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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水库方案变化对下游梯级开发的水温累积影响

唐旺，周孝德，宋策，袁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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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级开发将引起河段水温累积影响，为研究龙头水库方案调整而引起的水温累积影响的新

变化，以黄河上游某河段为例，基于河段上各水文站的观测资料和龙羊峡、刘家峡的实测资料，采用

三维水温模型预测各梯级水库的水温分布，对比各梯级的水温累积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龙头水库

兴建使下游水温呈现冬季升高和夏季降低的均化过程，较天然状况存在滞后性；水电站 Ｂ和 Ｄ对
水温累积影响呈现协同增大效应，水电站 Ｆ呈现削弱减小效应；在暖季龙头水库方案变化对梯级
末端仍有影响。研究结果可为河段梯级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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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梯级开发能最大限度利用河流蕴藏的水资源，
但也会带来一系列生态环境负面影响。水温作为生

态环境影响的一项重要因子，对水生生物的生存与

繁殖、下游农作物灌溉、河道的生态环境等密切相

关［１］，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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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河流流域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与环境系

统，是一个关联度高、整体性强的区域，梯级开发将

引起流域内一系列群体性、系统性和累积性的环境

影响［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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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越来越关注与重视梯级开发引起的

水温影响，邓云等［４］在雅砻江采用二维数学模型法

模拟预测库区水温分布，验证了梯级开发所引起显

著的水温累积效应；黄峰等［５］在乌江采用原型观测

的方法，揭示了不同的水温结构对水温累积效应的

贡献也不同等观点；姚维科等［６］在澜沧江采用原型

观测与模型计算相结合的方法，指出流域开发程度

越高水温累积影响越显著等观点；周孝德等［７］通过

黄河上游龙羊峡—刘家峡段梯级开发所引起的水温

累积影响研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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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策等［８］针对黄河上游梯

级开发，分析得出水温的累积影响表现为非线性的

变化特征等观点；郝红升等［９］指出高坝大库对水温

的累积影响贡献较大，尤其龙头水库开发所带来的

累积影响更为显著。

本文以水电开发的重点流域之一黄河上游为

例，对比“龙头水库”不同开发方案所引起的下游各

水库下泄水温的差异，揭示出黄河上游梯级开发对

河流水温累积效应的规律，确保黄河上游梯级建设

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对上游开展梯级水电规划具有

指导意义。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方法选择原则
本文研究区域为黄河上游某河段，河段全长约

４１３ｋｍ，共规划了６座水电站，各梯级电站地理位置
如图１所示。水电站 Ａ是该梯级的年调节型龙头
大库，综合考虑分别规划了正常蓄水位３４１０ｍ和
３３９０ｍ两种方案，水电站 Ｂ、Ｄ和 Ｆ均为日调节型
高坝大库，针对水库类型采用三维 ＭＩＫＥ模型进行
预测；水电站Ｃ和Ｅ库容小，水库库区回水长度短，
故按河道处理。黄河上游某河段各梯级水电站特性

见表１。

表１　黄河上游某河段梯级水电站特性
Ｔａｂ．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ｅａ

水电站名称
库容／
（亿ｍ３／ｓ）

多年径流量／
（亿ｍ３／ｓ）

库区长

度／ｋｍ
最大坝

高／ｍ
水电站Ａ（３４１０） ４４．５７ １４９．４８ １５７．３ １３９
水电站Ａ（３３９０） ２１．８５ １４９．４８ １１７．６ １１９
水电站Ｂ １２．６ １６７．４６ ７４．６ ２１５
水电站Ｃ ０．９１９ １６９．３５ ２４．９ １１０
水电站Ｄ ４０．４８ １８３．２２ ７７．３ ２４５
水电站Ｅ ０．０８８ １８７．５３ ５．５ ６３
水电站Ｆ ３．７９ ２１６．０２ ７４．１ １５４

图１　梯级电站地理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ｓｏｆｔｈｅｃａｓｃａｄ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１．２　三维水温模型
采用ＭＩＫＥ３模型对水库进行水温模拟，采用模

型中的水动力模块（ＨＤ）和对流扩散模块（ＡＤ）模
拟预测，水动力模块采用了通用的数学模型，该模型

主要控制方程包括连续性方程、动量方程、ｋε方程
和对流扩散方程如下所示。

连续性方程：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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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ε流封闭模型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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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对流扩散方程：

