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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非均匀网格的洪涝过程数值模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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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变化环境下洪涝灾害频发以及实际地形通常存在狭长沟道与广阔泛洪区等问题，本文建立
了一套具有层次拓扑关系的非均匀网格划分模型，并与基于 GPU 加速的高分辩率数值模型相结合模拟地表
水流动过程。以地形高程的梯度变化为基础设计网格划分原则，在需要高分辨率网格的计算域中检测关键
地形特征以可靠地求解浅水方程，并可对局部区域网格静态加密。数值模型采用 Godunov 型有限体积法空
间离散，利用二阶 TVD-MUSCL 格式提高模型的时空精度，通过 GPU 并行技术提高运行速度。使用理想和实
际案例来演示高分辨率模型在非均匀网格上流量模拟性能。结果表明，基于非均匀网格的数值模型具有良
好的稳定性，计算效率在 GPU 加速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与均匀网格相比，其计算效率约为均匀网格的 2-3
倍，在实际大尺度区域洪水模拟中具有一定推广价值。
关键词：浅水方程，非均匀网格，洪水模拟，Godunov 型，GPU 并行技术

1 引言
[1]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暴雨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逐渐增加 ，每年因极端暴雨洪涝
[2-3]

灾害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严重制约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2016 年汛

期我国暴雨洪涝灾害频发，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全国受灾人口达 3282 万，直接经济损
[4]

失约 1470 亿元，与 2000 年以来同期均值相比，直接经济损失偏多 51% ，水安全形式十分
严峻。这就需要利用高精度数值模型研究洪水产生、演进及消退过程，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
[5]

行之有效的科学依据 。
数值模型在预测地表水流动及相关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其本质是对非线性微分方程组
进行求解，其核心在于解的离散。解的离散程度会产生奇异性的解，奇异性使数值模拟受到
阻碍。而网格的生成主导解的离散过程，因此一个高质量的计算网格对模型的模拟精度和计
算效率和有着很大的影响。目前，通常使用两种网格对计算域进行离散，即结构网格与非结
构网格。非结构网格在处理复杂边界问题时具有明显的优势，但非结构化网格关联的数据结
[6]

构更复杂，控制方程的离散化更麻烦 。结构化网格结构简单，数值实现方便，且计算精度
更高，已被众多浅水水流模型采用

[7-8]

。

然而，在实际的洪水模拟过程中，计算域内往往包含地形变化显著的狭窄河道区域及面
[9]

积广阔的泛洪区 ，且模拟通常涉及较大的研究区域。在均匀网格上，大范围的高精度数值
模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大量的计算节点，导致计算效率降低，而非均匀网格可以很好适用于
具有复杂地形特征的区域。对地形变化明显以及相对重要的区域提供精细网格，而其余区域
则由粗网格离散，从而避免非必要的计算，减少计算成本。此外，静态非均匀网格可同时满
1

足质量守恒和 C-property

[10]

，而自适应网格可能无法同时满足以上两项指标[6]。质量守恒

影响着计算精度，C-property 反映模型保持所谓的良好平衡状态的能力，即通量项和坡源
[11]

项之间是平衡的，从而不会出现假动量

，对保证模型的数值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采用一种具有层次拓扑关系的、结构化的静态非均匀网格进行浅层水流模拟的网格
优化，以高程梯度变化为判定变量调整计算域内网格密度，在地势平坦区域适当加大网格尺
寸，在水流模式受复杂地形特征影响的区域内适当加密网格并进行高分辨率计算。与基于
GPU 加速技术的耦合水文与水动力过程的高分辨率数值模型相结合，从而在保持解的精度基
础上，降低计算成本，提高模型的计算效率，以提升其在实际应用中的性能。
2 非均匀网格划分
本文采用递归层次的结构网格（图 1）
，网格大小以网格划分层级 lev 反映，叶网格（如
网格（i，j）和（i，j+1）
）划分层级 lev 为 0，其大小为 Δx0 和 Δy0。对叶网格进行细化
lev

lev

可以得到子网格，子网格大小为Δx=Δx0/2 ，Δy=Δy0/2 。为降低模型复杂性，任何网
格与其邻居网格大小必须满足 2：1 规则，不允许任何网格拥有大于或小于两倍的邻居，采
[6]

