈蚀与闭

合情况检测等都具有良好的效果。
(2)该检测系统对老损缺陷能进行定位及适时高清观测,但因水下检测环境的限制,在对缺陷大

小定量方面存在局限性。

(本文发表于 《中国水利》2013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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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站更新改造项目后评价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综述

孙慕群1,冯卫民2,蔡新明3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武汉 430072;
2.武汉大学动力与机械学院,武汉 430072;

3.湖北省水利厅,武汉 430070)

摘 要:随着全国泵站更新改造项目的深入开展,更新改造后评价工作也得到了相应的

重视。针对湖北省泵站更新改造项目后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进行研究,为以后决策者

提供有效而直观的例证。通过建立泵站更新改造项目后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利用评

价指标可以分析泵站更新改造项目带来的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和环境效果,从而为提

高泵站项目决策水平提供可靠的依据。
关键词:泵站;更新改造;后评价

1 本文研究的意义

目前国内关于水利项目后评价的研究大多还是处于探讨、介绍的层面,没有形成完整的水利项目后

评价的理论、方法和体系,特别是针对泵站更新改造项目的后评价,目前基本上没有研究。本文对泵站

更新改造项目后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进行专题研究,通过建立泵站更新改造项目后评价指标体系和方

法,利用评价指标分析泵站更新改造项目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果,为提高泵站更新改造项目决策提供

可靠的依据。此外,通过建立规范的泵站更新改造项目后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可以使主管部门、建设

部门、实施部门等形成自我评价外部监督相结合的有效机制,提高泵站更新改造项目的整体水平。

2 项目研究的主要内容

2.1 研究建立泵站更新改造项目后评价的体系指标

泵站更新改造项目后评价基本包括以下方面:影响评价 (主要包括对项目进行效益分析的经济影响评

价、对改造后的项目是否对人民生命财产得到更好的保护的环境影响评价、对地区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带

来的社会影响评价);过程评价 (其中包含项目安全鉴定阶段评价、泵站安全检测、地质勘测、可行性研究

与初步设计施工设计评价,施工评价);经济评价 (项目经济效益评价包括财务评价和国民经济评价);持

续性评价 (政府政策因素、管理组织参与因素、经济财务因素、技术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环境和生态因

素);综合评价 (在完成上述几个方面的评定以后,还应对项目建设的全过程决策的正确性、实现预期目标

的程度,即项目总体上的成功程度有一个定性的认识和评价,得到最后的定性指标分析)。
针对上述的各个方面进行评价指标的建立,并且根据专家咨询与知识进行指标的修订与完善。

2.2 运用数学方法,确定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建立完整的评价体系

(1)本文针对上述建立的各个方面评价指标,选取相关专家知识库中的多位相关专家作为咨询访

谈对象,经过会商与讨论,确定上述指标体系的因子删减、分类修正,并提供分析和建议。根据专家

的分析和建议,加以综合、吸纳,将项目后评价指标进行修改。
(2)通过上述各个专家对泵站更新改造体系的认真复核与完善,形成一个标准的指标体系因子,

各个专家再采用标准的指标体系因子,进行各个因子的权重值进行分配。通过统计方法,综合各个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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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权重值重新修订,得到整个评价体系的权重值,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可以

覆盖相近泵站更新改造项目的所有评价,当泵站的功能或者应该采用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时候,可

以重新建立新的体系。
由于本评价体系采用综合评价法中的模糊综合评价法,由层次分析法和模糊判断法组成,即由层

次分析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然后再用模糊判断以及项目成功度评价项目的等级。

2.3 针对建立的评价体系,构建泵站更新改造后评价软件

软件采用可视化的界面与数据库结合,提供用户对于泵站更新改造工程的后评价。软件能提供用

户修改模型参数,修改模型中的权重比例,指标体系的完善与自学习。

2.4 针对具体的泵站,建立一个泵站评价,进行评价

在进行具体的泵站后评价时,先通过建立泵站后评价建立95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11年第6期

一个项目,指定该项目采用的评价体系,再从数据库中选取进行打分的专家,打分专家登录后,可以

收到要求评价的请求,然后在线进行该泵站各指标的打分,每个专家的打分完成后,系统自动经过层

次分析与模糊统计,得到项目最后的评价。

3 研究的思路及方法

首先总结国内外关于项目后评价的相关理论以及水利项目后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对水利项

目后评价的内容进行分析,初步构建泵站更新项目后评价的指标体系,然后就初步构建的指标体系上

进行了小范围的专家咨询,同时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

了泵站更新改造项目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以某项目为研究对象,利用构建的指标体系和方法对该

项目进行综合后评价。最后,提出相应的结论与启示。

4 系统实现

4.1 评价指标分类

根据上述研究方法,进行泵站更新改造工程的主要评价指标可以按图1进行分类。

图1 (一) 泵站更新改造工程的主要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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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二) 泵站更新改造工程的主要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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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三) 泵站更新改造工程的主要评价指标

4.2 系统主要功能流程

系统主要分为3个模块:系统用户及权限管理模块、评价体系建立模块、泵站及评价建立模块、
专家评价模块。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主流程如下。
第一步:新建泵站→填写泵站详细信息表→现场查探与初步评定结论表述;第二步:评价标准集

中→选取评价标准→指派评价专家→建立针对此泵站的评价任务;第三步:专家网络登录进行评价打

分→所有专家评分根据模型算法汇总→评价结论与评价报告。
调查同类型泵站的所有评价指标→制作评价体系表与指标体系权重表→专家选定评价指标及指标

权重→模型算法统计所有专家的指标选取与权重综合→形成该类型工程评价指标体系。

4.3 系统主要界面

系统使用了JAVA+MySQL+Tomcat进行了开发,实现了后评价的网络专家评价方法 (其主要

界面图略)。

5 结语

本文使用了JAVA+ MySQL+ Tomcat进行了开发实现了后评价的网络专家评价方法,设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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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站更新改造项目后评价指标体系软件,为以后决策者提供有效而直观的例证。通过本文所建立泵站

更新改造项目后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能利用评价指标可以分析泵站更新改造项目的经济效果、社会

效果和环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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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坝坝坡稳定影响参数分析

胡艳欣1,2,王 浩3

(1.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430074;
2.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3.湖北金浪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武汉 430070)

摘 要:以湖北省建始县四十二坝水库大坝为例,建立了灰色关联度和偏最小二乘回归

方程分析坝坡稳定性影响因素。选择黏聚力、摩擦角、含水量和干密度4个因素作为

子序列,简化Bishop法计算的土石坝稳定性系数作为母序列,进行了敏感性分析。结

果表明:两种计算方法获得参数敏感程度排序不同,其中考虑参数相关性的偏最小二

乘回归方程获得的敏感性分级明显,更能体现参数的真实敏感性。
关键词:灰色关联度;偏最小二乘法;敏感性分析;坝坡稳定

1 考虑灰色关联的敏感性分析

1.1 理论基础

灰色系统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创立的一门学科,包括灰色关联、灰色模糊综合等多种算

法,其中,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在评价因素相关性、敏感性方面具有优势。该方法根据因素之间发展趋

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即 “灰色关联度”,作为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方法。灰色关联度分析将

无限空间问题用有限数列取代,根据各数列曲线间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关联程度,是对于一个系统发展

变化态势提供了量化的度量,非常适合动态历程分析,能准确地反映各因素之间的亲疏次序或者影响

程度。

1.2 基于灰色关联模型的敏感性分析

(1)关联模型数列。灰色关联模型的子序列与母序列分别代表敏感性分析的影响因素和被影响结

果,可通过一系列的映射计算出两者间的关联度,进而根据关联度进行敏感性评价。
在土石坝坝坡稳定计算时,主要参数为抗剪强度 (黏聚力c、摩擦角φ)、干密度、含水量,可将

上述参数作为坝坡稳定的影响因素,建立子序列X。被影响的结果为坝坡稳定性系数,作为母序

列Y[5]。
(2)序列因子的极差变化。在敏感性计算前需对消除因子物理量纲的差异,即对子母序列进行无

量纲化处理,通常可采用初值化、均值化和区间相对值化等方法。本文采用区间相对值化处理:

x'ij=
xij-min

j
(xij)

max
j

(xij)-min
j

(xij)
(1)

同理,对参考列Yi 也进行区间相对值化。
处理后子母序列作如下变化,形成新的序列Δ:

Δij=y'i-x'ij (2)
在新序列中取出极值最大值和最小值:

Δmax=max(Δij) (3)
Δmin=min(Δij)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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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灰色关联度求敏感性。灰色关联系数可用下式求出:

γij=
Δmin+ζΔmax
Δij+ζΔmax

(5)

式中:ζ为分辨系数,ζ∈[0,1],一般情况下可取ζ=0.5。
通常将关联系数的平均值作为关联度,用于影响因素关联性的比较。即:

Ai= 1n∑
n

j=1
γij (6)

关联度为 [0,1]区间内的变化量。影响因素的关联度值越大,说明该其对稳定系数的影响越

大,即其敏感性越大。

2 偏最小二乘回归方程的参数相关分析

考虑多因素敏感性分析中参数间的相关性,将偏最小二乘回归应用于分析中。该方法是1983年

由伍德和阿巴诺等人首次提出,可实现回归建模、数据结构简化和两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2.1 基本原理

根据前述建立的子母序列,建立X 和Y 之间统计关系为:①在自变量系统X 中提取主成分t1,

t2 为影响因素X1、X2、…、Xi、…、Xk 的线性组合,实施Y 对X 和t1 的回归分析;②依次在自变

量系统中提取主成分t2,实施Y 对X 和t2 的回归分析,直到提取r个主成分为止,回归方程达到满

意的精度 (r<k);③实施因变量Y 与主成分t1、t2、…、ti、…、tr 的回归分析,主成分ti 为X1、

X2、…、Xi、…、Xk 的线性组合,即因变量Y 可表示为原变量X1、X2、…、Xi、…、Xk 的回归方

程,其回归系数可作为参数相关性或敏感性分析的依据[1]。

2.2 计算方法

(1)将标准化后的子母序列记为E0 和F0,求矩阵ET0F0FT0E0 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w1,求得

主成分t1=wTX,计算成分得分项量t̂1=E0w1 和残差矩阵E1=E0-t̂1αT1,其中α1=ET0t̂1/‖t̂1‖2。

(2)根据矩阵ET1F0FT0E1 最大特征值计算特征向量w2、主成分t2、成分分项量t̂2 和残差矩阵。
(3)以此计算至第r步,根据ETr-1F0FT0Er-1最大特征值计算特征向量wr、主成分tr、成分分项

量tr̂。
(4)根据交叉有效性,确定所抽取r个主成分t1、t2、…、tr可以满足精度要求,则求F0 在

t1̂,…,tr̂上的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方程为:

F0=t1̂βT1,…,tr̂βTr+Fr (7)

把ti=w*
i1x1+L+tik̂xk (i=1,2,…,r),代入Y=t1β1+…+trβr,即得p个影响因素的偏最小

二乘回归方程:

y=aj1x1+…+ajkxk,(j=1,2,…,k) (8)

式中:w*
i 满足tî=E0w*

i ,w*
i =∏

i-1

j=1

(I-wjαTj)wi ;其中β1=FT0t1̂/‖t1̂‖ 2。

(5)根据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的大小可以评价因素对回归的贡献大小,也即是因素的敏感程度,
回归系数绝对值大者的敏感性强,反之,敏感性弱。

通过 MATLAB编程完成上述计算过程。

3 实例

以湖北省建始县四十二坝水库大坝为例,选取子序列和母序列矩阵X、Y 见表1。稳定性计算采

用简化的毕肖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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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稳 定 计 算 成 果

序号

参  数

含水量ω
/%

干密度ρd
/(g·cm-3)

黏聚力c
/kPa

摩擦角φ
/(°)

稳定计算结果

1 25 1.20 52.0 22.0 4.81

2 25 1.28 68.0 24.0 5.58

3 25 1.34 72.0 26.0 5.84

4 25 1.40 50.0 27.0 6.54

5 29.8 1.20 53.6 20.4 3.62

6 29.8 1.28 71.0 22.7 4.30

7 29.8 1.34 76.0 24.3 4.48

8 29.8 1.40 55.2 25.8 3.39

9 29.8 1.44 18.7 26.8 1.43

10 35 1.20 55.0 18.0 4.56

11 35 1.28 73.0 20.0 5.10

12 35 1.34 78.0 22.0 5.42

13 35 1.40 57.0 23.0 4.92

子母序列矩阵,无量纲化后矩阵见表2。
矩阵的灰关联差异信息空间见表3。
由上述表格看出,Δmax为1,Δmin为0。
灰关联系数矩阵见表4。

表2 影响因子及稳定计算结果无量纲化

含水量ω 干密度ρd 黏聚力c 摩擦角φ 稳定计算结果

0 0 0.5616 0.4444 0.6614

0 0.3333 0.8314 0.6667 0.8121

0 0.5833 0.8988 0.8889 0.8630

0 0.8333 0.5278 1.0000 1.0000

0.4800 0 0.5885 0.2667 0.4286

0.4800 0.3333 0.8820 0.5222 0.5616

0.4800 0.5833 0.9663 0.7000 0.5969

0.4800 0.8333 0.6155 0.8667 0.3836

0.4800 1.0000 0 0.9778 0

1.0000 0 0.6121 0 0.6125

1.0000 0.3333 0.9157 0.2222 0.7182

1.0000 0.5833 1.0000 0.4444 0.7808

1.0000 0.8333 0.6459 0.5556 0.6830

  表3 关 联 系 数

含水量ω 干密度ρd 黏聚力c 摩擦角φ

0.6614 0.6614 0.0999 0.2170

0.8121 0.4788 0.0192 0.1455

0.8630 0.2797 0.0358 0.0259

1.0000 0.1667 0.4722 0

0.0514 0.0514 0.1600 0.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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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含水量ω 干密度ρd 黏聚力c 摩擦角φ

0.0816 0.2517 0.3203 0.0394

0.1169 0.4665 0.3694 0.1031

0.0964 0.7369 0.2320 0.4831

0.4800 0.52000 0 0.9778

0.3875 0.3875 0.0004 0.6125

0.2818 0.0515 0.1975 0.4960

0.2192 0.3642 0.2192 0.3364

0.3170 0.5163 0.0371 0.1274

  表4 关 联 系 数 矩 阵

含水量ω 干密度ρd 黏聚力c 摩擦角φ

0.3811 0.5108 0.9630 0.7746

0.3668 0.6413 0.9332 0.9508

0.3333 0.7500 0.5143 1.0000

0.9067 0.9067 0.7576 0.7554

0.8596 0.6652 0.6095 0.9269

0.8105 0.5173 0.5751 0.8290

0.8383 0.4042 0.6831 0.5086

0.5102 0.4902 1.0000 0.3383

0.5634 0.5634 0.9992 0.4494

0.6395 0.9066 0.7169 0.5020

0.6952 0.5786 0.6952 0.5978

0.6120 0.4920 0.9309 0.7969

经计算,关联度为: A=[0.6113 0.6044 0.7855 0.7021]
由上面的灰色关联分析可见,在选取的4个主要影响因素中,黏聚力c和摩擦角φ对边坡的稳定

性影响最为敏感,含水量ω和干密度ρd 带来的影响相对要小一些。土体参数对土石坝坝坡稳定影响

程度由大至小的顺序为:黏聚力c>内摩擦角φ>含水量ω>干密度ρd。
通过偏最小二乘回归方程,采用标准化回归系数进行敏感性分析,可得到标准回归方程:

k=-0.2875w-0.046ρd+0.6776c+0.0374φ
即关联度为:

A=[0.2875 0.046 0.6776 0.0374]
其敏感性大小依次为:黏聚力c>含水量ω>干密度ρd>内摩擦角φ。这一结论与上述应用灰色

关联方法得出结果有一定差异,主要体现在内摩擦角的敏感程度相差较大,且各参数敏感性有差别,
分析原因主要为:因偏最小二乘回归方程考虑了参数之间的相关性,计算得到的敏感性具有明显的分

级,应更加能体现参数的真实敏感性。因此,在工程及科学研究中采用参数相关的分析方法更为可

行,但计算结果的精确性有待进一步探讨。

4 结语

(1)土体参数对土石坝坝坡稳定至关重要,通过灰色关联和偏最小二乘回归方程分析了多影响因

素对土石坝稳定性的敏感程度。
(2)将简化的偏最小二乘回归方程计算方法引入参数敏感性分析,将标准回归系数作为参数敏感

程度的依据。
(3)选择黏聚力、摩擦角、含水量和干密度4个影响因素作为子序列,土石坝稳定性系数作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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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采用两种方法计算了参数的敏感性。所获得的结果不同,其中考虑参数相关性的偏最小二乘回

归方程获得的敏感性分级明显,更能体现参数的真实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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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乳砂浆在陆水蒲圻水利枢纽除险
加固工程中的试验研究

何润芝1,何丽娟1,徐洪强2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武汉 430070)

摘 要:丙乳砂浆作为水工混凝土修补材料已被广泛运用,结合工程实例,以改变丙乳

掺量的方式对丙乳砂浆进行了配合比试验,结合试验对丙乳砂浆的力学性能进行了研

究分析,结合扫描电镜方法分析丙乳对水泥砂浆的改性机理。
关键词:水利工程;大坝;丙乳砂浆;表面处理;力学性能

丙乳砂浆 (丙烯酸酯共聚乳液水泥砂浆,简称丙乳砂浆)因具有与老混凝土较高的黏结强度,常

被应用在老混凝土建筑物的修补工程中。湖北省陆水蒲圻水利枢纽除险工程的主坝及2、3号副坝混

凝土碳化严重。为了防止大坝混凝土进一步老化,陆水蒲圻水利枢纽除险工程项目部决定采用丙乳砂

浆技术,对其混凝土结构表面进行封闭防护处理。文中根据项目部提出的丙乳砂浆技术指标要求,对

丙乳砂浆进行了室内配合比试验研究。

1 配合比试验

1.1 技术指标

丙乳砂浆防护处理的技术指标:稠度50~70mm,抗压强度40.0MPa,抗折强度15.0MPa,与

老混凝土的黏结强度3.0MPa。

1.2 原材料及配合比

1.2.1 原材料

(1)丙乳。NYS丙烯酸酯共聚乳液水泥改性剂,由南京永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质量指标:
外观为乳白微蓝乳状液体,固含量40.0%,黏度25℃、涂-4°杯14.0s,pH 值3.0,凝聚浓度Ca
Cl2 溶液50g/L。

(2)水泥。P·O42.5级,湖北兴蒲水泥。
(3)砂。陆水河河砂、粒径小于2.5mm,细度模数为3.2。

1.2.2 丙乳砂浆配合比

因技术指标中丙乳砂浆的抗压强度较高,故采用11的灰砂比。试验中,丙乳砂浆中丙乳掺量

选用0%、20%、30%、40%4种,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丙 乳 砂 浆 配 合 比

编号 水灰比
丙乳掺量

/%

用水量

/(kg/m3)
水泥用量

/(kg/m3)
用干砂量

/(kg/m3)
丙乳用量

/(kg/m3)

1 0.34 0 320 950 950 0

2 0.25 20 128 955 955 192

3 0.23 30 41 870 870 260

4 0.24 40 0 825 825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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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验结果及机理分析

2.1 试验结果

丙乳砂浆力学试验按照 《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SL352—2006)相关要求进行。试验结果如表

2所示。
结果表明:
(1)随着丙乳掺量的加大,砂浆密度减小,丙乳砂浆密度1980~2100kg/m3。

表2 丙 乳 砂 浆 试 验 结 果

编号 水灰比
丙乳掺量

/%

砂浆密度

/(kg/m3)
稠度

/cm

抗压强度

/MPa

抗折强度

/MPa

与老混凝土的黏结

强度/MPa

1 0.34 0 2220 50 56.6 18.5 1.40

2 0.25 20 2100 50 51.8 17.2 2.05

3 0.23 30 2000 70 46.8 15.7 3.30

4 0.24 40 1980 95 41.7 14.6 3.47

(2)相同稠度下,普通水泥砂浆比丙乳掺量为20%的丙乳砂浆水灰比大、抗压与抗折强度高,
与老混凝土的黏结力低。

(3)相同水灰比下,随丙乳掺量的增大,丙乳砂浆的稠度增大,即丙乳的掺加具有减水效果,同

时抗压和抗折强度降低。丙乳掺量为30%、40%的丙乳砂浆的抗压强度分别比丙乳掺量为20%丙乳

砂浆抗压强度低9.7%、19.5%,抗折强度分别比丙乳掺量为20%丙乳砂浆抗折强度低8.7%、

15.1%,抗压强度的降低趋势高于抗折强度;丙乳砂浆与老混凝土的黏结强度逐渐增大。
(4)丙乳掺量为20%、30%及40%的丙乳砂浆抗压强度分别是抗折强度的3.01倍、2.98倍、

2.86倍。
(5)丙乳掺量为30%的丙乳砂浆满足丙乳砂浆防护处理的技术指标要求。

2.2 机理分析

普通水泥砂浆作为一种复合材料,骨料和水泥基之间的界面过渡区是材料的薄弱环节。在界面过

渡区,水灰比高、孔隙率大、氢氧化钙和钙矾石多,晶粒粗大、氢氧化钙晶体取向生长 (图1)。要

改善水泥基材料的性能,就必须改善界面过渡区的结构和性质。
较普通砂浆而言,丙乳砂浆中聚合物对水泥砂浆起改性作用,其实质也是改善材料的界面过渡

区,从而使材料获得别的材料所不具有的性能。其用水量减少,抗压、抗折强度降低、与老混凝土的

黏结强度大大提高,主要原因如下。
(1)丙乳乳液所引起的滚珠润滑和所含表面活性剂的分散作用,使丙乳砂浆用水量大大减少,起

到减水作用。
(2)在丙乳砂浆中随着水泥水化的进行,以及多余的水被老混凝土的吸收和游离蒸发,聚合物乳

液中的水分大部分逐渐失去,聚合物颗粒相互靠近,最终相互连接,在水泥水化物周围和骨料表面形

成聚合物膜,使水泥水化产物之间以及水化物和骨料之间的结合力增强,同时聚合物颗粒对砂浆孔隙

的填充作用,提高了砂浆的密实度,从而改善了丙乳砂浆的各项性能。
(3)丙乳砂浆中的聚合物膜弹性模量较低,它使水泥浆体内部的应力状态得到改善,可以承受变

形而使水泥石应力减小,产生裂缝的可能性也减小,同时聚合物纤维越过微裂缝,起到桥架作用,缝

间都有聚合物纤维相连,所形成的均质聚合物膜框架 (图2),作为填充物跨过已硬化的微裂缝。这

样,限制了砂浆微裂缝的扩展,微裂缝常在聚合物膜较多处消失,显示出聚合物的抗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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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普通水泥砂浆形貌

   
图2 丙乳砂浆形貌

3 结语

(1)丙乳掺量为30%的丙乳砂浆满足陆水蒲圻水利枢纽除险工程项目部提出的丙乳水泥砂浆防

护处理的技术指标要求。
(2)随着丙乳掺量的加大,砂浆密度减小,丙乳砂浆密度1980~2100kg/m3;丙乳的掺加具有减

水效果,随着丙乳掺量的增加,丙乳砂浆的抗折、抗压强度均降低且抗折强度的下降趋势低于抗压强

度的下降趋势,与老混凝土的黏结强度增加。
(3)丙乳砂浆的抗压强度约为抗折强度的3倍。

参考文献

[1] 王晓峰,张亮.采用粉末聚合物改性的混凝土修补砂浆 [J].新型建筑材料,2007,(3).
[2] 买淑芳.混凝土聚合物复合材料及其应用 [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6,(12).
[3] 刘卫东,赵治广,杨文东.丙乳砂浆的水工特性试验研究与工程应用 [J].水利学报,2006,(6).
[4] 林宝玉,吴绍章.混凝土工程新材料设计与施工 [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

(本文发表于 《施工技术》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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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电源快速切换装置工程应用探讨

甘家福1,代春兰2

(1.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武汉 430223;
2.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从备用电源快速切换的原理入手,重点论述了快切装置四个方面的不确定因

素,揭示了在工程应用中不顾外部条件,不对负荷性质进行仔细研究的潜在风险,给

出了应全面考虑,谨慎使用快切装置的建议。
关键词:快速切换;母线残压;耐受电压点准则;相角差

1 应用背景

长期以来,为提高工业企业的供电连续性,人们广泛采用备用电源自投装置。传统的备自

投装置立足于三个启动条件:①工作回路 “无流”(工作电源已断开);②负荷母线 “无压”(负
荷母线电压低于限制值或为零);③备用回路 “有压”(备用电源电压正常)。①、②两个启动条

件决定了负荷母线的 “失压”时间相对较长,母线上的电动机已经停转或剩余转速已经很低。
这对于连续运转要求不高的工艺设备是允许的,特别是辅以电动机的成组自启动,传统备自投

装置能够缩短供电的恢复时间,且能提高供电系统的自动化水平。但对于那些连续运转要求高

的工艺设备,中断供电可能导致大量产品报废或装置停运,恢复开车过程又很长,传统备自投

显然不能适应。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快速断路器 (分、合闸时间小于100ms)已广泛使用,监视电源初相角的

手段也日臻完善,奠定了备用电源快速切换的物质基础。国内外生产厂家纷纷推出自己的产品,众多

的用户也越来越有兴趣使用这种装置。

2 备用电源快速切换装置工作原理

图1 HSTD 备用电源快速切换装置

为了合理地使用备用电源快速切换装置,不妨以

单母线分段主接线为例 (图1),对备用电源快速切换

的原理进行简要的介绍。系统的初始工作状态为两回

路电源同时供电,两分段母线分列运行 (QF1、QF2
为闭合状态,QF0 为分闸状态)。当电源1 (以后称工

作电源)因故失电,或断路器QF1 误跳闸,Ⅰ段母线

(以后称负荷母线)失去电源,负荷母线上的电动机群

由于机械惯性的作用,转速由额定值逐步下降,转子

电流磁场在定子绕组中反向感应电势,形成反馈电压,

此电压称为母线残压U
·

d。随着时间的推移,母线残压

的幅值和相位随着电机转速的变化而变化。在此变化

期间,如果分段断路器 (QF0)快速合闸,电源2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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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称备用电源)向原负荷母线供电,备用电源电压U
·

s2与母线残压U
·

d 相量叠加,两者的相量差为ΔU
·
,

以失电前的工作电源电压U
·

s1为参考相量 (相角为0°),则各电压相量关系的极坐标图见图2。

为了便于分析,先假设工作电源电压 (U
·

s1)与备用电源电压 (U
·

s2)同相位,并将负荷母线上的

电动机群等效为单台电动机,同时忽略电动机的绕组电阻和励磁阻抗等,以等值电势U
·

d 和等值电抗

Xm 代表电动机,以等值电势U
·

s 和等值电抗X
·

s 代表电源,则图3所示的等值电路可作为备用电源系

统与负荷母线上电动机群的暂态分析模型。

图2 电压相量关系的极坐标图

 
图3 等值电路

QF0 合闸后,电动机绕组上承受的电压为:

U
·

m=
Xm

Xs+Xm
·(U

·

s-U
·

d)=
Xm

Xs+XmΔU
·

令: Xm
Xs+Xm=K 

则 Um=K·ΔU

为电动机的安全起见,电动机绕组上承受的电压应小于电动机启动时的允许电压,其值为电机额

定电压 (UDe)的1.1倍。即:

K·ΔU<1.1UDe

即ΔU/UDe<1.1/K (电机正常工作时UDe=Us)
假设Xs/Xm=1/2,则K=0.67,此时电压差幅值占电源电压幅值的比值Δu%<1.64。
在图2的极坐标上,以A点为圆心,以1.64为半径绘出弧线A'-A″,弧线A'-A″右侧的区域

为备用电源允许投入的安全区域,左侧为不安全区域。理论上,K 值在0~1之间变化,K 值越大,
弧线越向右移,安全区域越小。从图2看出,负荷母线失压后,残压母线由A 点向B 点方向移动,
如能在A-B弧段内投入备用电源,则既能保证电动机不会出现过电压,又不使电动机转速下降太

多,在此区域内的电源切换,就是所谓的快速切换。
延时至C点以后的切换及第一次同相切换 (残压相量旋转360°)和低电压检定切换 (残压下降

到20%~40%额定电压)都属于慢速切换。慢速切换时,一般电动机已由于低电压保护动作而跳闸

停机,这种情况不在本文的讨论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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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备用电源快速切换的不确定因素

从备用电源快速切换装置的工作原理,不难看出所谓的快速切换存在以下几个不确定因素。
(1)快速切换的成功率存在不确定性。在前面的原理分析过程中,使用过两个假设条件,一是备

用电源电压与工作电源电压同相位,二是电源等值电抗Xs 与电动机等值电抗Xm 之比为某一固定常

数 (例如Xs/Xm=1/2)。但实际工程中这两个条件都不一定成立。对于前者来说,为了确保两路电

源不会同时消失,一般要求工作电源和备用电源是相互独立的,既然它们相互独立,就很难保证它们

同相位,如果备用电源电压相量与工作电源电压相量存在一个超前的初始的相位角 (θ0)则快速切换

的安全区域就要减小甚至会消失。对于后者来说,Xm 值是随着负荷母线上运行电动机的数量增减而

变化,也即K 值在0~1的范围内变化,快速切换的安全区域也随之变化。除此之外,电动机负载性

质不同,其转动惯量也不同,母线上的残压的衰减规律也相应变化,即极坐标中残压螺旋线也不是一

成不变的。上述三者的不确定,导致了快速切换的成功率存在着不确定性,而这不管是基于捕捉同期

点准则还是捕捉电动机耐受电压点准则,都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2)快速切换时备用电源的稳定与安全存在不确定性。此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备用电源侧

变压器富余容量是否足够,如果变压器容量不够大,一旦备用电源投入成功,负荷母线与备用母线上的

负荷之和超出变压器的负荷能力,则会影响备用变压器的正常工作;另一方面,备用电源投入时,负荷

母线上的电动机群同时再加速,再加速冲击电流对备用电源的保护电器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如果继电保

护整定值没有考虑躲过这一冲击电流,则可能导致保护动作,备用电源跳闸,反而扩大了停电范围。
(3)快速切换时电动机的安全存在不确定性。尽管快速切换的重要判据之一是捕捉电动机耐受电压点

准则,但在负荷母线上电动机数量较多的场所,各类电动机的参数和驱动机械的惯量特性存在着差异,因

而合成母线残压特性曲线与分类的电动机的残压特性曲线差异较大,按母线残压曲线为基准确定的快切投

入点,并不能确保每类电动机都是安全的,仍然存在某台或某几台电动机因过压而损坏的风险。
(4)快速切换时两回电源间是否出现环流存在不确定性。为了能在极窄的安全区域内完成切换,

快切装置一般采用同时切换 (另两种切换方式为相继切换-串联切换和搭接切换-并联切换),所谓

同时切换,就是切换命令同时发给负荷母线进线断路器 (QF1)和接入备用电源的母联断路器

(QF0),正常情况下,断路器的分闸快于断路器的合闸,即QF1 先分闸,QF0 后合闸,不会有两回

电源并联并出现环流的情况,但断路器分、合闸时间差距不大,如真空断路器分合闸时间差只有10~
30ms。在工程实际中考虑到断路器分、合闸机构机械特性的分散性,同时,断路器多次分、合动作

机械变形等因素的影响,并不能保证同时接到命令的两个断路器一定是先分后合,特别是当进线断路

器万一出现分闸拒动,则两路电源有可能并联,并出现环流。环流的大小取决于两个电源的相量差和

环路内的阻抗,如果环流过大,会使备用电源的过流保护动作,同样会扩大停电范围,严重时环流甚

至可能会超出断路器的遮断容量而损坏断路器。

4 结语

由于有上述几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备用电源快速切换装置的使用也是有利有弊的。笔者认为:
除非用电负荷对短时中断供电特别敏感,短时停电也会使工艺生产停顿且造成不可避免的重大损失,
才有必要采用备用电源快速切换装置,否则应采取慎重的态度。在使用该装置时,还要注重对电源条

件的调查,加强对用电负荷特性、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整定的研究,尽量提高快速切换投入的成功率并

降低停电范围扩大或电机损坏的风险。

参考文献

电力工程电气设计手册.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3.

(本文发表于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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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中小型水库土石坝渗漏原因及防渗处理

袁勤国,陈思翌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湖北省共有各类水库5838座,二、三类水库为4262座,其中70%以上为土

石坝,普遍存在大坝渗漏问题。目前大坝防渗处理技术措施较多,如何因地制宜地选

择防渗处理方案以满足除险加固工程的功能性、可实施性、经济性、环境和安全性的

要求,是建设各方必须重视的问题。以湖北省某水库为例分析了大坝渗漏的类型及成

因,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优选方案和施工中应注意的问题,为水库的防渗加固处理提供

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水库;土石坝;渗漏;防渗处理

1 概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水库建设突飞猛进,到目前为止湖北省共有各类水库5838座,其中70%以上

为土坝,由于大多数水库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大跃进”“文革”期间,限于当时的设计水平和

施工条件,加之水库管理工作落后、维修养护跟不上,经过多年运行后,工程老化失修,病险问题突

出,形成了水库防洪标准低、工程质量差、病险隐患多的不利局面,对防汛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湖北全省有水库5838座,其中大型水库50座,中型水库233座,小型水库5555座。按水库安

全级别分类,一类水库1576座;二类水库2462座;三类水库1886座,占水库总数的32%。在 《全
国水利发展第十个五年发展计划和2010年规划》中明确提出,“十五”期间要抓紧病险水库的除险加

固,基本消除现有的病险水库隐患的要求,全国将掀起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的高潮。

2 土坝渗漏的类型与原因

土坝渗漏的类型主要有以下3种,即:坝体渗漏、坝基渗漏、绕坝渗漏,下面就其原因分别进行

分析。

2.1 坝体渗漏

坝体渗漏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①筑坝土料差,如含有杂质,透水性大等,施工时碾压不密实;

②坝身单薄导致渗径过短;③穿坝建筑物漏水严重,渗漏水不断带走或冲刷孔洞周围的坝体土质,造

成坝体有空洞。坝下排水体堵塞失效或根本未设排水体;④坝下原封堵漏洞漏水;⑤白蚁在坝体内筑

巢产生危害。

2.2 坝基渗漏

坝基渗漏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①清基不彻底或根本未清基;②设计中未考虑截水槽,或者截水

槽尺寸不符合要求,截水槽在运用中被击穿;③坝基存在透水层,透水性大。

2.3 绕坝渗漏

绕坝渗漏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①两岸岩体破碎,节理发育、透水性大;②建筑时,岸坡未设截

水槽,或截水槽深度不够,碾压不密实,施工中岸坡开挖不符合要求,与岸坡结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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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处理技术

土石坝的主要问题是渗漏、滑坡和裂缝,其中滑坡和裂缝的产生,一般都与渗漏有关,故处理土

石坝质量的关键是防渗,防渗处理的原则是 “上堵下排”。上堵的措施有水平防渗与垂直防渗,下排

措施有开挖导渗沟、减压井和水平盖重压渗等。
土坝防渗加固方法有:帷幕灌浆、水平铺盖结合下排、冲抓套井回填、坝体灌浆、深层搅拌防渗

墙、混凝土防渗墙、高压喷射灌浆及土工合成材料防渗等。防渗加固设计时应根据坝基地质条件、坝

体质量、水库用途、坝高坝型等情况,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合适的加固方案。

3.1 水平铺盖防渗结合下排

水平防渗分水平铺盖与排水减压设施。

3.1.1 水平铺盖加固

水平铺盖加固是通过在上游铺设一层相对不透水的土料 (也可用土工膜铺盖),形成一道新的防

渗体,以延长渗径、减少渗漏、降低坝体浸润线。
该方法主要适用于防渗体土料差、透水性大的心墙或均质土坝,遇当地有适宜做防渗体土料的工

程,也可与坝上游做黏土斜墙连接,形成一道新的防渗体。对于较薄透水层的坝基渗漏,该方法也能

结合处理,这样可达到既处理坝体、坝基涌漏,又节省投资的多重目的。

3.1.2 排水减压设施加固

排水减压设施一般在大坝下游采用导渗沟、减压井及水平盖重压渗等设施。导渗沟的加固严格掌

握层间关系,防止导水沟淤堵。一旦发生淤堵情况或局部破坏,应及时清除和翻修。导渗沟应满足正

常排除渗水的要求,要有一定的纵坡和排水出路;如发现有积水,应及时加以整修,使渗透水能够及

时地排除。
减压井的加固主要是解决因井内淤塞而起不到减压作用的问题,应及时冲水清理,但不要破坏井

壁反滤层,以免失去反滤作用。还要防止人为地向井内投小块石,如已存在,应及时设法清除,并加

强井口保护,以防再次发生。对水平压渗盖重设施的加固,如发现反滤层失效或压渗厚度不够,就及

时翻修,满足设计厚度。

3.2 冲抓套井回填

套井冲抓回填防渗墙是利用充抓式打井机 (此种机械设备简单),在坝渗漏的范围内原防渗体中

钻孔,然后用黏土分层回填 (层厚25~30cm),由钻机的动力和卷扬设备带动夯锤加以夯实,形成一

道连续垂直的截水墙,截断坝身或坝基的渗流,消灭水头,达到防渗之目的。它具有防渗效果好,对

原坝体有增实作用,施工简单,工效高,投资少,能直观隐患等优点。
该方法主要适合于处理坝高均在20m以下的均质土坝及心墙坝的坝体渗漏,对于坝高20m以上

的土坝渗漏,因施工难度大,处理效果难以保证,应谨慎使用。

3.3 坝体灌浆

土坝坝体灌浆是利用灌浆机械,使泥浆充填坝体内的已有裂缝、洞穴等隐患,坝体灌浆分为充填

式灌浆及劈裂式灌浆,可用来处理坝体碾压不实、密实度较差,坝体内有渗漏通道、软弱层,坝体因

不均匀沉降产生的裂缝,以及坝体内的生物洞穴等问题。

3.3.1 充填式灌浆

充填式灌浆方法是利用浆液自重将浆液注入坝体隐患处,以堵塞洞穴和裂缝,适用于处理性质和

范围已经确定的局部隐患。造孔深度应超过隐患1~2m。

3.3.2 劈裂式灌浆

劈裂式灌浆方法是运用坝体应力分布规律,用一定的灌浆压力,将坝体沿坝轴线方向劈裂同时灌

注合适的泥浆,形成铅直连续的防渗泥墙堵塞漏洞裂缝或切断软弱层,以提高坝体的防渗能力,并通

过浆坝互压和湿陷使坝体内部应力重分布提高坝体变形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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劈裂灌浆方法适用于处理范围较大、问题性质和隐患部位不能完全确定的土坝坝体渗漏隐患。设

计时应按河槽段、岸坡段、弯曲段和其他特殊坝段的不同情况分别进行设计,造孔深度应大于隐患深

度2~3m。
本方法的优点是不受当地材料的限制,可不用放空水库 (施工应期安排在低水位运行期),缺点

是劈裂灌浆的排水固结时间较长,运行初期防渗效果较为明显,但运行几年后,防渗效果明显下降。

3.4 深层搅拌防渗墙

深层搅拌防渗墙是将固化剂 (如水泥等)通过深层搅拌机械在地基深部就地将软土和固化剂强制

充分拌和,使之发生一系列物理化学反应,硬化成水泥桩体,最后连接成水泥防渗墙。
该方法的优点是能在较短时间成墙,可充分利用原土,对环境污染小,施工造价低。缺点是墙体

不能嵌入基岩,成墙深度一般不宜大于20m。

3.5 混凝土防渗墙

混凝土防渗墙是利用钻孔、挖槽机械,在松散透水地基或坝体以泥浆固壁,挖掘槽形孔或连锁桩

柱孔,在槽孔内浇筑混凝土或回填其他防渗材料筑成具有防渗的地下连续墙。
混凝土防渗墙的主要优点是可以适应各种不同材料的坝体和复杂的地基水文和工程地质条件。如

处理坝体、坝基整体防渗,可从坝顶建造防渗墙,直达基岩,墙的两端与岸坡防渗设施或岸边基岩相

连接,墙的底部可嵌入新鲜岩层或弱风化基岩内一定深度,在处理中只要严格控制质量,是可以达到

彻底截断渗透水流的目的。
在混凝土防渗墙施工中,必须确保施工质量,尤其应注意两槽孔混凝土墙间连接问题,是保证防

渗的关键,在连接部位,从孔口到孔底的任一高度连接的墙厚必须达到设计厚度,而且混凝土墙间必

须连接紧密,不能有夹泥层,以防渗透破坏。

3.6 土工合成材料

用于防渗的土工合成材料可选用土工膜、复合土工膜、土工织物膨润土垫 (GCL)及复合防水

材料,膜料防渗层应采用埋铺式,土工膜厚度材质及类型的选择应按水头大小、地质条件、填料和铺

设部位确定,土工膜周边应与相对不透水的天然铺盖紧密连接,形成封闭的不透水结构体。
土工膜防渗结构包括膜上保护层、支持层和土工膜防渗层。膜上保护层的主要作用是减缓土工膜