Ｔ
ｔ
＋
（Ｔｕｉ）
ｘｉ

＝ 
ｘｉ

ｖｔ
σＴ
Ｔ
ｘ( )
ｉ

＋
ＱＨ
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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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度对流扩散方程：
Ｃ
ｔ
＋
（Ｃｕｉ）
ｘｊ

＝ 
ｘｊ
Ｅｊ
Ｃ
ｘ( )
ｊ
－ｋ１Ｃ （６）

其中：ρ为水的密度，ｃｓ为水的状态系数，ｔ为时间，ｕｉ
为ｘｉ方向的速度分量，ｐ为压力，ｖＴ为紊动粘性系
数，δ为克罗奈克函数，ｋ为湍动动能，β为容量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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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ｇｉ为重力矢量，Ｔ为水温，ε为紊动动能的耗
散率，Ф为浮力标量，ＱＨ为热量交换，Ｃ指浓度，Ｅｊ
指浓度混合扩散系数，ｋ１指降解系数，ｃ１ε，ｃ２ε，ｃ３ε，
σｋ，σε，σＴ为特征值。
１．３　参数率定

黄河上游某河段共规划了６座水电站，梯级末
端水电站 Ｆ下游已建有龙羊峡水电站。对龙羊峡
水库２００６年库区水温进行模拟，调试参数主要考虑
两个方面，其一是紊动闭合模型的参数 Ｃｓ，其二是
水面和大气的热量交换模型内的参数。

以２００６年在龙羊峡水库坝前作了９次实测水
温为参照，调试参数。在龙羊峡水电站下游３３０ｋｍ

处建有刘家峡水电站，利用刘家峡水库１９８５—１９８６
年５～８月期间的水温观测结果进行模拟验证及参
数率定。

龙羊峡、刘家峡两库模拟水温与实测值坝前垂向

的对比情况如图２所示。５月下旬，两库表层和底部
水体模拟水温和实测一致，但中间水体的温跃层温度

梯级有一定差异；７月下旬，龙羊峡表层水体模拟水
温与实测一致，但底部水体的模拟水温相对偏低，刘

家峡模拟水温与实测基本一致。数学模型的模拟水

温与实测值总体形态吻合良好，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基本符合水温的实际分布规律，验证了模型的适用

性，其热量交换经验常数取值情况见表２。

图２　模拟与实测垂向水温分布对比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

　

表２　水库表面与大气的热量交换经验常数值
Ｔａｂ．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ｈｅａｔ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ｕｒｆａｃｅ

道尔顿

常数ａ１

道尔顿

风力系

数ｂ１

埃斯特

朗太阳

系数ａ２

埃斯特

朗太阳

系数ｂ２

吸收的

光能系

数β

消光系

数λ

０．５ ０．９ ０．２９５ ０．４０１ ０．６ １．０

２　预测结果及分析

２．１　计算条件
黄河上游某河段干流对水温进行长年观测的水

文站有甲、乙、丙，其中水文站甲、丙建站时间较早为

１９５８年，水文站乙于１９８０年建站，水文站甲位于水电
站Ａ库尾，水文站乙位于水文站Ｂ坝址处下游６ｋｍ，
水文站丙位于水电站Ｆ坝址下游１ｋｍ，各水文站多
年月平均水温值见表３。根据河段沿程增温率可得
出河段内各坝址处天然水温。该河段规划的６座水
电站都是首尾相连，即水电站Ａ坝址位置就是 Ｂ库
区尾部，故水电站Ａ下泄水温即为水电站 Ｂ入流水
温，其他水电站与此类似。但 Ｃ和 Ｅ两座水电站库
容小，水库库区回水长度短，按河道处理，其河道水温

沿程变化用一维数学模型模拟预测。

表３　各水文站的水温过程

Ｔａｂ．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ｏｆ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ｎｔｈｓ

水文站
各水文站多年月平均水温值／℃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水文甲 ０．３ ０．３ １．１ ５．５ ９．４１２．６１４．６１４．６１１．５６．８ １．５ ０．３
水文乙 ０．０ ０．０ １．２ ７．０１０．７１３．５１５．７１５．５１２．４７．７ １．８ ０．０
水文丙 ０．０ ０．１ １．４ ６．７１０．６１３．３１５．３１５．３１２．７８．２ ２．０ ０．０