用网格之间的相对关系来确定存储邻居网格信息 。

图 1 结构化非均匀网格图

生成精确反映区域地形特征的优化的非均匀网格，一般遵循六个步骤：
1.定义一个初始的均匀细网格来反映所考虑区域的地形数据的最高分辨率，网格大小为
Δx，如图 2 所示；在初始精细网格的基础上设置虚拟背景粗网格，其大小为初始均匀细网
格的整数倍，如图 3 所示。一般粗化水平 lev 分为 2 级，最大粗化水平 levm 由式（1）计算：

 x 
levm  log 2  0 
 x 
式中：Δx、Δx0 分别表示初始网格和虚拟背景粗网格的单元大小。

图 2 根据地形生成的初始精细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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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 3 定义 levm=2 的背景粗网格

2.对于任意背景粗网格，计算其内部所有初始细网格的高程梯度（高程的一阶导数）
。
对于初始细网格（i, j）
，其 x 和 y 方向的高程梯度与河床高程平均梯度分别为：

Grad _ xi , j  

 z  i, j   zb  i  1, j  zb  i  1, j   zb  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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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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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Grad _ yi , j  

 z  i, j   zb  i, j  1 zb  i, j  1  zb  i, j 
zb
 max  b
,

y i , j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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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radi , j   Grad _ x2i , j   Grad _ y2i , j 
其中：zb 为河床高程，Δx、Δy 为初始细网格的大小，Grad_x、Grad_y 分别为 x 和 y
方向的高程梯度，Grad 为河床高程平均梯度。
3.对于任意背景粗网格，计算其内部所有初始细网格的高程梯度变化（高程的二阶导数）
，
对于初始细网格（i, j）
，其 x、y 方向的高程梯度变化与河床高程平均梯度变化分别为：

Gvar _ xi , j  

Gvar _ x  i  1, j   Gvar _ x  i, j 
x

Gvar _ yi , j  

Gvar _ y  i, j  1  Gvar _ y  i, j 
y

(3)

Gvari , j   Gvar _ x2i , j   Gvar _ y2i , j 
其中：Gvar_x、Gvar_y 分别为 x 和 y 方向的高程梯度，Gvar 为河床高程平均梯度。
4．对于任意背景粗网格，取背景粗网格中所有初始精细网格的高程梯度变化最大值

Gvar_max 作为该背景粗网格的坡度变化值 GvarΦ；取背景粗网格中所有初始精细网格对应
的土地利用类型数量最多者作为该背景粗网格的土地利用类型。
5．根据研究区域内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即：建设用地、道路、裸地、林地和草地）重
要程度设置不同阈值优化网格（若仅有一种土地利用，则仅设一种阈值）。对于任一土地利
用类型，设置两层阈值 grcr1 和 grcr2，即网格最高粗化水平为 2 级，当背景粗网格的梯度
变化值 GvarΦ 大于阈值 grcr1，初始精细网格第一次粗化；当背景粗网格的梯度变化值

GvarΦ 大于阈值 grcr2，初始精细网格粗化第二次粗化。否则，网格不需粗化。此外，可根
3

据需求特定某区域，对该区域网格单独细化。
6.引入 2:1 规则保证网格过渡平稳，
即网格大小必须为邻居网格的 2 倍、1 倍或 1/2 倍。
[6]

在此基础上，定义网格顺序编号、连接规则等 。最终，生成优化后的非均匀笛卡尔网格，
该网格邻居信息完全由简单代数关系决定，避免使用显式的数据结构来存储邻居信息

[12]

，从

而使存储需求最小化。网格优化情况如图 4 所示。

图 4 优化后的结构化非均匀网格

3 数值求解
3.1 控制方程
本文利用高精度数值模型模拟研究区域内的洪涝灾害过程，模型所使用的控制方程为平
面二维浅水方程，通常情况下只考虑水平方向流速的平均值，在计算时忽略由底坡带来的垂
向速度和环流。忽略运动黏性项、紊流黏性项、风应力和科氏力的二维非线性浅水方程矢量
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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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x 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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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y、t 分别为笛卡尔空间坐标与时间坐标；q 为变量矢量，含水深 h 和单宽流
量 qx 与 qy；u、v 表示 x、y 方向上流速；F、G 表示 x、y 方向上通量矢量；S 为源项矢量，
包括降雨或下渗源项 i、底坡源项及摩阻力源项； zb 为河床底面高程；Cf 为谢才系数。
3.2 数值求解
3.2.1 数值离散
采用中心格式的有限体积法，将变量存于网格中心，将式（4）在控制体 Ω 上积分得：

q
S
 F G 
d   

d  
d

 t

 t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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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过高斯-格林公式将

