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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上游龙羊峡—刘家峡河段梯级

水库群水温累积影响研究

周孝德，宋策，唐旺
（西安理工大学 西北水资源与环境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４８）

摘要：研究河流梯级水电开发的水温累积影响规律，可为制定水库联合运行水温调控方案提供科

学依据。以黄河上游龙羊峡—刘家峡河段梯级水库群为例，基于水库与河道水温观测资料，对比分

析了典型水库的水温影响特征；在不同水库联合运行期，结合水库运行条件与河道水温特征值的定

量分析，辨别了各水库对水温累积影响贡献的差异，并探讨梯级水库水温累积效应的变化特征。研

究结果表明：龙羊峡水库对水温的累积影响起主导作用并呈现了较大的波动性，李家峡水库为协同

效应，公伯峡水库及其它小水库为削弱效应；多水库联合运行时，区间水库的兴建并未引起水温累

积影响的明显增大，与李家峡水库单独运行期相比，在梯级末端水温累积协同效应依然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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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域梯级开发能够使河流蕴藏的水资源得以充
分利用，在发电、供水、灌溉、生态用水和航道改善等

方面发挥多功能效益，同时，由于梯级开发规模巨

大，其影响是流域性的，由此引发的环境影响也不容

忽视。梯级开发对环境影响具有群体性、系统性和

累积性等特征［１］，涉及到水文、泥沙、水质和气候等

要素，其中，水温作为水环境的一项关键水质因子，

与水生生物分布、水体新陈代谢和农业灌溉等密切

相关［２３］，因此，水库的水温影响问题已成为水电工

程水环境影响分析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前，在雅砻江、金沙江和澜沧江等流域已建成

和规划的梯级开发项目中，梯级水库的水温影响得

到广泛的关注与重视［４６］。水库联合运行对河道水

温发生多次干扰作用，高坝大库对水温累积影响贡

献较大，同时，流域开发程度愈高，其累积影响也愈

显著［７９］。

数学模型已成为研究水库及河道水温分布规律

的重要工具，但原型观测仍是充分了解水温变化最

直接及有效的途径［１０１３］；然而，当前大多数水库水

温研究是基于预测结果，极少来源于１０年以上对原
型水库及河道水温观测的支持。本研究关注的黄河

上游龙羊峡—刘家峡河段梯级水电站是我国已建成

的最大梯级水库群之一，包含多年、年、周和日等不

同调节特征的水库，建设期长达４０年，积累了较长
期的观测资料，也为研究梯级水库水温影响提供重

要的素材。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为黄河上游龙羊峡—刘家峡干流河段，

长约５０２ｋｍ，地理位置介于１００°０９′Ｅ～１０３°１８′Ｅ，
３５°３０′Ｎ～３６°０４′Ｎ，该河段共规划了１４座水电站，
以２００８年为时间节点，已建成梯级水电站８座，其
中龙羊峡、李家峡、公伯峡和刘家峡水电站均为高坝

大库，龙羊峡水库为该梯级具有多年调节能力的龙

头水库，刘家峡水库属年调节型水库，其余为日、周

调节型水库。梯级水电站特性见表１。

表１　黄河上游梯级水电站特性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ａｓｃａｄｅ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

水电站名称 正常蓄水位／ｍ 库容／亿ｍ３ 调节性能 装机容量／ＭＷ 距离／ｋｍ 建成时间（年份）

龙羊峡 ２６００ ２４７．０００ 多年 １２８０ １３５ １９８６
尼 那 ２２３６ ０．２６２ 日 １６０ １７６ ２００１
李家峡 ２１８０ １６．４８０ 周 ２０００ ２４３ １９９７
直岗拉卡 ２０５０ ０．１５０ 日 １９２ ２５０ ２００５
康 扬 ２０３３ ０．２８８ 日 ２８４ ２６０ ２００７
公伯峡 ２００５ ５．５００ 日 １５００ ３１９ ２００４
苏 只 １９００ ０．２４５ 日 ２１０ ３３１ ２００５
刘家峡 １７３５ ５７．０００ 年 １３５０ ４６７ １９６９

注：距离均以水库坝址处位置为节点，起始点为龙羊峡水库坝址处。

２　数据收集与研究方法

２．１　河道及水库水温观测
河道水温数据为研究区内４个水文站１９６０—

２００８年的逐月水温监测资料，各水文站位置见图１。
其中，唐乃亥站上游河段未建水电工程，可视为天然

状况，水温范围为０～１５．３℃，年内水温季节性分布
显著；贵德站位于龙羊峡水库坝址下游 ５５ｋｍ处，
１９６０—１９８６年河道水温未受水库影响，水温范围为
０～１７．０℃；１９８７—２００８年水温范围为 ３．６～１２．
８℃，相比蓄水前，６～１０月多年平均月水温变幅提
高了２倍，反映了汛期水库对河道水温影响非常突
出；循化站距贵德站 １６６ｋｍ，１９６０—１９８６年水温范
围为０．１～１８．３℃，１９８７—２００８年水温范围为３．３～
１５．３℃，可见龙羊峡水库对下游水温影响效应依然