黄河上游该河段有气象站甲和乙，两气象站均

有长年观测的平均气温、相对湿度、风速风向、太阳

辐射等资料。气象条件的选择依照就近原则，同时

比对水电站高程和气象站高程，修正高程差异的影

响。水电站 Ａ、Ｂ和 Ｃ用气象站甲的资料，水电站
Ｄ、Ｅ和Ｆ用气象站乙的资料。
２．２　龙头水库坝前水温分布

水电站Ａ为黄河上游该河段龙头水库，从水力
资源整体有效、经济合理开发考虑，结合坝址开发条

件、梯级衔接等因素考虑，分别对水电站 Ａ规划了
两种方案，方案一对应正常蓄水位３４１０ｍ，方案二
对应３３９０ｍ。分别模拟预测两种方案库区水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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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提取各方案坝前垂向水温分布（见图３）。

图３　龙头水库坝前垂向水温分布
Ｆｉｇ．３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ｆｒｏｎｔｏｆｔｈｅＬｅａｄｉｎｇ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ｄａｍ

　

　　由图３可知，方案一和方案二运行水位年内变
化在２０ｍ以内，方案一对应的正常蓄水位为３４１０
ｍ，１～４月，库区水体表层水温较低，水面７０ｍ以下
为４℃左右的恒温层，呈现弱分层状态；５月入库水
温和气温显著升高，水体水温基本在４℃左右混合
分布；６～９月，入库水温和气温继续升高，水库处于
夏季典型水平分层形态，表层水温明显上升，最大值

在８月份为１４．１２℃，水面８０ｍ以下为恒温层；１０
～１２月气温和入库水温降低，库水体由分层转为混
合。在方案二正常蓄水位３３９０ｍ时，由于蓄水位降
低了２０ｍ，库容减小了２２亿ｍ３／ｓ，冬季库区水体水
温较方案一相比普遍偏低，最小值在 ２月份为
０．８９℃；夏季库区水体分层状态依然明显，表层水

温最高达１４．３７℃，中下部水温较高，底部没有出现
恒温层，致使１０月库水体内部已接近混合形态，混
合期相对延长。

２．３　其余水库坝址处水温变化预测
研究河段共规划了６座水电站，Ｂ、Ｄ和 Ｆ均属

于高坝大库，利用 ＭＩＫＥ３模拟其库区水温分布，由
于Ｃ和 Ｅ的库容及最大坝高相对较小故按河道处
理。上游龙头水库 Ａ规划了两种不同方案，由图３
知其库区水温分布和下泄水温有显著区别，将继续

影响其余水库水温，故分别用水电站 Ａ方案一和方
案二的下泄水温来预测其余水库水温变化。分别提

取水电站Ｂ、Ｄ和Ｆ的下泄水温，对比坝址处天然水
温，见图４。

图４　其余水库坝址处水温变化分布
Ｆｉｇ．４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由图４可知，水电站Ａ方案一和方案二开发对下
游水电站Ｂ、Ｄ和Ｆ的下泄水温仍有一定影响，三库
的下泄水温基本呈现相同的变化规律。４～８月，水
库下泄水温低于天然水温，且方案二的下泄水温均略

高于方案一，水电站Ｂ、Ｄ和Ｆ下泄水温最高值出现
的月份有向后推移的趋势；１０月～次年３月，由于水
库的蓄热调温作用使得下泄水温高于天然水温，在水

电站Ｂ坝址处方案一的下泄水温略高于方案二，而其
余两个坝址处方案一、二基本没有差别。

３　梯级开发的水温累积影响

分别提取水电站Ａ、Ｂ、Ｄ和Ｆ的下泄水温，将其
与天然水温对比，如图５所示。从图可知，高坝大库
的兴建改变了下游河道水温分布规律，梯级开发后

河道水温较天然情况呈现冬季升高和夏季降低的均

化状态，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梯级开发将进一步带

来水温累积影响，具体体现为对水温影响的协同增

大和削弱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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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各梯级坝址处水温与天然情况沿程变化比较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ｌａｔｅｒａｌ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ｖｅｒｓ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ａｔｄａｍｓｉｔ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ｎｔｈｓ

　