的老化、防御水流和波浪对土工膜的冲刷、人蓄破坏、冰冻损害以及作为压重抵抗膜下水气压力的浮

起等。支持层一般为原坝体壤土压实;与膜直接接触的壤土中不能有尖锐材料,对于砂卵石出露部

位,在砂卵石上部要铺设壤土,再铺设土工膜。土工膜防渗的优点是施工期短,工程造价低;缺点是

易老化,使用寿命短。根据土工膜种类的不同及设计要求选择适宜的接缝拼接方式。

3.7 高压喷射灌浆

高压喷射灌浆是采用高压水或高压浆液形成高速喷射流束,冲击、切割、破碎地层土体,并以水

泥基质浆液充填、混掺其中,形成桩柱或板墙状凝结体,以提高地基防渗能力。
该方法适用于土基和砂砾石基础,也可用于坝体和坝基基岩接触面的防渗加固。

3.8 帷幕灌浆

帷幕灌浆是利用灌浆机械,通过灌浆压力将浆液 (水泥浆或化学浆液)注入基岩内,最后形成防

渗帷幕,该方法主要用于岩石地基的处理。

4 工程案例

王家坝水库始建于1974年,总库容1697万 m3,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有防洪、发电、旅游、
城镇供水等综合效益的中型水利枢纽工程。水库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大坝心墙顶部欠高,坝基 (肩)
岩体岩溶、裂隙发育,溢洪道未完建,上游干砌护坡变形,取水建筑物结构存在安全隐患,金属结构

锈蚀,启闭设施老化及管理设施差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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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工程概况

水库正常蓄水位192.30m,设计洪水位193.41m,校核洪水位194.16m;心墙顶部设计高程为

194.20m。大坝现状坝顶高程195.60m,满足要求;现有心墙顶部高程为191.10m,不满足要求,需

要加高3.10m;坝基 (肩)岩体岩溶、裂隙发育,存在较大范围的接触渗水带,建库以后曾2次在大

坝桩号。0+140、0+165的下游坝脚处发生大的集中渗漏水,并发现面积达2.2m×1.5m的溶洞。

4.2 渗漏情况及原因分析

大坝为一非典型土石组合坝,黏土心墙防渗,坝顶全长265m,坝顶宽6.0m,最大坝高47m,坝

底最大宽度172.98m。由于原设计施工几经变更,坝体结构复杂,主要由上游坝脚堆石体、坝顶填筑

土、中部填筑土、下部填筑土和坝后堆石体组成。坝顶填筑土主要由碎石、砂和粉质黏土组成,为粉

土质砾砂,结构松散,属于中等透水介质,不满足防渗体要求。
大坝坝基为强风化灰岩,上部属中等透水体,普遍存在溶蚀现象,局部有溶洞,现场压水试验测

得的基岩透水率最大达36.6Lu;少部分坝基存在残坡积物,容易在长期高水头运行条件下将泥质充

填物冲刷带走,使溶洞贯通,成为库水的集中渗漏通道;两坝肩岩体呈强—弱风化,裂隙发育,具中

等渗透性,存在绕坝渗漏。

4.3 防渗处理设计

王家坝水库大坝防渗加固的主要内容是黏土心墙加高和基础防渗处理。因大坝坝基为强风化灰

岩,属中等透水体,存在溶蚀现象,故宜采取帷幕灌浆基础防渗处理方案;坝体黏土心墙质量较好,
主要问题是心墙顶部高程不满足要求,故宜采取心墙加高的防渗处理方案。

4.3.1 坝体防渗方案比选

经洪水复核,大坝心墙在桩号大坝0+001.28至大坝0+262.18坝段顶部高程不满足规范要求,
需进行加高处理。加高方案可采取开挖回填方案或冲抓套井回填黏土方案。

(1)方案一:开挖回填方案。对不满足要求的坝段进行开挖,以11.0的边坡开挖至高程

191.99m,清理原均质黏土表面0.4m,在其上新接黏土心墙,保证心墙边坡10.2,分层夯实,加

高至高程194.50m (预留0.3m沉降超高)。心墙顶部宽为2.0m。然后再回填代料,恢复坝体原貌。
主要工程量:土方开挖152163m3,坝体黏土回填2656m3,坝体代料回填149507m3。

(2)方案二:冲抓套井回填黏土法。冲抓套井回填黏土处理方法是利用冲抓式打井机具,在土坝

内造井,用黏性土料分层回填夯实,形成一道连续的套接黏土防渗墙,截断渗流通道,起到防渗的目

的。此外,在回填黏土夯击时,夯锤对井壁的土层挤压,使其周围土体密实,提高土体的质量,从而

达到防渗和加固的目的。主要工程量:套井回填黏土总进尺2007m。
(3)方案比较。上述2种方案,方案一是很常规的方法,但此方法不仅开挖方量大,造价高而且

施工过程中占地面积大,工期长;方案二具有机械设备简单、施工方便、工程量小、工效高、造价

低、防渗效果好等优点。因此,心墙加固推荐采用方案二。

4.3.2 坝体防渗方案设计

在高程194.60m坝顶面采用8JZ 95型钻机对桩号大坝0+001.28至大坝0+262.18坝段进行造

孔回填,形成防渗墙。
(1)钻孔排数的确定。单排孔有效厚度T1=2Rsinα,选用8JZ 95型钻机,钻头半径R=

0.55m,单排孔最优角α=45°,所以单排孔有效厚度T1=0.78m。

T≥ΔH/i
ΔH=H1-h

式中:T为防渗墙有效厚度,m;ΔH 为防渗墙承担的最大水头,m;H1 为上游水位,m;H 为防渗

墙下游面渗水深度,m;I为防渗墙允许的渗透坡降 (黏土为6~8)。
经计算,防渗墙有效厚度为0.55m<0.78m,单排钻孔就可以满足防渗要求。
(2)孔距的确定。选用单排钻孔,孔距L1=2Rcosα,故孔距L1=0.78m。



508  设 计 与 施 工

(3)孔深的确定。钻孔应打入到坝体填筑质量较好的土层内1.0~2.0m,本工程孔深取打入原心

墙2.0m,即到高程189.10m。
(4)土料的选择。回填土料要求粒含量为35%~50%,渗透系数小于1×105cm/s,含水率控制

在最优含水率的-2%~+3%偏差范围以内,压实度大于0.97,压实度和含水率均要通过现场试验,
控制在设计要求范围以内。

(5)质量检查。为保证施工质量,应及时进行检测。检测内容为钻孔的深度与孔的偏斜、土料的

水量、夯实后土料的干容重,确保其符合设计与规范要求。

4.3.3 坝基防渗方案设计

(1)灌浆帷幕的位置。根据帷幕必须与坝内防渗体紧密相连,以达到有效阻水的目的,确定灌浆

帷幕位置在心墙轴线,即帷幕轴线与防渗墙轴线重合,使坝基防渗体与坝体防渗体形成一个完整的防

渗体系。
(2)灌浆帷幕的长度。为了减少绕坝渗流,降低两岸孔隙水压力,以保证岸边坝体的稳定,灌浆

帷幕需要沿坝轴线向两端延伸一定距离,其延伸长度可根据帷幕延伸至水库正常高水位与相对不透水

岩层标准范围线在两岸的相交处这一原则进行布置,根据这一原则,确定帷幕总长322.30m。
(3)灌浆帷幕深度。确定相对不透水岩层的标准,应根据多种因素而定,如坝高、坝型、坝前最

大水深等,国内帷幕深度一般为坝高的30%~70%,国外帷幕深度一般约为坝前最大水深的20%~
70%,本工程相对不透水岩层的标准根据岩层透水率μ来确定。根据工程地质资料并参考有关工程实

例,确定帷幕深度进入μ<10Lu的相对不透水岩层以下5.0m。帷幕平均深度约为12.2m。
(4)帷幕灌浆孔排数,排距和孔距的选定。理论上讲,确定帷幕厚度后,再对浆液扩散半径进行

估算,然后可以推算出排数、排距和孔距。但由于浆液扩散半径难以估算,因此根据地质勘探资料并

参考其他工程实例进行选定。
由地质剖面图可知,岩层透水率较大,不满足规范要求。因此在桩号大坝0~035.00至大坝0+

282.60全长322.30m范围内布置双排灌浆孔,孔距1.2m,排距1.0m,待帷幕灌浆完成后对坝体钻

孔采用黏土泥球封孔。
(5)灌浆盖板。为了防止坝基帷幕灌浆后,坝基接触面在渗流的作用下产生渗透破坏,应在坝基

接触面处设灌浆盖板,以延长渗径、减小水力坡降。设置灌浆盖板后,可提高坝基第一段帷幕灌浆的

灌浆压力,提高灌浆质量。
由于坝体已经建成,不能再开挖浇筑混凝土灌浆盖板,设计考虑用高压旋喷灌浆解决此问题。高

压旋喷孔进入坝基岩石1m,坝基以上旋喷灌浆2.5m,孔距1m,以形成一道连续的水泥土防渗齿墙。
对坝高小于30m的两岸坝肩段,布置3排高压旋喷灌浆孔,排距0.8m;对坝高大于30m的河床坝

段,布置2排高压旋喷灌浆孔,排距0.8m。
(6)灌注材料。以水泥灌浆为主,为确保灌浆质量,要求使用P.O32.5号普通硅酸盐水泥,细

度要求通过4900孔/cm2,标准筛的筛余量不超过2%。
(7)灌浆压力。采用自上而下的灌浆顺序。首先对坝体与坝基接触面进行低压接触灌浆,然后分

段自上而下进行灌注。接触面的灌浆压力采用1~2kg/cm2,其下逐渐增加到3~6kg/cm2。

5 结语

土坝防渗加固处理按处理方式可分为垂直防渗和水平防渗,水平防渗措施主要是在上游采用水平

铺盖防渗结合下排,该方案须放空水库,而水库长期蓄水后,总会有些淤积,给水平防渗处理带来一

定的困难;同时其效果也不如垂直防渗,故水库防渗处理多采取垂直防渗措施。上述防渗处理方法中

水平铺盖防渗结合下排、土工合成材料防渗等方法为水平防渗;其他方法为垂直防渗。
土坝防渗加固处理按部位分为坝体和坝基两大部分,上述土坝防渗处理方法中,帷幕灌浆主要用

于坝基和坝肩的基岩部分,高喷灌浆可用于坝基和坝体处理,其他方法主要用于坝体防渗加固 (或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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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地基处理)。
土坝防渗加固处理应根据工程具体情况,确定采取一种或多种处理方法,如本例采用 “坝体心墙

冲抓套井回填黏土+基础帷幕灌浆”的防渗处理方案,而荆门象河水库采用 “坝体防渗墙+基础帷幕

灌浆”的防渗处理方案,枣阳姚棚水库采用 “坝基砂卵石层旋喷灌浆+基础帷幕灌浆”的防渗处理方

案,武穴荆竹水库采用 “坝体劈裂灌浆”的防渗处理方案,枣阳吉河水库则采用 “坝体防渗墙”的单

一防渗处理方案。皆是根据不同坝基地质条件、坝体质量、水库用途、坝高、坝型等具体情况,经技

术经济比较后确定的设计方案。

参考文献

[1] 张启岳.土石坝加固技术 [M].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2000.
[2] SL274—2001,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 [S].
[3] SD266—88,土坝坝体灌浆技术规范 [S].
[4] DL/T5200—2004,水电水利工程高压喷射灌浆技术规范 [S].
[5] SL62—94,水工建筑物水泥灌浆施工技术规范 [S].

(本文发表于 《长江科学院院报》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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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山占河水库防渗墙黏土混凝土的试验研究及应用

何丽娟,何润芝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武汉 430070)

摘 要:湖北英山占河水库加固工程主、副坝防渗墙所需混凝土要求:和易性好,低强

度,低弹性模量和高抗渗等级。为满足混凝土的性能要求,掺加了黏土掺合料以及外

加剂配制黏土混凝土。经过黏土混凝土配合比综合试验,黏土混凝土性能测试,初步

分析了各因素对混凝土性能的影响,给出了达到设计要求的现场施工的黏土混凝土配

合比。经英山水库施工应用,验证了该黏土混凝土满足工程需要,所建大坝防渗墙混

凝土满足设计指标,质量合格。
关键词:防渗墙;黏土混凝土;抗渗等级

湖北英山占河水库加固工程主、副坝防渗墙所需混凝土要求和易性好,低强度,抗渗等级≥S8,
较低弹性模量。目前在湖北地区工程中使用这样抗渗等级的混凝土主要为粉煤灰混凝土,例如葛洲坝

大江上游围堰第2道防渗墙工程。而此次对英山水库本着经济实用、取材方便的原则,选用了黏土混

凝土。目前达到抗渗等级≥S8的低强黏土混凝土在工程上已有应用,尤其在北京地区,例如密云水

库、月子口水库、渔子溪水库等。
黏土混凝土是在混凝土中掺加一定量的黏土作为胶凝材料,取代部分水泥,使之具有较低的弹性

模量和较高的抗渗性能。由于弹性模量低,适应地基变形能力强,抗震性能高,抗渗性能好,是一种

优良的永久性防渗墙材料[1]。
根据英山占河工程性质要求,黏土混凝土的关键是抗渗等级以及弹性模量。相关资料[2]表明:为

保证其抗渗等级,所应采取的措施包括选用黏性较强的黏土,以泥浆形式掺土,掺加引气剂,增加水

泥用量等。为降低黏土混凝土弹性模量,所采取的措施主要为增加掺土率和外加剂。
本文经过了原材料的试验及分析,根据英山占河水库整险加固工程主、副坝防渗墙工程的具体情

况,提供了满足设计要求的流动性黏土混凝土,为工程配合比设计,后期性能试验,黏土混凝土的有

关参数的分析,施工工艺等提供了依据。

1 防渗墙黏土混凝土的配合比试验

本次黏土混凝土试验的技术关键为设计要求混凝土的高抗渗性、低强度和较低弹性模量,能够使

墙体有效截断渗流并适应较大的变形而不开裂。设计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防渗墙混凝土设计指标

指标 坍落度/cm 扩展度/cm 抗渗等级 弹性模量/MPa 28d抗压强度/MPa

设计值 18~22 34~40 ≥S8 ≤2.2×104 ≥7.5

1.1 原材料

(1)水泥。湖北鄂城雷山水泥厂的普通硅酸盐32.5级水泥。
(2)骨料。砂子为英山占河河砂,细度模数为2.83。石子为英山占河产5~30mm混合碎石。
(3)黏土。采用英山占河水库当地高液限黏土,其试验结果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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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黏土物理性能试验结果 %

项目 砂粒含量 粉粒含量 黏粒含量 液限 塑限 塑性指数

含量 3.8 56.2 40.0 51 24 27

(4)引气剂。SX 200,平顶山神翔化工厂生产,其掺量根据外加剂生产企业提供的掺量为胶凝

材料用量的0.02%。
(5)减水剂。FDN 800缓凝高效减水剂,生产企业提供的掺量为胶凝材料用量的0.5%~1.0%。

1.2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试验

试验中原材料均为送检材料,数量有限,配合比设计过程中考虑因子较少,配合比设计试验在试

验室进行。由相关资料[2]所述黏土混凝土配合比原则需选用较大砂率,故所选砂率范围为40%左右。
首先根据坍落度及减水剂的减水情况,将减水剂掺量定为胶凝材料用量的0.7%,所选的水胶比范围

为0.61、0.66、0.73,掺土率 (m土 m水泥 )主要有0.25、0.46两种。
为保证混凝土配制均匀,本工程中的黏土以泥浆形式掺入,经过大量的试验工作,最后定m水 

m干土=10.85,其相对密度为1.39。
黏土混凝土配合比试验如表3所示。

表3 黏土混凝土配合比试验

编号 水胶比 砂率 掺土率
材料用量/(kg/m-3)

水 水泥 黏土 砂 石

引气剂

(1/10000)
减水剂

/%

S 1 0.61 0.42 0.46 256 288 132 686 957 2 0.7

S 2 0.66 0.40 0.25 237 286 71 673 1008 2 0.7

S 3 0.73 0.42 0.28 242 259 71 719 992 2 0.7

S 4 0.66 0.40 0.25 238 286 71 673 1007 无 0.7

 注 表中砂、石及黏土用量均为其干燥情况下的用量。

2 混凝土的性能指标测试结果

混凝土的性能指标测试结果见表4。

表4 黏土混凝土力学试验结果

编号 坍落度/mm 扩展度/mm 28d抗压强度/MPa 弹性模量/104MPa 抗渗等级

S 1 195 400 13.8 1.52 S10

S 2 190 380 15.0 1.92 S9

S 3 180 380 12.2 1.70 S7

S 4 185 400 16.7 2.87 S3

3 试验结果及工程现场应用结果分析

3.1 各因素对混凝土性能的影响

(1)水胶比是调节混凝土拌合物的坍落度、流动性、黏聚性的主要因素。试验结果表明:水胶比

在0.61~0.66可以配成抗渗等级≥S8且28d抗压强度≥7.5MPa的流动性黏土混凝土。
(2)水泥用量对混凝土性能的影响 从S 3与S 2的比较中可知:随着水泥用量的增加,混凝

土的28d抗压强度有增加趋势,静压弹性模量亦有所增加。
(3)黏土用量对混凝土性能的影响 从S 1与S 2的比较中可以得出:随着掺土率的增加,混

凝土的强度和弹性模量均有降低的趋势。
(4)引气剂对混凝土弹性模量的影响 从S 2与S 4的比较中可以明显看出,引气剂的掺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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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提高混凝土的抗渗等级,并且降低弹性模量。

3.2 混凝土配合比的确定与工程应用混凝土实况

根据英山占河水库的设计要求及施工水平,混凝土现场施工配合比确定为S 2。目前经占河水

库对混凝土的现场应用表明该混凝土能满足设计及施工要求。其主坝的混凝土性能抽检情况如表5
所示。

表5 混凝土力学试验结果

取样部位 28d抗压强度/MPa 弹性模量/104MPa 抗渗等级

19号槽10m 10.0 — S8

22号槽5m 11.8 — S8

25号槽8m 12.2 1.86 —

28号槽8m 15.3 1.99 S8

38号槽12m 13.2 — —

38号槽20m — 1.89 —

46号槽1m 13.3 — S8

4 结语

本文对英山水库防渗墙混凝土进行了初步试验,并对影响黏土混凝土性能的因素作了分析。提交

的防渗墙黏土混凝土配合比及其性能满足设计指标要求。经过现场施工应用表明混凝土的工作性满足

施工要求,现场混凝土抽检各项性能指标与室内试验结果相近,均满足设计指标。

参考文献

[1] 刘建成.黏土混凝土力学性能研究 [J].山西水利科技,2005,(1):27 29.
[2] 丛蔼森.地下连续墙的设计施工与应用 [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1.

(本文发表于 《施工技术》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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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渗墙低弹塑性混凝土的试验研究与应用

何润芝,何丽娟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武汉 430070)

摘 要:低弹塑性混凝土的具有抗压强度较低,弹性模量较低,渗透系数较小的力学性

能,很适合于水利工程中作为大坝基础的防渗墙。本文结合两个水利工程实例,在实

验室采用掺加掺合料的方法及正交试验等方式对防渗墙低弹塑性混凝土综合试验,经

过对配制的塑性混凝土力学性能进行分析,并且确定了防渗墙施工的配合比,经现场

应用验证了施工的低弹塑性混凝土满足防渗墙设计要求。
关键词:低弹塑性混凝土;防渗墙;掺合料

1 前言

在我国,低弹塑性混凝土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首次应用成功的,这种材料的特点是抗压强

度较低,弹性模量较低,弹强比小,渗透系数较小,能克服常规 (刚性)混凝土允许变形小、应力集

中等缺陷,很适合于水利工程中作为大坝基础的防渗体。目前防渗墙的设计中,一般要求抗压强度

R28≤5MPa,弹性模量E28≤2200MPa,弹强比E28/R28为500~700,渗透系数K≤1×10-6cm/s。
目前配制低弹混凝土主要采用掺掺合料的方法,目前采用的掺合料一般有黏土、膨润土及粉煤

灰,这些掺合料的掺入不仅可以提高混凝土的抗渗性,改善混凝土的和易性和流动性,还起到了减少

水泥用量,降低成本的作用。
结合湖北随州两河口水库大坝防渗墙的工程实例,采用外掺膨润土技术将水胶比、膨润土掺量和

砂率作为三因素进行混凝土配合比正交试验,研究各因素对塑性混凝土性能的影响,提出满足工程要

求的混凝土配合比。结合湖北蕲春大同水库大坝防渗墙的工程实例,针对低弹塑性混凝土的特点,对

混凝土的配合比及性能进行了研究,采用外掺膨润土、黏土、粉煤灰及土灰同掺的方法进行试验,研

究各种外掺材料对低弹塑性混凝土的影响,提出满足工程要求的混凝土配合比。

2 工程实例

2.1 随州两河口低弹塑性混凝土试验

两河口水库位于湖北随州市两河口,其低弹塑性混凝土的设计指标见表1。

表1 防渗墙混凝土设计指标

指标 坍落度/cm 扩散度/cm 抗渗系数/(cm/s) 弹性模量/MPa 28d抗压强度/MPa

设计值 18~22 34~40 K≤1×10-6 1300~2200 2~5

2.1.1 原材料

水泥:湖北葛洲坝水泥厂的三峡牌普通硅酸盐32.5水泥。
骨料:湖北随州当地产粗砂,细度模数为3.4。石子为随州当地产10~20mm碎石。
膨润土:湖北枣阳生产,物理性能试验结果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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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膨润土物理性能试验结果

项目
颗粒/mm

>0.075 0.075~0.005 <0.005

界限含水率/%

液限ωL 塑限ωP 塑性指数Ip

含量/% 7.4 58.0 34.6 55 19 36

2.1.2 低弹塑性混凝土配合比基本参数的确定

水胶比是决定混凝土强度、抗渗性及耐久性的主要参数[1],根据设计指标,选用0.70、0.80、

0.90,三种水胶比进行混凝土抗压强度,渗透系数及弹性模量等指标的试验。
膨润土是以蒙脱石为主要成分的含水铝酸类,属无机非金属矿物,根据国内同类防渗墙的经

验[1],试验选择45%、50%、55% 的膨润土掺量进行试验。
砂率的变化会使骨料比表面积发生明显的变化,会给混凝土的和易性带来很大影响,试验中选用

50%、60%和70%三种砂率进行不同水胶比及不同膨润土掺量的性能试验。
根据设计要求,坍落度控制在18~22cm,进行混凝土试拌,其用水量控制在:288~312kg/m3。

2.1.3 低弹塑性混凝土配合比的正交试验

根据确定的参数,按不同水胶比、膨润土掺量、砂率进行三因素,三水平的正交设计,采用

L3×L3正交表,共9组配合比,其试验成果见表3。

表3 正 交 试 验 成 果 表

编号 水胶比 砂率/% 掺土率/%
黏土混凝土材料用量/(kg/m3)

水 水泥 黏土 砂 石
备注

Ss 1 0.70 50 55 312 245 201 796 796

Ss 2 0.80 60 55 308 173 212 874 583

Ss 3 0.90 70 55 295 148 180 1070 459

Ss 4 0.70 60 50 308 220 220 841 561

Ss 5 0.80 70 50 294 184 184 1042 446

Ss 6 0.90 50 50 290 161 161 769 769

Ss 7 0.70 70 45 295 232 190 1003 430

Ss 8 0.80 50 45 293 201 165 745 745

Ss 9 0.90 60 45 288 176 144 925 617

 表 中 砂、
石及 黏 土 用

量均 为 其 干

燥情 况 下 的

用量

2.1.4 塑性混凝土的性能指标测试结果

配制的塑性混凝土的力学性能检测数据如表4。

表4 塑性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结果

编号 28d抗压强度/MPa 弹性模量/MPa 抗渗系数/(×10-7cm/s)

Ss 1 4.3 1657 0.18
Ss 2 3.7 1468 0.23

Ss 3 3.1 1355 0.35
Ss 4 4.7 1965 0.20

Ss 5 4.2 1780 0.32
Ss 6 3.8 1543 0.55

Ss 7 5.2 2153 0.35
Ss 8 4.8 1866 0.47

Ss 9 4.0 1734 0.78

2.1.5 结果分析

根据拌和情况及表4进行分析,可得以下结论:
(1)表中所配所有混凝土的力学性能均能满足设计要求,但就拌黏土情况来看,砂率在60%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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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易性最好。
(2)掺土率相同的情况下,随着水胶比的增大,28d抗压强度降低。
(3)掺土率相同的情况下,随着水胶比的增大弹性模量降低。
(4)掺土率不变时,随着水胶比及砂率的增大,渗透系数增大。

2.1.6 现场应用情况

根据实验室对低弹塑性混凝土的配制情况以及两河口水库的施工水平,将混凝土现场施工的配合

比定为Ss 4,现场浇筑情况表明,所选配合比和易性好,易于浇筑,但由于目前还处于施工初期阶

段,还有待现场取样对所选配合比是否合适进行验证。

2.2 蕲春大同水库低弹塑性混凝土试验

蕲春大同水库位于湖北蕲春县,其防渗墙混凝土初步设计指标为:R2=1~3MPa,渗透系数K≤

1×10-6cm/s,弹性模量≤1000MPa。

2.2.1 原材料

水泥:湖北武穴田镇水泥厂的金塔牌普通硅酸盐32.5水泥。
骨料:砂为蕲春当地所产中砂,细度模数为2.8。石子产地为武穴田镇,碎石,粒径范围为5~20mm。
粉煤灰:Ⅰ级粉煤灰,产自湖北黄石。
膨润土:湖南澧县湘北膨润土厂生产,物理性能试验结果见表5。

表5 膨润土物理性能试验结果

项目
颗粒/mm

>0.075 0.075~0.005 <0.005

界限含水率/%

液限ωL 塑限ωP 塑性指数Ip

含量/% 11.4 67.2 21.4 95 40 55

黏土:蕲春大同水库当地高液限黏土。物理性能试验结果见表6。

表6 黏土物理性能试验结果

项目
颗粒/mm

>0.075 0.075~0.005 <0.005

界限含水率/%

液限ωL 塑限ωP 塑性指数Ip

含量/% 7.3 75.9 16.8 54 24 30

减水剂:FDN 500I缓凝高效减水剂,生产企业提供的掺量为胶凝材料用量的0.7%。

2.2.2 试验方案

在实验室配制了塑性混凝土,试验中,保持用水量为300kg/m3 左右、砂率为0.60不变,混凝

土的配合比见表7。

表7 塑性混凝土试验配合比

编号 水胶比 砂率

塑性混凝土材料用量/(kg/m3)

水
水泥 粉煤灰 膨润土 黏土

用量 (比例)用量 (比例)用量 (比例)用量 (比例)
砂 石

减水剂

/%
备注

Sq 1 0.94 0.60 300 140 (0.44) 38 (0.12) 48 (0.15) 92 (0.29) 906 603 0.7

Sq 2 1.19 0.60 306 114 (0.44) 0 (0.00) 38 (0.15) 105 (0.41) 968 636 0.7

Sq 3 0.94 0.60 301 113 (0.35) 66 (0.21) 0 (0.00) 141 (0.44) 908 604 0.7

Sq 4 0.94 0.60 297 112 (0.36) 65 (0.21) 140 (0.44) 0 (0.00) 900 599 0.7

Sq 5 0.89 0.60 302 100 (0.29) 139 (0.41) 40 (0.12) 60 (0.18) 907 605 0.7

Sq 6 0.85 0.60 292 127 (0.37) 134 (0.39) 84 (0.24) 0 (0.00) 909 602 0.7

 表 中 砂、
石 及 胶 凝 材

料 用 量 均 为

其 干 燥 情 况

下的用量

 注 “()”中的数据表示各胶凝材料用量占胶凝材料总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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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塑性混凝土的性能指标测试结果

配制的塑性混凝土的力学性能检测数据见表8。

表8 塑性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结果

编号 坍落度/mm 扩散度/mm 28d抗压强度/MPa 弹性模量/MPa 弹强比 抗渗系数/(cm/s)

Sq 1 200 390 2.4 840 350 1.9×10-7

Sq 2 190 390 1.8 1000 556 3.0×10-7

Sq 3 210 360 2.0 870 435 9.9×10-8

Sq 4 195 350 1.9 750 395 4.1×10-8

Sq 5 220 420 2.6 980 377 1.1×10-7

Sq 6 220 400 3.0 920 307 8.6×10-8

2.2.4 结果分析

(1)所配各组混凝土均能满足设计要求。
(2)由Sq 6、Sq 5、Sq 1、Sq 2的水胶比分别为0.85、0.89、0.94、1.19,水胶比与28d

抗压强度的关系可由折线图1表示。
折线表明:随着水胶比的增大,塑性混凝土的强度呈下降趋势。
(3)对Sq 3与Sq 4的试验结果进行比较。结果表明:相同水灰比、相同砂率、水泥和粉煤灰占胶

凝材料的比例相同的情形下,分别掺入同样比例 (占总胶凝材料的比例)的膨润土及黏土,掺加膨润土所

配混凝土与掺黏土所配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基本相同,但比掺黏土所配混凝土的弹性模量稍低、弹强比稍低,
渗透系数稍小。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膨润土的液限及塑限指数均高于黏土,其黏性好于黏土所致。

(4)Sq 4与Sq 5的试验结果进行比较可得:在两组配合比用水量基本相同的情况下,Sq 5中

膨润土与黏土用量和 (100kg/m3)少于Sq 4中膨润土的用量 (无黏土,140kg/m3),其水泥用量

(112kg/m3)多于Sq 4中水泥用量 (100kg/m3),但粉煤灰的用量 (65kg/m3)比Sq 4中粉煤灰的用

量 (139kg/m3)少一半多。膨润土与黏土用量和的减少和会降低弹性模量以及提高抗渗性能,水泥用量

的增加会增加混凝土强度,增加弹性模量以及提高抗渗性能[2],但Sq 4与Sq 5膨润土与黏土用量和

及水泥用量的差别不大,故认为不是造成两者性能区别的主要因素,造成两者性能区别的主要因素是粉

煤灰用量的不同,即虽然随着粉煤灰掺量的增加,混凝土的抗渗性能将会有一定提高[3],但当掺量增大

到一定程度时,塑性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弹性模量会增大,抗渗系数反而降低。这是由于粉煤灰粉煤灰

颗粒为表面光滑的球形颗粒,较大粒径的粉煤灰 (>250um)形状不规则,其形态效应、活性效应、微

集料效应三个效应是共存于一体且相互影响的结果。图2是粉煤灰颗粒形貌的电镜照片[4]。

图1 混凝土水胶比与28d抗压强度的关系图

  
图2 粉煤灰颗粒形貌的电镜照片

2.2.5 低弹塑性混凝土现场应用情况

为使施工方便,所用掺合料选用膨润土及粉煤灰两组,弃用了黏粒含量较低的黏土,根据初始设

计指标和蕲春大同水库的施工情况将施工配合比定为Sq 6。但在施工前期,设计方更改了设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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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即:混凝土R28=3~5MPa,渗透系数K≤1×10-6cm/s,弹性模量1600~2200MPa。根据蕲春

大同水库新的设计要求,实验室依据对初步设计试验的分析,按新的设计要求将胶凝材料用量重新进

行了调整,提高了水泥用量,配制出了满足要求的用于现场施工的混凝土配合比,见表9,在实验室

内对该混凝土进行标准养护,其力学性能测试结果见表10,均满足设计要求。
对施工现场的混凝土取样进行性能测试,其结果见表11。结果表明,所抽检的防渗墙混凝土28d

抗压强度范围为3.2~5.3MPa,弹性模量范围为1700~2100MPa,渗透系数范围为 (1.4~3.3)×
10-7cm/s,均能满足设计要求。

表9 现场施工的塑性混凝土配合比

编号 水胶比 砂率

塑性混凝土材料用量/(kg/m3)

水
水泥 粉煤灰 膨润土 黏土

用量 比例 用量 比例 用量 比例 用量 比例
砂 石

减水剂

/%

Sq 1.00 0.60 260 160 0.62 50 0.19 50 0.19 0 0 1021 680 0.7

  表10 现场施工的塑性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结果

编号 坍落度/mm 扩散度/mm 28d抗压强度/MPa 弹性模量/MPa 弹强比 抗渗系数/(cm/s)

Sq 185 380 5.3 2200 415 3.5×10-7

  表11 混凝土力学试验结果

取 样 部 位 28d抗压强度/MPa 弹性模量/MPa 抗渗系数/(cm/s)

1#槽孔 3.7 — 1.9×10-7

6#槽孔 (0+030~0+036) 3.9 — 2.1×10-7

8#槽孔 (0+042~0+048) 3.2 — —

10#槽孔 (0+054~0+060) 4.7 — 1.5×10-7

14#槽孔 (0+078~0+084) 3.3 — —

19#槽孔 (0+107.4~0+112.3) 3.5 1900 1.8×10-7

27#槽孔 (0+146.6~0+152.6) 4.6 2100 3.2×10-7

35#槽孔 (0+187.8~0+193.8) 3.6 1800 2.2×10-7

36#槽孔 (0+197.5~0+204.7) 3.6 1900 2.8×10-7

42#槽孔 (0+224.1~0+229.6) 3.7 1700 2.9×10-7

50#槽孔 (0+267.0~0+274.2) 3.1 1700 —

59#槽孔 4.3 — 2.2×10-7

63#槽孔 3.3 — 2.7×10-7

67#槽孔 4.6 — 1.9×10-7

73#槽孔 3.4 — 2.8×10-7

76#槽孔 3.5 — 3.0×10-7

81#槽孔 3.2 — 3.3×10-7

 注 “—”表示该项目未检。

3 结语

经过对两个工程中的低弹塑性混凝土的分析研究,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
(1)采用外掺膨润土、粉煤灰以及黏土掺合料的方法 (无论掺合料是单掺还是同掺)均可以配制

出满足设计要求的低弹塑性混凝土。高液限黏土或者膨润土能产生较好的黏性,适合作为掺合料配制

低弹塑性混凝土。
(2)外掺掺合料配制的低弹塑性混凝土28d抗压强度与水胶比有着一定关系,一般表现为水胶

比大,强度小。
(3)采用外掺膨润土、粉煤灰以及黏土掺合料的方法 (无论掺合料是单掺还是同掺)配制的低弹

塑性混凝土渗透系数易满足K≤1×10-6cm/s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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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式防渗墙的防渗效果初探

蒋国建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武汉 430070)

关键词:防渗墙;测压;防洪堤

荆江大堤穿过江汉平原腹地,历来是湖北省防洪保安的重点。江汉平原地层结构均为第四纪全新

统河湖相沉积,土层可分为若干层,但主要是上部为5~30m左右的软黏土层和下部厚度很大的粉细

砂层,砂层顶板分布高程在13.5m左右。砂层由上至下颗粒结构由细变粗,由粉砂渐变到细砂或细

砂夹小砾石。砂层分布走向基本为EW 向,砂层为流状、中等密度、饱和湿度。为了解决荆江大堤

的基础渗漏问题,确保大堤的度汛安全,该堤段大多采用了多种形式的防渗墙加后排水的方式。在荆

州区弥市堤段上采用三管高压定喷灌浆法建造的4500延长米、面积为38000m2 的防洪堤地下悬挂式

垂直防渗墙,除采用随机抽样、开挖检查、作围井抽注水试验求K 值、墙体取样试验等方法外,还

在该堤段埋设了测压管,以此来研究防渗墙的效果和作用。

1 测压管埋设情况

本次测压管共埋设了3组,除幸福闸、弥市堤、松滋堤一组是埋设在没有防渗墙处以作比较外,
其余各组均设在防渗地段,具体地点由建设管理单位任意指定。从每组情况来看,土堤上每组4根,
即防渗墙前、后各1根,堤内脚和堤内远处各1根。幸福闸一组3根,即防渗墙前、后各1根,闸门

处1根,埋设时间为2002年3月。

2 堤身测压管观测情况

在防渗墙建好、测压管埋好后,2003年洪水期间,先后观测了5次,详见表1。

表1 防洪堤测压管水位情况

位置
测压管水位/m

1 2 3 4

水位差/m

1~2 2~3 3~4

测压管水平相距/m

1~2 2~3 3~4

渗压坡降

1~2 2~3 3~4

防渗墙

类型

松滋堤 24.671 23.92222.476 0.749 13.1 11.3 0.572 0.129 无墙

弥市堤 23.17022.442 21.88 21.85 0.728 0.030 0.80 2.55 11.30 0.910 0.220 0.0026 三管定喷

从观测的情况可以得出:
(1)防渗墙前后水位差距较大。最大0.728m。
(2)防渗墙前后渗压坡降较堤后无防渗墙的渗压坡降大。前者0.91,后者0.0768。
(3)无防渗墙断面的渗压坡降亦小于有防渗墙断面的渗压坡降。从埋设在无防渗墙处作为比较的

测压管来看,渗压坡降平均为0.148,小于防渗墙的0.91。

3 水闸测压管观测情况

水闸与防洪堤一样,一期加固工程中,对其进行地基防渗处理,是在其底板作一道10m的三管

高压定喷灌浆悬挂式防渗墙。闸底渗压水头大小总是从水位高的一边逐渐递减到水位低的另一边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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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底地基没有防渗墙也如此。
那么,怎样判断防渗墙是否有效果呢? 笔者认为:当闸门关闭相当一段时间后并存在水位差的情

况下,如果防渗墙前后的渗压坡降大于整个闸底板的渗压坡降,说明防渗墙有作用;否则即无效果

(图1)。

图1 防渗墙防渗效果图

我们先后对测压管进行了观测,从表1、表2中选取了一组数据进行分析:
(1)整个闸底板的渗压坡降平均为0.054,防渗墙前后的渗压坡降平均为0.715。后者均比前

者大。
(2)防渗墙前后的渗压坡降均大于整个闸底板的渗压坡降。
以上说明高喷防渗墙降低了渗压水头,减小了闸室扬压力,是有效的。

表2 水闸测压管水位测量成果

外江水位

/m

内水位

/m
1号水位

/m
2号水位

/m
3号水位

/m
1~3

渗压坡降

1~2
渗压坡降

24.67 23.78 24.67 24.139 23.834 0.0436 0.152

4 结论

从荆江大堤埋设的测压管水位观测情况来看,防洪堤垂直悬挂式防渗墙在降低渗压水头、减小扬

压力方面是有效的,具有明显的防渗效果。该防渗墙尤其适用于粉细砂层特厚的地基情况,值得推广

应用。

(本文发表于 《中国水利》2005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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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直径钻孔灌注桩的试验研究

蒋国建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武汉 430070)

摘 要:江汉平原土层上部主要为黏土层,下部为厚度很大的粉细砂层,为解决该区域

地基承载能力低、粘管和陷管问题,湖北省水利水电工程一处对大直径钻孔灌注桩进

行试验研究,掌握了地基极限承载力规律,为科学合理设计以及今后的施工提供了

依据。
关键词:钻孔;灌注桩;地基承载力

江汉平原,地层均为第四纪全新统河湖相沉积,土层上部主要是平均厚度为26.65m的软黏土层

和下部厚度很大的粉细砂层。为解决在该区域地基承载能力低、粘管和陷管问题,确保水利工程安

全,湖北省水利水电工程一处承担了大直径钻孔灌注桩的试验研究课题。试验区内打有17个地质钻

孔,孔深40~60m,合计钻进689.25m。本试验采用了3根试桩。

1 试验

1.1 试验内容

(1)垂直荷载试验。3根试桩均先后以慢速维持荷载法和快速维持荷载法进行垂直荷载试验,以

确定单桩的极限承载力。
(2)单桩工作机制的研究。3根桩内埋设了多种量测元件,实测桩身不同截面的应力和应变,以

研究桩身的轴向力、侧壁摩阻力的分布规律,荷载与侧壁摩阻力和桩端阻力的关系,侧壁摩阻力和桩

端阻力异步发挥的过程,以及各土层的极限摩阻力的分析等。
(3)桩的大贯入度试验。多次对桩进行 “破坏”试验,分析桩的 “破坏”概念,研究位移与承载

力的关系,研究极限承载力与静置时间的关系等。

1.2 试验布置

垂直荷载试验用锚桩承受反力,油压千斤顶加载,反力架设计荷载1000t,由主梁、侧梁、拉

杆、双径拉力提篮等部件组成,呈H形布置。
水平荷载试验采用试桩与锚桩对推的方式,也用油压千斤顶加载。

1.3 测量装置

桩顶沉降量由4只相隔90°的大量程百分表和两只对称布置的电感位移计量,测锚桩的上拔位移

量也由百分表和电感位移计监测,所有位移计都用磁性表座固定于同一基准梁上。
基准梁由两个以钢管和钢筋焊成的桁架并按所需的间距用拉压钢筋焊成一个轻便稳定的整体,在

相应位置还焊有4根稳固悬臂以便测定锚桩位移量,基准梁置于影响区外的支座上,能自由伸缩,防

止温度变化而产生上拱、下挠。
在露出地面的桩身相距0.3m两断面,对称两边各布一只千分表,以观测两点的相对变形求取桩

身的弹性模量。

1.4 试验方法

垂直荷载试验采用慢速维持荷载法 (简称慢速法)和快速维持荷载法 (简称快速法)两种加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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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加载等级一般按设计提出的极限荷载的1/10分配。
根据桩的实际受力情况,水平荷载试验1号桩采用重复加荷5次卸荷一级的方法和连续加载方

法。2号桩采用重复荷载回零的方法和连续加载方法,加载等级按设计提出的极限水平的荷载的1/10
分配,读数时间是:加载时间荷载维持5分钟读数,卸载时维持3分钟读数;连续加载时,加载后

