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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开都河洪水、水利工程进行阐述,并以开都河两河入河口处(乌拉斯台河和黄水沟汇入口)为
节点,分别对有、无调蓄性水利工程影响下的设计洪峰流量计算。通过对设计成果的对比分析,中游蓄滞
性水利工程对开都河下游洪水影响较大,下游水利工程设计洪水时应考虑中游蓄滞性工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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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都河水利工程对洪水的影响研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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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无调蓄性工程影响下大山口站设计洪峰流量成果表
统计
参数

均值

Cv

Cs/Cv

洪峰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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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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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频率设计洪峰流量(%,m3/s)

28%~32%。

p=1.0

p=2.0

p=3.3

p=5.0

p=10.0

p=20.0

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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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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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

表 2 无调蓄性工程影响下两河会入口处设计洪峰流量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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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防洪压力,同时随着防洪工程设计洪
峰流量的减小,极大地减小了防洪资金

表 3 有调蓄性工程影响下两河汇入口处设计洪峰流量成果表

投入。

不同频率设计洪峰流量(%,m 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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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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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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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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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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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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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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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鉴于中游已建调蓄性水利工程
对下游设计洪水影响较大,且部分工程
亦兼有防洪任务,因此下游水利工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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