　　“龙头水库”Ａ方案变化对下游整个梯级水温
变化有一定影响。在以１２月和２月为代表的冷季，
方案一Ａ坝址处下泄水温的增温效应显著，方案一
Ａ的库容４４．５７亿 ｍ３，而方案二仅为２１．８５亿 ｍ３，
更大的库容在暖季蓄存了更多的热量，导致１２月方
案一Ａ下泄水温为６．６℃，而方案二仅为４．８℃；
水电站Ｂ属于河道型深水库，两种方案 Ｂ下泄水温
的增温效应较Ａ更为突出，由于上游Ａ方案差异导
致Ｂ入库水温方案二均比方案一低，但经 Ｂ调节后
两方案的下泄水温温差已有减小的趋势，１２月方案
二比方案一低１．１℃，２月份低０．５℃；由于水电站
Ｄ属于典型的高坝大库，坝址处下泄水温增温效应
更为明显，水库水位按年内不变化规划，其出水口位

于水面下４０ｍ，使得方案一和方案二Ｄ下泄水温基
本一致，１２月为８．８℃，２月为４．９℃；水电站Ｆ库
容较小，在冷季库区水体的交换量大，方案一和方案

二 Ｆ坝址处下泄水温与天然水温的差值有减小的
趋势，因上游 Ｄ下泄水温基本一致，水电站 Ｆ下泄
水温也基本相同。

在以４月和１０月为代表的冷暖交替的月份，４
月因水电站Ａ两种方案运行方式的不同，方案二升
温更为明显，较方案一高０．６℃，但因为水电站Ｂ、Ｄ
和Ｆ水库泄流方式接近表层出流，气温、入流水温
升高和太阳辐射增强使得三库的表层水体水温升

高，方案一和方案二各坝址处下泄水温已没有差别，

且各梯级坝址处下泄水温与天然水温的温差沿程逐

渐减小；１０月Ａ方案二的库容相对较小其库内水体
降温更为明显，方案二下泄水温比方案一低１．１℃，
水电站Ｂ、Ｄ和Ｆ在经历暖季时蓄存了大量高温水，
使得各坝址的温差却沿程逐渐增大，但在 Ｄ和 Ｆ址
处方案一和方案二的下泄水温已基本一致。

在以６月和８月为代表的暖季，各坝址处方案
一的下泄水温均比方案二低，最大温差在Ｄ坝址处
６月为 １．２８℃，最小温差在 Ａ坝址处 ８月为
０．２８℃。水电站Ａ、Ｂ和 Ｄ同属高坝大库，使得三
库坝址处的下泄水温均比天然水温低，且温差沿程

逐渐增大，两种方案中 Ａ属于多年调节型水库，运
行水位年内在２０ｍ以内变化，５、６月份运行水位为
全年最低值，方案一Ａ下泄水温在６月比天然水温
低２．３℃，８月低１．１℃，而方案二分别低１．８℃、
０．８℃，而水电站Ｂ和Ｄ均属于径流式水库，其水库
水位按年内不变化规划，方案一 Ｄ下泄水温在６月
比天然水温低６．６℃，８月低２．０℃，而方案二分别
低５．３℃、１．５℃，因此水电站Ａ在暖季对水温影响
较小，Ｂ居中，Ｄ最大。水电站Ｆ库容小且泄流方式
接近表层出流，在暖季库区水体的交换量大，故方案

一和方案二 Ｆ坝址处下泄水温与天然水温的差值
有减小的趋势，方案一 Ｆ下泄水温在６月比天然水
温低５℃，８月低０．９℃，而方案二相应值分别低
４．２℃、０．５℃。

４　结　论

１）龙头水库Ａ坝址处下泄水温４～８月均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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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水温，１０月 ～次年２月均高于天然水温，使下
游水电站Ｂ、Ｄ和 Ｆ的下泄水温呈现冬季升高和夏
季降低的均化过程，各梯级的下泄水温最高值出现

的月份有向后推移的趋势。

２）水电站Ａ、Ｂ和 Ｄ都属于高坝大库，其下泄
水温与天然水温的温差沿程进一步增大，对水温的

累积影响体现为协同增大效应，Ａ对水温影响较小，
Ｂ居中，Ｄ最大；水电站 Ｆ库容较小，其下泄水温与
天然水温相对减小，对水温的累积影响体现为削弱

减小的效应。

３）龙头水库Ａ方案二坝址处下泄水温与天然
水温的温差较方案一小；在冷季和冷热交替的４月、
１０月，经水电站Ｂ、Ｄ和 Ｆ各梯级调节后，方案一和
方案二在梯级末端水温已基本一致；在暖季，各梯级