 F G 

d  转化为沿控制体边界的面积分，得到式（7）：
  t
t 




q
   F  q   nd   S  q  
(7)

t
式中：Г 为控制体边界；n 为垂直于面元 dГ 的单位向量，F(q)n 为相应界面的通量。
在笛卡尔坐标系下，
（7）中的曲面积分项可以转化为

 F  q   nd    F

E



 FW  y   FN  FS  x

(8)

式中：△x 与△y 分别为笛卡尔坐标系下的网格单元（i，j）的左右和上下边长，FE、

FW、FN 和 FS 分别为网格单元（i，j）的东西南北四个界面的界面通量。
不同于均匀网格，非均匀网格的单元尺寸存在差异，如图 5 所示。单元 ic 的东界面的
通量由 FE = FE1 + FE2 计算得出，其中 FE1、FE2 是通过两个较小单元的西界面的中点的通量。
考虑以 i 为中心的较小像元，通量计算可能涉及位置 w、i 和 e 处的流量变量。由于守恒的
流量变量 h，qx 和 qy 存储在单元中心，因此 i 处的流量变量可直接获得，w 和 e 处流量变量
可通过自然邻居内插法获得。

图 5 非均匀网格中通过控制体积边界的流量

对界面通量进行计算采用近似 Godunov 方法的 HLLC 近似 Riemann 求解[13]，该格式在处
理干单元时的功能要优于其他格式，较好处理复杂地形下干湿交替变化，具有较强的激波捕
捉能力。其界面通量求解过程为

Fi hllc
1/ 2

FL
SL  0

 F  F  S (U  U ) S  0  S

L
L
L
L
L
M
  L
 F R  FR  S R (U R  U R ) S M  0  S R
 FR
SR  0

(9)

式中：SL、SR、SM 分别为计算单元左、右两侧及中间的波速，具体计算见式(10)。当 SL≥0
和 SR≤0 时，计算单元界面的通量值分别由左、右两侧的水力要素确定；当 0≤SL≤SM 和

SM≤0≤SR 时，计算单元界面的中间对流通量值由 HLLC 近似 Riemann 解给出，通量值详细计
算见参考文献[13]。
5


uR  2 ghR

SL  
min uL  ghL , u  gh






uL  2 ghL

SR  
max uR  ghR , u  gh





SM 





hL  0
hL  0

hR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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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uL、uR 分别为计算单元左、右两侧的流速，hL、hR 分别为计算单元左、右两侧的
水深，中间变量 h 与 u 由下式计算。

h  0.5  uL  uR  
u  1 g 0.5






ghL  ghR

ghL  ghR





 0.25  uL  uR  


2

(11)

3.2.2 二阶数值重构
考虑到采用基于 HLLC 近似 Riemann 解求解界面通量在空间上仅具有一阶精度，为使数
值解的空间精度提高到二阶，同时为了避免在数值重构后，在水面梯度大的地方出现数值振
[11]

荡的现象，模型采用 TVD-MUSCL 方法进行数值重构

，表达式为：

1
U iL1/2  U i    ri U i  U i 1 
2
1
U iR1/2  U i 1    ri 1 U i  2  U i 1 
2

(12)

其中：

ri  U i 1  U i  U i  U i 1 
ri 1  U i 1  U i  U i  2  U i 1 

(13)

式中：U 为计算变量，ψ 为限制器函数，本模型采用 Minmod 限制器，其函数表达式为

 0, r  0

  r   min mod 0, min 1, r    r , 0  r  1
 1, r  1


(14)

此外，为保证数值解整体上提高到二阶精度，同时维持数值解的稳定性，对时间步长采
用两阶 RungeKutta 格式
[15]

以区别干湿网格单元

[14]

来获得二阶精度。干湿动边界处理方面，水深容差为 0.000001m

。底坡项使用模型作者提出的底坡通量法处理，摩擦阻力项的计算使

用分裂点隐式法以提高稳定性

[16]

。计算过程中，Courant 为 0.5，使用 CFL 准则来预测下一

个迭代新的时间步长。
3.2.3 GPU 加速方法
考虑到洪水过程模拟尺度较大，模型利用 GPU 并行计算技术，通过 CUDA 语言，将求解
的浅水方程各项在 GPU 上运行，在空间上实现大规模计算各网格水力要素信息；采用 C++语
6