10分钟读数1次,若10分钟内位移小于0.05mm,便加下一级荷载。
桩的大贯入度试验,加载方法同慢速法,共进行10次,其中一部分是 “破坏”后卸荷回零,再

做一次试验;另一部分不卸荷,而是让其蠕变和松弛达到自然平衡后再作下一次试验,考虑到桩端土

体的固结效应,每次试验后到下一次试验的时间间隔分1天、2天、22天。
垂直荷载试验的变形 (沉降)稳定标准,试桩的沉降量在每小时内小于0.1mm时认为已趋于稳

定,但必须连续两次测读数都能满足要求并历时1小时以上。

2 试验成果及分析

2.1 极限承载能力确定

1号桩以设计极限荷载的1/10分级,结果是7级荷载后达到 “破坏”标准;2号桩分级是以1号

桩的试验结果为依据推算,结果是8级荷载达到 “破坏”标准。
考虑到施工因素对承载力的影响,对因施工停电的2号桩做了大贯入试验,以进一步了解极限承

载力随位移变化的关系。试验共作了10次,前6次为全部卸载后再加载,后4次保持荷载让其蠕变

和松弛达到自然平衡 (相当于平衡法),测出稳定荷载后再卸载至一定值 (相当于破坏荷载的1/3),
经一昼夜后再逐级加载,重复4次。3号试桩加载等级分得适宜,10级 “破坏”省时省工便获得令人

满意的结果。
确定极限承载力的方法很多,由于3根试桩均出现明显的 “破坏”,荷载—位移曲线有明显性折

点,因此由各种方法确定的极限承载力相差不大。
根据上述的分析法所确定的极限承载力值分析:慢加载与快加载有些差别,但不悬殊,反映一般

黏性土的特性。由于2号桩的试验结果与1号和3号桩的试验结果相差较大,究其原因可能是施工问

题,钻孔期间停电,前后共花6天,桩底回淤比较 严重,下部粉砂层局部坍塌引起土质疏松。此外,
由于泥浆长时间护壁使侧壁的泥浆套增厚而降低了桩—土间的摩擦力等。为证实上述的分析,进行大

贯入度测验,总贯入量达230mm,随着位移的增加,桩底的回淤被挤压,桩端阻力和桩下部的侧壁

摩阻力逐渐增加,因而桩的承载能力逐渐增大。
试验表明,影响灌注桩承载力的因素很多,要提高其承载力,其中就包括缩短成孔和浇灌时间、

减小坍塌、减小回淤、清底要彻底等施工因素。

2.2 桩身轴向力分布

所有试桩都是在未开挖基坑的原地表面上进行,显然,计算桩的实际极限承载力时,必须扣除基

坑面上覆盖层的影响,如何扣除这一影响,由于桩侧摩阻力的分布比较复杂,它不仅与土性有关,还

与桩的长短,直径大小,刚度,表面粗糙程度以及桩端持力层等有关。

2.3 桩侧壁摩阻力分布

(1)侧壁摩阻力分布。通过实测资料分析,摩阻力发挥的共同趋势是,首先是浅层土发挥,然后

随着荷载增大,桩—土相对位移增加,下部土层的摩阻力才逐渐发挥。其中软黏土随着桩—土相对位

移达到一定值之后,表现了一定程度的软化现象,而深埋砂土的摩阻力则趋于稳定值。

2号桩承载力偏低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泥浆套的作用,使土层的极限摩阻力有均等化的趋势,特别

是深层砂土的摩阻力不能发挥而受到影响。
在大贯入度试验中,随着桩的压力,深层土,特别是接近桩端的砂土,摩阻力发挥更为明显。

3号桩与2号桩相距约80m,地层剖面类同,其长度与2号桩短11m,而其承载力比较高,相应

的极限摩阻力也高。究其原因是3号桩施工顺利、时间短,护壁的粉砂层来不及坍塌,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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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
(2)荷载传递函数。试验结果表明:一是桩底反力占总承载力的分量不大,一般都在5%以下,

近乎纯摩擦桩的情况;二是随着贯入量的增大,桩的承载力有明显的提高,桩端阻力也有明显的增

大。在应用中,只有在桩基容许有一定下沉量的情况下,桩端阻力才可适当考虑。

3 结论

(1)1号试桩极限承载力320~328t,扣除上覆盖层的影响后为250~260t;2号试桩的极限承载

力为460t,扣除上覆盖层的影响后为325t,3号试桩的极限承载力为445~490t,扣除影响后为380~
425t。

(2)灌注桩的侧壁摩阻力和桩端阻力不仅取决于土层的性质,还有其他影响因素,特别是施工因

素。在采用泥浆护壁时,应尽可能缩短施工时间,减弱泥浆对侧壁的影响和桩底的淤积,防止孔底粉

细砂层的坍塌松动。
(3)大贯入度试验表明,随着贯入度的增大,桩端阻力逐渐发挥,桩底部分侧壁摩阻力也逐渐增

大,极限承载力明显提高,但必须指出,只有容许结构物有一定的下沉量时才考试桩端阻力。
江汉平原是湖北的粮仓,水利设施星罗棋布,但软弱地基常使建筑物产生沉降过量而影响正常运

行,钻孔灌注摩擦桩的研究,对桩—土相互作用的机理及灌注桩在增加承载力方面的规律有了进一步

了解,为设计部门的科学合理设计及今后的施工提供了依据。

(本文发表于 《中国水利》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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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码头闸软土地基加固处理

黄站峰1,刘川顺1,任翔1,张幼书2,王小平2

(1.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2;
2.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武汉 430070)

摘 要:分析余码头新闸施工期出险的原因,提出了用水泥土搅拌桩加固涵闸两侧堤身

和旋喷桩加固涵闸地基以及新老两闸联合度汛等方案。用Plaxis有限元软件对余码头

闸地基加固处理效果进行了计算分析,计算分析结果及运行实践表明本次加固方案是

合理有效的。
关键词:水闸;地基处理;水泥土搅拌桩;旋喷桩

1 概述

余码头老排水闸位于湖北省嘉鱼县长江干堤—四邑公堤上,为二等工程,主要建筑物2级,于

1972年建成。该闸存在着闸基承载力低、地基不均匀沉降大、闸身裂缝多、止水损坏严重等问题。
遂决定修建新闸彻底解除隐患。

余码头新排水闸 (以下简称余码头闸)位于距老闸外江侧280m的余码河上,穿堤 (堤顶高程

34.00m)拱涵型式,二等工程,主要建筑物2级。设计排水流量为245m3/s。闸室及拱涵段全长

74m;涵闸共3孔,总宽23m,单孔净宽6m;底板顶高程17.00m,厚1.5m。闸室及拱涵段设钻孔

灌注桩基础,桩径1m,桩长约32m。闸室与拱涵、拱涵与拱涵分段间设2cm宽的伸缩缝,缝内设双

层止水。

2 工程地质条件

余码头闸地处长江中下游冲积平原,地形平坦。闸址处原河床高程为18m,涵闸底板地基从上到

下各层岩土为:
(1)淤泥质粉质黏土,软塑—流塑状,厚10.00~13.70m,含水量w=44.4%,孔隙比e=

1.21,塑性指数Ip=13.7,液性指数IL=1.54,凝聚力c=18.4kPa,摩擦角φ=3°,压缩模量Es=
2.8MPa,承载力标准值fk=70kPa,摩擦力标准值qs=9kPa。

(2)粉土夹粉质黏土,粉土中密,有层理结构,所夹粉质黏土呈可塑状,厚9.84~14.20m,

w=29.7%,e=0.85,Ip=9.25,IL=1.55,c=21.0kPa,φ=12°,Es=5.2MPa,fk=130kPa,

qs=18kPa。
(3)粉砂,饱和,稍密—中密,厚5.80~6.30m,Es=8.0MPa,fk=200kPa,qs=26kPa。
(4)中细砂,饱和,中密,厚2.10~8.90m,fk=250kPa,qs=60kPa。
(5)强风化钙泥质岩,裂隙较大,有高低强度互层的规律,fk=400kPa,qs=80kPa。
(6)中风化钙泥质砂岩,层间裂隙较发育,fk=900kPa,qs=150kPa。

3 施工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余码头闸于1998年12月下旬开工建设,2000年3月29日土方回填至28.00m高程时,拱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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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止水伸缩缝都不同程度整体张开,缝宽0.3~2.0cm。此外进口护坦板有较大的不均匀沉陷,新老

闸之间河床多处出现冒水翻砂现象,主要原因是软土的挤压流变和压缩排水。研究决定采用深层水泥

土搅拌桩加固处理涵闸两侧大堤,采用高压旋喷桩加固涵闸地基。

4 水泥土搅拌桩设计

4.1 水泥土搅拌桩布置

余码河是人工开挖的排水河道,经过30年的运行,河床淤积严重,闸址处河道底宽由原来的近

80m缩窄至20多m,两岸边坡淤积厚达6~7m。新闸建设时,涵闸两侧的淤泥没有全部挖走,故确

定涵闸两侧各30m宽范围为重点加固区;向两岸延伸至25.00m地面高程范围为外围加固区,各宽

20m,即拱涵两侧各加固50m宽的堤基。桩顶高程为地表下0.5m,桩底高程为10.00m (进入粉土

层1.0m)。根据与涵闸的距离和填土高度将加固范围划分为 A~F6个区,其桩距分别为:A区

1.0m;B区1.2m;C区1.4m;D区1.5m;E区1.2m;F区1.0m。桩径0.5m,采用矩形布置。具

体布置分区见图1。

图1 深层搅拌桩布置图

4.2 水泥土搅拌桩单桩竖向承载力标准值

水泥土搅拌桩单桩竖向承载力标准值Rdk 可按下列两式计算,取小值。

Rdk=ηfcu,kAp (1)

Rdk=qsupl+αApqp (2)
式中:fcu,k为与搅拌桩桩身加固土配比相同的室内加固土试块无侧限抗压强度平均值;η为强度折减

系数;qs 为桩间土的平均摩擦力;up 为桩周长;l为桩长;α为桩端天然地基土的承载力折减系数;

qp 为桩端天然地基土的承载力标准值;Ap 为桩截面积。
根据地质勘探资料和相关工程经验,取fcu,k=1.2MPa;η=0.25;qs=0 (填土未完成自重应力

固结,不计侧阻力);up=1.57m;l=7m (入淤泥6m,入粉土1m);α=0.5;粉土qp=130kPa;

Ap=0.196m2;按以上两式计算结果取较小值得Rdk=58.8kN。

5 旋喷桩设计

5.1 旋喷桩布置

旋喷桩加固处理重点对象为涵闸底板地基,由于进口护坦板发生不均匀沉降,止水破坏修复困

难,因此也将进口护坦板作为加固处理对象。旋喷桩布置原则是外排孔密,形成封闭圈;内排孔稀,
在达到灌浆目的的前提下节省投资。外排孔距1.5m,内排孔距2.0m,并结合灌注桩布置进行调整。
桩径1.0m,孔深以进入粉土层1.0m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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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旋喷桩单桩竖向承载力标准值

旋喷桩单桩竖向承载力标准值可按下列两式计算,取其中较小值:

Rdk=ηfcu,kAp (3)

Rdk =πd∑
n

i=1
hiqsi+Apqp (4)

式中:d为桩的平均直径;n为桩长范围内所划分的土层数;hi 为桩周第i层土的厚度;qsi为桩周第i
层土的摩擦力标准值;其余符号同前。

根据地质勘探资料和相关工程经验,取fcu,k=2.0MPa;η=0.35;d=1.0m;hi 淤泥质土4.5m,
粉土1.0m;qsi淤泥质土为9kPa,粉土为18kPa;qp=100kPa;Ap=0.785m2;计算得Rdk=445.9kN。

5.3 旋喷桩加固后复合地基承载力标准值

旋喷桩加固后复合地基承载力标准值fsp,k按下式计算:

fsp,k=1Ae
[Rdk+βfs,k(Ae-Ap)] (5)

式中:Ae 为单桩承担的处理面积;fs,k为桩间天然地基承载力标准值,按淤泥土取fs,k=70kPa;β为

桩间天然地基承载力折减系数,β=0.3。
旋喷桩加固后涵闸底板下复合地基承载力标准值fsp,k提高到87.79~105.29kPa,较原来的

70kPa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对淤泥质地基土的性质改善能起到较好的作用。

6 加固效果的计算机模拟分析

为了验证地基加固处理的效果,下面采用有限元软件Plaxis对涵闸地基在各种典型工况下的变

形情况进行计算机模拟分析。

6.1 施工出险期的地基沉降分析

加固前拱涵地基各土层物理力学指标见表1。图2为施工出险期 (大堤回填至28.00m高程)拱

涵横断面沉降分布图,可以看出拱涵产生了明显的向上位移。拱涵两侧堤身填土较高,紧靠拱涵处达

11m多,对地基中淤泥质土层的荷载作用很大;而拱涵是中空的,顶部填土加自身重量的总和对地

基淤泥质土层的荷载作用较前者要小得多。地基中的淤泥质土在上部填土荷载作用下变形并产生流

动,挤压拱涵底板下面的淤泥质土,使拱涵向上产生浮动。这与余码头闸施工过程中所出现的拱涵止

水伸缩缝整体性张开现象是相符合的,说明建立的模型是正确的,计算结果是合理的。

表1 土层物理力学性质指标表

土层
干重度

/(kN/m3)
湿重度

/(kN/m3)
压缩模量

/(kN/m2)

人工填土 15.2 19.5 4500 0.36 30 7

淤泥质土 12.7 18.4 2800 0.41 18.4 3

粉土 15.0 19.5 5200 0.35 21 12

粉砂 15.5 19.7 8000 0.33 0 21

中风化砂岩 23 23.1 100000 0.22

6.2 完建期的地基沉降分析

水泥土搅拌桩和高压旋喷桩加固后各分区复合地基的凝聚力、摩擦角和弹性模量都会有较大的

提高。
搅拌桩、旋喷桩加固后拱涵地基淤泥质土层物理力学指标见表2。图3为完建期 (大堤回填至

34.00m高程)拱涵横断面沉降分布图,可以看出涵闸没有产生竖向位移,处于稳定状态。在加固处

理之后的实际施工过程中,涵闸也没有再产生浮动现象。说明加固后堤基淤泥质土层的承载能力已经

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不会再对拱涵底板下的淤泥质土产生很大的挤压作用而使拱涵浮动,这说明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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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固处理措施是有效的。

表2 加固后淤泥质土层各分区物理力学性质指标

土层分区 单桩承担面积、置换率 压缩模量/(kN/m2) 凝聚力/(kN/m2)

闸室段 5.48m2 16720 34.07 6.70

拱涵进出口段 7.39m2 13120 28.90 5.60

拱涵中间段 5.86m2 15820 32.80 6.43

进口护坦 5.83m2 15880 32.89 6.45

A 16.39% 22000 36.78 7.27

B 12.29% 17200 31.26 6.10

C 9.78% 14260 27.68 5.34

D 9.14% 13510 26.74 5.14

图2 施工出险期拱涵横断面沉降分布图

图3 完建期拱涵横断面沉降分布图

6.3 运用期的地基水平位移分析

运用期涵闸要经常承担很大的水头差,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水平位移。设计洪水位 (外江侧水位

32.72m,内湖侧水位21.50m)时涵闸两侧水头差11.22m,经计算涵闸的整体性水平位移达13~
17cm。虽然在混凝土桩基的作用下涵闸仍能够保持稳定,不会发生倾覆,但如此大的水平位移势必

会影响到涵闸的汛期运行安全。所以要使余码头闸能够安全度汛,仍需要采取措施以加大涵闸抵抗变

形的能力或者是减小水平方向的荷载,可以通过采取加大涵闸底板与地基之间的摩擦力或加大混凝土

桩基的刚度等措施来加大涵闸水平方向的抵抗变形能力。分析认为采取措施来减小涵闸水平方向的荷

载是最可行的,考虑到余码头老闸在较低水头差时仍能安全运行,建议采用新闸和老闸联合运行度汛

方案。
新老两闸联合运行度汛时外江水位32.72m,新老两闸之间水位27.10m,内湖水位21.50m,即

新闸两侧水头差5.62m,老闸两侧水头差5.60m。由图4可以看出,采用新老两闸联合度汛方式后新

闸的整体水平位移只有7~8cm。由此可见,在新闸地基强度没有达到较高水平之前,采取新老两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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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度汛的方式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图4 两闸联合度汛时涵闸纵断面水平位移分布图

7 结语

余码头闸施工期出现了拱涵止水伸缩缝整体性张开、进口护坦板不均匀沉陷以及新老闸之间河床

冒水翻砂等险情,原因在于涵闸两侧堤基及涵闸地基软弱的饱和淤泥质土在堤身填土荷载作用下产生

流变及压缩排水。针对这一情况采取了水泥土搅拌桩加固涵闸两侧堤身和旋喷桩加固涵闸地基以及新

老两闸联合度汛等加固处理措施,计算分析结果及实际运行 (该闸已于2001年底建成并投入运行)
表明本次加固方案是合理有效的,对今后类似工程设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TB10113—96,粉体喷搅法加固软弱土层技术规范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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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 《土工基础》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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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基上复杂土坡稳定可靠度研究

陈晓平1,孙慕群2,吴起星1

(1.暨南大学土木工程系,广州 510632;
2.湖北省水利科学研究所,武汉 430070)

摘 要:根据土层剖面的随机场模型和简化Bishop法对软基上防水墙后岸坡进行了可

靠度分析。采用JC方法分别计算了不同软基加固方案所对应的复杂土坡最小可靠指标

bmin,探讨了土性指标的概率特性和相关性对可靠指标b的影响,根据实测的静力触探

成果估计了抗剪强度指标c,j的自相关距离du,并评价了du 对土坡稳定可靠度的影

响,编制了相应的程序,得出了有益的结论。
关键词:土力学;土坡稳定;可靠指标;随机场模型;自相关距离

资助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021145)资助。

1 引言

土坡稳定问题在水利、土木、道桥等各类工程中普遍存在。目前,常用的分析方法有定值分析法

和可靠度分析法,前者建立于极限平衡理论的基础之上,以安全系数K 为评价指标;后者基于概率

极限状态建立平衡方程,考虑变量的随机性,以可靠指标b为度量标准。较定值分析法相比,可靠度

分析法的先进性主要在于承认和考虑了所设计对象的种种不确定性,并将这些不确定性反映在工程安

全评价的指标之中。
土坡稳定可靠度分析基于土性的随机场模型,基本计算方法有 MontCarla法和JC法 (即修正二

阶矩方法)。一般认为,JC法可以考虑基本变量的互相关和自相关性,并可以充分利用定值分析法所

积累的工程试验,故应用较多。本文采用JC法对一软基上防水墙后岸坡进行了可靠度分析,其中,
考虑了基本变量的互相关性和土性自相关距离对可靠度分析结果的影响。

2 基于JC法的土坡稳定可靠度分析方法

2.1 JC法的基本原理

JC法的基本原理是:首先,将任意分布的随机变量转换为当量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使两者恰

图1 当量正态化条件示意图

好在设计验算点处有相同的概率密度和累积分布

值 (图1)[1];然后,求出当量正态分布的均值

m'xi和标准差S'xi;最后,按二阶矩理论求出可靠

指标b。其中,m'xi和S'xi可按下式确定:

m'xi=X'xi-O
··
-1(Fxi(x*i ))Sxi (1)

S'xi=f(O
··
-1(Fxi(x*i )))/fxi(x*i ) (2)

式中:O
··
-1 (-)为标准正态分布函数的反函

数;f(-)为标准正态分布概率密度函数;F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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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fxi(x*i )分别为在验算点处变量xi 的分布函数值和概率密度函数值。

JC法具有收敛快,精度高,对基本变量概率分布类型适应性强的优点,但该法本身并没有考虑

随机变量的相关性。所以,当基本变量间存在互相关性时,可采用协方差矩阵转换的方法将相关变量

空间转化为不相关变量空间,然后,再按上述方法进行可靠度分析[2]。

2.2 极限状态方程

土坡稳定可靠度分析的数学模型可以采用定值分析法中广泛采用的简化Bishop公式,由此可推

出考虑地震力后的稳定渗流期的功能函数为[3]

g(x)=∑
n

i=1

[c'ibi+(Wi-uibi)tanji]1mj-∑
n

i=1

(Wisinqi+CsWiai/R) (3)

式中:c'i,ji 为第i土层有效应力强度指标均值;Wi 为i土条重力,Wi=W1+W2+gwzb,W1 为水

位以上条块重力,W2 为水位以下条块重力,z为条块上方水位面高出条块底面中点的距离;bi 为第i
土条底宽;Cs 为地震系数;mj 可由下式确定:

mj=cosj1+tanjtanjK
æ

è
ç

ö

ø
÷ (4)

其余符号见图2。

图2 土坡分析模型

相应的极限状态方程为

∑
n

i=1

[c'ibi+(Wi-uibi)tanji]1mj-

∑
n

i=1

(Wisinqi+CsWiai/R)=0 (5)

虽然影响土坡稳定分析的不确定因素很多,
但众多的研究表明,其影响显著的变量只有土的

抗剪强度指标,故式 (5)中可以只将c,j作为

随机变量。

2.3 c,j的互相关性及对可靠指标的影响

土体的力学特性表明,同一土层中,土性抗

剪强度指标c,j的互相关性是客观存在的,当这种相关性较弱时 (一般认为相关系数R<0.2),可

以近似地认为基本变量相互独立;否则,必须考虑c,j的互相关性。
现有研究表明,c,j之间通常存在负相关关系[4]。为探讨其相关性对可靠指标的影响,以一简

单土坡 (基本资料见表1)作为分析对象,通过JC法计算确定的相关系数与可靠指标间存在如图3
所示的关系。

表1 简 单 土 坡 基 本 资 料

坡比
均 值

mc/kPa mj/(°)

变异系数

dc dj

概率分布类型

c j

12.1 13 12 0.3 0.3 对数正态分布 正态分布

图3 c,φ相关系数R对可靠指标β的影响

  图3表明,当c,φ呈现负相关时,可靠指

标β随着R 绝对值的增大而增大;当c,φ呈现

正相关时,β随着R 绝对值的增大而减小,在这

种情况下,基本变量互相关性的考虑将降低对工

程安全性的预测。
需指出的是,图3所示结果只适合于仅有2

个相关变量的情况,当有多个基本变量相关时,
由于相关性的相互抵消效应,可能会出现计算结



软基上复杂土坡稳定可靠度研究 531  

果与不考虑互相关性所得结果相接近的情况[4]。另外,互相关系数的计算需要足够的样本,这在岩土

工程可靠度分析中往往难以做到。

2.4 c,φ的自相关性及对可靠指标的影响

c,φ的自相性需用自相关距离来度量。一般认为,土性的自相关性与土的颗粒组成、应力历史、
沉积环境等有关,且这些影响因素对于不同土性指标的作用是相近的,故根据土力学理论,一个统计

均匀的土层只有一种相关距离,即不同土性指标的自相关距离是相同的。所以,可以采用试验误差较

小、样本较大的现场原位试验 (如静力触探)成果作为推求土性自相关距离的依据。
对于平衡随机过程,土性自相关距离δu 的定义式可写成[5]

δu=2∫
h

0
ρ(τ)dτ=Γ2(Δz)Δz (6)

式中:ρ(τ)为厚h土层中土性自相关函数;Γ2(Δz)为方差衰减函数,描述 “点”的方差与空间均

值方差间的关系[6]。
土性的自相关距离的确定方法可采用 “空间递推平均法”(Vanmarcke,1977),即

(1)以同一土层中等厚度Δz获取统计样本值,计算均值μ和标准差σ。
(2)以每相邻的2个样本值的均值构成一个新的样本空间,并求其新的均值及标准差,称其为空

间均值和空间均值的标准值σ(Δz);然后,计算标准差折减系数Γ(2)=σ(Δz)/σ,并在Γ(2)-n坐标

上点绘出n=2的点。
(3)依次取n为3,4,…,(N-1),重复步骤 (2),直至Γ(n)-n曲线出现稳定点 (即近似于

理论值Γ2(n)=δu/nΔz)。
(4)根据稳定点的值计算自相关距离δu=nΓ2(n)Δz。
土性自相关距离是土性随机场模型中的重要参数,考虑这一参数将使得空间均值方差σ(Δz)小

于 “点”的方差σ,从而使求得的可靠指标β大于按一般随机变量法求得的β
[7]。

研究表明[8],按空间均值方差确定的可靠指标β对工程的安全评价更符合实际情况,并使得β与

安全系数有更好的对应性。
根据对大量静力触探结果的分析,一般软土的竖向自相关距离为0.1~0.35m[914]。

3 实例分析

3.1 工程概况

某造船厂滑道防水墙后岸坡位于长江岸边,地质条件如图4所示,土层由上至下为:土层 (1A)
为杂填土,结构松散;土层 (1B)为素填土,呈湿、可塑状态;土层 (3)为淤泥质粉土,呈软塑—
流塑状态;土层 (4)为粉土夹薄砂层,呈可塑状态;土层 (5)为砾石层,呈饱和、密实状态。

设计要求防水墙后岸坡的整体稳定安全系数F≥1.4,相应的可靠指标β≥4.2。
根据防洪及整体稳定要求确定的防水墙及边坡的设计简图如图5。图5中加固区Ⅰ、Ⅱ分别是指

防水墙施工期采用水泥搅拌桩加固的区域和墙后填土高程完成后加固的区域。

3.2 土性指标统计结果

根据现场实测静力触探成果,按空间递推平均法确定土层 (1B)、(3)、(4)的比贯入阴力Ps 的

自相关距离δu,并由式 (6)确定方差衰减系数Γ2(n)值,从而按σ2(Δz)=Γ2(n)σ2 确定空间均值

方差。
考虑了土性自相关距离的各土层c,tanφ统计结果见表2。

3.3 可靠度分析结果

3.3.1 不考虑c,φ的相关性

不考虑c,φ的互相关性,采用JC法对该挡土墙后岸坡的整体稳定进行可靠度分析,极限状态方

程采用式 (3),c,tanφ的统计特征值采用表2所列结果,最危险滑坡的搜索方式以寻求最小可靠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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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βmin为目标。计算中考虑了不同的加固方案对整体稳定的影响。并考虑了地震力和稳定渗流的影

响,地震设防烈度取7°。

图4 土层分布图 (单位:m)

 
图5 使用期岸坡计算简图

表2 c,tanφ统计结果

土层 土性指标
样本 “点”的统计结果

μ/kPa σ δ

空间均值统计结果

Γ2(n) σ(ΔZ) δ(ΔZ) δu/m

(1B)
c
tanφ

15.67
0.43

6.15
0.07

0.39
0.16

0.12
2.16
0.02

0.14
0.06

0.17

(3)
c
tanφ

16.96
0.38

7.72
0.09

0.46
0.25

0.12
2.67
0.03

0.16
0.09

0.17

(4)
c
tanφ

20.63
0.37

8.92
0.10

0.43
0.28

0.15
3.40
0.04

0.17
0.11

0.23

  表3 不考虑c,φ互相关性的计算结果

方案编号 计 算 工 况 βmin 对应的Fsmin

1 上游水位28.0m,防水墙下软基已加固,墙后软基尚未加固 2.7 1.1

2 上游水位28.0m,防水墙下和墙后软基均采用水泥搅拌桩加固 4.1 1.6

计算结果如表3,最危险滑弧位置在图5中标出。作为对比,表3中同时给出采用简化Bishop法

进行最小安全系数搜索的定值法计算结果。
根据前述该工程的设计要求可知,当防水墙后岸坡下的软基不进行处理时 (方案1),边坡的整

体稳定性是不能够满足的。当防水墙后岸坡下的软基全部采用水泥搅拌桩进行加固后 (方案2),最

小安全系数已经满足要求,但相应的可靠指标却达不到要求,说明可靠度分析中不考虑强度指标的相

关性使得其结果与定值设计结果不一致。

3.3.2 考虑c,φ的相关性

根据试验指标,统计得各土层c,φ的互相关性系数ρc,φ为:
土层 (1B),ρc,φ=-0.33;土层 (3),ρc,φ=-0.48;土层 (4),ρc,φ=-0.25
采用同样分析方法计算得相应于方案2的最小可靠指标βmin=4.5。
对比表3中βmin=4.1的计算结果可知,由于c,φ的负相关,使得考虑互相关性后可靠指标

增大。

3.3.3 考虑土性自相关距离

上述计算中均未考虑土性指标的自相关性,为了探讨自相关距离对可靠指标的影响,计算中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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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所示的自相关距离和方差衰减函数Γ2(h)来确定空间均值方差,并按照上述同一分析模型和同

样的搜索方式对本例进行了计算,确定相应于计算方案2的最小可靠指标βmin=5.1,较前述结果有

明显增大,表明考虑土性自相关距离,确实可以使可靠指标提高,且这种提高将使得可靠度分析结果

与定值分析结果有更符合实际的可比性。

4 结论

土坡稳定可靠度分析采用了土性指标不确定性的概念,较之定值方法的稳定分析更能客观反映土

体的特性。本文基于JC法对一个软基上的复杂土坡进行了可靠度分析,探讨了抗剪强度指标c,j的

互相关性和自相关性对可靠指标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
(1)本工程采用加固方案2可以满足防水墙后边坡的整体稳定要求。
(2)c,j的互相关性对可靠指标的影响是显著的:当c,j呈现正相关时,可靠指标b随着相关

系数绝对值的增大而减小;当c,j呈现负相关时,可靠指标b随着相关系数绝对值的增大而增大。
(3)土性自相关距离是土体的客观属性,是描述土体性质存在密切相关关系的两点之间的最大距

离,在可靠度分析中必须予以考虑。计算结果表明,考虑了土性自相关性后得出的b值较不考虑时要

大,与定值设计方法中的安全系数有较好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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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搅拌桩加固软弱堤基的工程实践

彭建华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武汉 430070)

摘 要:湖北省长江干堤四邑公堤上余码头排水新闸两侧堤基的加固实践,成功地采用

水泥搅拌桩对淤泥质软弱堤基进行了加固处理,提高了堤基土层的抗剪强度及承载力,
有效地保证了堤基、堤身的抗滑稳定,从而使余码头新闸两侧堤身土方填筑能够安全、
顺利地进行,使整个工程按期建成并投入运用。工程施工结果证明,深层搅拌桩能有

效提高软土堤基的抗剪强度,可运用于软土堤基的加固。
关键词:堤防;软土地基;深层搅拌桩;抗剪强度

1 工程背景及基本地质资料

1.1 工程概况

余码头排水新闸工程位于湖北省长江干堤四邑公堤桩号278+800处,为穿堤涵洞式,钢筋混凝

土结构,2级建筑物,设计排水流量为245m3/s。由闸室、拱涵、上下游连接段等建筑物组成。闸室

及拱涵段全长74m,其中闸室段长20m,拱涵段长4×13.5m。闸、涵共3孔,总宽23m,总净宽

3×6m,闸底板顶面高程17.00m,闸室及拱涵段皆设钻孔灌注桩,桩长约32m,桩径1.0m,共124
根。闸两侧采用土堤与四邑公堤连接,堤顶设计高程34.00m,堤顶宽10.0m,边坡13.0。

1.2 基本地质资料

闸址地处长江中、下游冲积平原,地形平坦;从上到下各层岩土依次为:
(1)淤泥至淤泥质粉质黏土。灰色,软塑至流塑状,层厚10.00~13.70m,分布稳定。此层为直

接持力层,主要物理力学指标:含水量ω=44.4%,湿容重γ=18.06kN/m3,干容重γd=12.4kN/

m3,比重Gs=2.73,孔隙比e=1.21,液限ω1=37.5%,塑限ωp=23.9%,液性指数I1=1.54,压

缩系数a1~2=0.66MPa-1,黏聚力Cu=18.4kPa,内摩擦角ϕu=3°,承载力标准值fk=70kPa,渗透

系数k=2.7×10-6cm/s。从这些指标可知,该土层属孔隙比大、承载力低、抗剪强度低、处于流塑

状的高压缩性软土,其工程性质很差。
(2)粉土夹粉质黏土。灰色,粉土中密,所夹粉质黏土呈可塑状,厚9.84~14.20m;分布稳定。
(3)砂。青灰色,饱和,稍密至中密,厚5.8~6.3m,较稳定。
(4)中细砂。青灰色,饱和,稍密至中密。由上至下,所夹砾石变多变大。砾石直径0.2~

0.4cm,含量20%,在 底 部 有 0.30 厚 的 卵 石 层,卵 石 层 磨 圆 好,岩 性 为 石 英 砂 岩。该 层 厚

2.1~8.9m。
(5)侏罗纪强风化钙质砂岩。浅蓝绿色,层间裂隙较发育,裂隙被黏土充填。泥晶或砂状结构,

块状构造。

1.3 堤基加固原由

水闸采用拱涵式结构,并采用空箱刺墙与两岸连接,闸基和刺墙基础均采用灌注桩处理。由于对

软土工程特性认识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将水闸结构改为穿堤涵洞式结构,忽视了水闸两侧堤身、堤基

的抗滑稳定问题,以及堤基滑动对水闸结构的影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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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期较紧,闸两侧堤身采用连续法填筑,当拱涵两侧土堤堤身回填至高程21.0~22.0m时

(经计算,填筑高程达到了由极限承载高度算得的极限填筑高程20.9~21.4m),堤基开始出现剪切破

坏和变形,表现为闸室及拱涵开始出现水平变位;当拱涵两侧填土达到28.0m高程时,水闸拱涵的4
条伸缩缝张开达3.0~25.0mm,说明堤基出现了更大范围的剪切破坏,堤基淤泥质粉质豁土层出现

了大范围的流塑变形,塑性流动的淤泥质黏土和水闸两侧的滑动土体,拖拽水闸出现了较大的位移,
尽管涵闸底板下设置了众多的灌注桩也阻挡不了建筑物的移动。

此时离设计填土高程34.0m还差6m高,需要采取工程措施加固地基,否则闸室及拱涵将出现更

大的水平变位,危及水闸安全,整个水闸工程也将不能按期建成投入运用。

2 地基加固方案与选择

软土地基加固处理方法很多,考虑本工程地基上已回填了约11.4m厚的土层,对打排水砂井或

打降水井点方案,深层搅拌桩方案,逐年加堤方案,堤脚压载、设阻滑桩方案,空箱刺墙方案,封闭

桩方案等进行了加固效果、安全可靠性及可操作性和经济分析。经技术经济比较后,推荐深层搅拌桩

方案,该方法可以提高堤基抗剪强度、控制堤基不发生滑动。

3 深层搅拌桩计算

3.1 一般计算

根据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2002)计算。
单桩承载力Ra 按下面两式计算并取小值:

Ra=ηfcuAp
Rq=qaμpL+aApqp

式中:fcu,由于工期的限制,取28d龄期的无侧限抗压强度的平均值,根据室内试验结果,取fcu=
1.2MPa;η,根据本工程的重要性并考虑现场实际情况及有关资料介绍的经验,取η=0.25;Ap,桩

径为0.5m,Ap=0.196m2;qp,根据本工程地基情况,淤泥质粉质黏土取8kPa,粉土取12kPa,填

土由于未完成自重应力固结,不计侧阻力;μp,μp=1.57m;L,入淤泥质粉质黏土6.0m,入粉土

1.0m;α,α=0.5;qp,桩端为粉土,qp=130kPa。
按上两式计算结果取小值,则:Ra=58.8kPa。
复合地基承载力设计值按下式计算:

fspk=m
Ra
Ap
+β(1-m)fsk

式中:β,桩端为粉土夹粉质黏土,取β=0.8;fsk为按进入淤泥质粉土和粉土的加权平均深度计算,

fsk=85kPa。
还应作沉降计算和软弱下卧层承载力验算。

3.2 复合地基的抗剪强度计算

由于本工程的地基变形实质上是地基土的剪切破坏,也即地基产生了滑动变形。进行地基加固的

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改善天然地基的整体稳定性,提高地基及填土的抗剪强度,防止其进一步滑动。除

了需计算出复合地基的承载力标准值后,尚需计算地基的抗剪强度提高值。分析计算填土、地基的抗

滑稳定性,判断加固处理后堤身填土、地基会否继续滑动。
形成复合地基后,搅拌桩和桩间土两者都发挥抗剪强度,故复合地基的抗剪强度可用复合值来表

示。按照Priede提出的方法计算复合地基的黏聚力Csp、内摩擦角ϕsp:

tgϕsp=ωtgϕp+(1-ω)tgϕs
Csp=ωCp+(1-ω)Cs

式中:ω 为 与 桩 土 应 力 比n 和 置 换 率 m 有 关 的 参 数,ω=mμp;μp 为 应 力 集 中 系 数,μ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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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m(n-1)

;n为桩土应力比,n=Pp/Ps,可用实测资料进行计算,其中Pp 为桩的应力,Ps 为桩

间土的应力,一般桩土应力比n可取2~4,本工程取n=2计算;ϕp 为桩身水泥土的内摩擦角,本工

程取ϕp=20°;Cp 为桩身水泥土的黏聚力,本工程取Cp=100kPa;ϕs 为桩间天然地基土的内摩擦角,
本工程取ϕs=2°;Cs 为桩间天然地基土的黏聚力,本工程取Cs=12kPa。

需要说明的是,水泥土的抗剪强度随抗压强度的增长而提高。有研究资料表明,当无侧限抗压强

度为0.3~4.0MPa时,其黏聚力一般为0.1~1.0MPa,抗剪强度约为抗压强度的20%~30%,内摩

擦角在20°~30°之间变化。因本工程主要加固地层为淤泥质粉质黏土层且已发生了剪切变形,为安全

可靠,ϕp、Cp 均取下限值。
按上述公式计算不同桩距布置时的复合地基的fsp、Cpsp、ϕsp (表1),供堤身稳定分析和搅拌桩

布置时选用。

表1 复合地基Csp、ϕsp、fsp计算成果 (淤泥质粉质黏土层)

桩距/m m n up ω tgφsp φsp/(°) Csp/kPa fsp/kPa

1.0 0.196 2 1.672 0.328 0.1428 8.1 41 113.5

1.2 0.136 2 1.761 0.239 0.1136 6.4 33 99.5

1.4 0.100 2 1.818 0.182 0.0948 5.4 28 91.2

1.5 0.087 2 1.840 0.160 0.0876 5.0 26 88.2

1.6 0.077 2 1.857 0.143 0.0820 4.6 25 85.9

1.8 0.060 2 1.887 0.113 0.0721 4.1 22 81.9

2.0 0.049 2 1.906 0.093 0.6550 3.7 20 79.4

2.2 0.040 2 1.923 0.077 0.0603 3.4 19 77.3

2.4 0.034 2 1.934 0.066 0.0566 3.2 18 75.9

4 搅拌桩布置与设计

4.1 堤基加固后稳定分析

选择涵闸两侧堤身填筑高度最大的断面和距涵闸两侧各50m处的断面进行稳定分析。分别采用

1.2m桩距和1.4m桩距复合地基的Csp、ϕsp,用瑞典圆弧法、毕肖普法作稳定计算。加固前,在施工

期完和渗流稳定期所取断面的堤身上下游坡的抗滑稳定安全系数最小值均小于1,堤身、堤基不稳,
必须进行加固处理;加固后,堤身上、下游坡抗滑稳定安全系数最小值毕肖普法计算结果均大于

1.25,瑞典圆弧法计算结果略小于1.25,满足规范要求。

4.2 桩长

桩长的设计根据稳定分析结果和国内常用的搅拌桩施工设备的最大加固深度确定。由堤身抗滑稳

定分析知,最小安全系数滑弧的最低处均伸至淤泥层的底面、粉土层的顶面,故桩底应深入粉土层以

下,按1.0m计。

4.3 搅拌桩加固范围

根据开挖基坑长度、放坡及原址工程地质状况确定涵闸两侧各30m宽范围为重点加固区;向两

岸延伸至25m高程地面范围为外围加固区,各宽20m,即拱涵两侧各加固50m宽的堤基。顺水流方

向,加固至最小安全系数滑弧出逸点外10m。共分5个加固区,按越靠近拱涵桩距较小的原则进行搅

拌桩的布置,桩距分别为1.0m、1.2m、1.3m、1.4m、1.5m,合计加固面积11088m2,共7102根

桩,总桩长101963m,平均单桩长14.36m。

4.4 下卧层地基应力验算

按群桩作用原理,进行下卧层地基验算。公式为:

P0=fspkF+Fsf+fsk
(F-F1)

F1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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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0 为基础底面的附加应力,kPa;F为复合地基的面积,m2;F1 为假想实体基础的底面积,

m2;G为假想基础的自重,kN;Fs 为假想实体基础的侧表面积,m2;f为作用在假想实体基础侧壁

上的平均摩阻力标准值,kPa;fak为假想实体基础边缘软土的平均摩阻力标准值,kPa;Rs 为假想实

体基底面经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标准值,kPa。
经计算,基础底面的附加应力为433kPa,小于经修正后的粉土层的承载力标准值446kPa,满足

要求。

5 施工与检测

5.1 工艺

因常规施工工艺不能满足要求,通过试桩和检测,确定如下主要工艺和技术要求:
(1)采用三次搅拌成桩,对淤泥质粉质黏土层及粉土层进行复喷搅,即第一次按设计桩长喷浆到

底,将钻头上下活动30s左右,然后提升喷浆搅拌至淤泥质粉质黏土层的顶面;再次钻进喷浆至设计

桩底高程,然后提升喷浆搅拌至淤泥质粉质黏土层的顶面,完成第一次复喷搅复喷;再一次钻进喷浆

至设计桩底处,最后提升喷浆搅拌设计停浆面,完成第二次复喷搅复喷。钻进和提升速度控制在

0.5m/min以内。
(2)采用P.O32.5普硅水泥,水泥浆的水灰比不大于0.50。
(3)为了提高桩体的早期强度,在水泥掺入量为15.2%的基础上掺入水泥重量0.7%的NFJ 04