明显；上诠站距循化站１４６ｋｍ，是刘家峡水电站出
库控制站，在 １９７０—１９８６年刘家峡水库单独运行
期，年内水温夏季降温不明显，而冬季升温显著，在

龙羊峡水库运行后，加之区间水库兴建，水库下游河

道水温暖季降温和冷季升温有所增大。

图１　水文站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Ｍａｐｏｆ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梯级水库群中，龙羊峡水库有较为完整的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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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年份为１９９２年和２００６年，坝前垂向水温分
布图可知［１４］，由于２个年份水库运行方式不同，其
库区内部水温形态存在显著的差异，１９９２年在汛期
水温结构呈两分层分布，而２００６年６～１０月为稳定
的三分层，底部存在滞温，年内下泄水体水温变幅在

３℃左右，彻底改变了天然河道水温季节性的分布
规律［１４］。

刘家峡水库有完整水文年的水温观测为１９８５

年４月到１９８６年３月，绘制库区典型断面垂向水温
分布，见图２。湖泊段１０月 ～次年３月水温结构为
混合分布，４～６月及７～９月水温为弱分层，其原因
为水库运行水位低且洮河泥沙异重流的影响使上下

层水体的水温分布均化［１５］。坝前峡谷段大多月份

水温基本为混合分布，反映了水流在峡谷段的紊动

比湖泊段强，垂向水温变幅减弱，仅在５月和９月呈
现一定的分层状态。

图２　刘家峡水库垂向水温分布
Ｆｉｇ．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ｕｊｉａｇｏｒｇ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２．２　研究方法
首先，利用水库库区及出入库水文站点的水温

资料，对比分析典型水库水温结构及其对河道水温

影响的基本特征，从而判别各水库水温影响程度的

差异。其次，由于龙羊峡水库为梯级龙头大库，其运

行方式变化较大，水库水位条件是决定水库水温结

构及其下泄水温变化的主因［１４］。因此，可利用水库

运用水位与河道水温的变化关系分析水库对下游河

道水温影响的波动性。对水库水位进行分级，由于

水库多年月均水位范围在２５２８～２５９６ｍ之间，以
２５２０ｍ为下限，２６００ｍ为上限，区间２０ｍ为间隔，
共分４级。同时，考虑到水库对河道水温影响的季
节性特征，年内设定两个时段，４～９月代表暖季，其
他月份为冷季，以此划分主要原因为，在大多数的年

份内，水库运用致使河道水温呈现冷季升温和暖季

降温两种不同效应。

判别各水库对水温累积影响的贡献是确定梯

级水库水温影响的重点。单一水库对水温的累积

影响通常表现为协同和削弱两种效应［７］，可利用

水库影响前后的水温温差及相位比较不同影响效

应的差异，同时，通过分析不同联合运行期的水库

下游的水文站水温变化，可分辨水库对水温的累

积影响为何种效应。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典型水库的水温影响分析
由于龙羊峡水库运用变差较大，其下泄水温差

异显著，可认为是水库呈现出多种不同调节能力而

形成不同水温影响的结果。同时，刘家峡水库规模

相比龙羊峡水库要小很多，其水库水温影响程度较

低且相对稳定。为判别２个水库水温影响差别，选
取刘家峡水库及龙羊峡水库在不同年份时的运行条

件与下游河道水温的变化进行对比，见表２。
由表２可知，龙羊峡水库在 １９８７年为初期运

行，最小库容与刘家峡水库基本相当，但汛期蓄存水

量却是刘家峡水库的２倍，较高蓄存水量决定冷季
水库水温值较高，也致使下游河道水温冷季升温较

高，但暖季降温较小；１９９２年最小库容为６０亿 ｍ３，
但汛期的蓄存水量达８０亿 ｍ３，较高的运行水位致
使暖季降温显著，相比刘家峡水库对下游河道的水

温影响提高；但是，在２００６年，下游河道水温的均化
作用更为显著，相比刘家峡水库冷季升温和暖季降

温分别增大了０．７倍和２．４倍。由此可知，虽然龙
羊峡水库对下游水温影响程度波动剧烈，但在与初

期运行水平相当的年份，与刘家峡水库对下游水温

影响程度基本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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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水库运行与下游河道水温特征参数
Ｔａｂ．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水库名称

水库运行参数 河道水温参数 ／℃
年入库水

量／亿ｍ３
年出库水

量／亿ｍ３
水位／ｍ 库容／ｍ３ 水温范围

冷季升

温均值

暖季降

温均值

刘家峡 ２９０ ２９０ １７０５～１７３５ １５～４５ ２．４～１９．８ ２．７ １．９

龙羊峡（１９８７年） １８０ １５０ ２４９５～２５４０ １３～７３ １．６～１７．０ ３．５ １．６

龙羊峡（１９９２年） １９７ １５３ ２５３３～２５６８ ６０～１４０ ２．２～１４．８ ３．５ ２．５

龙羊峡（２００６年） １４７ １９５ ２５８１～２５９６ １８０～２３１ ５．２～８．７ ５．０ ６．５

注：冷季升温和暖季降温均值为下游河道水温值与建库前天然水温均值的温差值。

３．２　龙羊峡水库对水温影响的波动性
为了分析龙羊峡水库不同运行条件时水库对下

游河道水温影响的特征，选取１９８８—２００８年水库运
行水位和水文站水温资料，设定年内冷季和暖季两

个时段，依据水库水位分级区间统计各年份水文站

河道水温均值，见图３。图中，１９８８—１９９６年为龙羊
峡水库和刘家峡水库联合运行期；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
李家峡水库建成，为三水库联合运行期；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年先后建成公伯峡、苏只、直岗拉卡和康扬水电站，

