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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库的运行管理与调度工作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其中包括防洪灌溉、水力发电、
资源利用等多个方面。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我国水库运行管理与调度工作目前仍然存在着较
多问题,不仅严重阻碍了水库各项实用功能的顺利发挥,同时还在无形当中浪费了很多宝贵资源。在下一
阶段的发展历程中,应当从现实角度出发,积极改进水库运行管理及调度方法,将水库的运行价值淋漓尽
致地发挥出来。基于此,文章就水库运行管理及其调度策略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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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dispatch of reservoir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various regions, including flood control and irrigation, hydropower generation,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many other aspect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many factors,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of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dispatch in China's reservoir, which not only seriously hinder the smooth
performance of various practical functions of the reservoir, but also waste a lot of precious resources. In the next
stage of development, we should actively improve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dispatching methods of reservoir
from a realistic point of view,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operational value of the reservoir.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servoir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its dispatch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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