早强高效减水剂。检测结果表明,NFJ 04早强作用明显,并有很好的减水作用,水灰比可由0.60
降至0.45。

(4)所用搅拌桩机应具有喷浆量的电脑自动记录装置。

5.2 成桩质量检测

根据本工程地基加固的特点,对成桩质量作了较严格的要求:
(1)检验方法。采用取芯检测的方法检测成桩质量。所取水泥土桩桩芯应均匀、连续,不应断

桩,要求取芯率达到90%以上。成桩28天后即进行抽芯检验,桩芯28天龄期水泥土试块的无侧限

抗压强度必须达到1.2MPa以上。
(2)检验桩数。按总桩数的2%随机进行抽芯检验。
(3)抽芯孔封堵。抽芯后形成的水泥土桩身孔洞,用水泥浆或水泥砂浆封堵。
(4)不合格桩处理。对不合格的工程桩,根据其位置、数量等具体情况,分别采取补桩或加强附

近工程桩等措施。

6 结语

采用搅拌桩加固堤基后,顺利完成了水闸两侧堤身的填筑,实测水闸水平变位仅2.0mm,且发

生于搅拌桩施工初期。经过当年汛期挡水检验,实测水闸水平变位与汛前实测值对比没有任何变化。
说明该水闸两侧软土堤基采用深层搅拌桩加固取得了成功,也说明深层搅拌桩工法,不仅可以运用于

需提高软弱地基承载力的工程,而且可以运用于需提高软弱堤基抗剪强度,从而提高边坡稳定性的堤

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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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综合超前探测技术在隧洞开挖中的
安全预警应用研究

雷 皓1,张卫军1,季庆辉2,陈雁鸣2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与管理局,武汉 430060)

摘 要:为保障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隧洞开挖的正常进行,及早发现影响施工安全

的隐患因素,本文选用了直流电法、瞬变电磁法、地震波法等方法,利用隧洞埋深浅

的特点在隧洞地表和掌子面形成 “全方位综合超前探测技术”。该技术在鄂北地区水资

源配置工程兴隆—万福段隧洞的探测应用中基于隧洞围岩的多物性参数 (电阻率、反射

系数、波速),对开挖前方的强风化带、破碎带、富水区等不良地质条件进行长距离超

前预报。验证表明该方法具有良好的施工高效性和工程适用性,可为鄂北调水浅埋隧

洞顺利开挖发挥较可靠的地质预报和安全预警作用。
关键词:鄂北调水;浅埋隧洞开挖;综合物探;安全预警

资助项目:湖北省水利重点科研项目 (HBSLKY201602)资助。

1 引言

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是从丹江口水库引水,向唐东地区、随州府澴河北区以及大悟澴水区供

水,解决湖北省鄂北地区干旱缺水问题的大型水资源配置工程。工程输水隧洞总长119.43km,占整

个引水线路总长的44.3%,且多为埋深30~40m的浅埋隧洞。由于隧洞延展的距离长,区内地层、
构造和水文等工程地质条件变化大,存在着强风化岩土体的变形破坏、洞室围岩变形破坏、隧洞突水

突泥、大埋深隧洞的岩爆、有害气体或放射性元素等不良工程地质问题。
目前隧洞超前地质预报技术中地球物理探测技术具有探测成本低、施工效率高、物性参数多的优

势,已成为保障隧洞开挖过程中重要的安全保障技术手段。
本文介绍了直流电法、面波法、瞬变电磁法、地震波法在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隧洞施工中探

测应用过程,并形成适用于浅埋隧洞的 “全方位综合超前探测技术”,该方法技术对预报隧洞前方的

强风化带、集中破碎带、地下水富集区等不良地质体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2 地质条件与探测方法选择

2.1 隧洞地质条件

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55座隧洞中平均埋深介于17~66m的有53座,隧洞埋深小,多为浅

埋隧洞。隧洞累计长度达119.43km,穿过多个不同地层,岩性变化快,隧道围岩完整性、稳定性

差,不良地质现象类型多。
本文所探测的兴隆—万福段隧洞位于输水线路桩号142+330~157+710。探测预报段桩号为

142+330~143+050,沿线为低山丘陵地形,表层为厚度不均的第四系中更新统阎庄组 (Q2ydl):
黏土、含砾黏土、含钙质结核;隧洞围岩为扬子期灰绿色变辉长辉绿岩,呈弱风化—微风化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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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类围岩,不稳定。

2.2 探测方法选择

结合隧道地质条件、充分利用浅埋隧道的特点,将地面探测和掌子面探测相结合,将岩土体的弹

性性质 (地震方法)和电性性质 (电磁法)相结合,实现对隧洞开挖前方的立体全方位、综合探测。
选择的具体方法有:

(1)直流电阻率法 (地面):沿地面隧道轴线探测,获取沿轴线的岩土体电性变化。
(2)瞬态面波法 (地面):沿地面隧道轴线探测,获取沿轴线的岩土体速度变化。
(3)瞬变电磁法 (掌子面):获取掌子面前方岩土体的电性变化,评价赋水变化。
(4)反射地震法 (掌子面):获取掌子面前方岩土体的速度变化,评价其破碎程度、完整性变化。

3 探测布置与数据处理

3.1 地面测线布置

地面测线覆盖隧洞已开挖段与掌子面前方未开挖段。起点距掌子面后方50~100m,即从已知到

未知,用已开挖段的资料建立物性联系与标准。测线方向一般沿隧洞轴线,测点距3~5m。测线遇

障碍物时 (如河流)可平移并增加垂直检查测线。
本次探测时掌子面位置位于里程142+670。地面电法测线沿隧道轴线布置,起点里程为142+

620,实测高程为147.695m;终点里程为142+950,实测高程为146.937m,测点间距3m,测线长

330m。多道面波测线同样沿轴线布置,起点里程142+620,终点142+820,测点距2m,测线总长

200m (图1)。测线所经区域为农田,起伏较小,接触介质为松散黏土。

图1 兴隆—万福隧洞142+620~142+950段地面测线布置图

3.2 掌子面测线布置

掌子面测线利用在当日掌子面空间布置,瞬变电磁采用扇形测线,测点数15个,间距0.5m。地

震反射沿掌子面和边墙布置U形系统,5个接收点布置在掌子面中心,间距1m;6个炮点布置在左

右侧帮,炮间距1m,距掌子面偏移距2.5m。
本次探测时掌子面位置位于里程142+670。掌子面探测布置见图2。

图2 兴隆—万福隧洞142+670~142+730段掌子面探测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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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据处理方法

本次面波探测数据处理采用加拿大骄佳技术公司GigaSur faceplus软件,将地震振动波形数据

基于频散特性,处理成果为测线下方岩土层的面波速度剖面图。
电法数据处理在 WBDPro、Res2DInv软件平台上进行,成果主要为沿隧洞轴线下方的电阻率剖

面图。
掌子面反射地震数据采用安徽理工大学的 MSP处理软件进行,可实现掌子面任意观测系统的反

射地震数据的处理,成果图有掌子面前方反射深度地震剖面和反射界面剖面。
掌子面瞬变电磁原始数据为前方岩土体的二次场感觉电动势数据,需要处理成电磁法的视电阻率

数据。本次瞬变电磁处理的平台为华虹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 YCS512处理软件,成果图为

各个探测方向的视电阻率剖面。

4 探测成果与分析

4.1 地面探测成果

本次兴隆—万福隧洞142+620~142+950段地面探测成果如图3所示。由图3波速度剖面中速

度特征可见,在里程142+735两侧速度差异明显,左侧速度低且低速层厚度大,右侧速度高且低速

层厚度薄,根据现场条件低速层反映了表面土层的厚度。可见基岩埋深有明显起伏,里程142+620~
735段比142+735~820段埋深大,且142+620~735段基岩风化程度较高。推断在里程142+735
处存在断层构造。在隧洞所经位置上,在里程142+735两侧岩体风化程度、完整性差异明显,小里

程段岩体为强风化,岩体节理裂隙发育,围岩整体等级Ⅴ级;大里程段岩体相对稍完整,岩体中等偏

强风化,围岩等级为Ⅳ级,局部为Ⅴ级。

图3 兴隆—万福隧洞142+620~142+950段地面轴线面波及电法剖面

根据电阻率的横向变化可进一步对隧道所经位置细化为4段分别解释:①142+670~142+735
里程段电阻率中等,较均匀,根据掌子面实际围岩为中等至强风化、节理裂隙发育,存在裂隙水,围

岩为Ⅳ~Ⅴ级;②142+735~142+771里程段,该段电阻率值减小且浅部低阻异常区沟通,认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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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基岩风化程度为强风化,节理裂隙或构造发育,岩体较破碎,裂隙充水明显,围岩等级为Ⅴ级;

③142+771~142+910里程段,该段电阻率整体较高且均匀,认为该段岩体相对完整,岩体中等风

化,裂隙水不丰富,围岩等级为Ⅳ级;④142+910~142+950里程段,该段电阻率降低且与浅部低

阻区沟通,认为该段基岩风化程度为中等至强风化,节理裂隙发育,岩体较破碎,裂隙充水明显,围

岩等级为Ⅴ级。

4.2 掌子面探测成果

本次兴隆—万福隧洞142+620~142+950段掌子面探测成果如图4所示。

图4 兴隆—万福隧洞142+670掌子面地震与瞬变电磁探测剖面

根据反射地震剖面中的反射界面可解释掌子面前方的岩体的岩性变化带、裂隙带等不均一地质

体,利用瞬变电磁的低阻区可分析前方的裂隙含水程度。
由图4剖面图可见:①掌子面前方在里程142+705~142+725段反射界面较集中,在里程142

+690、142+707、142+717处提取出3组反射界面,认为在反射界面处的岩体裂隙节理发育,岩体

较破碎,完整较差;②掌子面瞬变电磁探测段内整体电阻率较小且不均匀,局部有低阻异常区。反映

出掌子面前方岩体风化程度较高,局部裂隙富水。

5 验证与结论

目前上述隧洞探测段已全部开挖,探测预报资料和隧洞实际开挖揭露的地质条件基本一致,对隧

洞的安全开挖起到较好的指导作用。
本文结合隧道地质条件、充分利用浅埋隧道的特点,将地面探测和掌子面探测相结合,多种物探

方法相结合,经过方法论证、现场试验、探掘验证,已初步形成一套适合鄂北引水隧洞工程地质条件

的 “全方位综合超前探测技术”。该方法技术具有低成本、高效性,同时具备良好工程现场适应性、
地质成果适用性等优点,但仍存在缺少物性-围岩等级解释的定量标准、面波深部分辨力及瞬变电磁

超前探测分辨力不够精细等问题。综上,本文所述及的方法技术可持续用于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

隧洞开挖过程中的地质预报与安全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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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平台的湖北省小型水库水雨情自动测报
系统设计与实践

代春兰1,汤文华1,汤 宏2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黄冈市水利规划设计院,黄冈 438000)

摘 要:湖北省小型水库水雨情自动测报系统基于实用、低成本、集成一体化的设计理

念,采用可闻声波水位计、声波雨量计技术以及隔绝式防雷系统,形成水位、雨量、
图像、温度、巡检等综合信息采集、传输于一体的水雨情自动测报系统[1]。基于云平

台实现了信息存储和管理,在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基础上实现了信息查询、发布和预警

功能。湖北省小型水库水雨情自动测报系统经过两年多的实际运行表明,系统整体可

用性达到了99%以上,弹性可扩展的云存储和信息管理能力达到了1.8TB。
关键词:小型水库;自动测报;预警;云平台

湖北省共有小型水库六千余座,其中小 (1)型约占1/4,小 (2)型约占3/4,绝大部分水库修

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工程建设标准低,施工质量差,配套设施简陋不

全,经过几十年的运行,工程老化、失修失管现象严重,安全隐患十分突出,严重地威胁着下游人民

生命财产的安全[2]。
近几年,通过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的建设,部分小型水库的工程安全得到改观,但由于小型水库

库容有限,部分地区局地暴雨,小型水库安全度汛存在极大问题。再加上管理人员不足、监管手段落

后,如准备不充分、措施不到位、抢险不及时,很可能会造成垮坝失事的重大事故,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关系到水库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到当地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

根据小型水库的工程特点和管理现状,吸取数十年来的经验教训,设计实现了一套先进、可靠高

及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实现小型水库的水雨情采集规范化、自动化,为决策和灾害评估等提供准确、
及时和充分的依据,最大限度避免或较少发生小型水库失事。

1 设计思路

雨量、水位是防汛抗旱的重要数据依据,小型水库大多呈现库容小、数量多、分布广、管理落后

等特点;因此,针对小型水库的水雨情测报系统应具有低成本、高可靠、易维护、使用简单等特性。
从分析小型水库实时监测方面存在的问题入手,解决以下关键技术问题:①采用声波式水位、雨

量监测技术,解决低成本、高精度的水雨情监测问题;②采用隔绝式防雷等技术,保证系统设备在恶劣

自然条件下的安全运行;③研究应用基于云平台的海量并发数据并行接收处理和同步技术,提高了系统

并发处理能力,保障了系统的可靠性和可用性;④利用云平台的资源管理及动态伸缩、小型水库洪水预

报、动态监管及预警和3DGIS及溃坝仿真等关键技术,保证监管和预警的高效、实时和可靠。

2 总体框架结构

系统架构分为采集层、数据层、支撑层、应用层和角色层,如图1所示。
采集层:实时准确地采集小型水库的库水位、降雨量、实时现场图像等信息,遥测终端机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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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小型水库水雨情自动测报系统结构

加密后实时或定时发送到管理部门的服务器。遥测终端机必须同时兼容多种信道传输,包括 GPRS
网络及卫星传输。

数据层:数据接收、入库服务负责实时接收遥测终端机发送来的数据。必须能够快速、稳定、准

确地处理、解析实时水雨情、图像、视频等数据,且在3000数量级以上终端并发传输时依然能够保

证期性能不出现明显下降。小型水库动态监管数据库是整个系统的核心,除了图像之外的所有数据包

括小型水库基础数据、实时水雨情数据、历史水雨情数据、地理信息数据、用户安全管理数据等均存

储在云数据库中。
支撑层:主要包括应用系统运行所必需的支撑服务。主要有 Web应用服务器、GIS服务、数据

访问服务,等等。
应用层:包括小型水库动态监管系统的 Web应用系统以及 Web服务。其中 Web应用系统也就

是业务管理系统,在此系统中可以监测、查询、分析、统计小型水库的运行状况等信息。Web服务

主要是对外提供数据接口,供其他应用系统调用,以无缝接入到其他系统中去。保证系统的扩展性和

可移植性。
角色层:角色有三类,一是管理人员,主要包括水务局、防汛办的业务管理人员和领导,具有管

理权限;二是公众,他们可以查看一些公开的小型水库信息;三是其他应用系统,可以通过 Web服

务调用、抽取小型水库动态监管系统的实时水雨情数据。

3 关键技术

3.1 声波水位计

小型水库数量庞大,工程条件参差不齐,水位监测设计目标为死水位,因此,要求采用的水位计

具有广泛的安装适应性,监测数据稳定可靠。本设计选用可闻声波作为测量信号的声波水位计。该水

位计采用多点反馈差分技术进行多重综合信号差分处理,消除了环境因素对测量精度的影响,有效避

免了因大气压力、环境温度等变化对监测数据产生的漂移现象。

3.2 声波雨量计

本设计采用声波式雨量计,设计降雨强度提高到16mm/min,较其他雨量计所能监测的雨强强度

提升1倍,进一步提高对强降雨的适应能力和监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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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隔绝式防雷技术

小型水库数量多而分散,大多处于雷区,结合水雨情遥测系统的雷击破坏特点及破坏概率,采用

一体化设计。以法拉第笼原理和等位体原理为理论基础,设备高度集成,并将电子设备和直击雷防护

系统之间进行绝缘隔离,避免直击雷对设备的损坏。

3.4 基于云平台的海量并发数据并行接收处理技术

本系统实时监测终端采集的信息包括:水位、雨量、温度格式化信息和图片、视频图片等非格式

化数据。一般情况下设定为每隔15min,各监测站点同时向云中心发送实时监测数据,各站点还可根

据情况对监测密度进行定制,尤其是汛期,可对某些危险度较高的水利工程设定监测间隔时间加密至

5min等,另外还可人工进行召测。随着水利工程实时监测应用的推广,终端数量不断增加,传输处

理的数据信息具有规模大、传输频繁、突发、并发等特点。为了确保系统安全、可靠、高效,在以下

环节提高并发处理的性能:
(1)在传输协议上,采用单包校验、包排序等数据一致性校验技术,保障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2)在接收环节上,采用多变量自适应线程池技术[3]、高可靠性分布式接收处理技术以及云服务

部署,将基础设施资源 (计算、存储、网络带宽等)进行虚拟化和池化管理,实现资源的动态分配、
回收和再分配,提高资源利用率,提高并发处理的时效和可靠性。

(3)在I/O读写环节上,为解决大量非结构化文件存储和访问的问题,针对水利工程实时监测系

统中图像文件多且小的特点,我们研究了基于云平台的分布式文件系统,它将大量小文件拼接然后再

分割存储,大大提高了非结构化数据的存储访问效率。
基于云平台的分布式文件系统针对小文件和大文件实现了统一的分布式存储,不过其底层实现是

有所不同的。
对于大文件,通过将大文件切割成块,然后将各个块分别存储到集群的各个节点上,并将文件的

信息和文件切割成块的信息 (包括块的位置等)等记录起来,保存在元数据文件中,当要读取时可以

通过元数据文件中的索引信息读取指定文件[4]。
而对于小文件,其实现要复杂些。首先将海量小文件组织成二进制流形式拼接成大文件,并为其

建立索引表,然后分割存储在不同的物理服务器,提高文件存储效率。每一个数据块都有多份备份,
读取数据时可同时从不同的服务器上读取数据,提高I/O效率。

本系统使用的云环境:CPU总核数为16核,64GB内存,WINDOWS系统盘100GB,数据盘

4TB,带宽50Mbps。

3.5 小型水库动态监管预测预警技术

本设计基于3DGIS以及各种软件技术,研发了水利工程动态监管及预警系统,实现了动态危险

度排序、分级短信预警、降雨量特征分析、洪水预报、溃坝仿真[5]等功能,并实现了兼容iOS系统和

Android系统的移动终端动态监管系统,为水利工程管理部门提供了准确、及时、动态的预警分析和

决策支持服务。其中采用的主要技术有:
(1)云平台的资源动态伸缩及管理技术:针对小型水库动态监管系统进行云平台部署,通过负载

均衡与虚拟机迁移技术,实现资源动态伸缩、动态负载,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系统可靠性。
(2)小型水库洪水预报技术:针对小型水库的防洪特点[6],利用声波雨量计和声波水位计测量的

实时水雨情数据,基于DEM 自动提取水库流域信息,建立了多种水库洪水预报模型,根据水库所在

地区的产汇流特点自动选择相应的洪水预报模型,模型参数根据洪水资料自动优化率定,再配合实时

校正模型进行水库洪水实时预报。
(3)动态监管及预警技术:根据工程实时水雨情,计算其危险度,按照危险度自高至低的顺序将

工程进行排序显示,对于超汛限工程,以红色柱状标示其危险程度,并根据实时信息的变化动态计算

更新。
(4)3DGIS及溃坝仿真技术:采用面向对象编程技术 (OOP)、插件式平台体系结构、服务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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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三维数据引擎和客户端高速缓存技术,研发了网络环境下对全球海量空间数据无缝组织、管

理、可视化与仿真的3DGIS平台。在此平台之上集成了二维溃坝洪水演进模型[5,7],实现了溃坝洪

水演进模拟及三维场景展示。

4 系统应用与实践

通过集成上述关键技术,开发并建设了湖北省小型水库水雨情自动测报系统 (图2~图4)。该系

统是一套由信息采集传输系统、多线程接收系统以及小型水库动态监管及预警系统构成的低成本小型

水库动态监管整体解决方案。系统的主要功能是智能化地采集水库的水情、雨情和实时现场图像 (视
频)等信息,经加密后通过无线数据通信 (GPRS)[8]网络传输到服务器,由多线程接收处理软件进

行接收、解密、校验后,存入数据库,最后由基于GIS的水库动态监管及预警系统对信息进行管理

并提供预警、信息查询、统计分析等服务。

图2 小型水库水雨情自动测报系统构成

图3 湖北省小型水库水雨情自动测报系统实时信息界面

通过云平台,可以获取所有监测站点水雨情实时信息、水库现场图片、预警信息 (超汛限告警、
超大雨量预警、死水位告警等)。

截至2016年6月,湖北省已在2484座小型水库建有声波式水位雨量遥测站,遍布全省襄阳、宜

昌、随州、孝感、黄石、十堰、天门和恩施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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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湖北省小型水库水雨情自动测报系统监测站点分布及告警界面

5 结语

经过2484座小型水库的安装运行,小型水库水雨情自动测报系统的应用效果得到了广泛认可。
系统整体可用性达到了99%以上,弹性可扩展的云存储和信息管理能力达到了1.8TB。实践证明湖

北省小型水库自动测报系统性能稳定可靠,维护简单方便、软件界面直观形象,可向各级管理部门及

时提供水库水位、雨量、现场图片等综合信息,为防汛抗旱、水资源管理及水利工程管理等提供有效

技术支持,声波式水位雨量自动测报系统在小型水库中具有广泛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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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水土保持信息化建设与发展探讨

李 璐1,2,吴遵雄3,杨 伟1,2,张祖莲1,聂斌斌1,2,李 丹1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湖北省水土保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武汉 430070;

3.湖北省水利厅,武汉 430071)

摘 要:全面总结分析了湖北省水土保持信息化建设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根据全

国水土保持信息化和湖北省水利信息化的形势和要求,结合湖北省自身特点,提出了

湖北省水土保持信息化建设的原则和目标,系统梳理了基础设施、数据库、应用支撑

体系、应用系统、门户网站、保障体系等建设任务,并提出了近期重点建设项目,为

湖北水土保持信息化发展提供思路。
关键词:水土保持;信息化建设;湖北

水土保持信息化工作作为现代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水利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快推进水土保持信息化,有利于逐步建立功能齐备、高效便捷的水土保持信息化体系,促进水土保

持决策科学化、办公规范化、监督透明化、服务便捷化,为水土保持现代化奠定扎实的基础。

1 建设现状

1.1 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

一是信息采集与存储体系初具规模。湖北省水利信息网基本形成,为水土保持信息化提供了基础

平台。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与信息系统工程建立了一批覆盖全省8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多

种空间尺度上的水土保持监测点网络,形成泥沙、径流、降雨、土壤、植被、土地利用等信息采集体

系。二是水土保持数据不断丰富。湖北省水利厅先后组织完成1995年、2000年、2006年、2011年、

2016年水土流失调查工作。目前,湖北省水土保持数据库框架初步建成,数据涵盖行政区划、数字

高程模型、水系交通、社会经济,历次水土流失遥感普查影像及成果等。

1.2 业务应用系统开发不断深入

在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建设的统一框架下,通过2期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与

信息系统建设,初步建成了水土保持监测网络、数据库平台和信息系统[1,2]。一期工程水土保持监测

信息系统构成了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应用的基础平台,开发了信息采集处理、分析评价、规划设计、动

态监测等9个应用系统。二期工程对一期工程建设的业务系统进行优化整合,形成了数据录入与管

理、生产建设项目方案与监测数据上报管理、水土保持公报与年报数据上报、专题信息发布、水土保

持综合查询等新的信息系统。

1.3 信息社会服务能力日益增强

一是网站建设成效显著。建立了湖北省水土保持生态网,为社会各界提供及时、翔实、可靠的水

土保持信息。二是水土保持公报持续发布。湖北省从2006年起,连续11年发布年度 《湖北省水土保

持公报》,武汉、十堰等地也相继发布了地方水土保持公报,在政府决策、经济社会发展和公众信息

服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三是宣传途径多样化。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站、杂志、书籍等传

统形式开展水土保持宣传教育,积极探索QQ、微信等新兴社交媒体的宣传应用,取得了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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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信息化保障措施逐步改善

一是相关政策和制度不断完善。连续编制了 《湖北省水利信息化发展 “十三五”规划》《湖北省

水土保持监测规划 (2010—2020年)》等,出台了 《湖北省水利信息化建设管理办法》等多项水利

信息化管理制度。二是水土保持信息化资金有了较大投入。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与信息系统投入

约3000万元,极大推动了湖北省水土保持信息化建设。三是水土保持信息化队伍初步建成,全省已

有近400人的水土保持监测技术人员,专业涉及水土保持、水利、农业、遥感和计算机等,初步形成

了一支专业配套、结构合理的技术队伍。

2 存在问题

2.1 信息采集精准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水土保持信息采集方式包括地面固定监测站点采集、区域遥感采集、生态建设项目和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信息采集等。在地面固定监测站点采集方面,站点分布不合理,标准不统一,数据难以综

合利用;设施设备老化,自动化、信息化水平不高,数据精确度和准确度受到一定影响[3]。生态建设

项目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息还主要依靠人工地面观测采集,耗时耗力,信息及时性较差。

2.2 信息标准化和开放性不足,信息共享困难

从水利信息化整体来看,水土保持信息化是水利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湖北省水利信息资

源分布在不同部门,数据格式标准不同,难以综合利用;分散的信息化项目和资金管理,导致应用系

统林立,协同应用困难,低水平重复开发现象严重。从水土保持信息化来看,各级部门开发建设了一

些专用数据库及应用软件,全国水土保持信息管理系统包括监督管理系统、综合治理管理系统、监测

评价管理系统等,我省也根据不同项目开发了类似的系统,由于技术水平、任务来源不同,数据标准

不统一,数据库之间缺乏信息共享机制,后续扩展和改造困难,难以被其他系统调用和共享。

2.3 信息化应用水平不高,业务支撑能力不强

水土保持核心业务应用系统已经初步建立,却未得到充分应用,无法实现水土保持业务从数据采

集、数据管理、数据分析到工作流程的全面信息化、网络化管理。业务应用系统由于前期建设需求分

析不足及技术性、集成度、易用性的限制,未能根据业务深入挖掘面向管理与决策的分析功能,信息

化支撑业务能力不强,应用协同能力差。在整体水土保持行业,特别是地方基层,缺乏运用高新技术

融入行政管理的思维和认识,还习惯于传统纸介质运作方式,信息技术潜能尚未充分发掘。在信息化

技术应用方面,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新技术在湖北省还未广泛应用。

2.4 信息化发展保障条件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是信息化建设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建设的体制不完善,缺乏职能明确、集中共享、持续

投入、高效服务的管理机制。二是缺乏持续稳定的资金保障。三是信息化队伍人才缺乏、培养机制缺

乏、技术储备不足。四是科学研究滞后,在水土保持计算机模型设计、共享服务应用机制建立等关键

性问题上急需加强研究攻关。

3 建设原则与目标

3.1 建设原则

(1)顶层设计,统一规划。从湖北省水土保持事业全局出发,统筹规划信息化建设工作,强化顶

层设计,实行统一标准,与全国水土保持信息化建设与湖北省水利信息化建设有效衔接,为资源整合

和协同作业奠定基础。
(2)需求主导,面向应用。紧密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体制改革,以水土保持业务需求为主

导,以应用和服务为重点,选择实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建立可配置和易扩展的应用系统,全面促进水

土保持核心业务的信息化应用体系建设。
(3)整合资源,促进共享。基于信息化建设基础平台,以资源共享为核心,充分利用和整合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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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资源,加速基础性数据的标准化改造,促进互联互通,优化信息资源配置,实现信息共享,提

高信息资源效益。
(4)注重实用,适度超前。信息化建设中要注重实用性、可操作性和先进性,采用成熟、可靠的

信息技术支撑整个水土保持信息化建设;同时充分考虑长远发展需要,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拓展

未来工作空间。

3.2 建设目标

建立适应湖北省生态文明建设和水土保持事业发展要求的信息化管理体制,全面推进水土保持信

息化发展,实现信息技术在县级以上水土保持部门的全面应用,水土保持行政许可项目实现在线处

理。建立完善覆盖省、市、县三级和监测点的水土保持数据采集、传输、交换和发布体系,搭建上下

贯通、完善高效的全省水土保持信息化基础网络平台。全面完成省级水土保持业务数据的标准化整合

改造,完善管理软件的开发,建立健全数据更新维护和共享机制,水土保持信息资源得到合理开发、
广泛共享和深度利用。信息技术在水土保持核心业务领域得到充分应用和融合,实现水土保持业务管

理信息化、管理信息资源化、信息服务智能化,全面提升水土保持决策、管理和服务水平。

4 主要建设任务

结合湖北省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和水利信息化建设实际,依托已有的水利数据中心、水利网络与信

息安全保障系统、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与信息系统等,在标准规范体系框架的规范与约束下有序开展水

土保持信息化建设。最终形成 “云 (协同应用)—网 (网络体系)—端 (信息采集应用)”三层布局

为维度,各个重要系统为经度的水土保持信息化体系。
湖北省水土保持信息化建设的基本构成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 (基础信息采集、信息传输与网

络)建设、水土保持数据库建设、应用支撑体系建设、应用系统建设、门户网站建设在内的5个重点

建设任务,标准规范体系和系统安全与维护体系两大基础保障建设内容,其中信息传输与网络、数据

库建设、应用支撑平台尽量利用现有软硬件环境。

4.1 水土保持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进一步优化现有监测站点布局,加强监测站点规范化升级,构建全方位智能化数据采集节点,改

善全省水土保持数据采集体系。以省水利数据中心为核心,补充和完善数据处理与存储等设施设备,
建设完备、快速的数据处理与存储体系。依托水利行业现有资源等,建立和完善水土保持信息传输、
数据处理等,建立省、市、县多级水土保持数据互联互通传输网络系统。以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网络

为依托,建立以省水土保持监测中心和监测分站为核心的信息汇集节点,市、县水土保持机构与监测

站点构成的水土保持信息站网体系。

4.2 水土保持数据库建设

在湖北省水利数据中心数据库管理平台的基础上,利用其平台的接口和插件,建立完善满足湖北

省水土保持工作需要的水土保数据库管理平台,实现对水土保持数据库的精细管理。建立并完善公共

基础地理数据库 (涵盖基础地理、遥感影像、解译标志、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等)、业务数据库 (涵
盖监测评价、综合治理、预防监督综合信息等)、元数据库。数据库作为国家水土保持数据库的一个

省级数据管理节点,承担湖北省水土保持数据的交换和共享服务,同时是省内数据核心汇聚点,对

省、市、县、乡四级提供数据存储及共享服务。

4.3 应用支撑体系建设

水土保持信息化支撑体系建设包括基础业务模型建设及业务组件建设。按照水土保持基础工作的

推进,逐步构建适用全省不同尺度、不同区域的水土流失预测预报模型、水土流失评价模型,初步建

立水土保持规划设计、生态建设决策支持、治理效益评价等模型。水土保持信息化的业务组件主要包

括业务流程管理组件、专业分析处理组件、信息共享应用组件。湖北水利业务应用公共平台作为整个

湖北水利信息化应用系统的支撑,其功能响应满足水土保持信息化业务组件的建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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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应用系统建设

水土保持应用系统分为业务应用系统和应用服务系统两部分。业务应用系统方面,应用推广全国

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综合治理、动态监测系统,优化升级湖北省系统建设成果,新建视频监控等业务

应用系统,全面提高水土保持业务应用系统的决策支持作用。应用服务系统方面,完成水土保持行政

许可和政务协同系统,对现有应用系统进行升级改造,新建水土保持生态恢复技术推广应用管理、水

土保持从业单位及人员管理等系统和水土保持三维空间地理信息平台等,提高水土保持的业务水平和

公共服务水平,完善区域特色服务功能。

4.5 门户网站建设

门户网站建设包括外网门户建设、内网门户建设和移动APP开发建设。门户网站建设充分依托

水利及水土保持行业已有的内外网门户资源,结合水土保持业务需求,推进信息发布、在线服务、在

线办公,构建水土保持信息共享与服务平台,全面促进水土保持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开发推广移动

APP,实现移动端的信息发布、办公、现场执法、治理验收等功能。

4.6 保障体系建设

保障体系建设包括标准体系建设和信息安全体系建设。保障体系建设要紧密围绕水土保持信息化

建设内容,梳理水土保持信息化的标准需求,重点加快推进资源整合共享相关标准规范的编制、修

编,主要包括信息采集、传输、存储、服务等环节的标准和规范。信息安全体系建设要完善各级水土

保持信息系统安全体系,包括基础设施信息安全、数据库安全、支撑平台安全和应用系统安全等;建

立信息系统运行维护管理机制,完善运行维护技术手段,规范故障处理和维护操作,增强应急处理能

力等。

5 重点建设项目

5.1 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建设

在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与信息系统一二期工程的基础上,整合现有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充分

利用湖北省水文站点,根据新的水土保持区划和重点防治区划分,优化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布

局[4],开展监测站点的规范化建设,推进站点的自动化、现代化、标准化升级,全面提高水土保持监

测网络的水土保持信息采集能力和水平,满足湖北省水土流失动态监测与公告工作的需求。

5.2 数据库建设

(1)数据库体系结构建设。在省水利数据中心和 “楚天云”平台的统一框架下,对水土保持信息

资源进行梳理,建立水土保持专业数据库体系结构。
(2)水土保持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建设。对水土保持信息资源进行标准化编目,开展元数据采集、

建库、目录服务和目录应用等工作。
(3)数据归集整理。根据数据库体系结构,对已有水土保持数据资料进行系统整编,对数据库进

行分类。
(4)数据入库。完成已有信息数据库录入工作,实现水土保持数据信息的无纸化、电子化和信息

化管理。

5.3 国家水土保持应用系统维护与应用

根据全国水土保持信息管理系统的部署,湖北省通过协助维护和推广应用监督管理、动态监测、
综合治理3个系统,达到湖北省预防监督的 “天地一体化”动态监管[5]、综合治理 “图斑”的精细化

管理、监测评价的快捷有效服务,初步形成 “基础支撑、全面监管、各级协同”的水土保持信息化体

系,实现信息技术与水土保持业务的深度融合,推进水土保持传统管理方式向信息化、精细化管理方

式的转变,为构建水土保持动态监管新格局提供支撑。

5.4 省级已有系统优化升级

利用1~2年时间完成原有系统的升级改造与平稳过渡,通过硬件的换代升级实现从个体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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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水利私有云平台的过渡,利用数据导入等技术完成原有数据库向湖北水利数据中心的迁移,通过对

系统软件的升级改造使其能够运行在湖北水利业务共享平台之上,达到湖北省水利信息化 “统一技术

标准、统一运行环境、统一安全保障、统一数据中心、统一门户”的要求,提升其功能性、易用性。

5.5 新建系统

(1)水土保持生态恢复技术推广应用管理信息系统。推广水土保持生态恢复技术的成功经验,构

建社会化网络服务,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2)水土保持视频监控管理系统。重点区域布设视频监控系统,建立水土流失灾害预警GIS平

台及水土保持监控移动信息平台,提高监控能力和管理效率。
(3)水土保持三维空间地理信息平台。借助三维空间地理信息管理技术,搭建水土保持三维空间

地理信息平台,为各级水土保持部门日常办公和应用指挥提供决策支持。
(4)水土保持从业单位及人员管理系统。对从业单位及人员信息进行系统化管理,规范技术服务

市场。开发水土保持专家管理子系统,为行政决策、技术争议处理提供咨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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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洪灾害预警系统中采集站点可信问题的研究

李 丹,王治国,常 丽,刘思飔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山洪预警关系着国计民生及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而采集站点采集的数据是山

洪预警系统的基石。本文从研究采集站点的工作原理及可能受到的威胁入手,利用远

程认证方法试图解决采集站点的可信问题。
关键词:可信计算;可信平台模块;物联网;远程证明

1 引言

我国江河纵横、湖库众多、闸站棋布,汛期经常遭受锋面雨、局部强对流暴雨和热带气旋暴雨的

袭击,形成高强度、大范围、长历时的集中降雨,极易诱发山洪灾害,防汛抗洪和山洪防御任务十分

繁重。根据国家山洪灾害防治工作的总体部署,将 “山洪预警系统”项目作为水利部重点项目,本人

以笔者参与的湖北省 “山洪预警系统”设计工作为背景,针对其项目中基础数据来源———采集站点的

安全问题提出些自己的见解。并试图应用可信计算理论中的远程认证过程解决其采集站点的可信

问题。

2 山洪预警系统简介

山洪预警系统包括水雨情遥测系统、信息汇集与预警平台和预警系统组成,系统总体结构便于理

解系统各部分的内容、逻辑关系。

2.1 采集层

信息一般划分为水情、工情、和气象等。采集层主要包括水情采集系统、工情采集系统。天气雷

达系统中的信息采集部分也属于信息采集系统 (从气象部门获得)。

2.2 信息汇集与预警平台

信息汇集主要为计算机网络和通讯网络系统。网络系统以市防办为中心,上连省防办,下连接各

测站,横向连通市水情分中心、市国土气象部门,形成分级网络,支持信息的实时收集、传输和处

理,为业务应用提供资源共享的网络环境。

2.3 预警系统

由预警网络和预警设备组成,将山洪灾害信息发布到相关责任人,并通知受山洪威胁群众撤离。

3 可信计算

随着近年来计算机及信息化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安全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近年,物联网、
云计算及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信息安全技术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可信计算的基本思想:在计算

机系统中,首先构建一个信任根,在建立一条信任链,从信任根开始到硬件平台、到操作系统、再到

应用,一级度量认证一级,一级信任一级,最终把这种信任扩展到整个计算机系统,从而确保整个计

算机系统的可信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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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采集站点的可信问题

“山洪灾害预警系统”关系着人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其核心价值就在于报警的准确性及及时性。
而采集站点数据的准确性就是该系统的基石。采集数据的准确包括正确性和真实性。

4.1 采集站点的工作原理

山洪灾害预警系统所采用的技术是物联网技术在水利工程上的一次大应用。为及时掌握山洪灾害

威胁区的雨水情信息,应根据本地区的暴雨洪水特性、区域分布和人员居住、经济布局条件,设立自

动监测雨量、水位站点。采用有人看管、无人值守的管理模式,实现水雨情信息的自动采集、传输。
及具体工作模式分为如图1所示。

图1 采集站点工作流程图

(1)传感器对数据进行采集。信息采集类型分为雨量、湿度温度、水文、土壤墒情等。
(2)利用采集站点自带的RTU将采集得到的数据发送到网络。
(3)利用网络信道将数据传输到存放在机房中的上位机。信道主要有GSM、GPRS、3G及卫星

信道。

4.2 采集站点的威胁

采集站点在野外工作,其工作环境的恶劣导致其容易受到攻击。一般来说,对于采集层的攻击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设备篡改攻击、监听攻击和拥塞攻击。
采集设备通常都在比较恶劣的环境里工作,所以被恶意篡改的可能性比较高。攻击者可以利用节

点的工作原理和存储的相关信息,对采集设备进行攻击。由上文中提到的采集站点可能遭受到的攻击

可以看出,设备篡改攻击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用的采集站点是不是可信,可不可能是被恶意

篡改而发送错误或者恶意的数据。
采集站点中传输的主要部件是RTU,其可信度是堪忧的,现在市场上很多RTU都不具备可信

根。这将是问题的隐患之一。在后文中,笔者将采用赵波老师所著 《可信计算》中所描述的远程认证

方式,试图解决采集站点的不可信问题。

5 采集站点的远程认证

在进行远程证明时,必须要确保用于远程证明的证据从生成到验证之间所有的路径都是可信的,
防止证据被伪造或者篡改,否则度量得到的结果就是不可信的,不能作为评测的依据。证据的可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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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路径包括证据的可信生成、可信存储、可信提交。将采集站点变成可信的,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入手

加以改进,在RTU中植入可信模块。
依照远程认证理论,可信证据生成的前提是被度量客体本身应该是可信的,然后当下很多采集站

点的RTU模块均未安装可信模块,不具备可信功能。因此我们要对RTU进行改进,加装可信模块,
如图2所示。

图2 加装TPM的RTU

加装TPM模块的RTU将具备可信认证的条件,一方面TPM 在一次性启动的时候进行可信认

证。另一方面可以在运行的状态下不断地接受远程中心平台的指令,进行可信远程认证的证据生成。

6 结论及后续

本文利用可信计算中的可信平台及远程认证理论,试图解决山洪灾害系统中采集站点的可信问

题。提出了可操作的方法,旨在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但是由于采集站点的RTU都已经是工业上的

成品,要想对其进行改造,在实际运用中并不是安装个TPM这么简单。另外远程认证过程的信息交

换如果过于频繁,会大大增加信息交互流量,对信道带宽的要求就会提高;而采集站点往往都在环境

较为恶劣的地方,传输信号不稳定,这也增加了远程认证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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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声波式水位雨量遥测站在小型水库中的应用

代春兰1,孙文平2,汤文华1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湖北省天门市电力排灌管理总站,天门 431700)

摘 要:介绍了一体化声波式水位雨量遥测站系统的组成、关键技术,由于该系统引入

了国际领先水平的可闻声波水位计、雨量计,采用隔绝式防雷系统,集水位、雨量、
图像等综合信息采集、传输于一体,所以在小型水库水雨情信息监测中具有很高的数

据传输可靠性和广泛的适应性。
关键词:声波式水位计;声波式雨量计;遥测站;防雷

我国于上世纪90年代即开展水雨情自动测报系统建设与研究,至今已有20余年的历史,具有一

定的成熟产品和建设经验。水雨情自动测报系统最基本监测设备包括遥测终端RTU、水位计和雨量

计。早期,水位监测主要采用浮子式[1]和压阻式水位计[2]。近些年,随着电子技术发展,水位计有气

泡式、超声波、雷达 (微波)式和激光 (光波)等形式[34]。但是,针对小型水库库容小,数量庞大

且分散,管理力量薄弱等特点,要求小型水库水雨情遥测装置具有低成本、高可靠、易维护等特性。
且水库大多处于雷区,系统有效的防雷是其高可靠性的保障,如何获得数据传输的高可靠性,一直是