坝址处方案一的下泄水温均比方案二低。龙头水库

Ａ方案二对梯级开发的水温累积影响更小。

参考文献：

［１］ＣａｉｓｓｉｅＤ．Ｔｈ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ｒｅｇｉｍｅｏｆｒｉｖｅｒ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Ｊ］．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５１：１３８９１４０６．

［２］刘兰芬，陈凯麒，张世杰，等．河流水电梯级开发水温累
积影响研究［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学报，２００７，
５（３）：１７３１８０．
ＬｉｕＬａｎｆｅｎ，ＣｈｅｎＫａｉｑｉ，ＺｈａｎｇＳｈｉｊｉｅ，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ｕ
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ｙｃａｓｃａｄｅ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ｂｕｉｌｔｏｎｒｉｖｅ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
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７，５（３）：
１７３１８０．

［３］李兰，武见．梯级水库三维环境流体动力学数值预测和
水温分层与累积影响规律研究［Ｊ］．水动力学研究与进
展，２０１０，２５（２）：１５５１６４．
ＬｉＬａｎ，ＷｕＪｉａ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ｌｕ
ｉ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ｃｏｄｅ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ｗａｔｅｒ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ｌａｗ［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１０，２５（２）：１５５１６４．

［４］邓云，李嘉，李克锋，等．梯级电站水温累积影响研究
［Ｊ］．水科学进展，２００８，１９（２）：２７３２７９．
ＤｅｎｇＹｕｎ，ＬｉＪｉａ，ＬｉＫｅ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
ｃａｓｃａｄｅｐｏｗ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Ｗａ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１９（２）：２７３２７９．
［５］黄峰，魏浪，李磊，等．乌江干流中上游水电梯级开发水

温累积效应［Ｊ］．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２００９，１８（４）：
３３７３４２．
ＨｕａｎｇＦｅｎｇ，ＷｅｉＬａｎｇ，ＬｉＬｅｉ，ｅｔａｌ．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ｙｃａｓｃａｄｅ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ｂｕｉｌｔ
ｏｎｕｐｐｅｒａｎｄｍｉｄｄｌｅ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ｕ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Ｊ］．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Ｂａｓｉｎ，２００９，１８
（４）：３３７３４２．

［６］姚维科，崔保山，董世魁，等．水电工程干扰下澜沧江典
型段的水温时空特征［Ｊ］．环境科学学报，２００６，２６（６）：
１０３１１０３７．
ＹａｏＷｅｉｋｅ，ＣｕｉＢａｏ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Ｓｈｉｋｕｉ，ｅｔａｌ．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
ｐｏ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Ｌａｎｃ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ａｃｈｅｓ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ｂｙｈｙｄｒｏｅ
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Ｊ］．Ａｃｔ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ｅ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ｔｉａｅ，
２００６，２６（６）：１０３１１０３７．

［７］周孝德，宋策，唐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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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西安理工大学学报，
２０１２，２８（１）：１７．
ＺｈｏｕＸｉａｏｄｅ，ＳｏｎｇＣｅ，ＴａｎｇＷａｎｇ．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Ｃａｓｃａｄ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ｏｎ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Ｌｏｎｇｙａｎｇ
ＧｏｒｇｅｔｏＬｉｕｊｉａＧｏｒｇｅｉｎ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２８（１）：
１７．

［８］宋策，周孝德，辛向文．龙羊峡水库水温结构演变及其
对下游河道水温影响［Ｊ］．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１，２２（３）：
４２１４２８．
ＳｏｎｇＣｅ，ＺｈｏｕＸｉａｏｄｅ，ＸｉｎＸｉａｎｇｗｅｎ．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Ｌｏｎｇｙａｎｇｘｉａ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２２（３）：４２１４２８．

［９］郝红升，邓云，李克锋，等．有“龙头水库”的河流引水式
梯级开发的水温累积影响［Ｊ］．四川大学学报：工程科
学版，２００９，４１（２）：２９３４．
ＨａｏＨ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ＤｅｎｇＹｕｎ，ＬｉＫｅ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ｗａ
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ｔｙｐｅｃａｓｃａｄ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９，４１（２）：２９３４．

（责任编辑　杨小丽）

７９３　唐旺等：龙头水库方案变化对下游梯级开发的水温累积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