为多水库联合运行期。

图３　龙羊峡水库分级运用水位与下游河道水温
Ｆｉｇ．３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ｇｒａｄ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ｏｆ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由图３可知，在冷季，两水库运行期贵德站水温
均高于循化站；而三水库运行期呈现相反的情形，反

映了李家峡水库水温影响为协同效应；但是，在多水

库运行期，贵德站水温又高于循化站，相比前期较高

水温水平，循化站却未显现较高水温，体现了区间多

座水库的兴建，冷季河道水温向天然水温恢复趋势

增强，水库对河道水温影响表现为削弱效应。在暖

季多水库运行期，贵德站水温在较低温下循化站也

未显现较低温水平，相比三水库运行期，贵德站—循

化站区间的温差值较大，水库水温影响也表现为削

弱效应。不同运行期两个时段，上诠站水温并未出

现较大的差别。

以上分析表明，龙羊峡水库运行水位波动致使

梯级水库水温影响呈现显著的变化，同时，水库的出

入库水量也是影响下泄水温变化的重要因素。龙羊

峡水库为多年调节大库，当遇到来水较丰时，水库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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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位升高，蓄存的较大水量可维持下游用水，水

位变幅很小。由于水库发电泄水量变化较小，在低

水位运行时，来水量大其水位变幅也大，内部水温受

入流水温过程影响显著，此时水库对下游河道水温

影响程度较低；但在高水位运行时，若不出现较丰的

来水条件，水库水温分布变化较小，对下游河道水温

影响程度较高，也致使梯级水库水温影响程度呈现

较高的水平。

３．３　梯级水库联合运行期的水温影响分析
选取１９８８—２００８年水库下游河道水文站月水

温系列，统计梯级水库联合运行期各站点的观测水

温与水库蓄水前天然水温的最大温差值及其出现的

时期进行对比，见图４。

图４　水库蓄水前后河道水温温差的极大值及其相位
Ｆｉｇ．４　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ｘｔｒｅｍｅ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ｉｔｓｐｈａ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ｉｍｐｏｕｎｄｍｅｎｔ

　

　　从年内水温降温极大值看，两水库运行期，贵德
站与循化站呈现相同的降温趋势；在大多数年份，上

诠站的降温极大值都高于循化站，可见两水库联合

运行，梯级末端呈现累积协同效应。三水库运行期，

贵德站与循化站趋势依然相同，相比前期，两站降温

极大值的差值相近，显现了李家峡水库的协同效应，

同时，上诠站降温极大值未呈现较大波动，分析原因

为，上诠站降温极大值出现在５月和６月，但贵德站
水温受龙库影响，高水位运行时，降温极大值出现在

７月，低水位时，出现在５月，表明了李家峡水库影
响有限，在上诠站累积影响基本消除。在多水库运

行期，贵德站降温极大值升高，但循化站相比前期变

化不大，也反映区间升温恢复提高，上诠站降温极大

值也未出现明显变化。

从年内水温升温极大值看，相比降温极大值，升

温极大值波动较小。两水库运行期，贵德站与循化

站趋势依然相同，上诠站与循化站变化并不一致，与

不同年份气温条件影响和刘家峡水库的运用变化有

关；三水库运行期，李家峡水库的协同效应显著，循

化站比贵德站的升温极大值增大；多水库运行期，循

化站升温极大值又低于贵德站。各水库运行期，升

温极大值的出现时期没有显著变化。

４　结　论

在开展梯级水库群水温累积影响研究中，应判

别不同类型水库水温影响程度的差异，尤其是识别

对水温累积影响贡献大且具有较大波动性的水库。

通过对龙刘河段梯级水库群水温累积影响研究，揭

示了龙羊峡水库对梯级水库水温累积影响起主导作

用，并呈现了水库不同运行过程与水温累积影响程

度具有显著相关的变化特征；梯级水库群水温影响

与水库的规模、建设时序、布设位置以及水库调度运

行方式密切相关，不同类型的水库水温影响存在协

同增大和削弱降低效应，同时，在不同水库联合运行

期水库水温累积影响的差异显著；通过开展研究龙

刘河段梯级水库水温累积效应的规律性，可为制定

梯级水库水温影响的减缓对策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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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任华堂，陈永灿，刘昭伟．大型水库水温分层数值模拟
［Ｊ］．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Ａ辑，２００７，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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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温分布现场观测与分析［Ｊ］．水利水电科技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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