水雨情自动测报系统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
根据以上要求,一体化声波式水位雨量遥测站,具有高可靠性和高集成度,采用隔绝式防雷技

术,一体化设计,能解决测站雷击长期困扰的问题。

1 系统组成

一体化声波式水位雨量遥测站由传感器、通信单元、太阳能供电系统、采集终端及一体化防雷等

构成。
传感器包括声波式水位计、声波式雨量计、高清串口摄像头等。
通信采用无线公网GPRS,内置中国移动GPRS及中国联通GPRS模块,一主一备通信信道,网

络选择为自适应方式。
太阳能供电系统包括:65Ah蓄电池、40W 太阳能板及充电控制器,系统满足持续30天阴雨天

设备正常供电要求。

2 关键技术

2.1 传感器选型

(1)多点反馈式声波水位计。目前水位监测技术主要有三大类:浮子式、压力式和回波式。浮子

式水位计性能稳定可靠,但其土建费用高;压力式水位计成本低,但容易产生漂移,且易遭雷击破

坏;回波式水位计有超声波水位计、雷达 (微波)水位计和激光 (光波)水位计等,这些水位计测量

精度较高,但量程相对较小,且其对安装使用环境的要求较为苛刻,价格较高。因此,目前常见水位

计不能很好地满足小型水利工程水位监测系统的 “低成本、稳定可靠、安装简易”的需求。
针对小型水库水位监测方面低成本、高精度、安装简易等方面的需求,本设计选用声波水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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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将可闻声波作为测量信号,研发的水位计,基本原理就是利用声波的反射特性,通过测得声

波的传播时间计算水库水位。
声波速度主要受空气介质的密度影响,而空气密度又受温度和湿度的影响,为了消除温度、湿度

及其他外界因素对声速的影响,该产品采用封闭的导波管作为测量装置,在导波管内部安装有一定规

律的多个回声标记环,声波水位计硬件处理单元通过接收到多个标记环的反馈信号,经滤波处理后,
采用多点反馈差分技术进行多重综合信号差分处理,消除温度、湿度等外界因素对测量精度的影响,
见图1。

该传感器电气部分,即声波发生器、放大器及接收处理单元均集成在一起,与水面反射区域无电

气接触。
(2)声波雨量计。目前我国降雨量自动监测设备应用最广泛的雨量计是翻斗式雨量计[5],约占水

利系统雨量站的85%以上。翻斗式雨量计的特点是:结构简单,稳定性好,设计测量误差为±3%,
设计降雨强度为4mm/min。缺点是测量误差相对较大,尤其是出现特大暴雨,降雨强度超过4mm/

min时,其测量误差甚至可以达到-25%以上。究其原因,是由于雨强大于4mm/min时,翻斗式雨

量计的翻斗反应速度不够快造成的,此时所测得的降雨量明显偏小。
本设计采用一种新型声波式雨量计。声波雨量计用于接收雨水的承雨器连接有集水器,承雨器与

集水器之间的管路上设进水控制阀,集水器底部通过管路连接有出水控制阀,见图2。在雨量测量时,
可通过进水控制阀和出水控制阀控制进水与出水,往复循环,可实现连续的降雨量监测,从而解决了暴

雨时翻斗翻转不及时的问题,将设计测量误差减少到±0.5%,设计降雨强度提高到16mm/min。

图1 声波水位计斜面安装示意图

  
图2 声波雨量计结构图

1—承雨器;2—集水器;3—导波管;4—声波发生器

与接收器;5—声波信号处理器;6—进水控制阀;

7—出水控制阀;8—雨量桶外壁

2.2 隔绝式防雷技术

小型水库数量多而分散,大多处于雷区,结合水雨情遥测系统的雷击破坏特点及破坏概率,采用

一体化设计。以法拉第笼原理和等位体原理为理论基础,根据雷击成因的分析,针对直击雷、落地雷

和感应雷分别制定了导、避、隔的防护对策,提升了系统防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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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一体化集成设计

(1)对直击雷以 “导”为主,当有直击雷发生在设

备附近时,通过避雷针引雷,并导入大地,以保护设备

安全。这是目前防雷措施中非常常见的做法。
(2)对落地雷以 “隔”为主,在电子设备和直击雷

防护系统之间进行绝缘隔离,从而避免落地雷引起的地

电位反击等对电子设备的损害。
(3)对感应雷以 “避”为主:①采用太阳能供电代

替市电,从而避免感应雷通过电源线路侵入遥测设备;

②对设备安装方式进行改进,减少连接导线长度 (设备

间连接导线长度不超过1.5m),就会最大限度地减少切

割雷击磁力线,避免感应雷通过信号线侵入遥测设备;

③在电子设备和直击雷防护系统之间进行绝缘隔离,在

防护落地雷的同时,也避免直击雷防护系统释电时的影

响;④将电子设备封装于密闭的金属外壳中,以屏蔽电

磁场和静电感应。
本系统传 感 器 与 采 集 装 置 紧 密 连 接,采 用 一 体

化设计,见 图3,设 备 之 间 等 位 体 连 接,并 利 用 法

拉第笼原理进行有效防雷,是系统具有良好防 雷 性

能的关键。

3 应用

一体化声波式水位雨量遥测站已成功地应用于广东、广西、四川、河南、重庆、青海、辽宁、山

东、安徽、贵州、云南、江苏、福建、湖北、湖南、江西等16个省市,目前已在全国安装了14000
多个自动测报站点,广泛分布在水库、湖泊、河道、灌区等。

今年的防汛形势十分严峻,不亚于1998年的洪水预期,近期各地强降雨此起彼伏,也在印证着

厄尔尼诺的威力不可小觑。小型水库由于库容有限,数量庞大且分散,管理力量相当薄弱,地方小型

水利监管站的管理人员,很多都是一人肩负着多个水库的管理任务,在汛情紧急的当下,水雨情自动

测报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显得尤其重要。
湖北省小型水库水雨情自动测报系统项目建设于2014年启动。截至2016年6月,已安装的

声波式水雨情遥测站2484个,遍布全省襄阳、宜昌、随州、孝感、黄石、十堰、天门和恩施等

地。各级水利监管人员,通过手机、电脑等,及时查看水位、雨量以及现场工程图片信息。图片

功能,使得现场情况一目了然,进一步增强了相关监测数据的可信度。其中,襄阳市已建水雨情

遥测站781个,通过测试,其数据到报率达到99%;GPRS通信误码率不大于1×10-5 (实际情况

为0);遥测终端机向中心站传输数据的传输速率为115200bit/s,水位雨量信息从传输开始至中心

站接收完成的时间小于10s,图片 (分辨率640×480)信息传输时间小于3min。湖北省小型水库

水雨情自动测报系统体现了其高效、稳定的数据传输特性,为全省小型水库防汛抗旱的调度提供

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4 结语

一体化声波式水位雨量遥测站基于实用、低成本、一体化集成的设计理念,采用隔绝式防雷技

术,进一步提升了系统防雷性能,系统具有低成本、高可靠,易维护等特点,具有广泛的推广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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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移动水利的信息服务系统设计与实现

李 超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本文主要讲述了移动水利信息服务系统的设计与实现,首先简述了水利信息服

务系统构建主要包括的三个方面的内容,接着对移动水利信息服务系统的开发目标与

框架进行了阐述,然后就移动终端平台的选择和整合以及数据传输的方式进行了分析。
移动水利信息服务系统是传统信息服务系统的拓展,它为水利管理部门提供了更加便

捷的服务能力。
关键词:移动;水利;信息化系统;移动终端

1 引言

水利信息化系统是承担着排水防洪、节水、供水、水环境与生态保护、污水处理等一系列与水相

关的管理的复杂的系统。现在,随着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一期工程的竣工,对水利管理部门来说,
信息化系统已经融入到水利管理各个环节中,可以说水利部门离开信息化系统已经无法展开正常工

作。然而,由于水利部门自身工作特点的原因,需要经常外出,到现场进行勘测以及考察,所以工作

人员无法随时随地地进行信息的获取以及分享,这就无法提高工作的效率。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手机不断的换代升级已经达到智能化的程度。现在移动通信3G

网络已经非常成熟了,4G网络也已经非常普及。这已经满足了水利信息化系统在移动设备上运行的

条件,水利信息化移动办公已经成为未来水利信息系统发展的趋势。
水利部门从治水的思路中提出 “水利信息化带动水利现代化发展”的概念,所以说大数据、移动

以及云计算是未来水利信息化发展的主题。在这前提下,传统的移动信息系统必须进行简化。我们通

过建立一套移动化信息系统可以打破办公地域的限制,大大提升工作的效率。另外,移动化的信息系

统还可以让我们随时进行信息的传输和获取信息,降低了信息的传递成本。

2 水利信息化的构建

水利信息系统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2.1 基础信息系统工程的建设

进行基础信息系统建设的主要是为了能够对全国的信息进行采集的归纳,并且利用信息的处理、
传输以及决策支持等功能来支持分系统的建设。

2.2 数据库的建设

水利专业数据库作为国家基础公共信息资源的一个重要部分,里面有着最全面的水利专业数据,
这对建设水利信息系统有着非常大的帮助,而且这也是决策者进行决策时的重要依据。

2.3 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

综合管理信息系统能够根据某一个信息化建设项目本身的特点、目标以及需求等对系统进行

建设。
现在,国家的水利信息化系统包括国内的各大江河流域和各个地域的水利项目。成百上千的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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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以及大量的水利信息源共同构成了国家水利信息系统。

3 移动水利信息服务系统的开发目标与框架

3.1 开发目标

水利移动信息系统的开发目标是 “以领域框架为支撑、信息门户为窗口、组件开发为方法、数据

集成为基础”。根据水利管理本身的特点,建立标准的水利应用移动通信系统。系统应该具有良好的

信息传输、信息处理等功能,而且应用环境应该比较多样,能够为决策者的决策提供良好的信息

支持。

3.2 服务系统结构设计

水利移动信息服务系统是根据J2EE为标准进行设计和开发的三层体系结构的系统,使用的是组

件式开发、对象设计以及 WAP和PORTAL等方法,建立有特色的水利信息服务系统。数据集成系

统要及时地对水雨情数据、办公数据、灾情数据以及社会经济数据等进行数据集成;使用 WAP技术

为用户提供水利 WAP应用;采用PORTAL技术为系统提供有特色的水利管理服务。

J2EE为大型的应用提供了易维护以及可扩展的标准体系,水利移动信息服务系统可分为4个逻

辑层。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水利移动服务平台体系结构图

(1)表现层。这一层主要是由SMS短信服务、移动服务管理以及 WAP应用三部分组成。主要

是为了完成用户和系统之间的交流,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移动信息管理服务。
(2)AAF框架层。这一层的主要任务是控制 AAF框架的整体处理流程,对表现层与企业业务

之间的交流进行处理等。
(3)业务逻辑层。对某些业务进行逻辑的处理并且提供对应的接口让 AAF框架层与用户界面层

使用。
(4)数据集成层。数据集成层主要是为了对各方面的水利数据进行集成,然后将这些数据进行封

装和映射,然后存入信息数据库供用户随时调取数据使用。

4 移动终端平台的选择

目前,现在市场上比较常见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主要有:IOS、Android、Windows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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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是苹果公司为iPhone开发的操作系统,主要给iPhone、itouch和ipod使用。

Android是 Google开发的基于Linux平台的手机操作系统,目前市场上大部分手机都在使用

Android操作系统。

WindowsPhone:WindowsMobile是由微软公司开发的移动终端操作系统。

5 移动终端系统的整合

开发移动水利信息服务系统并不是要全部的替换掉传统的水利信息化系统,相反而是要作为传统

信息化系统的完善与补充,使之使用起来更加的便捷,提高工作的效率。因此,在构建移动信息化系

图2 统一数据整合示意图

统的过程中要尽量减少对正常系统的影响。进

行移动终端系统整合可分为以下两部分:
(1)依照实际的情况建立一套数据整合

的规范标准 ,而且在往后的整合过程中要严

格地遵守。
(2)对那些要整合的系统比如防汛系统、

实时监测系统以及行政办理系统等的系统数

据,通过ETL过程汇总成一个统一的移动数

据库,如图2所示。在使用移动终端系统时,
系统只和移动终端系统数据库交流,然后统

一进行整合接口、数据交换以及传统业务系

统的数据进行整合,这就使得移动信息系统

和传统信息系统整合的同时,使传统信息系统的独立性以及完整性得到了很好地保持,降低了在整合

中对传统信息系统的影响。

6 数据传输方式

6.1 信息发布

水利信息的发布在传统方式的基础上,目前又出现了以 Web网页形式发布到Internet用户只要

连接到Internet并运行 Web浏览器访问网址就可以获得信息。但是这种方式也存在着弊端,对于参

加会议、出差以及野外工程人员等来说,这就显得非常不方便。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这些人员没有

便捷的上网方式和浏览网页的工具。
在开发完移动水利信息化系统之后,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技术人员将水利信息制作成支持

wap1.1版的网页,用户就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连接 GPRS/EDGE/CDMA上网,用手机都自带

wap浏览器,访问和修改各类水利信息。

6.2 移动计算

对于出差在外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设计人员而言,并不是所有复杂的计算公式都会记得,而且就是

有计算公式也可能没有相应的计算设备,而这无疑对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使用移动信息服务系

统,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手机访问服务系统中的公式计算wap网页,输入各种参数以及类型,系统就

会自动给出计算结果,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而且工作人员也不用再为记众多繁杂的计算公

式而头疼。

7 小结

水利信息服务系统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它涉及水利行业的方方面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信息化技术的进步,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到各行各业,各部门也是逐渐的使用信息化技术来加强内部

的管理,水利信息化技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也是不停地进行更新换代。现在,随着通信网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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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优化升级,移动通信技术愈加的成熟,移动终端为信息处理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平台。移动水利服

务信息系统在这个大环境下应运而生,它克服了传统信息系统使用的局限性,拓宽了工作人员的业务

范围,提高了工作的效率,为水利部门创造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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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在评标中的应用

汪明理,李桂英,王 敏,苏 苑

(湖北华傲水利水电工程咨询中心,武汉 430070)

摘 要:用Excel建立评标记分系统,实现自动判断有效报价、自动计算投标报价分、
自动进行评委评分的小计 (合计或总计)、自动计算去掉一个最高分及一个最低分后的

投标文件最终得分、自动确定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解决了人工计算评标数

据既耗时又容易出错的弊端。
关键词:Excel;应用;评标系统

在评标中,常用一些表格来计算投标人的得分。如果用人工计算和处理这些表中的数据,不仅耗

时,而且容易出错。利用Excel建立一个评标记分系统,就可有效地解决这些弊端。

Excel功能十分强大 ,利用其部分数据链接 、数据计算和数据共享等功能就可满足评标记分工

作需要。

1 数据链接

评标常用的表格有 《开标情况记录表》《评委评分表》《投标人最终得分统计表 》《中标候选人推

荐表 》。这些表格的内容和格式均可根据招标文件确定,其内容和格式分别见图1~图4所示的表格。
表的格式和内容确定后随即可进行数据链接。

图1 开标情况记录表

所谓数据链接就是对同一数据在第一次出现后还需引用的地方 (单元格)均采用链接的方式进行

复制,从而实现所有数据只需输入一次的目的。
数据链接很简单。方法一:在需链接的单元格中输入 “=”,点击原始数据单元格,然后点 “√”

或按Enter键即可。如果需要链接全列的数据,可将第一个已链接的单元格中函数修改为绝对引用列

(即在列号前加 “$”),然后按住该单元格右下角往下拖即可。方法二:选中原始数据/单击右键/选

择复制,选中需要链接的单元格/单击右键/选择性粘贴/粘贴性链接即可。

2 数据计算

利用Excel建立评标记分系统,除利用Excel对数据进行加、减、乘、除、乘方、幂运算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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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评委评分表

图3 投标文件最终得分统计表

图4 中标候选人推荐表

重要的是利用Excel包含的逻辑函数、数学函数、统计函数和查找函数,建立相关数据计算式,从而

实现自动判断有效报价,自动计算投标报价分,自动进行评委评分的小计、合计或总计,自动计算去

掉一个最高分及一个最低分后的投标文件最终得分,自动确定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

2.1 有效报价

由于有效报价是有效投标文件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最后报价,故在建立计算机评标记分系统时,
不仅要考虑投标文件正本的报价和投标修正报价,而且还要考虑评标过程中评委对投标报价的修正。
开标过程中表1F列 (有效报价)是隐藏的 ,只作为计算投标报价分的计算过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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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中F列有效报价F7的函数式为:F7=IF (E7=0,D7,E7)。

2.2 投标报价得分

投标报价得分计算式应根据招标文件中的评标标准确定,这是建立本系统的难点。以下以实例

说明。
投标报价分的范围0~50分。
评标基准价计算式为:C=0.7×A+0.3×B

式中:A为招标人设定的标底价 (以万元为单位);B为各投标人投标报价 (Bi)的算术平均值 (以

万元为单位 );C为评标基准价。
投标报价分的数学计算如下式:

Pi=

40-2×100× Bi-C
C -5%æ

è
ç

ö

ø
÷ 当Bi-C

C <-5%时

40+2×100× Bi-C
C

当-5%≤Bi-CC ≤0时

40-2×100× Bi-C
C

当0<Bi-CC
时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ï

式中:Pi 为投标人的报价得分;Bi 为投标人的投标报价;C为评标基准价。
如果投标人的报价计算得分小于0分,则按0分计算。
记分系统中投标报价分直接用 《开标情况记录表》(表1)进行。
根据本例投标报价分的数学计算式,表中投标报价分L7的函数式为:

L7=IF(AND(N7<=0,N7>=-5),40+ABS(N7)*2,IF(N7>0,IF((40-ABS(N7)*2)<
0,0,40-ABS(N7)*2),IF((40-(ABS(N7)-5)*2)<0,0,40-(ABS(N7)-5)*2)))

过渡函数式:N7=100*(F7-$M$7)/$M$7。
过渡函数式:M7=0.7*$G$7+0.3*SUMIF(F7:F14,">0")/COUNTIF(F7:F14,">0")。

2.3 评分表中的小计、合计与总计分

表1中F9 (小计分)的函数式为:F9=SUM(G9:H9)或F9=G9+H9。
表2中的D9 (商务标合计分)的函数式为:D9=SUM(E9,F9,I9,L9,P9)或D9=E9+F9

+I9+L9+P9。
表2中C9 (总计分)的函数式为:C9=SUM(D9,T9)或C9=D9+T9。

2.4 投标文件的最终得分

投标文件的最终得分 (表3中的平均分)为所有评委的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的平

均值。表3中J7函数式为:J7=(SUM(C7:I7)-MIN(C7:I7)-Max(C7:I7))/(COUNTIF(C7:I7,
“>0”)-2)。

式中COUNTIF (C7:I7,“>0”)的意思是:计算C7至I7区域中数值大于0的单元格的个数,
即参加评分的评标委员人数。

2.5 投标文件最终得分的前三名

表4中各名次的投标人、投标报价和最终得分,可按最终得分排序后人工输入,其弊端就是容易

出错。这个解决弊端的方法就是运用查找函数,使表4中各项内容自动填入。
第一名的最终得分D5的函数式:

D5=LARGE ('[最终得分统计表.xls]1标'! $J$7:'[最终得分统计表.xls]1标'! $J
$11,1)。

上式的意思是:在最终得分统计表的最终得分列 (本例为J7至J13区域)中查找第一个最大

的数。
第一名投标人名称B5的函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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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INDEX ('[最终得分统计表.xls]1标'! $B$7:'[最终得分统计表.xls]1标'! $J$11,

MATCH (D5,'[最终得分统计表.xls]1标'! $J$7:'[最终得分统计表.xls]1标'! $J$11,

0),1)。
上式的意思是:在最终得分统计表的投标人名称的区域中,查找与第一名的最终得分相同的、位

于最终得分区域中与第一名最终得分对应的投标人名称。
第一名投标人有效投标报价C5:

C5=INDEX ('1标'! $F$7:'1标'! $F$11,MATCH (B5,'1标'! $B$7:'1标'! $B
$11,0),1)。

上式的意思是:在开标情况记录表的有效投标报价区域中,查找与第一名投标人名称相同的对应

的有效投标报价。
从上述可知,完成中标候选人推荐表的顺序是:用LARGE函 数查找出投标人的最终得分 ;根

据最终得分 ,用INDEX函数查找出投标人名称 ;最后根据投标人名称 ,用INDEX函数查找出有效

投标报价 。
第二、第三名的相关数据函数式类推。

3 数据共享

这里的数据共享是指局域网中的服务器共享各评委在自己计算机的评分表上输入的数据。具体方

法是:根据评标委员的人数建立局域网;在各评委计算机中,分别将服务器中相应编号的评委评分表

发送到评委计算机桌面;评委在本人的计算机上打开评分表,输入投标文件的各项得分并保存;评委

打完分保存后,在网络打印机上打印。

4 其他功能的应用

为使评标记分系统更加人性化、更好操作、更加安全,还要利用Excel的其他功能进行完善。
利用批注编辑功能,将评标标准标注在评委评分表各单元格中。当鼠标移到单元格时,系统自动

显示评标标准,避免评委评标时查看评标标准的纸质文件的麻烦。
利用页眉页脚设置功能设置签字栏、评委编号和页码。
利用单元格保护和工作表保护功能设置数据输入和工作表打开权限。
利用数据有效性解决超出范围的数据的输入。
利用隐藏的方法处理不宜公开的数据。

5 结语

运用Excel建立的评标记分系统曾在湖北省长江堤防加固工程招标评标中应用,受到参加各评标

专家和监督人的好评。
掌握Excel在评标记分中的应用,不仅可以根据评标标准的不同编制出不同的评标记分系统,而

且可以促进用户利用Excel功能开发出更多的其他系统。这在当前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时期可谓一举

多得。

(本文发表于 《中国水利》201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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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灌溉试验数据处理系统

孙慕群1,汪富贵2,叶文华1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武汉 430070;
2.湖北省水利厅,武汉 430070)

摘 要:由于灌溉试验工作的重要性,试验站试验数据的保存也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建

设试验数据统计管理系统,有利于进行数据的原始记录、分类整理工作、资料的分析

统计、多 年 变 化 曲 线 的 绘 制。系 统 采 用 VB进 行 编 制,数 据 库 采 用 了 SQLSEV-
ER2005,实现各个站点的数据输入与数据处理、数据分析的功能,并实现了数据网络

共享。
关键词:灌溉试验;数据处理;湖北省

资助项目:湖北省水利重点科研项目资助。

1 灌溉试验数据处理系统研究的重要性

由于灌溉试验工作的重要性,相应的试验站试验数据的保存也是十分重要的。试验数据记录下

来,在每年要进行资料的分类整理工作、资料的分析统计工作,在5~10年要进行5年以上的资料的

分析与整编工作,其中,有的需要进行多年变化曲线的绘制,分析与水文年度、气象因素之间的关

系,有的要进行多年平均值的观察,分析变化规律,有的要作多年的各阶段的回归分析,探求各因素

之间的关系等,这些都要求数据的保存的完整和可靠性,试验站网的建立可以为数据的安全保存和多

备份提供手段。
湖北省灌溉试验及灌溉用水定额的编制是一项涉及全省范围、科学性强、需要长期开展的工作。

湖北省幅员辽阔,气候、作物、水资源、水利工程、社会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差别不是很大,因此在全

省范围内开展灌溉用水定额的调查研究工作,只需科学的组织和良好的协作研究即能很好地完成。这

就要求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合作,通过系统的调查分析研究,编制全省灌溉用水定额,服务于全省

节水灌溉的发展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 建设全省灌溉试验站数据系统的可行性

灌溉试验数据的保存,以前都是通过纸本的形式保存起来,有的原始记录积累下来不仅是查阅起

来不方便,而且更会由于年月已久会腐烂而无法保存,有时会由于搬运或其他原因造成一段时间的数

据丢失。建立全省灌溉试验站数据系统,可以在计算机上保存所有的数据,查阅也变得相当容易,硬

盘和制成的光盘可以长期保存数据,还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多处数据的保存和备份,当然同时还可以制

成纸本保存起来。
由于网络技术的日益成熟,使得在网络上进行数据传输变得相当的便利,只要建立全省性的数据

网,通过网络进行数据的传输,从而实现试验站数据到中心站、中心站数据到全省总站,通过建立该

系统实现数据的导入与导出。数据的网络传输可以选择相应的方案,有条件的可以选择光纤上网和专

线上网,在偏僻一点的试验站可以选择宽带网或是一线通。
目前,全国灌溉试验由于刚转入正常的工作,灌溉试验资料管理研究在原来的基础上又重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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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过去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对灌溉试验数据处理方面研究较少,灌溉试验资料整编数据的采集

没有统一的的规范。虽然建立了 “全国灌溉试验资料数据库”,但当时开发使用的数据库由于开发较

早,受当时计算机语言的限制,该数据库的开发功能较为简单,界面可视性差,模块老化,它仅仅对

已整编好的数据以固定形式录入数据库里,不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使用面较窄,就目前实际使用

情况看,也仅全国灌溉试验总站 (原新乡灌溉所)的部分人员能使用该数据库。
本论文研究涉及以下内容。
(1)根据湖北省各个试验站历年开展的试验项目及湖北省灌溉试验数据系统管理体系,选择一套

合适的计算机系统开发方法,来确定数据库的主要结构及要实现的功能。
(2)在确定数据库结构的基础上,选择一款合适的计算机软件,同时根据湖北省各个试验站

现有的计算机管理设备,开发一套灌溉试验资料处理系统,来存储和管理湖北省各个试验站历年

的试验资料。这套软件不仅对历史资料能进行管理和整编,而且对试验站现在正在收集的试验数

据也能进行录入、查询、分析、打印。这样,即满足了对历史资料的管理,又满足了对日常资料

整编的需要。
(3)在对湖北省所有灌溉试验站多年的原始数据录入数据库的基础上,根据湖北省农业气候区域

的分布,选择几个代表性的重点试验站数据,运用统计分析的相关知识,对湖北省历年作物需水量、
灌溉制度及水稻产量等试验成果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3 系统开发方法

用计算机对灌溉试验数据进行管理,首先要对其管理系统进行开发,灌溉试验内容在空间、时间

上随着农业发展需要的不同而不同,从而导致试验的项目和数据处理都不一致。这对于系统开发来

说,就存在所谓 “需求不确定的问题”,即信息系统的任务不确定。就系统的开发方法来说,主要有

结构化系统开发方法、原型方法、面向对象的开发方法、计算机辅助开发方法等,结合灌溉试验的特

性,课题认为使用原型法开发灌溉试验数据处理系统比较合适。其原理类似于水利水电工程中利用模

型试验得到具体结构设计的方法。
课题对灌溉试验数据处理系统的开发设计也采用这种办法。在系统开发过程中,最初设计所

收集到的也只有湖北省各个试验站的几种常规试验项目的数据,包括:气象资料、作物需水资料、
作物灌溉制度资料及试验站基本资料,它只能实现系统一些基本功能。随着不断试用,纠错、评

价和修改、添新,获得新的原始版本这一过程周而复始,最后,添加数据分析模型,研究人员通

过分析模块,就可以进行作物需水量、灌溉制度及气象因素的相关分析;添加作物需水预报模块,
用户通过作物需水预报模块就能对未来一定时段的作物用水进行预报 (作物需水预报模块基本原

理是根据现有多年作物需水量和几种灌溉模式下的作物灌溉定额,通过一定的方法,例如:时间

序列分析法、灰色理论等来预报作物需水量,给出灌溉定额)。总之,通过增加模块的方式,每一

次修改后的原始版本将可完成更多的任务,具备更强的功能,进一步满足各方的要求,最终,系

统原型成为真正开发的产品。
灌溉试验站数据处理系统要求具有对灌溉试验数据进行输入、查询、修改、删除、图形显示、数

据分析、打印数据报表等功能,系统不仅要求功能全面,且还需要可靠性高,稳定性好,界面可视性

强,易于操作。
根据以上的要求,采用Visualbasic来进行灌溉试验站数据处理系统的开发。VB是 Microsoft公

司推出的一种可视化的面向对象的应用程序开发工具,VB开发出来的应用程序可以脱离VB开发环

境单独运行,而且,VB6.0具有很强的数据访问能力和Internet应用程序开发能力,访问数据接口

简单,其开发出来的软件编译成机器代码后运行速度较快,可视性也强。
考虑到目前灌溉试验站系统里电脑的操作系统,基本上以简体中文 Windows2003或 Windows

XP系统为主,故灌溉试验站处理系统设计和开发时,系统采用简体中文 Windows2003或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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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作为软件开发、运行平台。同时,利用 MicrosoftExcel2000能编制复杂表格、分析功能强大的

优点,结合它来开发电子报表和数据分析模块程序。
后台数据库采用目前美国最为流行的数据库SQLSEREVR2008作为本系统的数据库。SQL

SEREVR2008是一种实用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可以用于各种信息管理,这包括从简单的地址列表到

复杂的库存报表管理系统。而且SQLSEREVR2008可以在多个用户之间共享、同步数据库,而不

论这些用户是本地用户还是远程用户。它还提供了数据访问页,可以动态地在Internet上访问数据库

的静态数据。

4 系统功能实现

4.1 数据自动计算功能

灌溉试验数据系统只需要输入原始数据,各种计算得到的数据在原始数据输入后,自动由系统计

算得到,这样保证了计算的准确性,也使得试验数据的整理变得便利,减少了很多繁琐重复的计算工

作,提高了效率,也提高了数据的可靠性。如气象资料整理中要计算水汽压、相对温度、绝对温度等

量,在气象资料输入中,只要输入日常观测得到的值,使用计算参数可以自动计算出这些数据,达到

高效准确的效果。

4.2 数据自动统计功能

根据设定,计算机自动地处理诸如天数据的统计 (如气象资料中每天的平均数据)、旬数据统计、
生育期数据统计等统计工作,这样避免了繁琐复杂的统计工作 (有的灌溉试验站每年数据统计报表要

花上数月的时间),也提高了数据统计的可靠性,减少了人为的统计错误。同时软件提供出电子报表,
可打印出文本保存,也可以保存电子文档备查。

4.3 数据的定期发送和接受功能

软件根据设定提供数据的定期发送和接受功能,下一级的试验站在定期时间里向上一级的试验站

发送数据,可以包括日常记录,也可以只传送统计出来的报表数据。上一级的试验站在接受到下一级

试验站的数据后,自动地保存,并综合所辖的所有的试验站数据进行更深一级的数据自动统计与报

表,定期向更高一级的试验站发送统计和报表数据。这些数据层层上报到总站,进行全国性的数据统

计与报表。
数据采用文件传送的方式,就是在下一级的系统中编码生成要上报的数据文件,发送到上一级后

解码进入上一级的数据库,这样保证同时可采用报盘的方式报送下一级的数据。

4.4 数据定期自动报表功能

报表是试验站数据统计的一个重要部分,根据试验站作物特性设定报表,定期生成报表文件,统

一编号、统一管理,要求报表能导出 MSEXECL或是生成IE浏览的网页,有利于数据的保存和编

制,也方便报送其他系统和用途。

4.5 根据需要进行图表报表功能

图表是进行数据处理的直观结果,软件能根据需要进行数据资料的图表分析 (如需水强度变化过

程曲线),根据各种不同作物的设定可绘制相应的曲线图表。这些图表能导出到 MSWORD文本编辑

系统或是生成IE浏览的网页,有利于图表的保存和编制,也方便在做试验总结报告中作为资料分析

成果。

5 结语

本文采用了VB+SQLSERVER的方式构建了湖北省灌溉试验站数据处理系统,系统具有了数

据输入、数据统计、数据分析与数据发布等基本的功能。对于数据的进一步挖掘与应用,需要进一步

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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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信息系统研究

汪明理1,毕文铮1,李天凤1,张 丽2

(1.湖北华傲水利水电工程咨询中心,武汉 430070;
2.联宇技术 (武汉)有限公司,武汉 430070)

摘 要: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引入工程建设管理而开发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信息系

统,目的在于实现工程建设管理的网络化、自动化、规范化。系统结构由账户管理模

块、输入模块、数据处理模块、查询输出模块和库组成。通过独特的技术,实现工程

建设管理所有实施信息汇总或统计自动化,包括招标情况、验收情况、投资控制、进

度控制、质量评定、收发信息、信息分类、合同管理、质量监督情况汇等自动化。
关键词:工程建设;管理;信息;系统;自动化

1 设计目标

根据我国在工程建设管理中推行的 “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 (以下简称

“三制”)规定,以及工程建设信息是衡量工程建设行为的重要依据的特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

信息系统”(以下简称 “系统”)设计的目标确定为:建设管理网络化、工作行为规范化、数据处理自

动化。
(1)建设管理网络化。建立基于Internet/Intranet、支持多分支机构、可运行于Linux、Win-

dows等多种操作系统的工作平台,便于工程项目主管部门和各参建人随时随地创建、传递、查询、
处置、整理工程建设管理信息。

(2)工作行为规范化。依据工程建设相关法律法规和水利水电工程规程规范,编制用户参与工程

建设的工作流程和用户之间的信息传递流程,规范各用户在整个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工作行为。
(3)数据处理自动化。通过建立科学的数据处理模块,实现招标情况汇总、进度控制、投资控

制、质量评定、验收情况汇总、收发信息、信息分类自动化。

2 系统结构

根据上述设计目标,确定系统结构由账户管理模块、输入模块、数据处理模块、查询输出模块和

数据库组成。系统结构见图1。

2.1 账户管理模块

账户是用户的用户名、密码、用户信息及岗位职责和权限的总称。账户管理模块的功能是设立、
修改和删除用户及其岗位职责、权限。

系统将用户分为主管部门、项目法人单位 (包括建设单位)、招标代理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

位 (包括施工项目部)、设备采购单位、材料供应单位、监理单位 (包括现场监督机构)、质量监督单

位、运行管理单位等用户,每个单位用户中分别设立负责人 (监理机构为总监理工程师,施工项目部

为项目经理)、信息员和工作人员等个人用户。
潜在的参建单位用户拟使用本系统需提出申请,并提出工程项目信息、单位和工作人员基本信

息,经系统管理员同意并授权后方可使用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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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信息系统结构示意图

该模块对各个单位用户和个人用户使用本系统时创建 (输入)、查询、处置信息的权限进行了严

格规定,以保证工程建设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安全性。

2.2 输入模块

输入模块的主要功能是规定输入信息的方式、格式和条件。
系统设定输入信息方式为签发文件和选用信息名称两种方式。
输入信息的各式有PDF表格式、模板文档格式、图纸格式、音像文件格式、报表格式和任意文

档格式。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模板在本机上进行编辑和输入。
系统支持现场施工人员和监理人员使用记录施工现场信息的客户端,便于施工和监理用户在没有

通信网络的情况下及时记录施工现场信息。
输入模块还规定了用户创建和处置信息的条件。当用户创建或处置信息时,就会显示法律法规规

定和合同约定条件提示,从而规范用户创建和接收信息后处置的行为。

2.3 数据处理模块

数据处理模块是本系统的核心,包括工程招标、工程验收、信息分类、质量控制、投资控制、进

度控制、合同管理和质量监督等子系统,主要功能是分类处理用户输入的数据。
工程招标子系统的功能是将招标形式 (自主招标或委托招标)、合同标段划分、合同标段工作内

容、招标方式 (邀请招标或公开招标)、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发布日期、招标文件出售日期、开标

日期、评标日期、发布中标通知日期、合同签字日期等实施信息自动填入工程招标情况一览表,将招

标文件、评示报告等招标信息归并到工程档案的项目法人类中。
工程验收子系统的功能是分合同标段、工程项目、工程类别、工程等别、工程建设性质及工程所

在地统计单元、分部、单位的工程验收信息。
信息分类子系统的功能是根据信息的首发人将信息分为主管部门类、项目法人类、设计类、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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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监理类、设备材料供应类和质量监督类归入工程档案。
质量控制子系统的功能是将质量评定标准与质量评定表联系起来,规定质量评定工作流程和统计

方法,实现工程质量评定和评定数据统计自动化。
投资控制子系统的功能是根据合同承包方式自动提供合同价款支付和结算的方法。
进度控制子系统的功能是利用网络图、横道图等技术,分时段统计和分析实际进度,当实际进度

滞后于计划进度时自动调整计划,并显示提示。
合同管理子系统的功能是将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文件的约定作为创建和处置相关信息的前提条

件,从而实现合同管理自动化。
质量监督子系统的功能是根据质量监督工作特点汇总相关信息,建立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信用

档案。

2.4 查询输出模块

查询输出模块的主要功能是规定查询方式、内容以及输出格式。
信息查询的方式分为地图查询、搜索查询、菜单查询。用户可查询权限范围内所有项目、标段的

实施信息、工程档案、法律法规、技术标准以及使用本系统的帮助信息 (图1)。

2.5 数据库

遵循在性能、扩展性和数据完整性方面达到最好平衡的3NF (ThirdNormalForm,即三范式)
标准的数据库的表设计原则,建立兼容Oracle、SQLServer等数据库,将整个工程建设管理的信息

构成有机的整体,保证总体结构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可扩充性、可维护性,以及数据的可靠性、完整

性、安全性,减少信息的冗余度。

3 数据处理自动化功能实现方法

通过独特的技术设计,实现工程建设管理所有实施信息汇总或统计自动化。

3.1 招标情况汇总自动化

当项目法人 (或招标代理人)创建招标公告 (或投标邀请书)、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评标

报告、招标评标情况报告后,系统将在工程招标工作进展情况一览表上分别自动填入各项工作的完成

日期。

3.2 验收情况汇总自动化

当项目划分确定或调整后,其单元工程、分部工程、单位工程的总数将自动链接到工程验收情况

一览表上。每评定一个单元工程质量、验收签证一个分部工程或验收一个单位工程,系统会自动改变

工程验收情况一览表中的相关信息。

3.3 进度控制自动化

采用微软Project方式编制进度控制子系统,当相关用户按系统规定的流程和格式填写实际施工

进度后,系统将分施工标段、时段、工程类别、工程等别、工程建设性质进行自动统计,自动形成网

络图、横道图和实际进度统计表,将实际进度与工程计划进度进行对比分析。当实际进度比计划滞后

时,系统将根据计划工期自动提出进度计划调整方案,并显示提示信息。进度计划调整后,系统在保

存新计划的同时将原计划保存备查。

3.4 投资控制自动化

系统设置针对不同合同承包方式自动选择不同的投资控制方式。
对于总价承包合同,总监理工程师在审批被监理单位提出的合同款支付申请时,系统在自动显示

本合同累计已支付额和未支付额的同时,提示审批人审查支付合同款的条件。当审批人同意后,系统

自动填入同意支付日期、支付额度,并自动统计累计支付额度。
对于单位承包合同,总监理工程师在审批被监理单位提出的合同款支付申请时,系统不仅自动显

示本合同累计已支付额和未支付额、提示审批人审查支付合同款的条件,还自动判断支付工程内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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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价是否与工程量清单一致,不一致时,系统会自动显示 “请核对工程内容或单价”的提示。当审批

人同意后,系统自动填入 “同意支付日期、支付额度”,并自动统计累计支付额度。

3.5 质量评定自动化

系统将有检测项目的工序或单元工程质量评定表编制出检测附表 (PDF表样式)。进行工序或单

元工程质量评定时,在施工现场获得的检测试验数据输入相应的检测附表后,系统自动将检测数据、
检测项目的合格率与评定标准进行对比。当检测数据、检测项目的合格率符合评定标准时,系统自动

填写工序或单元工程质量评定表,同时分部工程以及工程项目的质量评定表的相关数据按规定自动链

接;当检测数据、检测项目的合格率不符合评定标准时,系统显示提示。
原材料的质量检验结果、中间产品的质量评定情况、金属结构及机电产品的质量情况均可自动链

接到对应的分部工程施工质量评定表和单位工程施工质量评定表中。

3.6 信息收发自动化

单位用户之间传递信息 (除施工项目部和监理机构之间发送信息外)均通过单位信息员传递和接

收;各单位内部的信息传递可直接选取接收人姓名传递。施工项目部向监理机构发送信息时,可根据

监理机构人员工作安排直接发送给相关监理人员,也可以发送给监理机构信息员。

3.7 信息分类自动化

系统自动将各用户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各类信息分为主管部门类、项目法人类、设计类、施

工类、监理类、设备材料供应类和质量监督类、实现了工程档案分类、整理的自动化。

3.8 合同管理自动化

合同管理是工程建设管理的核心,贯穿于工程项目实施阶段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所有工程活动

及事件。系统除具有进度控制、投资控制、质量控制中包含的合同管理功能外,还具有用户创建或处

理工程变更、索赔、工程分包、违约、争议、工程担保、工程保险、化石和文物管理、施工合同解

除、清场与撤离等合同管理内容时,自动显示法律法规和承包合同条件的功能,从而实现合同管理自

动化。

3.9 质量监督情况汇总自动化

每一工程项目的用户获得系统的使用权时,系统将监理、设计、施工和有关产品制作单位的资质

及其派驻现场的项目负责人的资质和项目法人 (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以

及施工单位、项目法人 (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对工程质量检验检查等进行自动汇总;根据平时质量

监督检查记录,自动生成质量监督报告的相关内容。

(本文发表于 《中国水利》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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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视角下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
———湖北省当阳市两个农民用水户协会案例研究

龙子泉1,徐一鸣1,周玉琴2,范如国1

(1.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武汉 430072;
2.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本文从社会资本的视角,通过湖北省当阳市两个农民用水户协会案例的对比分

析,研究了制度规则以及领导者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
健全的制度规则能促进组织成员的沟通、约束个体行为、有利于集体行动的一致性,
从而促进组织社会资本的提高;优秀的领导者既能与组织外部保持良好的沟通与联系,
又能在组织内部建立互信的干群关系,进一步促进组织社会资本的提高;集体的制度

规则与领导者作为外生变量通过作用于社会资本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产生影

响;不同維度的社会资本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都起到正向影响。
关键词: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社会资本;案例研究;农民用水户协会

资助项目: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4ZDA062)、湖北省水利重点科研项目 (HBSLKY201606)共同资助。

1 引言

根据 《规范和引导农民直接受益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工投劳有关政策的意见》 (国农改

〔2005〕16号),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是指灌溉面积小于0.067万hm2、除涝面积小于0.2万hm2、库

容小于10万m3、渠道流量小于1m3/s的水利工程,主要包括小型水库、塘堰、提灌站、机井、小型

灌溉渠道、排水沟、排游站等。作为农业生产的基础性工程,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是农村最为重要的基

础设施和公共品之一,其管护效果直接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近些年,各级政府为提高小

型农田水利设施运行效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从实际效果看,尽管 “有人用,无人管”、设施老化、
使用寿命低于预期、使用效率低等现象普遍存在,但仍然有少数区域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理责任明

确、设施持续完好、使用效率高,走上了良性运行的道路。两种情况下,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运行效果

完全相反,其中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讨。
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品,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治理一直是国内外学者重点研究的课题。周晓

平等 (2007)、刘辉 (2014)、杜威漩 (2015)认为,由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突出的公共品性质,提高

其运行管护效果的关键是降低其外部性,通过产权明晰或一定的制度安排使其外部性内在化,或者一

定程度上减少其外部性。在农村基础设施治理结构方面,柴盈 (2009)认为,交易费用最小化是治理

结构选择的目的,并以农村灌溉设施为例,分析了政府与农民灌溉用水合作组织联合治理对降低组织

内部交易费用、提高灌溉设施使用效率的作用。然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使用者和管理者是农民和

农村基层组织,其运行管护工作是农村社会治理的一部分。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农村社会环境和治

理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改变必然会影响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运行管护效果。近些年,国内也有

学者开始注意到这方面的变化并展开研究,一致的结论是:较高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农村集体行动的一

致性,从而对农村基础设施治理产生正面影响。例如,蔡起华、朱玉春 (201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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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的意愿及程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蔡荣 (2015)以农村共

用输水渠道为研究对象,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认为,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用户群体,其小型农田

7K利设施的管护效果相对较好。由此可见,增加农村社会资本有利于改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

果。那么,不同村落的社会资本为何存在差异? 是否有外生变量导致社会资本的改变? 更进一步,社

会资本是否会通过某些中介变量响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 对于这些问题,现有文献还未深入研

究,这也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本文以湖北省当阳市两个农民用水户协会为研究对象,采用案例对

比分析方法,对上述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第二部分介绍有关理论并提出理论分析框

架;第三部分为案例选择、调查情况说明以及案例描述;第四部分依据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两个协会

社会资本差异及其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的影响;第五部分分析制度规则与领导者能力对两个

案例协会社会资本差异的影响;第六部分是结论和启示。

2 相关理论与分析框架

如前所述,作为农村社会治理的一部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运行管护效果与农村社会资本水平

密切相关。而农村社会资本水平是否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这种改变又是如何影响小型农田水

利设施的运行管护效果? 这里从理论上进行总结与探讨,并据此提出案例分析框架。

2.1 社会资本及其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

资本进行了界定。Bourdieu (1986)最早正式提出了 “社会资本”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 “真实与虚

拟资源的组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他认为,持久的网络

依赖于被一定程度制度化的相互认可的关系。Coleman (2000)则强调了社会资本的结构性质,认为

社会资本存在于个人的人际关系与结构中,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与之不同的是,Put-
nam等 (1993)认为,社会资本指社会组织中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率的资本,包括网

络、规范与信任。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农村居民以村落聚居,一个村庄内或者集体组织内的居民都

会形成相互联系的社会关系网络,而这样的关系网络不仅与个体特征有关,还与社区的整体氛围、团

结程度等有着紧密的关系,所以,本文认为,社会资本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特征。
基于Putnam等 (1993)的定义,本文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网络型社会资本、约束型社会资本和关

系型社会资本。网络型社会资本指行为主体在人际交往与资源交换等活动中形成的各种联系的总和,
强调主体之间的结构性联系。约束型社会资本指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被主体共同遵守的正式制

度以及习惯、习俗、规范等非正式制度。关系型社会资本指行为主体间由于长期互动而产生的心理上

的信任与认同,强调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

2.2 制度规则与社会资本的改变

社会资本在行为人的社会交往与资源交换中形成,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Lin,2001)。实际上,
制度规则对于促进集体社会资本提高有重要作用。

(1)制度规则有助于网络型社会资本的提高。在差序格局的乡村社会中,个体依亲疏不同形成由

内向外的层次性关系网络 (费孝通,1998)。以亲人、好友为代表的强关系基于血缘、姻亲等因素而

形成,以熟人为代表的弱关系基于长期的社会交换而形成 (Granovetter,1995)。制度规则的建立能

够促进组织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成员之间的经常性沟通以及活动的开展 (何凌霄等,2017),
致使成员由陌生人转变为熟人,构建并加强成员间的联系,扩大集体以及成员所在村落间的关系

网络。
(2)制度规则有助于约束型社会资本的稳定与作用的发挥。在熟人社会中,因为 “人情”,个体

的败德行为会受到约束型社会资本的抑制。但正是因为熟人社会中人情的存在,个体会碍于情面而不

愿与有损公众利益的行为做坚决斗争,致使败德行为成本降低,从一定程度上鼓励了败德行为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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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义云,2012)。“人情”会间接促使约束型社会资本失效,而明确的管护制度以及奖惩制度等制度

规则会约束个体行为,并且使得约束型社会资本发挥作用。并且,习俗、规范等非正式制度很大程度

上与法律、制度的规定保持着一致 (肖冬平,2013),即约束型社会资本会随着制度规则的建立与完

善得以稳定与改进。
(3)制度规则有助于关系型社会资本的提高。制度是信任形成的基础 (Zucker,1986)。在集体

组织中,经常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例如由谁负责水利设施的建设以及成本如何分担等。而清晰的责任

界定和制度建立能确保农户有实现秩序的稳定预期,消除集体行动的不确定性。因此,合适的制度规

则下,成员之间的密切关系逐渐得以建立并维持 (Lam,1996),从而有利于关系型社会资本的提高。

2.3 领导者能力与社会资本的改变

(1)优秀的领导者有助于网络型社会资本的提高。在乡村社会中,由于环境相对封闭,亲疏明

晰,往往会形成基于血缘或信任的关系网络,而这样封闭的关系网络往往会强化狭隘的局部利益

(Knack,2002)。领导者作为用水户的 “代理人”,是集体内部成员与外部环境之间的 “中继者”(王
晓莉、刘永功,2010)。领导者的 “中继者”身份将集体封闭的关系网络与外界政府、市场环境相联

系,优秀的领导者会强化这种联系,从而有利于网络型社会资本的提高。
(2)优秀的领导者有助于约束型社会资本的提高和集体关系网络的扩大。领导者作为集体的带头

人是传统社会资本的维护者和继承者 (陈树发、黄志坚,2009)。领导者是村落、组织中的公众人物,
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具有较高的威信和声望,成为集体成员心目中的核心,其对村规民矩的遵守与维

护,有助于其他成员对非正式制度的遵守,从而保证约束型社会资本作用的发挥。此外,作为关系型

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信任包括一般性信任与组织信任 (Harpham,2007),即成员间的信任与对组

织、领导的信任。优秀的领导者善于营造与集体成员间良好的关系氛围,这种良好的关系氛围有助于

彼此间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何凌霄,2017),从而有利于促进集体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提高关

系型社会资本。

2.4 社会资本水平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

三个维度的社会资本会对组织内部交易费用的高低、败德行为是否发生、集体行动的一致性产生

作用,从而影响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管护效果。
(1)较高的网络型社会资本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与资源获取难度影响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

首先,高水平的网络型社会资本能降低制度运行以及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过程中的交易费用。这里

的交易费用泛指 “制度成本”,即组织中一系列制度规则的运行成本 (张五常,1999),如用水组织内

部的决策成本、信息搜寻成本、协调成本、监督成本等。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交易

费用产生的重要因素。在集体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强连带促进了复杂信息的高效传递,而弱连带

则促使了掌握信息的多样化 (陈劲松等,2013)。这意味着网络型社会资本通过促进成员间、领导者

与成员间以及协会内外部间的信息传递,能够降低制度的运行成本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管护成本。
其次,较高的网络型社会资本有助于集体的资源获取。一方面,集体内部的关系网络有利于各种资源

的挖掘,包括技术力量、物质资源等。例如,通过内部关系网络可以挖掘出集体中的能工巧匠和富有

责任心的管护人员,从而有助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的提高。另一方面,集体与外界环境的关

系网络有助于其获取政府的支持。政府对于基础设施后期管护的扶持资金是有限的,只会选取运行规

范、发展较好的村组或协会进行扶持,这时较高的网络型社会资本有利于争取外部资源 (万生新、李

世平,2013)。政府对集体的资金、技术支持,有利于集体中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改善并提高其管护

投入。
(2)约束型社会资本的提高会抑制败德行为的产生并提高成员参与管护的意愿。首先,与网络型

社会资本不同,较高的约束型社会资本主要通过抑制败德行为降低交易费用。“礼治”相较于 “法治”
能在主体的行为规范上起到更加显著的作用 (费孝通,1998)。其中,“礼治”的实质就是以习俗、惯

例以及道德规范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对行为主体的约束。较高的约束型社会资本能够减少管护人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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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集体成员的机会主义倾向,避免 “搭便车”现象,从而降低交易费用。其次,丰富的约束型社会资

本有助于集体行动开展。分散的个体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通过重复多次博弈形成一套 “内部

规则”(王廷惠,2002)。这样重复博弈的结果往往是互惠的,双方基于他人不会主动破坏这一均衡的

假设,会持续合作。由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管护要求多方参与其中,互惠性的规范可以约束集体成

员的行为,促进成员的集体行动。
(3)较高的关系型社会资本通过改变成员的效用函数,能够降低个体行为的不确定性并促成集体

行动从而改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关系型社会资本与约束型社会资本的作用看似一致,但其

内在机理仍存在差异。首先,关系型社会资本是基于双方之间角色的相互认同以及情感联系建立起来

的,这种紧密联系降低了行为主体采取隐藏行动所带来的收益,虽然该隐藏行动不一定会被发现,但

行为人因害怕采取败德行为会受到他人谴责,从而降低了其效用函数,抑制了其机会主义倾向,进一

步降低了交易费用。其次,信任等社会资本是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是集体成功运作的重要因素 (万生

新,2012)。农户决策受到其认知能力以及所处环境的影响 (罗必良等,2012)。而相互信任与认同能

够改变集体成员对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的认知,改变其参与管护的效用函数,从而促进成员间的

集体行动,进而提高管护效果。

2.5 分析框架

从以上理论分析可得到这样的逻辑关系:对于相互独立的农村基层组织来说,制度规则和领导者

能力的差异会导致不同基层组织社会资本的差异,社会资本的高低通过改变组织内部交易费用影响小

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本文拟参照Putnam等 (1993)在其著作 《使民主运转起来》中的研究模

式,采用逆序的方式进行分析,即首先选择两个管护效果不同的用水合作组织为研究对象,描述其管

护效果的差异,然后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解释管护效果差异的形成,再从制度规则和领导者能力的角度

探讨社会资本差异的形成,最后得到结论和启示。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分析框架

3 案例选择与案例描述

3.1 案例选择与调查

湖北省当阳市是全国较早发展成立农民用水户协会 (以下必要时简称 “协会”)的地区之一,至

2008年左右成立了多达40余家农民用水户协会。但截止到2017年6月,只有16个协会正常运行,
其余协会由于运行效率低下,均被当地水利主管部门取消。当阳市农民用水户协会的运行与管理既有

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总结和深入分析这些经验和教训对提高其他类型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

理模式的运行效率具有借鉴意义。

2017年6月,课题组前往当阳市开展实地调查,在当地水利部门的建议下,重点选择了东风三

干渠农民用水户协会 (以下必要时简称 “三干渠协会”)和白河村农民用水户协会 (以下必要时简称

“白河村协会”)作为调查对象。为了获得研究所需有关信息,课题组设计了调查问卷,并展开了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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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的实地调查。课题组成员自驾前往有关村落,调查在两个协会所涉及区域内针对农户随机抽样进

行。为保证问卷调查的有效性,调查以一对一访谈的方式进行。此次调查共获得55份有效问卷,其

中,三干渠协会30份,白河村协会25份。

3.2 两个农民用水户协会的历史与运行状况对比

(1)东风三干渠农民用水户协会。玉泉街道办事玉泉村处位于湖北省当阳市西南部,距市区约

10km,属典型的丘陵地区,农业生产以水稻种植为主,辅以其他经济作物,各类输水渠道、提灌站、
塘堰是玉泉村主要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2000年以前,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归村集体管理,由于没有

相应的管理制度,管理处于无序状态。农民与村领导之间、农民与上级水利主管部门之间、农民相互

之间均缺乏足够的信任,灌溉用水矛盾和纠纷不断,导致小型农田水利设施 “有人用,无人管”沟渠

严重破损、淤塞,约70%的灌溉用水流失,使用效率低下。
为了解决农民灌溉用水困难以及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无人管护的难题,2000年9月,在农民自发

组织和当地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东风三干渠农民用水户协会正式成立。该协会成立初期,注册会员有

1271户,农田灌溉面积6192亩,主要管辖着玉泉村6个村民小组内的11600m渠道、300多口塘堰

以及1座提灌站。协会借鉴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试点协会❶的模式制定了章程以及各项管理制度。协会

公开透明的制度、协会领导人卓越的领导力以及一系列产权制度与管理制度改革,使得小型农田水利

设施管护效果明显改善,使用效率大幅提高,加上协会的成立大大简化了农民灌溉用水的程序,农民

灌溉用水费用逐年降低。会员农户对协会领导信任度提高,农户之间信任度改善,主动加入协会的农

户逐年增加。
截止到2017年6月,协会会员达到3543户,农田灌溉面积25000多亩,协会共管辖王店镇、玉

泉街道办事处的9个村、1个风景区农业队,39个用水小组,管理渠道43000m,塘堰3000余口,提

灌站4座。协会从成立至今,完成灌区渠道整治23条35000m,恢复灌溉面积18000余亩,新增蓄水

能力80多万m3,原来由于阻塞只能放0.5m3/s流量的渠道现在可以放3m3/s流量,水利用率由

30%提高到85%,灌溉保证率由60%提高到90%,水费由每亩60~70元下降到每亩20~30元,辖

区内粮食生产能力提高10%以上,农民人均年务农收入增加300元以上。
(2)白河村农民用水户协会。白河村坐落于当阳市西南部,距离市区约25km,距离玉泉村约

15km,农业以种植柑橘为主,其主要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包括输水渠道、提灌站与塘堰等。白河村

的引水渠道多为土渠,并且没有明确的产权主体和管护制度,导致水渠使用效率低下、水费高昂,最

终导致无人买水,农田 “靠天收”。
在当阳市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农民用水户协会的同时,白河村在效仿黄林、东风三干渠农民用水户

协会模式的基础上,于2008年成立了白河村农民用水户协会。该协会的成立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小型

农田水利设施管护以及农民灌溉用水难题;另一方面是为了争取得到政府支持,将引水渠道进行硬化

改造。协会成立初期,有会员2700余户,共管辖6个村民小组内的若干土渠,200余口塘堰及2座

提灌站,农田灌溉面积为14000多亩。
白河村协会的运行并没有实现其成立时的良好初衷。由于村委会领导兼任协会领导,在制度制定

与执行上缺乏农户参与,农户心存疑虑,认为协会的成立只会加重自身负担。协会经过几年的运行没

有转变农民的用水情况,渠道阻塞严重,水利用率仍然在30%的低水平,农民平均灌溉水费依然高

达每亩80元左右。协会管理流于形式,最终于2013年被当地水利部门取消。

3.3 两个农民用水户协会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对比

问卷在考察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方面设计了三个较为客观的问题:“工程是否有专人看管”
“工程是否定期维修”“工程的使用效果如何”。调查人员提问,并综合农民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对

农民使用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管护效果进行1~5分的评分。本文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

❶ 1995年6月,湖北省漳河灌区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试点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农民用水户协会,简称试点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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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样本t检验,获得如表1所示的两个协会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得分及其差异,从中可以看

出,三干渠协会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管护效果处于较高水平,而白河村协会所含区域内小型农田水利

设施的管护效果则较差,二者差距较大,且前者明显好于后者。

表1 三干渠协会与白河村协会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得分及其差异

均值 (满分5分)

三干渠协会 白河村协会
p值

渠道管护效果 3.89 2.15 0.002

塘堰管护效果 3.64 2.54 0.029

总体管护效果 3.86 2.20 0.000

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相同的两个农民用水合作组织,一个成立后持续改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运行

管护效果,运行17年后至今仍然充满活力,另一个成立之后并未使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设施管护效果

得到改善,运行仅5年便被水利部门取消。两种结果形成鲜明对比。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是

否是社会资本的不同导致了两个协会不同的结局?

4 两个协会社会资本的差异及其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的影响分析

本文的协会社会资本指协会所辖区域的社会资本。为研究两个农民用水户协会小型农田水利

设施管护效果的差异是否为其社会资本的差异所致,需要首先考察二者的社会资本是否存在显著

差异。

4.1 社会资本的测量

本文从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网络型社会资本、约束型社会资本和关系型社会资本分别进行

测量。
(1)网络型社会资本测量。结合赵延东 (2003)对于社会网络的测量量表,调查问卷考虑了网络

型社会资本的三个测量指标———网络规模 (亲戚、朋友的数量)、网络构成 (熟人与亲戚的比例)、网

络密度 (与朋友间走动的频率)。
(2)约束型社会资本测量。本文通过 “参与程度”(“如果协会或村组中有问题需要解决,您参与

程度如何?”)和 “规范程度”(“如果他人不愿意参与,您对他的看法如何?”)来考察约束型社会

资本。
(3)关系型社会资本测量。本文从一般性信任(“交水费灌溉时是否会担心他人 ‘搭便车’使

用”)、组织信任 (“对协会及领导的信任程度”)、归属感 (“自己在集体或协会中的重要程度”)三个

方面来考察关系型社会资本。
为了更直观地表示,本文将以上各个测量指标设为定序变量,赋值1~5分,并将各测量指标所

对应的问卷题干、选项及其赋值情况列于表2。

表2 社会资本测量指标、问卷题干、选项及赋值

社会资本维度 测量指标 问 卷 题 干 选 项 及 赋 值

网络型

社会资本

网络规模  亲戚、朋友数量 (人数)  小于或等于5人=1,6~10人=2,11~15人=3,16~
20人=4,大于20人=5

网络构成  熟人与亲戚的比例 (R)  R≤1=1,1<R≤2=2,2<R≤3=3,3<R≤4=4,R>
4=5

网络密度  与朋友间走动频率
 小于1次/月=1,1~2次/月=2,3~4初月=3,1次/
周=4,大于1次/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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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社会资本维度 测量指标 问 卷 题 干 选 项 及 赋 值

约束型

社会资本

参与程度
 如果协会或村组有问题需要解决,您

参与程度如何
 很少=1,较少=2,一般=3,较多=4,很多=5

规范程度
 对他人不参与解决协会或村组中的问

题的看法

 非常认同=1,比较认同=2,不好说=3,比较不认同=
4,非常不认同=5

关系型

社会资本

一般性信任
 交水费灌溉时是否担心他人 “搭便

车”使用

 非常担心=1,比较担心=2,不好说=3,不怎么担心=
4,完全不担心=5

组织信任  对协会及领导的信任程度
 非常不信任=1,比较不信任=2,不好说=3,较信任=
4,很信任=5

归属感  自己在集体或协会中的重要程度
 非常不重要=1,不重要=2,不好说=3,较重要=4,
很重要=5

4.2 两个协会社会资本的差异分析

以上述测量数据为基础,对社会资本三个维度中每个分项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统计分析结

果分别列于表3中。

表3 两个协会社会资本的差异性检验

社会资本维度 分项指标
均值 (满分5分)

三干渠协会 白河村协会
p值

网络型社会资本

网络规模 3.86 2.70 0.023

网络构成 3.64 2.45 0.017

网络密度 3.45 2.55 0.026

约束型社会资本
参与程度 4.12 3.08 0.009

规范程度 3.43 2.52 0.013

关系型社会资本

—般性信任 4.31 2.97 0.000

组织信任 3.73 2.64 0.007

归属感 3.89 2.11 0.005

表3中数据显示,三干渠协会社会资本明显高于白河村协会社会资本。其中,网络型社会资本方

面,三干渠协会的网络规模、网络构成、网络密度的均值均高于白河村协会,并且各测量指标t检验

的p值均小于0.05,说明二者差异显著。约束型社会资本方面,两个协会成员的差距主要表现在自

身参与解决集体中有关问题的程度以及对他人不愿参与解决问题的看法上。关系型社会资本方面,三

干渠协会成员在担心 “搭便车”行为程度、对协会及领导的信任程度以及自身在集体中的重要性上均

显著好于白河村协会成员。

4.3 两个协会社会资本的差异对工程管擔果的影响影响分析

表3中的结果表明,三干渠协会网络型社会资本、约束型社会资本、关系型社会资本都要高于白

河村协会,且差异显著。这种显著差异直接导致了二者小农水设施管护效果的不同。
(1)三干渠协会较高的网络型社会资本使其更易于获取各种资源。一方面,较高的网络型社会资

本使协会成员之间、成员与外界之间形成紧密关系,构成了密集的信息传输网络,在这样的网络中,
信息得以有效传递。例如,三干渠协会成员如果对水管员的管护工作不满意,可以向用水小组长或协

会反馈,协会按照奖惩制度做出相应的惩罚。协会有3000多口塘堰,允许在保证农田灌溉的条件下

进行水产养殖。通过关系网络,村民能够快速获取塘堰承包的信息,从而降低了塘堰承包过程中信息

的搜寻成本。另一方面,三干渠协会密集的关系网络促进了对村落中优秀人才的发现。协会的工程项

目不外包,而是利用内部的技术力量进行工程设计与施工,既节约了资金,又保证了工程质量。此

外,协会领导与上级有关主管部门有较为紧密的联系,这种紧密的关系网络使得协会更容易获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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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三干渠协会在灌区节水改造项目中争取到了1000万元资金,将11600m的三干

渠进行硬化改造,并且获得了水利部门对于渠道后期管护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协会运行过程中交易费

用的降低以及资源的有效获取和利用提高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管护效率。相比之下,白河村协会成

员间联系相对松散,协会没有有效的信息发布渠道,协会成员与协会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换,协会

领导与上级主管部门的关系紧密程度不够,较少得到水利部门的支持,协会直到被取消时都没有获得

过水利部门对渠道节水改造的资金支持,一直通过土渠输水,不仅灌溉用水效率低下,渠道的管护也

十分困难。
(2)两个协会约束型社会资本的差异导致成员参与管护意愿的不同。白河村协会运行期间,较少

开展集体活动,舆论宣传较少,致使非正式制度失效。加上通过土渠引水,一旦渠道放水,渠道沿线

任何一块田地都有 “借水”的可能,从而产生 “搭便车”现象,使得水事纠纷不断,村民相互越发不

信任,关系恶化,很难产生集体行动,农户参与工程管护的意愿低下,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自然难

以取得成效。而三干渠协会经常开展以小组为单位的集体活动,主要道路路口均有告示牌进行政策、
法律、道德等舆论宣传,主要工程旁边也立有关于工程管护责任与爱护工程的告示牌,这种舆论、习

俗以及道德的约束提高了个人败德行为的成本,从而抑制了成员的机会主义倾向,降低了因个人行为

不确定性带来的制度执行成本和监督成本,维护了三干渠协会成员用水、管护的秩序。这种外在的、
不成文的约束提高了成员的管护意愿,促进了集体行动。三干渠协会自成立至今,众多成员义务参与

了工程的建设、改造与维护,投劳折资达到60余万元。
(3)三干渠协会较高的关系型社会资本通过改变成员的效用函数,降低了不确定性并促成了集体

行动。三干渠协会良好的网络关系表现为协会经常开展各种活动、成员对家乡具有强烈的情感、村落

邻里关系良好以及村民之间经常相互走动。三干渠协会成员间这种紧密的内在联系使得他们不仅有追

求个人经济利益的需要,还有寻求情感归属和被认同的需要。这相当于改变了成员在博弈过程中的

“效用函数”,一方面降低了成员通过败德行为获得的收益,另一方面提高了互惠合作的效用,使得败

德行为产生的可能性降低,从而减小了协会在水费收取及设施管护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并促进了成员

的水利合作。而白河村协会中,成员之间的不信任以及对领导的不信任加大了信息不对称性,制度运

行成本髙,并且因道德风险导致了 “集体行动困境”,无人愿意出资改善设施以及投劳管护设施。

5 社会资本差异的形成———制度规则、领导者的作用

前已述及,社会资本在行为人的社会交往与资源交换中形成,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Lin,

2001)。实际上,制度规则和带头人在促进集体社会资本的提高中起着重要作用。

5.1 制度规则的不同导致两个协会社会资本差异的形成

(1)制度规则的完善程度不同致使两个协会网络型社会资本形成较大的差异。三干渠协会与白河

村协会制度规贝啲差异主要体现在制度的完善程度以及制度的执行情况上。在三干渠协会成立初期,
协会依照试点用水户协会的模式制定了规章制度,包括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办法,奖惩制度,工程管理

制度,水价制定、水费征收与使用管理办法,灌溉管理制度,维修集资办法以及民主议事制度等。而

随着协会发展壮大,原有的制度框架已无法满足协会发展的要求,经过多次座谈会以及成员代表的讨

论,协会对原有的制度进行了修改。首先,对原有渠系管护制度中斗渠、农渠按照 “谁受益、谁负

担”的管护原则,根据渠道维修难度、地理位置等多种因素进行了适当调整;其次,协会增设了监事

会,并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监事会负责监督协会执委会、代表大会决定事项的执行并检查协会收支

情况,督促协会财务公开,协会在每年召开的两次执委会会议中,会公布财务情况,并以用水小组为

单位张贴公示水费收缴与开支明细。反观白河村协会,协会实际上挂靠村委会,村干部兼任协会领导

职务,村民自动成为协会成员,协会的各项规章制度直接由村干部制定,没有用水户成员参与,协会

虽然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包括工程管理制度、灌溉管理制度、奖惩制度等,却未设立监事会,也没

有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这样自上而下的协会成立方式,使得农户心中存在疑虑,农户参与协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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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以及设施管护的意愿低下,加上协会制度本身不够完善,各项制度无法得到良好的执行。对农户

的调查结果显示,三干渠协会管辖范围内有93%的农户知晓并加入了用水户协会,其中96%的成员

认为协会制度较完善,89%的成员认为协会制度执行情况较好。而在白河村协会所辖范围内,课题组

对农户调查时提及2008年成立并运行至2013年的用水户协会,68%的农户表示并不了解,也不知道

自己是否是协会成员;在知晓用水户协会的农户中,75%的农户认为协会的制度不够完善,87%的农

户认为制度执行情况较差。
三干渠协会按照民主议事制度,每季度都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增加了成员参与管理的程度。在

制度化管理下,协会定期举办知识讲座、文体活动、技术培训等,以提高成员的管护能力以及参与程

度。制度规则增进了成员间的相互交流,从而扩大了协会成员的关系网络。白河村协会由于制度不完

善、执行情况差,用水户较少参与协会的日常管理,对协会本身不了解,与协会其他成员联系更少。
这意味着协会的成立并没有帮助扩大协会成员的关系网络。

(2)三干渠协会完善的制度规则有助于约束型社会资本的稳定与其作用的发挥。灌溉用水中的

“搭便车”现象影响着协会资金的稳定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后期管护效果。为此,三干渠协会采取

“连坐”的方式进行灌溉管理,一旦出现用水纠纷,所涉用水户所在的用水小组集体停水,直到矛盾

解决。采取这样的制度后,用水小组中舆论的作用得以发挥,通过道德约束规范了用水户的用水行

为。相反,白河村协会出现农田 “靠天收”的困境,正是因为制度不够完善以及用水户没有直接参与

制度的建立,使得奖惩制度等正式制度并没有得到良好的执行,同村组村民碍于关系对于败德行为难

以进行阻止。因此,完善的制度规则有利于约束型社会资本充分发挥其作用。
(3)三干渠协会完善的制度规则有助于关系型社会资本的提高。三干渠协会建立了工程管理制

度,由协会委托水管员对三干渠渠系下的支渠及配套建筑物、水库等进行管理和维护,斗渠、农渠、
塘堰的管护则根据地段等因素细化到用水户,从而明确了不同工程的管护主体及责任。财务管理制度

则让用水户了解协会的资金使用情况,使得用水户缴费时明白放心。并且,三干渠协会制定的制度规

则要求公平对待每一个用水户,做到 “四个一”:大村与小村用水一个价,轮灌与普灌用水一个价,
上游与下游灌溉一个样,丰水年与枯水年灌溉用水一个样。明晰而完善的规章制度减少了协会运行中

的不确定性,使得成员形成了稳定的心理预期,从而促进了信任和认可的产生。而在白河村协会中,
缺乏监事会以及财务管理等制度,加重了用水户的疑虑,用水户也无法了解协会的运行情况,成员难

以对组织产生信任。而长期的用水困境加上制度规范的缺乏使得村民之间互不信任,无人买水。

5.2 领导者能力的差异导致两个协会社会资本的进一步改变

(1)领导者能力的差异使两个协会网络型社会资本的差异放大。领导者能力的差异体现在领导者

的选择、威望与带头作用上。与白河村由村领导管理协会不同,在三干渠协会主席的选择上,协会章

程规定不得由在任村委会成员兼任,而是通过成员代表大会选举,选择协会所辖区域内具有较高威

望、成员信任的村民作为协会主席。而长期的用水困境使得白河村领导班子与村民之间形成了对抗的

氛围,领导在村民中威望不够,难以号召协会成员配合协会工作。在对三干渠协会成员的问卷调查

中,86%的成员对领导威望的打分在4分以上 (打分1~5分,分值越高代表威望越高),认为协会领

导带头作用 “非常强”的占46%,“比较强”的占43%。而在白河村协会,给领导威望打分3分以下

的成员占75%,88%的成员认为协会领导带头作用 “比较弱”和 “非常弱”。
(2)领导者能力的差异进一步扩大了两个协会约束型社会资本和关系型社会资本的差异。三干渠

协会黄主席就任前任职于玉泉水利站,与水利部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协会的运作中,他会或多或

少地动用这种关系,从而构建了协会与政府部门的有效联系,使得灌溉信息在水源管理单位与用水户

之间得以传递,农户的需求得到了有效表达。并且,领导者积极的带头作用促进了协会约束型社会资

本的稳定。一方面,三干渠协会黄主席被宜昌市评为2014年度 “节水达人”协会领导者对制度的积

极遵守以及信息公开得到了用水户的肯定和信任,起到了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协会领导者敦促协会

管理制度的执行,以制度进行管理,维护了用水秩序和工程管理秩序,使败德行为在以制度为导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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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舆论压力下难以自容。此外,领导者与成员的有效沟通促进了关系型社会资本的提高。在三干渠

协会定期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领导听取用水户的意见,总结成绩,通过积极的沟通使得协会领导与群

众之间构成了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三干渠协会领导者通过信息公开以及有效的沟通增进了成员之

间、成员对组织的信任,提高了成员对组织的归属感。
相比之下,在白河村协会,协会领导由村干部兼任,水库、渠道的维修管理实际上仍由村委会负

责。由于白河村土渠较多,管护难度大,水费高昂使得少有农户用水,协会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协

会领导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只是寄希望于政府出资进行渠道的硬化改造,但由于协会领导

能力有限、威望不髙且缺乏个人魅力,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不主动,一直无法得到政府的支持。同

时,领导者身兼数职,村民出现用水纠纷时,领导者无法做到及时调解,使得村落内无法形成具有约

束力的道德规范。白河村领导难以解决农户用水难题,使得用水户对领导不信任,缺乏对组织的归

属感。

6 研究结论和启示

本文从社会资本的角度,通过理论框架的讨论和案例的对比分析,研究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

效果的影响因素,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管护效果与农村社会环境和乡村治理结构密切相关,这种关系可以从

社会资本的角度深入研究。
第二,完善的制度规则能促进组织成员的沟通及活动的展开,扩大集体成员间的关系网络,从而

有利于组织中网络型社会资本的提高;完善的制度规则能约束个体行为,使得组织中的约束型社会资

本得以稳定与改进;完善的制度规则有利于集体行动的一致性,从而促进关系型社会资本的提高。
第三,优秀的领导者能以 “中继者”的身份将集体封闭的关系网络与外界政府、市场环境相联

系,有利于促进网络型社会资本的提高;优秀的领导者易于与集体成员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从而有

利于促进集体中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合作,提高关系型社会资本。
第四,集体的制度规则与领导者作为外生变量通过作用于社会资本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

产生影响。
第五,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都有着正向影响,但其作用方式不同。

网络型社会资本通过促进信息传递、降低交易费用、促进资源获取,改善管护效果;而约束型与关系

型社会资本则通过抑制成员的机会主义倾向、促进集体行动对管护效果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是可以培育的,存量丰富的集体社会资本有助于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的提

高。基于此,本文得出以下几点启示:首先,建立健全集体的制度规则,既应当包括责任、义务明晰

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制度,又应当包括财务管理、人员培训等制度,通过公开的制度制定流程,
确保形成一套农户认可、能够持续稳定的制度规则,从而促进农户关系网络、规范及信任的培育。其

次,注重集体领导者的能力建设,增进领导与农户间的互动。通过能力和技术培训,提高领导者的管

理能力和内部协调能力,并积极建立干群间的对话渠道,形成信任、守序、互惠的集体氛围。最后,
加强农户的文化素质教育。社会资本一定程度上是基于道德习俗建立起来的。积极的宣传教育可以灌

输给农户一整套伦理道德规范,使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而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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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首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终端水价测算

刘路广,张祖莲,吴 瑕,周玉琴,杨小伟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摘 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目标是实现计量收费,核算到户,核心是终端水价的测

算。以湖北省石首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示范区为例,对不同地形不同供水方式的终端

水价进行了测算。经测算,示范区山区提水灌溉终端水价为0.147元/m3,山区自流灌

溉终端水价为0.065元/m3,丘陵区提水灌溉终端水价为0.081元/m3。通过农民水费

承受力计算和农民水费交费意愿调查分析,终端水价在农民承受范围内。相关成果为

其他地区水价综合改革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终端水价;水费承受力;石首市

通过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重点县建设和水利管理能力建设,湖北省石首市农田灌排能力得到增强,
提高了生产效益,但仍存在末级渠系工程维护管理不到位、基层水利服务体系不健全、水费无法实现

计量收费等问题。在此背景下,根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发 〔2011〕

1号)中 “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要求,石首市编制了2013年水价综合改革示范区实施方案。
在示范区开展末级渠系改造,完善灌溉工程体系和计量设施,提高农民用水者协会管理能力,实行农

业终端水价制度。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核心是终端水价的测算,这直接关系水价改革的成败。本文

以石首市水价改革示范区为例,对终端水价进行了测算,相关成果对其他地区的水价改革具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

1 项目示范区介绍

项目区地处湖北省石首市东南部,位于中型灌区调东灌区和管家铺灌区范围内,涉及7个村庄。
灌溉面积2.33万亩 (15亩=1hm2),其中水田2.246万亩,旱地0.086万亩。主要作物有早稻、中

稻、晚稻、油菜和棉花,其中早稻和晚稻进行轮种,中稻和油菜轮种。项目区内属管家铺灌区范围的

2个村已完成2011年度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内容,调东灌区范围内的5个村正在进行2013年度

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灌排渠系较为完善,具备实施水价综合改革的硬件设施条件。
项目区有3个农民用水者协会:桃花山镇农民用水者协会、调关镇农民用水者协会和东升镇农民

用水者协会。由于项目区内农田水利工程均为小型水利工程,其产权均已经移交给了农民用水者协

会,由协会对项目区内的末级渠系、渠系建筑物等进行维护和管理。桃花山镇农民用水者协会管辖范

围内水源供水方式分为提水灌溉和自流灌溉,调关镇农民用水者协会和东升镇农民用水者协会管辖范

围内供水方式为提水灌溉。

2 终端水价测算方法

农业终端水价是整个农业灌溉用水过程中,农民用水户在田间地头承担的经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

最终用水价格。在农业供水各个环节中,农业供水成本费用沿干渠、支渠、斗渠和农渠逐级累加,在

农渠出口处达到最大,形成农业终端水价。农业终端水价由国有水利工程水价和末级渠系水价两部分

构成。国有水利工程水价是指国有水管单位水利工程产权分界点以上所有骨干工程的成本、费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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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与产权分界点量测的农业供水量之比。末级渠系水价是指国有水管单位水利工程产权分界点以下

末级渠系供水费用与终端供水量之比。
根据终端水价的定义,计算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1)方法1:

P=E1+E2W2

式中:P为终端水价,元/m3;E1 为国有水利工程农业供水生产成本及费用,元;E2 为农民用水者

协会运行管理费用,元;W2 为终端计量点水量,m3。
(2)方法2:

P=P1W1+P2W2

W2

式中:W1 为国有水管单位计量点水量,m3;P1 为国有水利工程供水价格 (执行价),元/m3;P2 为

末级渠系水价,元/m3;其他变量含义同上 。
(3)方法3:

P=P1W1+P2W2

W2
=P1×W1

W2
+P2=P1×η末+P2

式中:η末 为国有计量点与终端计量点之间的渠系水利用系数;其他变量同上。

3 项目区计量点位置及终端水价类型

3.1 计量点布置

计量点的布置既要满足灌溉输配水管理的需要,又要符合细化水量核算单元的要求,在水价综合

改革示范区内统一规划,配套齐全,经济合理,观测计量方便,达到供水计量和按量收费的要求。根

据计量点布置原则及石首市项目区实际情况,采用两级计量方式:一级计量点和二级计量点。一级计

量点,即国有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供水计量点,该计量点主要用于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和国有水利工程管

理单位确认供水量;二级计量点,即终端计量点,主要用于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和用水户确认实际用水

量,也是向农户收取水费的依据。
由于项目区水源为小型水库或小型提水泵站直接从湖泊 (引)提水,后直接进入斗渠,无干支

渠,一级计量设置在灌溉泵站出水口和水库放水出水口 (即斗渠进口),采用射频卡灌溉智能控制箱,
每座泵站出水口安装1台套室内型灌溉智能控制箱,每1座水库放水口安装1台套室外型灌溉智能控

制箱,共计布置了81处。二级计量点在每条农渠的进口处设置末级渠系水量计量。在农渠进水口

20~30m处,且以水流均匀为原则进行布设,采用长喉道量水槽,共设置了255处。

3.2 项目区三种类型的终端水价

根据终端水价的定义和计算方法可知,影响用水成本和用水量的因素均对终端水价的测算产生影

响。项目区3个农民用水者协会的管辖范围,由于灌溉条件、灌溉方式、工程状况、水源工程供水方

式等不同,终端水价存在着差异。桃花山镇农民用水者协会管辖范围为山区地形,有提水灌溉和自流

灌溉两种供水方式,由于提水灌溉成本高于自流灌溉,因此需要分别计算提水灌溉和自流灌溉终端水

价。调关镇农民用水者协会和东升镇农民用水者协会控制范围为丘陵区,水源供水方式为提水灌溉,
由于山区提水泵站扬程高、流量低,而丘陵地区提水泵站扬程低、流量大,运行成本存在着差异,因

此有必要对山区和丘陵区的提灌终端水价分别计算。
综上所述,项目区需要计算三种终端水价:桃花山镇农民用水者协会提水灌溉终端水价、桃花山

镇农民用水者协会自流灌溉终端水价、调关镇农民用水者协会与东升镇农民用水者协会提水灌溉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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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价。

4 示范区终端水价测算

4.1 末级渠系水价测算

测算末级渠系水价应在严格控制管护人员、约束成本以及清理、取消不合理收费的基础上,按照

补偿末级渠系运行管理和维护费用的原则核定,末级渠系水价的计算公式为:

P2=E2W2

式中:P2 为末级渠系水价,元/m3;E2 为末级渠系供水费用,元/m3;W2 为终端供水量,m3。
根据项目示范区产权的划分和石首市项目区实际情况,从水库取水,灌溉方式为自流灌溉的末级

渠系供水费用由管理费用、配水人员劳务费用和运行维护费用三部分构成。提水灌溉的区域,由于泵

站为小型泵站,且产权归农民用水者协会所有,农民用水者协会负责运行成本和维修,因此,提水灌

溉区域末级渠系供水费用由管理费用、配水人员劳务费用、运行维护费用及水泵运行成本四部分

构成。
(1)管理费用。管理费用主要是农民用水者协会为组织和管理末级渠系农田灌溉所发生的各项费

用,主要包括办公费、会议费、通信补助费、交通补助费及管理人员合理的误工补贴等。桃花山镇用

水者协会和调关镇用水者协会于2013年组建,东升镇用水者协会于2012年组建。桃花山镇、调关镇

用水者协会的管理费主要参考当地同类规模的农民用水者协会的支出水平进行确定;东升镇用水者协

会管理费参考2012年的实际支出情况进行确定。经综合分析,农民用水者协会管理费每人 (管理人

员)每年2万元,则桃花山镇、调关镇和东升镇农民用水者协会的管理费均为4万元。
(2)配水人员劳务费用。根据项目区渠系情况、计量点布置、灌溉面积等实际情况,农民用水者

协会在项目区共设置8个配水人员,负责项目区范围内供配水及计量用水。根据多年用水定额计算和

实际灌溉用水调查情况,平水年灌水次数为12次,每次灌水时间为7天,石首市当地农村劳动力价

格为100元/d,则每年配水人员劳务费计算结果为6.72万元。
(3)运行维护费用。末级渠系维护养护费用按末级渠系固定资产的1%估算。项目区的固定资产

主要包括本次末级渠系工程改造所形成的全部固定资产,也包括过去已登记明细台账的固定资产。过

去已建工程的资产需要折算为固定资产净值。根据统计,项目区范围内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总固定资产

为1338.2万元。根据 《水利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SL72—94),中小型混凝土防渗渠道、中小型

渠系建筑物的折旧年限为30年。采用使用年限法对折旧费用进行计算,得到固定资产净值为1312.5
万元。

根据运行维护费计算方法,桃花山镇农民用水者协会末级渠系年运行维护费为7.16万元,调关

镇农民用水者协会和东升镇农民用水者协会的末级渠系年运行费用合计为5.96万元。
(4)泵站运行成本。桃花山镇农民用水者协会管辖范围内以扬程低于35m、流量为160m3/h、装

机功率为22kW的泵站为主;调关镇农民用水者协会和东升镇农民用水者协会管辖范围内以扬程低于

8m、流量为360m3/h、装机功率为11kW的泵站为主。泵站运行费用为:

Eb=W×FQ×η末

式中:Eb 为泵站运行费用,元/m3;W 为泵站装机功率,kW;F为农业供水电价,元/(kW·h);Q
为泵站设计流量,m3/h;η末 为泵站出口 (一级计量点)至终端计量点之间的渠系水利用系数,示范

区中为斗渠渠道水利用系数。
示范区农业供水电价为0.53元/(kW·h),节水工程配套完建后斗渠渠道水利用系数为0.88。

经计算,桃花山镇农民用水者协会控制范围内泵站运行费用为0.083元/m3;调关镇农民用水者协会

和东升镇农民用水者协会控制范围内泵站运行费用为0.018元/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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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末级渠系水价测算。
自流灌溉的末级渠系水价:末级渠系水价= (管理费用+配水人员劳务费+维修养护费用)/终

端供水量。
提水灌溉的末级渠系水价:末级渠系水价= (管理费用+配水人员劳务费+维修养护费用+泵站

运行成本费)/终端供水量。
项目区终端计量点在农渠进水口,因此终端供水量为农渠进水口处的毛灌溉用水量,简称农口毛

灌溉用水量。根据石首市1963—2010年气象资料、作物种植结构等资料对示范区多年综合灌溉定额

进行了计算,经计算,多年平均综合灌溉定额为293m3/亩。农渠渠道水利用系数为0.92,则农口毛

灌溉定额为335m3/亩。根据计算公式,桃花山镇农民用水者协会提水灌溉末级渠系水价为0.124元/

m3;桃花山镇农民用水者协会自流灌溉末级渠系水价为0.041元/m3;调关镇农民用水者协会和东升

镇提水灌溉末级渠系水价为0.058元/m3。

4.2 国有水利工程水价

国有水利工程农业供水价格由供水生产成本、费用构成。供水生产成本是指正常供水生产过程中

发生的职工薪酬、直接材料、其他直接支出、制造费用以及水资源费等。供水生产费用是指供水经营

者为组织和管理供水生产经营而发生的合理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等期间费用。国家规定农

业水价不计利润和税金。
本次国有水利工程水价采用目前已执行的水价。目前国有水利工程执行水价为 《石首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石首市水利工程农业灌溉水费收取和使用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石政法 〔2006〕10号)规

定的价格,其中水田每年7.2元/亩,旱地每年5元/亩。
按照 “元/m3”进行折算,国有水利工程水价计算公式为:

国有水利工程水价=国有水利工程农业供水成本及费用/斗口农业供水量

国有水利工程农业供水成本费用为执行价与作物种植面积的乘积。斗口农业供水量为水田斗口农

业供水量和旱地斗口农业供水量之和,斗口水田毛灌溉定额为361m3/亩 (采用中稻和油菜轮种的毛

灌溉定额多年平均值),斗口旱地毛灌溉定额为79m3/亩 (采用棉花的毛灌溉定额多年平均值)。根据

计算公式,桃花山镇农民用水者协会国有水利工程水价为0.021元/m3,调关镇和东升镇农民用水者

协会国有水利工程水价为0.020元/m3。

表1 末级渠系水价计算成果表

协会名称 灌水方式
灌溉面积

/万亩

终端供水量

/万m3
末级渠系供水

费用/万元

末级渠系水价

/(元/m3)

桃花山镇农民用水者协会
提水灌溉 0.8 268.2 33.26 0.124

自流灌溉 0.25 83.8 3.44 0.041
调关镇农民用水者协会

东升镇农民用水者协会
提水灌溉 1.3 435.8 25.28 0.058

  表2 项目区国有水利工程水价

协会名称 水田面积/亩 旱地面积/亩 斗口农业供水量/m3 国有水利工程水价/(元/m3)

桃花山镇农民用水者协会 9778 705 3534278 0.021

调关镇农民用水者协会 4845 158 1751235 0.020

东升镇农民用水者协会 7840 0 2833784

4.3 终端水价

本次项目区终端水价的测算采用方法3,斗渠渠道水利用系数为0.88。因此,桃花山镇农民用水

者协会管辖范围内提水灌溉和自流灌溉的终端水价分别为0.147元/m3 和0.065元/m3;调关镇农民

用水者协会和东升镇农民用水者协会管辖范围内的终端水价为0.081元/m3,具体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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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项目区终端水价测算成果表

协会名称 灌水方式 末级渠系水价/(元/m3) 国有水利工程水价/(元/m3) 终端水价/(元/m3)

桃花山镇农民用水者协会
提水灌溉 0.124 0.021 0.147

自流灌溉 0.041 0.021 0.065

调关镇农民用水者协会

东升镇农民用水者协会
提水灌溉 0.058 0.020 0.081

4.4 农民水费承受能力及交费意愿

石首市目前水量计量设施不完善,水费收取基本按亩分摊,并存在水费收取层次多、搭车、代

收、克扣等不规范现象。水价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实现按量计费方式,增强农民节水意识,降

低农民水费支出。确定合理的水价是水价改革顺利进行的保障,水价及水费体制的制定,必须兼顾水

的经济、环境与社会效益,并应考虑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因此,有必要对农民水费承受能力进行测

算,并对农户交费意愿进行实地调查。
(1)水费承受能力测算。

1)测算方法。以水费占亩均产值的比例或占亩均纯收益的比例为依据,测算农民水费承受能力。
根据水费占亩均产值V 的比例R,以及水费占亩均纯收益B的比例r合理范围,分别确定水费承受

能力,然后取两者计算出的最大值作为水费承受力。计算公式如下:

C=max(V×R,B×r)
式中:C为水费承受力;V 为亩均产值;R为水费占亩均产值的比例,合理范围为5%~8%,本次取

6%;B为亩均纯收益;r为水费占亩均收益的比例,合理范围为10%~13%,本次取11%。

2)亩均产值和亩均纯收益。根据亩均产量、种植面积、单价、种植补贴、亩均成本等,对不同

区域亩均产值和亩均纯收益进行了计算。桃花山镇农民用水者协会管辖范围内的亩均产值为1500元/
亩,亩均纯收益为742元/亩;调关镇及东升镇农民用水者协会管辖范围内的亩均产值为1512元/亩,
亩均纯收益为746元/亩。

3)农民水费承受力计算。根据计算公式,桃花山镇农民用水者协会农民水费承受力为90元/亩;
调关镇农民用水者协会、东升镇农民用水者协会农民承受力为90.7元/亩。

通过水价改革,桃花山镇农民用水者协会提灌终端水价为0.147元/m3,折算后为49.4元/亩;
桃花山镇农民用水者协会自流灌终端水价为0.065元/m3,折算后为21.7元/亩;调关镇农民用水者

协会和东升镇农民用水者协会提灌终端水价为0.081元/m3,折算后为27.1元/亩。终端水价均低于

农民水费承受力,这表明终端水价执行后,项目区3个农民用水户协会完全有能力承受。
(2)交费意愿调查。在项目区内选择了35个典型用水农户进行交费意愿的调查,桃花山镇农民

用水者协会现状水费为44~69元/亩,期望水价主要是45元/亩以下。本次测算的折算后提水灌溉终

端水价为49.4元/亩,自流灌溉终端水价为21.7元/亩,按照提水灌溉面积和自流灌溉面积进行加权

平均,得到桃花山农民用水者协会综合终端水价为42.8元/亩。表明终端水价低于现状水费,同时也

在农民期望的水价范围内。部分农民期望水价较低,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部分调查农户自流灌溉的面

积所占比例较大。调关镇农民用水者协会的现状水费为42~46元/亩,期望水价为30~35元/亩以

下;东升镇农民用水者协会现状水费为38~45元/亩,期望水价为30~35元/亩以下。本次调关镇农

民用水者协会和东升镇农民用水者协会终端水价折算后为27.1元/亩,低于现状水费,也在农民期望

水价范围内。
综上所述,本次测算的终端水价执行后,农民具有承担水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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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研究

杨振华1,2,陈小宝1,2,王 煌2,程国银2

(1.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武汉 43007;
2.湖北省水利厅农水处,武汉 430071)

摘 要:根据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特点,采取定性目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多目标协调

与主导目标优化相结合、全面考评与抽样分析相结合的办法,建立了包括3个一级指

标、9个二级指标、29个三级指标共78个绩效标准评分点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各指

标的内涵及赋值方法进行了研究,从而为加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科学评判

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提供了一个重要参考路径和模式。
关键词:小型农田水利;绩效评价;抽样调查;权重

湖北作为一个水利大省,由于历史等原因,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尤其是农田灌排 “最后

一公里”和农田水利设施管护不力等问题普遍存在,渠系配套率仅为45%,工程完好率不到50%,
工程老化率超过60%,渠系水利用系数仅为0.486,农田水利建设滞后仍然是影响农业稳定发展和国

家粮食安全的最大硬伤,迫切需要通过集中连片投入建设来解决。
中央高度重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2009年,水利部、财政部开始实施中央财政小农水重

点县项目建设。2011年,中央首次以一号文件部署水利工作,要求建立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突

出加强农田水利等薄弱环节建设。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又明确提出要加快水利建设,完善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强水源地保护和用水总量管理,建设节水型社会。
小农水重点县项目的实施,对于解决农田水利的突出问题,贯彻中央决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湖北省从2009年开始进行小农水重点县建设,通过竞争立项方式,目前已确定三批重点县,
各县对于小农水重点县的建设也体现了较高的积极性,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然而,大量建设资金的投

入后,是否真正改善了项目区小农水的薄弱环节,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达到了预期的投资效果,是小

农水重点县项目管理与决策中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对小农水重点县资金的使用效率、项目的实施效

果、工程的建后管护开展科学、合理、全面的绩效评价,势在必行。
国家和湖北省高度重视小农水重点县的绩效评价工作,财政部出台了 《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

资金绩效考评暂行办法》(财农 〔2009〕457号),湖北省财政厅、水利厅出台了 《湖北省小型农田水

利项目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鄂财农发 〔2010〕15号),均对小农水重点县的绩效评价工作给出了

指导性意见。罗金耀等 (1997年)对微喷灌工程综合效应评价的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提出从政策、
技术、经济、资源、环境、社会6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吴景社等 (2004年)在对综合采用专家

评分法、Delphi法、层次分析和隶属度等方法选取的评价指标进行非量纲化处理与检验的基础上,
确定了区域评价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依据现有规划、规范及发展现状对所选指标进行了分级。周

晓平 (2009年)利用网络分析法对小农水工程进行了指标权重确定,采用社会化评价主体进行治理

绩效评价。
从总体上看,小农水工程绩效评价目前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已有的指标体系侧重于政策、技术、

经济等方面,对小农水工程的建后管护方面考虑不足,而这是小农水工程能够实现长效机制的重点内

容。本文针对湖北省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绩效评价,建立了相应的指标体系及评分机制,对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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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地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绩效评价具有参考意义。

1 绩效评价的目的与原则

1.1 绩效评价的目的

开展绩效评价的主要目的是加强中央、省级财政项目资金管理,强化各级财政、水利部门财政支

出管理意识,提高各级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发现总结小农水项目建设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和成功经验,
进一步提高建设管理水平。同时,通过绩效评价,能够切实增强各级党委、政府对大兴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的重视程度,确保按照 “规划统筹、政府主导、农民参与、社会共建”的原则,多渠道增加农村

小型水利建设的投入,积极推进 “五小水利”工程管护和运行机制改革,着力提升农村小型水利工程

管护水平,充分发挥小农水项目的聚合作用和放大效应,最终实现夯实农田水利基础、为社会经济发

展提供可靠水利保障和支撑的目的。

1.2 指标体系制定原则

正确选择评价指标,建立指标体系是绩效评价成功与否的基础条件和关键因素。一般情况下,指

标范围越广、指标数量越多、量化的数值越明确、定性的描述越详尽,则评价的度量尺度越精细,但

也为确定指标增加了难度。因此,结合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目标和其自身特性,在建立指标体系时

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全面性原则:指标体系力求全面反映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全过程,包含项目决策立

项、项目建设管理、项目产出绩效等,以对项目建设、产出的全过程进行评价。
(2)一致性原则:财政部、水利部出台了 《关于实施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的意见》

(财农 〔2009〕92号)、《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补助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财农 〔2009〕335号)、 《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管理办法》 (财农 〔2009〕

336号)、《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资金绩效考评暂行办法》(财农 〔2009〕457号),湖北省财政厅、
水利厅出台了 《湖北省小型农田水利项目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 (鄂财农发 〔2010〕15号)。因此,
指标体系应与上述相关规定保持一致性,遵循国家政策要求。

(3)科学性原则:指标概念、内涵必须具体明确,体现科学性和合理性,能够从各个侧面完整、
恰当地反映评价对象的发展过程、成果及趋势。

(4)便利性原则:要尽可能利用现有的资料来设置指标,使指标具有可鉴别性且易于量化,简便

易行且确有实效。同时还要考虑到方便后期的抽样调查、统计整理等因素。
(5)针对性原则:建立指标体系时要充分考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在立项审批、建设周期、建设管

理等方面的特殊性,提出有针对性的指标。

2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2.1 指标体系基本框架

从工程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项目经济效果的评价指标按其所反映的经济性质划分,可分为时

间型指标、价值型指标和效率性指标。由于此次评价主要目的是反映资金投入的产出效果,因此

主要选取价值型指标。以此为基础,结合国家相关规定和小型农田水利的内涵特征,通过对初选

指标的筛选和优化,将指标体系概化为定性目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多目标协调与主导目标优化

相结合、全面考评与抽样分析相结合等三个方面。据此,确定了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分为一级指

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和评分条目,主要包含项目决策 (包括项目定位、项目目标、决策过程、
资金分配)、项目管理 (包括资金投入、财务管理、项目实施)和项目绩效 (包括项目产出、项目

效果)等指标,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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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湖北省2012年度中央财政小农水重点县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项目决策

(15分)

项目定位 (7)

项目目的明确性 (2)
立项合理性 (2)
项目设计 (2)
服务对象 (1)

项目目标 (2.5)
目标内容完整合理性 (1)
资金与目标匹配性 (1.5)

决策过程 (3.5)
决策依据 (1.5)
决策程序 (2)

资金分配 (2)
分配方法 (1)
分配结果 (1)

项目管理

(15分)

投入管理 (5)

计划执行率 (1)
计划资金到位率 (1)
配套资金到位率 (1)
资金到位时效性 (1)
资金整合率 (0.5)

带动农民投工折资率 (0.5)

财务管理 (4)
资金使用合规性 (1)

财务及资产管理健全性 (3)

项目实施 (6)
组织机构 (1)
管理措施 (2)
管理效果 (3)

项目绩效

(70分)

项目产出 (38)

建设任务 (16)
工程质量 (12)
工程进度 (6)
资金控制 (4)

项目效益 (32)

经济效益 (6)
社会、生态效益 (13)

可持续影响 (9)
服务对象满意度 (4)

总计100 总计100 总计100

2.2 评价指标内涵与权重

根据指标体系框架,此次绩效评价分为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和评分条目,总分为100
分,见表1。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是多目标决策的一个重要环节,权重的赋值是否合理,对评价结果将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本次采用主客观综合集成赋权法,由长期从事小型农田水利研究的专家根据经验进行

主观判断,并结合相关政策规定和湖北省实际,根据各指标间的相对重要程度,客观确定相应权重。
一级指标包括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绩效3个。其中,项目决策指标下设项目定位、项目目

标、决策过程、资金分配4个二级指标;项目管理指标下设投入管理、财务管理、项目实施3个二级

指标;项目绩效指标下设项目产出、项目效益2个二级指标。每个二级指标下设若干三级指标,共

29个。每个三级指标下设若干评分条目,共78个绩效标准评分点。现主要对一级指标进行分析。
(1)项目决策。项目决策是否科学合理是项目实施效果好坏的基础,此项赋分15分。其核心是

项目定位的科学性,并兼顾项目目标完整性、决策过程公正性、资金分配合理性等因素。根据统计资

料表明,全省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渠系配套率为45%左右,工程完好率不到50%,工程老化率超过

60%,渠系水利用系数仅为0.486。因此确定,若项目区渠系配套率低于45%,工程完好率低于

50%,工程老化率超过60%,灌溉保证率低于60%,农田排涝标准低于5年一遇,灌溉水利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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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0.5,则具有较好的工程效益,符合小型农田水利项目重点解决农田灌排 “最后一公里”问题的

项目定位。
(2)项目管理。项目管理是否规范严格是项目实施效果好坏的关键,此项赋分15分。具体包括

投入管理、财务管理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建设管理。根据国家相关管理办法,制定以下定量指标和

定性目标。
定量指标:
计划执行率=实际完成投资数/计划投资数

计划资金到位率=资金实际到位率/资金计划到位额

配套资金到位率=配套资金实际到位额/配套资金计划到位额

资金整合率=整合资金额/项目总投资

带动农民投工折资率=农民投工折资额/项目总投资定

性目标含资金到位时效性、资金使用合规性、财务及资产管理健全性、组织机构完整性、管理措

施规范性以及管理效果显著性。
(3)项目绩效。是评价资金投入产出效果的核心内容,赋分70分,分为项目产出和项目效益两

方面。
项目产出:主要评价规定投资内所产出的实物工程效果。分为建设任务是否按时完成,工程质量

合格率是否达到100%,资金控制是否科学合理等。
项目效益:按照财政部、水利部规定,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需达到以下六项具体目标,即有效

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提高10%~15%,或达到60%以上;节水灌溉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的比

重提高15%,或达到50%以上,其中高效节水灌溉面积提高5%,平均达到23%;纯井灌区的管道

输水灌区、喷灌、微灌工程面积占该区节水灌溉工程面积比例达到80%以上;高效农业区的喷灌、
微灌工程面积占该区工程面积比例达到50%以上,井灌区灌溉水利用系数平均不低于0.75,缺水地

区渠灌区灌溉水利用系数平均不低于0.65,丰水地区渠灌区灌溉水利用系数平均不低于0.55;全县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10%以上,缺乏灌溉条件的山丘区和灌区的高岗地,通过新建小型水源工程

发展补充灌溉,基本解决灌溉用水问题;着力推进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和以用水户参与管理为重点的运

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改革。因此,以上述目标为依据,设立具体的评价目标值,同时,兼顾工程的可持

续影响和服务对象满意度。

3 绩效评价方法

由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实施主体为县级财政、水利部门,直接受益的是项目区农民群众,为客观

真实反映评价结果,开展适当范围的抽样调查和问卷调查很有必要。
为此,针对湖北省2012年度小农水重点县既有第二、第三、第四批项目,又有山丘区、平原区

不同地域,还涉及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示范、一般重点县等多类别建设任务的实际情况,采取较为

科学合理的 “分层抽样”方法,将其按批次、地域、类别总体分成互不交叉的层级,然后按一定的比

例,从各层级独立地抽取一定数量的个体,将各层级取出的个体合在一起作为参考样本,以便于了解

总体内不同层次的情况,便于对总体不同的层次或类别进行单独研究评价。另外,被确定的抽样县必

须按照评价指标体系,提交包括资金管理、投工投劳、管理措施、工程质量、建后管护、经济社会效

益等10个大项、28个小项的文档资料。
在此基础上,把涉及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建设的前期设计、工程质量、工程效益、群众参与、建后

管护等10个方面的问题,设计制作成群众满意度调查表,发放到20个样本县项目区所涉及的所有行

政村,广泛征求项目区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通过上述措施,能够为做好绩效评

价工作提供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有效避免闭门造车、脱离实际、流于形式等问题。



602  水 利 管 理

4 结语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开展绩效评价是一个崭新且复杂的课题。本文针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建设项目的绩效评价,建立了对应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已被湖北省财政厅在2013年省级财政项目

绩效评价工作中采用。根据实际考评结果,评价指标能够全面客观反映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基本特

性、建管过程和产出效益,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管理和资金管理,进一步提高

财政资金投入的目的性和精准性。
本文所建指标体系目前在湖北省的应用中得到了验证。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绩效评价是一个复

杂的系统工程,仍需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研究指标的适用性及赋值和合理性,为全面促进小型农田水

利工程建设提供良好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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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利率法会计核算浅析

晏文莉1,欧阳春2

(1.湖北省漳河工程管理局计划财务审计科,武汉 448156;
2.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1 “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利息调整

按准则规定,企业购入符合 “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有价证券的溢、折价,应当采用实际利率法,
按摊余成本对其进行后续计量。

[例1]2000年1月1日,XYZ公司支付1000元 (含交易费用),从活跃市场上购入某公司5年

期债券,面值1250元,票面利率4.72%,按年支付利息 (即每年59元)。本金最后一次支付。合同

约定,该债券的发行方在遇到特定情况时可将债券赎回,且不需要为提前赎回支付额外款项。XYZ
公司在购买时,预计发行方不会提前赎回。

计算实际利率R:59×(1+R)-1+59×(1+R)-2+59×(1+R)-3+59×(1+R)-4+(59+
1250)×(1+R)-5=1000(万元),简写为59×(P/A,I,5)+1250×(P/F,I,5)=1000第一个(P/A,

I,5)是年金现值系数,第二个 (P/F,I,5)是复利现值系数。一般是通过插值测出来。比如:设

I=9%会得一个答案A,大于1000;设I=11%会得另一个答案B,小于1000,则会有(1000-A)/
(B-A)=(X-9%)/(11%-9%),解方程可得X,即为所求的10%。

因此事项属折价购入,到期前各期应收利息 (面值×票面利率)要小于投资收益 (期初摊余成

本×实际利率),故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应与 “应收利息”(金额小的一方)同记借方。
按各个方框中画线部分金额记入 “投资收益”的货方。分录如下:

2000年1月1日购入时:
借: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1250
 贷:银行存款 1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250
2000年12月31日,确认实际利息收入,收到票面利息等时,按第二个方框中画线部分金额,

记入 “投资收益”,具体分录如下:
借:应收利息 59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41 (100-59)

  贷:投资收益 100
2001年12月31日至2004年12月31日各年依此类推。
收回成本时:
借:银行存款等 1250
 贷: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1250
确认 “利息调整”相关金额,如果实际利率小数点后位数保留是四舍五入,计算结果会造成尾数

差,将其尾数差加在最后一期数即可。对溢价购入的,到期前各期 “应收利息” (面值×票面利率)
大于 “投资收益”(期初摊余成本×实际利率),因此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应与 “投资

收益”(金额小的一方)同记贷方。分录为:借记 “应收利息”;贷记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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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投资收益”。其他分录及金额的确定与折价购入的类似。

2 “应付债券”的利息调整

企业发行债券时,在实际收到的款项与票面价值之间产生的差额,要记入 “应付债券———利息调

整”。利息调整应在债券存续期间内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
[例2]2007年12月31日,甲公司经批准发行5年期一次还本、分期付息的公司债券10000000

元,债券利息在每年12月31日支付,票面利率为年利率6%,假定发行时的市场利率为5%,该批

债券实际发行价格为:10000000×0.7838+10000000×6%×4.3295=10432700 (元)。
因此债券是溢价发行 (票面利率高于市场利率),到期前各期 “应付利息”(面值×票面利率)大

于财务费用等 (摊余成本×实际利率),故 “应收债券———利息调整”与 “财务费用”等 (金额较小

的一方)同在借方。分录如下:
借:财务费用等 521635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78365 (600000-521635)

  贷:应付利息 600000
其他各年分录亦依此类推。折价发行时,只是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的方向可能出现在贷

方,其他与溢价发行类似。

3 “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分摊

在采用分期付款方式购入固定资产的情况下,由于合同期限较长,购入固定资产的成本不能以各

期付款额之和确定,而应以各期付款额之和的现值确定。各期实际支付的价款之和与现值之间的差

额,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中规定的资本化条件的,应当计入固定资产成本,
其余部分应当在信用期间内确认为财务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例3]2005年1月1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一项购货合同,甲公司从乙公司购入一台需安装

的特大型设备,合同约定,甲公司采用分期付款方式支付价款。设备价款共计900万元,在2005年

至2009年的5年内每半年支付90万元,每年的付款日期分别为当年6月30日和12月31日。2005
年1月1日设备如期运抵并开始安装,12月31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购入价款的现值为:900000×
(P/A,10%,10)=900000×6.1446=5530140(元)。以现值为起点,分录如下:

购入时:
借:在建工程 5530140
 未确认融资费用 3469860
  贷:长期应付款 900000
以方框中虚线部分金额为分摊数,关键分录如下:

2005年6月30日

借:在建工程 553014
 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553014
2005年12月31日依此类推。当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 (如2005年12月31日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分录为:
借:财务费用 480146.94
 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480146.94
其他各期依此类推。当 “未确认融资费用”确认完毕后转入固定资产。
(1)无形资产中 “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分摊。采用分期价款方式购入无形资产的情况与购入固定

资产的类似,不赘述。
(2)融资租赁中 “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分摊。融资租赁中,在合理确认租赁资产的入账价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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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为起点,按类似分期付款购入固定资产的方法确认、分摊 “未确认融资费用”,这里亦不赘述。

4 分期收款销售商品中 “未实现融资收益”的分摊

分期收款销售商品,应按合同或协议的公允价值确定收入金额。而公允价值通常按其未来现金流

量现值或商品的现销价格计算确定。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与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在合同或协

议的存续期内,按应收账款的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认的金额进行摊销,冲减财务费用。
[例4]2005年1月1日,甲公司采用分期收款方式向乙公司销售一套大型设备,合同约定的销

售价格为2000万元,分5次于每年12月31日等额收取。该大型设备成本为1560万元,在现销方式

下,该大型设备的销售价格为1600万元。不考虑增值税。按未来5年收款额的现值=现销方式下应

收款项金额,用插值法计算实际利率为7.93%。以1600万为起点,图示如下:
分录如下:

2005年1月1日,销售实现时:
借:长期应收款 20000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6000000
未实现融资收益 4000000
2005年12月31日,分摊时:由于 “未实现融资收益”分摊时,一定在 “借”方,对应 “贷”

方为 “财务费用”。按方框中虚线部分金额关键分录为:
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126.88
 贷:财务费用 126.88
2006年12月3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反录依次按方框中虚线部分金额类推。

参考文献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本文发表于 《财会通讯·综合》2011年第10期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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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代建制”中往来科目的设置与运用

欧阳春

(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代建制下,项目使用单位关心自身的资产安全与完整,代建单位尽管具有法人地位,但其项目实

施全过程要接受项目业主 (项目使用单位)的监督,因此适时的对账、清查不可避免,给会计增加了

很大的工作量,尤其在工程支付审核表金额、发票金额、实际付款金额三者不一致和往来单位较多时

更是如此。笔者在实践中探索出一种通过设置往来会计科目,直接从会计科目余额就能看出上述三者

总额及差额的方法。

1 会计科目设置

此方法需设置的会计科目有:“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项目名称”“银行存款”“其他应付款———
应补工程审核表款———客户名称 (已付)” “其他应付款———应补工程审核表款———客户名称 (应
付)”“其他应收款———应补工程审核表款———客户名称 (已付)”“预付工程款———客户名称”“应付

工程款———客户名称”“其他应收款———应补发票款———客户名称 (已付)” “其他应收款———应补发

票款———客户名称 (应付)”“其他应付款———应补发票款———客户名称 (应付)”。

2 会计科目反映内容及相关事项

各会计科目反映的内容和相关事项有:
(1)“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项目名称”科目金额始终与已开发票金额一致。
(2)当发票金额与工程支付审核表金额一致,但与付款金额不一致时,差额通过 “预付工程

款———客户名称”或 “应付工程款———客户名称”调节反映。
(3)除 (2)中的不一致情形外,其他的不一致情形通过 “其他应收款”或 “其他应付款”按所

设明细科目调节反映。
(4)“预付工程款———客户名称”反映的是发票与工程支付审核表同时未出具的已付款部分。
(5)“应付工程款———客户名称”反映的是发票与工程支付审核表都已出具并金额相等的未付款

部分。
(6)“其他应付款———应补工程审核表款———客户名称 (已付)”反映的是已经支付的工程审核表

金额小于发票金额部分。
(7)“其他应付款———应补工程审核表款———客户名称 (应付)”反映的是尚未支付的工程审核表

金额小于发票金额部分。
(8)“其他应收款———应补工程审核表款———客户名称 (已付)”是为与 “其他应付款———应补工

程审核表款———客户名称 (已付)”配套反映工程审核表金额小于发票金额部分而设置的科目。
(9)“其他应收款———应补发票款———客户名称 (已付)”反映的是已经支付的发票金额小于工程

审核表金额部分。
(10)“其他应收款———应补发票款———客户名称 (应付)”反映的是尚未支付的发票金额小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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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审核表金额部分。
(11) “其他应付款———应补发票款———客户名称 (应付)”是为与 “其他应收款———应补发票

款———客户名称 (应付)”配套反映尚未支付的发票金额小于工程审核表金额部分而设置的科目。
(12)填报有关投资会计表时,首先将 “其他应收款———应补发票款———客户名称 (应付)”扣减

“其他应付款———应补发票款———客户名称 (应付)”余额,然后用 “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项目名

称”科目余额减去已对冲的 “其他应收款———应补发票款———客户名称 (应付)”余额,差额数作为

工程已投资额;在填报资产负债表时,要在资产与负责、所有者权益两方以相同金额减记,以免虚增

资产、负债总额。

3 账务处理实例

[例1]发票金额 (100元)=工程审核表金额=付款金额

借: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项目名称 100
 贷:银行存款 100
[例2]发票金额 (100元)=工程审核表金额>付款金额 (80元)发生时:
借: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项目名称 100
 贷:银行存款 80
  应付工程款———客户名称 20
付款时:
借:应付工程款———客户名称 20
 贷:银行存 20
[例3]发票金额 (80元)=工程审核表金额<付款金额 (100元)发生时:
借: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项目名称 80
 预付工程款———客户名称 20
  贷:银行存款 100
补齐发票和工程支付审核表后:
借: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项目名称 20
 贷:预付工程款———客户名称 20
[例4]发票金额 (100元)>工程审核表金额 (80元)=付款金额发生时:
借: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项目名称 100
 贷:其他应付款———应补工程审核表款———客户名称 (应付) 20
  银行存款 80
补齐工程审核表后付款:
借:其他应付款———应补工程审核表款———客户名称 (应付) 20
 贷:银行存款 20
[例5]发票金额 (80元)<工程审核表金额 (100元)=付款金额发生时:
借: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项目名称 80
 其他应收款———应补发票款———客户名称 (已付) 20
  贷:银行存款 100
补齐发票后:
借: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项目名称 20
 贷:其他应收款———应补发票款———客户名称 (已付) 20
[例6]发票金额 (100元)>工程审核表金额 (80元)>付款金额 (50元)发生时:
借: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项目名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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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其他应付款———应补工程审核表———客户名称 (应付) 20
  应付工程款———客户名称 30
   银行存款 50
补齐工程审核表后付款:
借:其他应付款———应补工程审核表———客户名称 (应付) 20
 应付工程款———客户名称 30
  贷:银行存款 50
[例7]发票金额 (100元)>付款金额 (80元)>工程审核表金额 (50元)发生时:
借: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项目名称 100
 其他应收款———应补工程审核表款———客户名称 (已付) 30
  贷:银行存款 80
   其他应付款———应补工程审核表款———客户名称 (已付) 30
   其他应付款———应补工程审核表款———客户名称 (应付) 20
补齐工程审核表后付款:
借:其他应付款———应补工程审核表款———客户名称 (应付) 20
 贷:银行存款 20
同时 (此笔分录容易遗漏),
借:其他应付款———应补工程审核表款———客户名称 (已付) 30
 贷:其他应收款———应补工程审核表款———客户名称 (已付) 30
[例8]工程审核表金额 (100元)> 发票金额 (80元)> 付款金额 (50元)发生时:
借: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项目名称 80
 其他应收款———应补发票款———客户名称 (应付) 20
  贷:应付工程款———客户名称 30
   其他应付款———应补发票款———客户名称 (应付) 20
   银行存款 50
补齐发票付款时:
借: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项目名称 20
 应付工程款———客户名称 30
  贷:银行存款 50
同时 (此笔分录容易遗漏)
借:其他应付款———应补发票款———客户名称 (应付) 20
 贷:其他应收款———应补发票款———客户名称 (应付) 20
[例9]工程审核表金额 (100元)> 付款金额 (80元)> 发票金额 (50元)发生时:
借: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项目名称 50
 其他应收款———应补发票款———客户名称 (应付) 20
 其他应收款—应补发票款———客户名称 (已付) 30
  贷:银行存款 80
   其他应付款———应补发票款———客户名称 (应付) 20
补齐发票后付款:
借: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项目名称 50
 贷:其他应收款———应补发票款———客户名称 (已付) 30
  银行存款 20
同时 (此笔分录容易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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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其他应付款———应补发票款———客户名称 (应付) 20
 贷:其他应收款———应补发票款———客户名称 (应付) 20
[例10]付款金额 (100元)> 发票金额 (80元)>工程审核表金额 (50元)发生时:
借: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项目名称 80
 预付工程款———客户名称 20
  其他应收款———应补工程审核表款———客户名称 (已付) 30
   贷:银行存款 100
    其他应付款———应补工程审核表款———客户名称 (已付) 30
补齐工程审核表与发票后:
借: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项目名称 20
 贷:预付工程款———客户名称 20
同时 (此笔分录容易遗漏)
借:其他应付款———应补工程审核表款———客户名称 30
 贷:其他应收款———应补工程审核表款———客户名称 (已付) 30
[例11]付款金额 (100元)> 工程审核表金额 (80元)> 发票金额 (50元)发生时:
借: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项目名称 50
 预付工程款———客户名称 20
  其他应收款———应补发票款———客户名称 (已付) 30
   贷:银行存款 100
补齐工程审核表及发票后:
借: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项目名称 50
 贷:预付工程款———客户名称 20
  其他应收款———应补发票款———客户名称 (已付) 30

4 往来科目的查询

经过以上账务处理,可以随时查询各客户往来科目的相关金额。如要查询甲客户工程审核表与发

票都已齐全的应付款项,只需查询 “应付工程款———甲”余额;要查询甲客户工程审核表和发票都未

出具的已付款金额,只需查询 “预付工程款———甲”余额;要查询甲客户工程审核表金额大于发票金

额的差额数 (应补开发票的金额),只需查询 “其他应收款———应补发票款———甲”(含已付和应付)
余额等。这样就减少了很多查账、查凭证的烦琐,同时数字也准确无误,尤其实行信息化之后更为方

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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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大型排水泵站装机容量与投资关系分析

关洪林1,吴 瑕1,2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武汉 430072)

摘 要:泵站投资对排涝标准有很大影响,研究排涝标准,必须要研究泵站的投资。但

是,对不特定的泵站,无法根据泵站建设的工程量来估算投资。从分析已建泵站装机

与投资的关系入手,为新建泵站投资的估算提供依据。
关键词:平原湖区;大型排水泵站;装机容量;投资

资助项目:湖北省水利重点科研项目资助。

1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文为湖北省水利厅水利科技重点专项资助项目 “湖北平原湖区水灾害综合治理标准与措施研

究”的部分相关内容。由于泵站投资对排涝标准有很大影响,要研究排涝标准,必须要研究泵站的投

资。但是,对不特定的泵站,无法根据泵站建设的工程量来估算投资。本文通过分析已建大型排水泵

站的装机与投资的关系,为新建泵站投资的估算提供一定的依据。

2 湖北省平原湖区已建大型排水泵站的基本情况

《湖北省大型电力排灌站工程技术资料》收集了截至1988年底以前建成的大型泵站基本资料。本

文补充调查了1988年底以后建成的大型泵站相关资料。
据统计,湖北省平原湖区除涝排水系统中,有泵站2740座,装机121.06万kW,设计流量

13704.8m3/s。其中直接往外江排水的一级泵站522座,装机78.11万kW,设计流量8220.8m3/s;

往骨干沟渠和内湖排田的二级站2218座,装机42.95万kW,设计流量5484m3/s。一级泵站中单机

800kW以上的泵站76座,装机47.38万kW,设计流量5305.2m3/s,分别占一级站装机、设计流量

的60.65%、64.53%。

3 装机容量与投资的关系分析

采用 《湖北省统计年鉴》的投资指数,将1978年以后竣工、单机容量大于800kW的排涝泵站投

资换算为2003年水平的投资,分析装机与投资的关系。投资指数见表1,大型泵站装机 投资的关系

见表2、图1。
从图1可以看出,泵站投资与装机有明显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R2=0.8386。但新滩口站、冯

家潭二站、杨林尾站明显偏离趋势线,其中新滩口站偏小,冯家潭二站、杨林尾站偏大。这主要是由

于新滩口泵站选用的是钟形进水流道,钟形流道结构比较简单,施工立模比较方便,所以投资相对比

较少。而冯家潭二站、杨林尾站建站时间比较晚,按照总投资换算有一定偏差,且进行过一定的基础

处理,所以投资相对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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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湖北省总投资指数

年份 总投资指数 年份 总投资指数 年份 总投资指数 年份 总投资指数

1978 100.0 1985 239.3 1992 364.3 1999 1368.0

1979 107.8 1986 239.9 1993 441.2 2000 1489.8

1980 81.0 1987 255.4 1994 558.3 2001 1482.4

1981 95.1 1988 281.4 1995 673.8 2002 1528.4

1982 128.3 1989 267.7 1996 865.8 2003 1583.4

1983 137.1 1990 305.4 1997 1089.2

1984 188.6 1991 316.3 1998 1248.2

  表2 大型泵站装机 投资关系

泵站名称 建设时间 装机/kW 当年投资/万元 2003年水平投资/万元

樊口 1977—1980 24000 2860.40 42014.45

汉川二站 1983—1986 11200 2213.18 16612.51

大沙 1976—1978 4800 457.45 7243.26

鲢鱼地 1977—1980 3200 316.30 5414.50

云梦 1974—1978 4800 377.27 5973.69

夹河沟 1977—1980 4800 531.16 9092.52

八一 1975—1980 4800 379.91 6503.39

赤西湖 1978—1981 1600 143.01 2386.86

夏坳 1983—1985 1600 138.00 1035.85

余码头 1974—1978 6400 579.70 9178.97

八角坳 1976—1980 3200 352.54 5380.17

汤荪湖 1976—1978 12000 1106.19 17515.41

大军山 1974—1978 8000 1092.30 15723.16

沐家泾二站 1984—1986 4800 643.20 4255.93

篾扎湖 1978—1983 4800 365.00 5769.53

武湖 (新洲) 1977—1978 3200 290.00 4591.86

四联垸 1978—1982 3200 331.60 5241.58

后湖 1984—1986 3200 427.80 2830.67

东湖 1977—1979 8000 922.40 14076.89

西湖 1975—1978 6400 743.50 11772.58

新滩口 1983—1986 16000 2491.00 18697.88

沙湖 1974—1980 9600 1110.48 18534.08

半路堤 1977—1980 8400 800.70 12219.61

杨林山 1983—1986 8000 1403.68 11642.96

幸福 1975—1980 6400 556.60 8175.51

大港口 1975—1979 3200 314.02 4972.19

法华寺 1975—1978 3200 203.27 3218.58

牛浪湖 1974—1978 3200 210.32 3330.21

小南海 1976—1979 3200 257.74 4081.06

彭麻 1982—1985 2400 290.00 2891.99

百里洲 1977—1981 3200 467.00 7794.30

公社闸 1993—1995 2400 2275.42 5900.24

闸口二站 1988—1992 12000 5064.00 25892.14

淤泥湖 1996—1999 4000 5973.00 85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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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泵站名称 建设时间 装机/kW 当年投资/万元 2003年水平投资/万元

冯家潭二站 1989—1993 3200 2883.00 13064.28
上津湖 1996—2002 3600 4875.00 5860.42
野猪湖 1986—1989 4800 1160.00 6860.00
公路口 1986—1989 4800 1300.00 7687.93
马口 1987—1991 2400 485.74 2784.03

杨林尾 1994—1997 9000 13000.00 30397.87
田关 1986—1989 16800 5660.00 34443.41

如果将新滩口站、冯家潭二站、杨林尾站3站资料剔除,则泵站装机 投资关系见图2。从图2
可以看出,泵站投资与装机有相当好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R2=0.9472,可以用于估算泵站投资。

图1 大型泵站装机 投资关系

 
图2 泵站装机 投资关系

(不含新滩口站、冯家潭二站、杨林尾站)

要说明的是,对于泵站单机容量小于800kW,或总装机容量小于2×800kW 的投资,由于资料

有限,未能进行分析。但对本课题而言,用上述关系估算泵站投资是可行的。

4 主要结论

通过图2中分析的大型泵站装机 投资关系 (不含新滩口站、冯家潭二站、杨林尾站),可以得出

两者之间的线性关系如下:

y=1.8793x-1488.2 (1)
式中:y为泵站投资,万元;x为泵站装机,kW。

对于新建泵站来说,如果已经确定泵站的装机,就可以通过式 (1)估出泵站的大概投资,可以

为决策者作决策提供依据,也可以为业主开展前期准备工作提供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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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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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都市小型农村水利工程产权改革经验分析

徐义平,卢 斌,王 煌,杨振华

(湖北省水利厅,武汉 430071)

摘 要:宜都市在小型农村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推行产权 “受益户共有制”改革,采取

“三级书记”负总责等5项措施推动改革,改革基本程序包括确定工程范围、相关信息

公示、核发相关权属证件等6项。通过改革,理顺了管理体制,明确了管理主体,落实

了管理责任,明晰了运行机制,建立了工程建管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农村水利;产权;受益户共有制;改革

湖北省宜都市水利设施具有小型、多类的特点,既有沿江平原地区的堤防、泵站、涵闸,也有山

区、丘陵地区的库、渠、堰、垱、集雨水窖工程,其中大部分水利设施为乡管和村管。随着农村改革

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税费改革后,“两工”取消,小型水利工程失去了村级经济支持和劳动力来源,
陷入 “国家管不到、集体管不好、农民管不了”的被动局面。宜都市积极探索工程管理体制改革,采

取产权 “受益户共有制”的管理新模式。经过3年多的运行,工作不断规范、细化,真正走上了理顺

管理体制、明确管理主体、落实管理责任、明晰运行机制,实现农村小型水利工程长效运行的健康发

展之路。宜都经验正在向湖北全省推广。

1 宜都市小型农村水利工程产权 “受益户共有制”改革情况

1.1 基本情况

宜都市共有中、小型水库46座,总库容1.9亿m3;现有堰塘10221口,机电排灌站206处,河

垱2200处,农 业 灌 溉 渠 道496km,田 间 末 级 渠 道2500km,灌 溉 水 窖505个,有 效 灌 溉 面 积

9153hm2。这些工程成为宜都市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宜都市从2004年开始探索小型农村水利工程产权 “受益户共有制”改革,2005年在全市推广。

到2007年年底,全市应改革的116个村,有114个村进行了改革,已改革的工程占全市小型水利设

施总数的81.4%。改革面涉及7.5万户,受益 的 灌 溉 面 积 达 到6969hm2,占 全 市 水 田 总 面 积

的88.7%。

1.2 改革基本程序

“受益户共有制”是指在小型水利工程产权与受益农户挂钩的前提下,将所有权属集体经济组织、
农户自用为主的小型水利工程的使用权划归受益农户,受益群体以每个成员的受益面积为基础确定其

共有份额,受益户按份额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工程经营管理由受益群体自主决定,并用合同明确其

权利义务的一种水利工程权属和经营管理制度。这项改革可概括为 “产权共有、管理民主、合同约

定、堰随田走”,改革程序一般分为六步:
(1)确定范围。具体范围包括小型水利工程占地面积、水面面积、周边界线的地理位置、工程所

含附属物 (如耕地、林地等)。在确定范围过程中,工程周边相邻农户 (或其他业主)应签名,以示

界线无争议。有争议的,先解决争议再进行改革。
(2)受益农户、受益面积公示。通过公示程序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保证工程的受益对象准确、受

益面积 (或其他受益项目)无误,对群众提出的异议进行核实更正。二是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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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益。受益范围内农户不需要或不愿意参与这个受益群体的,应当允许;受益范围以外农户愿意加

入这个受益群体的,也应当允许。
(3)集体经济组织与受益农户签订 《水利工程使用权变更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包括:水利工程

的具体名称、位置和范围,受益农户户主姓名、农田面积,合同期限,权属变更内容,双方权利和义

务,违约责任等。
签订合同前,有两个必要条件必须协商一致。第一,合同期限要与农田承包期同步 (30年),不

能与土地承包合同内容发生冲突。第二,以农田灌溉为主的水利工程不能改变其灌溉功能。
(4)推荐产生受益农户代表。受益农户代表 (即使用权代理人)由全体受益农户协商推荐,从受

益农户中产生,负责处理水利工程管理事务,对外签订工程管理合同等。
(5)核发相关权属证件。宜都市在实践中考虑到,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是持久的,有些产业对水利

工程依赖程度可能变化,暂定核发 《水利工程使用权证》。在核发 《水利工程使用权证》的同时,对

水利工程附属的土地、林地等,应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由有权核发证件的机关核发相应权属证

件,以保持水利工程权属完整性。
(6)订立工程管理合同。“受益户共有制”水利工程必须确定管理人。管理人通过协商或者公开

竞标确定。管理合同按水利工程收益情况分为两类:有收益的,订立承包、租赁等形式的合同;无收

益的,由使用权人出资,委托管理人管理,订立委托管理合同。

2 推动产权 “受益户共有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2.1 “三级书记”抓水改,坚持高位推动

宜都市将 “产权受益户共有制”改革作为市、乡、村三级的重点工作,建立了党政 “一把手”负

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水利部门专班落实的工作机制。

2.2 “两级试点”抓示范,坚持样板引路

一是抓好村级试点。2005年,宜都市在黄莲头村开展改革试点,仅3个月时间,就将全村120
口堰塘改革完毕。二是抓好乡级试点。全市10个乡镇各选择1个村作为乡级试点,做到边试点边推

开,边总结边完善。三是抓好骨干培训。通过以会代训,培养 “水改”技术人员。

2.3 “五定模式”抓推进,坚持阳光操作

改革的核心内容是 “五定”:一是以水带田定四界。由村组专班核实、勘定水系边界。二是村务

公开定农户。以村务公开的形式,推荐产生堰塘管理人。三是合同管理定权责。村委会与受益农户签

订 《水利工程使用权变更合同》,确保经营权到农户;受益农户之间签订 《水利工程管理合同》,确保

管理权到农户。四是民主议事定发展。引导农户参照 “一事一议”的办法,商定投资投劳额度。五是

互助合作定发展。通过改革把农户组织起来,调整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4 “三项统筹”抓保障,坚持建管并重

一是统筹规划。将农村小型水利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结合,与发展现代农业结合,统筹规划,充分

发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综合效益。二是资金统筹。市财政每年拿出近200万元以奖代补,鼓励农民

“建水、用水、管水”。为确保补助资金足额到位,该市还探索推行了 “一卡通”制,即为受益农户发

放银行卡,待投工投劳所建工程验收后,直接将补助资金打到卡上。三是项目统筹。将水利、财政、
扶贫、移民等涉农部门的项目进行有效整合,共同推动农村水利建设的持续发展。

2.5 “一本证书”抓确权,坚持依法行政

2007年9月,宜都市借鉴农村土地承包和集体林权改革确权发证的做法,对实施产权 “受益户

共有制”改革的农村小型水利设施,由市政府统一核发 《农村小型水利设施权属证书》,把农村小型

水利设施的使用权和所有权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保障农民权益。

3 产权改革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局限性

“受益户共有制”改革是对农村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的创新,其作用已显现出来。一是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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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要素的优化整合,使农村小型水利设施与农田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农田灌溉能有充足的水源

保证。二是促进了水利工程管理的体制创新,扭转了过去小型水利工程 “使用个个有份、管理人人无

责”的状况。三是调动了农民建管热情,促进了农村水利事业的快速发展。四是促进了农村生态与环

境的全面改善。五是促进了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
“受益户共有制”改革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一,水利工程的受益对象必须明确。跨村跨乡等规模

较大的工程,因其受益对象不明确或不具体,不宜采取这种改革形式。宜都市在实践中,将适用范围

定位于村以下的堰塘、泵站、河垱 (坝)及渠道等小微型水利工程,正好选择在适合这种形式的范围

内。第二,农民既得利益不直接、短期内不能发挥效益的工程,不宜采用这种改革形式。如防洪工程

因其减灾效益难以测算,不适合这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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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制水价制度在湖北省农业灌溉供水中的应用

聂世峰1,李 曦2,孙华菊1,王 博3

(1.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2.水利部水库移民开发局,北京 100053;
3.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武汉 430072)

摘 要:综述了湖北省农业用水实施两部制水价沿革与国内外农业灌溉用水水价制定方

法,农业灌溉供水价格具有自然垄断价格的特性,经济学成本定价理论包括平均成本

定价和边际成本定价;分析了农业供水采用这两种成本定价法的不足与采用两部制水

价的优点。结合湖北省水利工程农业供水两部制水价改革情况调查,分析了湖北省灌

区执行的两部制水价水平与测算值的差距,最后对湖北省两部制水价的实施与推广提

出了参考建议。
关键词:两部制;水价;平均成本;边际成本;自然垄断

1 湖北省农业用水实施两部制水价沿革

湖北省农业用水实施两部制水价制度经历了探索、发展、完善的过程。湖北省农业供水由20世

纪60年代按亩收费,到20世纪80年代实行按方收费,期间同时并存按方收费和按亩收费两种方式。
在湖北省第一个经省政府颁发的水费计收文件 《湖北省水利工程收费管理试行办法》(鄂政发 〔1984〕

44号文)中,规定 “受益区内灌溉与排水同时受益的,应合并计算……非正常年景水费收入每亩平

均低于0.5元时,可按0.5元收取基本水费”,表明当时已经有了收取基本水费的做法。宜昌地区行

署、荆门市在贯彻执行44号文时,结合实际,制定了两部制水费标准。如宜昌地区行署在实施办法

中增加了基本水费每亩0.5元的内容;荆门市规定基本水费为0.75元/hm2;计量水费为大中型水库

0.007元/m3,小型水库0.008元/m3。标志着在湖北省农业供水实践中,已经对两部制水价方法有

所认识和运用。

1990年颁布的省政府13号令 《湖北省水利工程水费核定、计收和管理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

“农业用水水费包括基本水费和计量水费两个部分”,成为湖北省第一个关于农业用水实行两部分水价

制度的政策文件,并得到普遍执行,有力地促进了水利工程正常运转,在保障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经

济来源和促进节约用水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04年3月开始施行的 《湖北省水利工程水价管理暂行办法》(省政府第259号令)明确规定了

农业水费实行两部制水价制度计收水费,进一步明确了农业供水两部制水价的核定原则、计费依据以

及核定部门,使得农业供水两部制水价的执行更加科学合理,明确把逐步推行两部制水价作为今后湖

北省农业供水价格改革的方向。
为了贯彻落实省政府第259号令,从2004年3月开始,湖北省水利厅在漳河、襄樊三道河、孝

感郑家河和宜昌东风渠等4个灌区进行农业供水两部制水价改革试点,协助基层开展试点工作,取得

了初步成效,积累了推广经验。
目前,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基本上完成了供水成本测算工作,各级物价部门进行了成本监审。2004

年,湖北省物价局、水利厅核批了漳河、高关、郑家河、徐家河、宜昌市东风渠、襄樊三道河、洈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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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大型水库的灌溉水价。与此同时,襄樊市、安陆市、孝感市、谷城县、沙泮县等市县核批了中、小

型水利工程的两部制水价。

2 国内外农业灌溉用水水价制定方法

现阶段国内外农业灌溉供水水价的制定方法一般采用定量法与非定量法两种。所谓定量法就是采

用某种方法 (经济的、社会的各种分析模型)根据用水的体积 (数量)确定价格,如单一费率水价,
多级费率水价,两部制水价及以市场为基础的水价;非定量法不是根据水量而是根据投入或产出来确

定水价,如单位面积水价是根据耕种或灌溉的面积来确定。水价制定方法的选择受到经济、资源、环

境、社会制度、管理体制等多方面的制约,受到各种不同力量的影响,水价改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3 农业灌溉用水两部制水价制定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农业灌溉供水价格具有自然垄断价格的特性。自然垄断定义为一企业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在市场需

求相关的产业范围内呈下降趋势,其特点是固定成本高,变动成本低。经济学成本定价理论包括平均

成本定价和边际成本定价。
农业灌溉供水平均成本定价方法,就是根据农业供水工程供水分摊投入的年摊销、年运行管理等

费用及实际年供水量来确定供水的平均成本,以此作为农业灌溉供水的水价定价基础。平均成本定价

有利于供水企业成本回收,这种定价方法具有成本分析容易,计算方法简单等优点,但这种定价方法

不能反映资源配置中的经济效率,体现在用水户的效益受损。
农业灌溉供水边际成本定价是指供水工程增加单位供水量所引起的供水成本的增加量来确定供水

的价格的方式。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对水的客观性和公共商品属性进行概括的重要意义是边际成本定

价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当提供给消费者的边际价值等于生产的边际成本时体现了经济效率,其他供水

量都不能增加社会净值。如果水价等于边际成本,那么用户的购水量将不超过水价等于用水边际价值

的水量。采用边际成本定价,在成本分析时由于农业供水系统与灌溉需水系统中分离的供水水源与农

业灌溉需水的季节性与随机性使成本曲线起伏且间断,从而导致农业供水边际成本的分析计算还有许

多理论问题没有解决,这也决定了该方法在制定农业灌溉供水价格时受到限制。
在竞争性行业中,保证市场供求平衡的价格使需求与供给相等,并且当产品价格等于短期边际成

本时,企业利润最大。要达到长期收支平衡,价格要能回收变动成本和重置资本。当产品的长期平均

成本最小时出现平衡,这时在这样的产量下,商品的价格、长期边际成本、长期平均成本、短期边际

成本和短期平均成本是相等的。
水利工程供水作为一个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理论分析表明,在自然垄断条件下,如果将供

水价格设定为长期边际成本,那么企业的总收入低于总成本,长期下去,供水企业不能自负盈亏。若

采用平均成本定价,所有成本由消费者负担,不能体现经济效率,有损消费者利益。对于农业灌溉供

水价格的制定,无论是采用边际成本定价还是采用平均成本定价,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
鉴于单一制的平均成本定价和边际成本定价在自然垄断价格制定上存在的缺陷,经济学家提出了

一种分配联合成本的方法,即两部制定价法:其中固定费用等于固定成本,商品费用等于垄断者的平

均变动成本或边际成本。两部制定价法的目的是使产品的边际价格能够等于边际成本,另一方面又使

该产品的价格能补偿生产成本。那么在产量低于或等于系统最大产量情况下,总收入等于总成本。这

是自然垄断条件下一种比较理想的商品定价模式。

4 农业供水两部制水价的内涵

两部制水价是水价定量法中的一种,是对单一制水价的改进,但与多级费率水价含义不同。两部

制定价是成本分摊定价的一种形式,它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与水的使用量 (购水量)无关的、定

期 (按年度或作物生育周期)支付的基本费,不论用户是否取水灌溉,或灌溉水量多少,都应交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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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固定费用,称为基本水费;第二部分是按灌溉取水量支付的 “从量费”,按灌溉水量收费。因此,
农业灌溉供水两部制定价实际上是固定收费与从量收费的合一。

5 《水价办法》中关于农业灌溉用水两部制水价的规定

制定自然垄断价格的一个办法是两部制法,其中固定费用补偿固定成本,商品费用等于垄断者的

平均变动成本。在产量等于或小于系统最大产量时,总收入等于总成本。若水价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通

过财务自负盈亏以保证供水单位的活力,采用这种定价方法是有效的。两部制水价中基本水费主要用

于补偿固定成本,由于灌溉供水工程的固定成本一般比较大,按照基本水费回收固定成本的原则,基

本水费会比较大,由于灌溉供水对象是低收入的农业,基本水费过高会给用水户带来沉重的负担,不

利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因此,在核定农业供水两部制水价时,既要考虑供水单位的成本

回收,又要照顾农民的承受能力。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水价办法》中有关农业供水两部制水价制定,
暂时将基本水费部分确定按补偿供水直接工资、管理费用和50%的折旧费、修理费的原则核定,计

量水价按补偿基本水价以外的水资源费、材料费等其他成本、费用的原则核定。农业用水两部制水价

构成见图1。

图1 农业用水两部制水价构成图

6 湖北省农业用水两部制水价测算结果摘录

湖北省水利厅计财处2005年下发了 《关于开展全省水利工程水价改革情况调查的通知》,全省各

市 (州)、县水利局,省直属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在水利厅计财处的指导下,对农业供水两部制水价进

行了测算,测算结果见表1。

6.1 计算说明

(1)本次湖北省大中型灌区农业供水成本调查及两部制水价测算,计量水量采用1995—2004年

10年支渠进水口农业供水年平均水量作为计量水价的计算依据。
(2)基本水价以灌区有效灌溉面积为计算依据。
(3)固定资产原值计价,办理竣工决算的以账面值为准,未办理决算的以投资的70%计算固定

资产。
(4)固定资产折旧按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财务制度》规定的综合折旧率提计。
(5)固定资产大修以实际发生额计算,但不超过固定资产原值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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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湖北省农业供水两部制水价调查与测算成果摘录

所在

行政区
灌区名称

有效灌溉

面积

/万hm2

本次测算水价

基本水价

/(元·hm-2)
计量水价

/(元·m-3)

灌区实际执行水价

基本水价

/(元·hm-2)
占测算值

/%

计量水价

/(元·m-3)
占测算值

/%

黄冈市 金檀灌区 2.47 105.00 0.052

孝感市

徐家河水库 3.34 81.15 0.135 51.75 63.8 0.051 37.8

郑家河水库 1.47 166.95 0.06 51.75 31.0 0.052 86.7

黑花飞水库灌区 2.17 174.30 0.063 45.00 25.8 0.053 84.1

汉南灌区 4.06 139.05 0.018

汉北灌区 1.52 150.15 0.02

咸宁市
赤壁市陆水灌区 2.55 80.40 0.045

三湖边江灌区 2.10 64.05 0.045

荆州市
江陵观音市灌区 3.06 90.00 0.042 75.00 83.3 0.04 95.2

洈水水库灌区 3.47 139.94 0.062 60.00 43.8 0.043 69.4

武汉市

梅院泥水库灌区 1.93 29.10 0.054 195.00

举水灌区 1.59 220.35 0.039 180.00 81.7

道观河水库灌区 1.08 90.00 0.02 45.00 50.0 0.01 50.0

仙桃市 泽口灌区 12.15 23.10 0.0025 76.95

天门市 引汉灌区 10.61 76.65 0.03

荆门市 高关水库灌区 2.56 147.0 0.053 75.00 51.0 0.03 56.6

(6)人员按实际人数和 《定岗标准》中的小值确定;费用按国家或省规定的事业单位标准计算。
(7)农业供水成本分摊按水利部 《水利工程供水生产成本、费用核算管理规定》 (水财 〔1995〕

(226)号)执行。
(8)基本水价按补偿供水直接工资、管理费用和50%的折旧、修理费用的原则核定,计量水价

按补偿基本水价以外的其他成本费用核定。

6.2 成果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已执行或试行两部制水价的灌区,其基本水价一般只占灌区测算基本水价的

25.8%~83.3%,执行的计量水量只为实际测算的37.8%~95.2%。无论是基本水价还是计量水价

都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这无疑会给灌区的正常运行带来财务上的困难。

7 对湖北省农业供水两部制水价制度实施的建议

从调查情况来看,目前两部制水价计价制度在湖北省基本上推广了开来,但价格水平基本上都没

有到位,两部制水价执行有难度,究其原因,主要是宣传不到位、认识不统一,内外部环境不理想

等。因此,要在全省农业供水中推广两部制水价制度,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目前应在如下方面多做

工作。
(1)加强宣传,统一认识。水价改革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两部制

水价具有很多优点,要把宣传工作做到位,提高供水经营者和用水户对实行两部制水价的认识,积极

争取群众支持。
(2)改善内外部环境。内外部环境包括技术、社会、政府支持、公众的节水习惯、节水意识及商

品水观念等。两部制水价实行的前提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用水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和供水方有

良好的供水量水设施。应进一步完善湖北省农业用水计量设施,加大对灌区贮水、输水、配水工程投

入,给两部制水价制度的推广创造好的工程条件。认真总结湖北省农业供水两部制水价制度实施过程

中所取提的经验,对两部制水价的基本知识与节水宣传进行系统的普及。
(3)建立农业用水群管组织。两部制水价是供水到田,开票到户的水价政策。根据目前湖北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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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体制和农村农户田块分散的实际情况,需要完善从水源工程到田间工程各环节的灌溉管理体

制。湖北省大多数灌区,支渠以上渠系由供水单位管理,支渠以下渠系管理相对脆弱。实践证明农民

用水合作组织是联系供水单位和用水户的桥梁和纽带。应充分调动农民用水组织的积极性,发挥他们

的主动参与意识,由他们组织末级渠系、田间工程的建设管理维护,核定田亩,计量配水,由他们向

经营规模狭小的用水者宣传政策,协调供用水矛盾,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地推行两部制水价改革。
(4)加强与两部制水价核定有关的基本要素统计与测算。要推进两部制水价改革,必须加强与两

部制水价核定有关的基本要素统计与测算工作,只有相关的基础工作做扎实了,两部制水价的核定才

是有科学依据的,才能得到有关部门的理解与支持。

(本文发表于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0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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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河道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探讨

李 曦1,刘国亮2,柳乐文3

(1.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2;
2.湖北省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沙市分局,荆州 434000;

3.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武汉 430070)

摘 要:针对我国基层河道管理体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现行基层河道管理体制

运行的障碍因素,即:利益主体分化导致河道管理不力、法律法规冲突及不配套妨碍

河道管理的法律执行、公共权利高度集中导致河道管理中公共政策执行的困难、人事

制度不完善导致河道管理单位缺乏活力;阐述了深化改革的原则:效率原则、协调原

则、公平原则、稳定原则、发展原则;提出了目前需采取的具体措施:分离职能,合

理定位、推进人事制度改革、改革管理方式,推行管养分离等。
关键词:河道管理;人事制度;管理体制

资助项目:2004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04JZD0011)资助。

河道管理是针对河道管理范围内除水资源以外的自然资源 (如砂石)的开发利用的管理、河道防

洪安全管理、河道内建设项目管理、河道堤防管理、蓄滞洪区管理等。工作内容包括行政管理 (包括

立法、执法、行政审批、监督检查等)、工程管理 (河道养护等)。
河道管理体制就是为完成上述管理任务而形成的组织形式,包括组织机构设置、地位、职责和内

部权责关系的规定,是涉及河道管理的各种行为规范、法律法规、组织制度和监控制度的总和,由组

织、决策、执行、管理、调控监督和利益分配等系统构成。河道管理体制作为制约人们在河道管理中

的行为及其努力方向并最终影响河道功能充分发挥的一系列制度与规则,对提高河道管理水平及水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适应河道管理内在要求的体制安排,可以激励各行为主体在实现自身

利益的同时,亦能够按照社会总体利益的目标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朝着社会效益最大化而努力。
反之,则会产生局部利益侵蚀整体利益,公共物品提供不足,河道管理低效,河道基本功能不保的

问题。
河道管理分为3个层次:国家对流域的管理、流域内各个区域的管理,区域内直接负责一段河段

养护的基层河道管理单位的管理。基层河道管理单位的管理处于流域和区域纵横两条线的交点,是河

道管理的坚实基础。基层河道管理体制是指某一河段河道的管理单位的组织制度,包括组织机构设

置、功能目标、职能安排、权责规定、管理资源、管理方式与手段、运行方式、人员组成、资金物资

保障以及相配套的组织、决策、执行、监督等制度规定。本文着重分析了现行基层河道管理体制运行

中存在的问题及障碍因素,提出了深化改革的原则及措施。

1 基层河道管理体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河道堤防管理体制经历了民防民治、区域自治、流域与区域双重管理、流域统一管理等几个

阶段。目前,国家对河道实行按水系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河道管理隶属关系错综

复杂,不同流域、同一流域不同河道归口单位各不相同,按照河道分等分级,长江等大江大河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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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段,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重要河段,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边界河道,由国家授权的江河

流域管理机构实施管理,或者由上述河道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河道主管机关根据流域统一规划

实施管理。其他河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市、县的河道主管机关实施管理。在全国而言,黄河

实行的是国家统一的流域管理体制,长江则是流域机构与地方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相结合的管理体

制。长江河道在湖北省内,由长江水利委员会管理的同时,由湖北省水利厅根据流域统一规划具体实

施管理,省内地市河道有的归属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有的属水行政主管部门的专门机构管理,有的

又不属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在荆州市内,由直属荆州市人民政府管理的事业单位荆州市长江河道管

理局实施管理。在沙市境内,由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沙市分局实施具体管理。
但最基层的河道管理体制全国情况大致相同。在我国,基层河道管理单位作为差额拨款事业单位

行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法》《防洪法》《河道管理条例》等赋予的水行政执法监督职能和河道堤防

工程管理职能。作为一个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事业单位,人员编制、岗位设置、人事任免、工作目

标、行为方式、财务制度等均由上级行政负责,单位既没有实质性责任,也无断炊之虞。这种体制长

期运行产生了以下问题。

1.1 政事不分、事企不分,定性不明

基层河道管理单位被授权行使部分行政执法的职能及河道堤防的工程管理职能,所提供的属于公

共服务,公共服务的购买者是公众,他们通过缴税或直接付费等方式购买。但是由于公共服务所具有

的搭便车、自然垄断等多种因素,应由政府提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人财物高度集中统一管理体制

的必要及高效。如果政府集提供和生产公共服务于一身,有可能形成行政垄断、市场分割、效率低下

等诸种问题。河道管理中,两种职能实现的基础不同,实现的有效方式也有差异,将两者融为一体统

一管理,其结果是政事不分、事企不分,导致河道管理单位没有自我生存与发展的能力与动力。
河道监管是依托行政权依据相关的政策法规实行,与这一职能对应的组织机构及人员设置应遵照

行政执法部门的管理体制管理,工作人员属于行政人员,由国家财政支付相关支出。目前的做法是通

过授权由作为事业单位的河道管理部门行使行政执法权,而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其定

位是不以盈利为目的,以一定的方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一定形式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以改善社会公众

的生活水平与福利状况,显然,单位的定性与职能不对称。
河道养护是维护河道安全实施的技术措施,是消耗人力、物力的物质性的活动,虽然提供者是政

府,但生产活动由市场提供更有效率。现状下这一工作是由作为事业单位的河道管理单位自己完成,
责任不具体,考核无指标。事企不分的后果是事业经费不足、无法保证基本的养护工作,影响河道的

安全,更谈不上自我发展。

1.2 多头领导,责权利分离

多年来,流域统一管理和区域分级管理的体制,实施的结果是省管业务经费,市管组织人事,对

河道管理负有直接责任的地方,没有相应的利益,管人的不管钱,管钱的不管事,管事的没有相应的

利益,投资不积极。人权、财权、事权的脱节,多头领导,条块分割,使得统管功能无从体现,基层

无所适从。具有人事权和财权的上级主管部门,由于不承担相应责任,决策具有随意性。责权利关系

的不对称,使相关各方缺乏激励与约束。一方面事业经费不足;另一方面人员增加失控,人浮于事。

1.3 重建轻管,管理粗放

重建轻管的根源是建设项目法人与管理法人身份与职责的模糊,形成河道堤防工程建设与管理两

张皮。长江河道的投资大多来源于中央,建设项目的决策主要在省里,河道堤防工程的管理主要在县

市基层。中央政府投资时大多没有考虑配套管理项目,没有配套管理资金,更没有直接管理责任。地

方政府连配套建设资金都不愿出,更无力也不愿配套管理资金。基层管理单位有管理的责任与要求,
却无权决定管理设施的建设管理经常费用的投资。往往工程建设完工,投资结束。而新的管理开始,
资金和设施全无,直接导致工程运行管理难以到位甚至缺位,工程设施老化失修。管理单位要么放松

管理,要么为了应付管理和资金压力而花大力气抓经济,利用手中的行政管理资源,违章审批,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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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或以收代批,以罚代批,获得微小的部门利益。由此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影响工程的可持续

利用。

1.4 机制僵化,效率低下

目前基层河道管理单位经费靠上级拨付,业务靠上级指导,领导由上级任命,人员由上级安排。
沿用的都是行政机关的科层制管理体制,有行政单位之实却无行政单位之名。顶着事业单位之名又无

事业单位经营之利,没有独立的事业法人机制,缺乏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抑制了人们潜能的发挥。
基层河道管理单位定性不明,政事不分,事企不分,既无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河道管理能力的动

力,又无控制支出的约束,加剧了事业单位对政府的附属和依赖。政府全额拨款会形成巨大的财政负

担,差额拨款致使管理经费严重不足。河道管理的重要性使河道管理部门承受着来自政府与社会的、
政治与经济的、公共价值与组织内部发展稳定的巨大压力。河道管理体制不顺,使管理经费的形成与

补偿机制不合理,河道经营性资产管理运营体制不完善,严重影响到河道工程的正常管理和维修养

护,影响河道基本功能的实现。

2 河道管理体制障碍分析

我国河道管理从中央到基层,从涉水到非涉水部门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来自基层河道管理

单位的问题,是上层管理体制这一大环境与其内部自身存在问题的综合反映。改革基层河道管理体

制,提升管理水平,提高管理效率,必须对现状河道管理体制障碍进行系统的分析。目前我国河道管

理的体制障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利益分化导致河道利用积极保护不足

河道管理涉及多个管理主体,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有着大的共同利益,但作为由

“经济人”组成的组织机构,又存在着各自的部门利益。这些利益主体在不断的博弈中争夺各自的利

益,形成稳定或不稳定的均衡。多管理主体利益分化导致河道管理不力。
在河道管理体制中,管理主体主要有中央行政机关、国家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区域

行政部门。由于各部门价值取向的差异及利益的分化,存在着区域与区域之间、流域与区域之间、中

央行政机关与国家水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多重博弈关系。在区域和区域之间博弈中,博弈的优势策略

均衡为双方独自不合作,其结果是区域在局部利益驱动下,陷入地方主义泥沼,对水资源与河道利用

相对积极,对水资源保护和河道建设投入则十分消极;在流域与区域的博弈中,流域与区域的博弈不

存在单一策略的纳什均衡,流域出于整体利益考虑要求各区域管好河道的意图不能无代价地得以贯

彻,陷入流域干预-区域合作―流域放手-区域独行―流域干预的循环中,区域没有执行流域要求的

激励,不能投入充分的人财物养护河道;中央行政机关与国家水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类似区域之间的博

弈,但又不同于区域之间的博弈,因为都代表社会整体利益,存在着利益一致的可能性。

2.2 法律法规冲突及不配套成为规范河道管理的法律障碍

现行 《河道管理条例》制定于1988年。之后,湖北等堤防大省相继出台了具体的河道管理实施

办法。相应法规的出台,使管理有章可循,对加强河道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推延和环

境的变化,原有的河道法规逐渐显露出操作性不强、执行乏力、与新 《水法》等法律不配套、与其他

法律法规有冲突等弊端。法律法规冲突及不配套成为规范河道管理的法律障碍,使得河道管理中一些

问题的存在成为必然。
《河道管理条例》规定国家对河道实行按水系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大江大河的主

要河段 “由国家授权的江河流域管理机构实施管理或者由上述江河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河道主

管机关根据流域统一规划实施管理”。由于规定不明确,导致河道主管机关交叉管理,越权管理与管

理真空现象同时并存;河道管理法规在设置行政许可时,没有听证内容,其他涉河部门的许可也没有

邀请河道部门参加的听证内容,这与 《行政许可法》相违,不利于保护相对人权益[4];河道管理法规

强调的是河道建设与防洪,忽视与建设有关的管理设施或相关生活设施的配套,造成重建轻管,经费



624  水 利 管 理

短缺,运行维护困难;河道管理法规对防汛费、维护费等收费使用规定的模糊,使基层年年交费不见

费,造成财权与事权的严重分离;河道管理法规中区域规划服从流域规划、专业规划服从综合规划的

原则,在 《城市规划法》《土地管理法》中没有很好体现,导致城市发展占用河道滩地,临河界限一

再突破,洲滩管理各自为政,违法违章屡禁不止。

2.3 公共权利高度集中导致河道管理中公共政策执行困难

河道养护作为纯粹公共物品,在现实中其提供者只能是作为 “公共人”的政府等公共部门,作为

掌管公共事务的公共部门,必须依据公共权力进行决策,运用公共资源。掌握公共权力是公共部门提

供公共服务的前提,但是公共权力高度集中又会产生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的问题。这是多年行政体制

改革致力解决的问题。在河道管理中公共权利高度集中带来的问题至今仍然普遍存在。
在河道管理中政府和河道主管部门独揽公共权力,把本该属于社会、地方、下级和个人的正当合

法权益都集中起来由少数人掌管,决策前不做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决策中缺乏民主协商,缺乏群众

基础,执行中阻力重重。
基层河道管理单位在上级管理部门不尽科学的决策下艰难地从事河道的管理,作为一级组织,权

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又以相同的形态表现出来,少数人大权独揽,事情办不办、何时办、由何人办、办

到何种程度都没有制度规定,全靠 “一把手”说了算,导致公务活动的随意性和不可持续性。有权无

责、有职无权,责任与权力、收益与风险等权力结构的不合理,抑止了组织内个人的创造力和能

动性。

2.4 人事制度不完善导致河道管理单位缺乏活力

现行人事制度中最主要的问题表现在用人机制、管人机制和淘汰机制的不健全。在用人机制上,
虽然有德、能、勤、绩、廉的考核标准,但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仍然存在考核标准、考核方式的随意

性,这种随意性不仅导致用人不公,更由于考核形式上的合理性而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公平,使得问题

更隐蔽;在管人机制上功过不分,奖罚不明,有功者无禄、为恶者不惧;在淘汰机制上,能上不能

下,没有竞争淘汰的压力。加上监督制约机制的薄弱,使一些干部一旦走上领导岗位,便处于各种利

益诱惑的中心位置,导致组织的活力、竞争力、创造力和战斗力都出现下降与衰退。

3 基层河道管理体制改革构想

3.1 改革的原则和目标

改革的目的是建立适应河道管理工作内在要求的管理体制,提高基层河道管理单位的工作效率,
增进堤防防洪能力,减少洪水灾害的破坏,让河道在水资源的兴利除害中发挥最大的效用。为此,河

道管理体制改革,应遵从以下基本原则:
(1)效率原则。正确处理河道管理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既要确保河道堤防工程社会效

益的充分发挥,又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降低运行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
(2)协调原则。正确处理建设与管理的关系,既要重视河道工程的建设,还要特别重视河道工程

的管理,加大管理的投入,从根本上解决 “重建轻管”问题;正确处理河道管理与经营的关系,既要

把管理工作放在重中之重,又要充分发挥河道水土资源优势,走向市场,增效创收。
(3)公平原则。正确处理责、权、利的关系,要明确河道管理部门的权利和责任,并在河道系统

内部实行绩效管理、目标管理,建立有效的竞争激励与监督约束机制,使管理责任、工作目标、工作

绩效和职工的切身利益紧密挂钩,贡献与回报相适应。
(4)稳定原则。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又要从实际出

发、积极稳妥,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承受能力,把握好改革的时机与步骤,确保改革顺利进行。
(5)发展原则。正确处理近期目标与长远发展的关系。既要努力实现近期目标,又要确保河道管

理有利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
在以上原则下,河道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职能清晰、权责明确的河道管理体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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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管理科学、经营规范的河道管理运行机制;建立市场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河道堤防工程维修养护

体系;建立合理的水价及河道资源补偿价格形成机制和有效的水费与河道维护费、补偿费计收方式;
建立规范的资金投入、使用、管理与监督机制;建立较为完善的政策、法律支撑体系;建立科学有效

的河道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重要的防洪减灾保障、水资源供给保障和水

文化、水景观、水生态、水环境保障。

3.2 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措施

3.2.1 分离职能,合理定性

根据河道管理的要求,分离管理、经营与服务职能,将组织目标合理分解,根据分解的目标进行

工作分析、岗位分析、人员任职要求分析。最后,根据 “五定”方案,特别是根据 《水利工程定岗定

员标准》《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实施分类管理。对单位、科室及每个岗位都要确定职责权

限、确定条块关系、确定机构岗位、确定经费渠道与编制、确定人员结构。根据不同的岗位性质,实

施不同的绩效与目标管理。
将基层河道管理单位中行使行政执法职能的人员参照公务员的要求,按照管辖河道的规模,确定

编制,设置相应的职位,相关费用全额由财政支出,这一部门明确的定性应是行政执法部门;对于河

道养护部门,由于提供的是公共物品,应由政府购买,但其劳务活动的提供,可运用市场机制,进行

企业化管理。这一部门可以从事业单位中剥离。
考虑我国国情,长期以来,很多事业单位都同时兼有行政执法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从改革的

平稳过渡考虑,可以对外维持事业单位的名称,对内进行上述改革。

3.2.2 全面推进人事制度改革

(1)全面推行聘用制度。建立和推进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要贯彻党的干部路线,坚持党管干

部原则;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针,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坚持平等自愿、协商一致

的原则;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坚持走群众路线,保证职工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

权。要在改革中完善聘用制管理体系,建立公开招聘制度、合同管理制度、竞聘上岗制度、聘后管理

制度、聘用监督制度、聘用争议处理制度和未聘人员分流安置制度。在河道管理体制改革中,一定要

根治准备不充分、岗位设置模糊、滥用聘用权、评聘不公、在聘用中走过场讲形式或以聘用之名营私

舞弊、打击报复等痼疾,使聘用制真正成为加强河道管理的利器。
(2)实施岗位绩效管理。对于领导干部要建立健全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任期绩效考核审计制,

并将考核结果与其任用及奖惩挂钩。对于专业技术人员,严格按照专业技术标准,择优聘用,实现专

业技术职务与岗位聘用的统一;建立政府制定政策,社会公开、公正评价,单位自主竞争聘用的专业

技术人才调控模式;建立健全执业资格注册管理制度,加大人才培养力量,鼓励并支持专业技术人员

参加执业资格考试,提高获得执业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待遇。
(3)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贯彻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

则,扩大内部分配自主权,逐步建立重实绩、重贡献、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形式多样,自主

灵活的分配激励机制。将工资分配与绩效管理相结合,按岗位定酬,按任务定酬,按能力定酬,按业

绩定酬。将工资收入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以及成果转化中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直

接挂钩。要发挥工资的激励导向作用,对关键或特殊岗位实行特殊津贴。实行一流人才、一流业绩、
一流报酬;允许聘用少量优秀拔尖人才;允许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探索按项目分配的办

法;对有能力的职工,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可以一师多岗,兼职兼薪,多劳多得;对有重大科

技发明,作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才实行重奖。同时要完善福利、保险制度,为改革提供配套的福利和

社会保障。除了物质激励,在收入分配激励机制上还要注意心理激励,团体激励,培养晋升等各种激

励,以全面满足职工生理、安全、社会、尊重及自我实现的需要。

3.2.3 改革管理方式,推行管养分离

改变传统单一的行政管理模式,联合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来配置资源。宏观上加大集中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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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以求政令统一,依法管理,微观上放权搞活,实施内部企业化绩效管理。在贯彻整体战略目标的

基础上,加强滚动预算,保持绩效目标的长期连贯性;在内部职能分析的基础上,将以政府手段为主

的管理职能与以市场为主的养护职能分开,实施管理和养护机构、人员、经费分离,推行管养分离,
进行分类管理。

第一,建立精干高效的管理体系,强化管理职能,站在保证水安全的高度、从防止水污染、保护

水环境、规范河道采砂、保证堤防安全等方面进行综合管理。对于河道管理性质的财政拨款,要切实

保证用于河道管理,不应擅自挪作经营。
第二,建立市场化运作的专业维修养护体系,提高养护效率。河道养护资金投入应按养护河道规

模及重要性由财政预算支出,河道养护可以由专业公司或个人承包完成,管理部门负责监管。现阶

段,对本单位职工可以给予承包优先权。
第三,河道系统的土地、林木、水面等资源资产和设备、房屋、资质等资产的经营,成立专门的

资产经营公司,按照我国国有资产经营的要求,依法经营。
第四,妥善安置分流人员。按照推进改革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并重的要求,适当照顾弱势群体,

广开就业渠道,积极支持和鼓励分流人员开展自主经营。要加大待岗培训学习和重新竞争上岗的力

度,实行末位淘汰制,不以一次竞争定终身,使竞争激励机制长盛不衰。

3.2.4 加强配套改革

基层河道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需要行政体制改革、法律法规建设大环境的支撑,在基层单

位完成分离职能,理顺各部门关系后,如果所需的财政拨款不能全额到位,河道管理单位只能通过经

营、收费、罚款等方式筹集资金,保证必要的养护支出,再次陷入职能不清的状态。相关法律法规完

善的滞后,也会影响基层河道管理改革的进程与成效。河道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加快相关

配套改革是基层河道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显效不可或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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