言，将数据的读写、变量初始化运行于 CPU 上。从而，在不降低精度条件下实现高速运算

[17]

。

图 6 为 GPU 计算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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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GPU 计算流程图

4 算例
4.1 三驼峰溃坝波模拟
本文选择三驼峰溃坝波模拟的理想算例来验证模型的稳定性。该溃坝问题由 Kawaharau
[18]

与 Umetsu

提出，被广泛应用于测试模型在二维复杂地形下处理非恒定流的能力，具有一
1/3

定的代表性。研究区域长 75m，宽 30m，糙率 n=0.018 s/m ，底部高程定义如下：

0




2
2
1  0.125  x  30    x  6  

b  x, y   max 
1  0.125  x  30 2   x  24 2 


2
2 

3  0.3  x  47.5    x  15  

(16)

初始均匀网格分辨率为 0.5m，共计 150³60 个方形单元，以此为基础进行非均匀网格
划分，网格最高粗化水平为 2 级，设置两层阈值：grcr1=0.001，grcr2=0.011。经非均匀网
格系统划分，优化后的非均匀网格数为 3216，研究区域地形及非均匀网格分布如下图所示。

图 7 三驼峰区域地形图
7

图 8 三驼峰地形非均匀网格分布图

算例共分两部分：首先，验证和谐性，在整个计算域内设初始水位为 1.875m，1000s
后，计算域内水位保持不变，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静水和谐性。其次，修改初始条件，在
x=16m 处建坝，大坝上游初始水位为 1.875m，下游水深为 0。t=0s 时，大坝瞬时全溃，模拟
运行 300s。图 9 为 P1、P2 和 P3 三个点位基于均匀网格与非均匀网格模拟的水位情况。

(a) P1 水位模拟情况
图9

(b) P2 水位模拟情况

(c) P3 水位模拟情况

P1、P2 和 P3 的均匀网格与非均匀网格模拟水位情况

由图 9 可看出，P1、P2 和 P3 三个测点基于非均匀网格模拟水位变化情况与基于均匀网
格模拟水位变化水位变化吻合度较高，变化趋势一致，均方根误差 RMSE 分别为：
2.24%，2.23%，
1.15%。因此，基于非均匀网格的数值模型具有较高的模拟精度。图 10 为基于非均匀网格模
拟的 t=6s 和 12s 的二维水深图与流速图。

图 10 不同时刻的二维与三维水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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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地形关于直线 y=15m 对称，理论上计算结果应保持对称性，图 11 呈现的水深模
拟结果具有较好的对称性，符合地表水流运动规律。在溃坝水波演进过程中，水波与主峰及
小峰之间不断接触碰撞，在 t=12s 水流绕过主峰在下游形成大片干湿界面，最终在经过多次
碰撞及摩擦阻力的影响下，水流运动趋于平稳。
本算例证明，模型基于 Godunov 格式可以有效捕获由三个驼峰和区域边界相互作用的激
波引起的复杂流动以及干湿界面及水位敏感区，且在干湿边界附近未发生明显的数值扩散，
具有良好的和谐性。此外，基于非均匀网格的模拟计算可以提高模型模拟效率，模拟采用
PC 机，搭载显卡 NVDIA RTX2070 执行，基于均匀网格的 GPU 加速的高分辩数值模型运行
26.948s 可完成 300 s 溃坝水流演进过程，如果采用基于非均匀网格的 GPU 加速的高分辩数
值模型进行计算，模型运行时间为 10.429s，计算效率约为均匀网格的 2.7 倍。
4.2 Toce 溃坝波模拟
本模型为 Toce 河物理模型，较为准确描述了 Toce 河真实地形。该区域溃坝波洪水演进
[12]

模拟

常用于验证水动力学数值模型的模拟精度和数值稳定性，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该物理

模型长约 50 m，宽约 10 m。中部有一空水库。初始均匀网格分辨率为 0.015m，共计约 21
万个方形单元，以初始均匀网格为基础进行非均匀网格优化，网格最高粗化水平为 2 级，设
置两层阈值 grcr1=0.09，grcr2=0.12。经非均匀网格系统划分，优化后的非均匀网格数为
87030，研究区域地形及非均匀网格分布如下图所示。

图 11 Toce 地形数字高程及测点位置分布

利用数值模型分别基于非均匀网格及均匀网格对 toce 溃坝波洪水演进过程进行数值模
拟，干湿水深的网格单元判定条件为 0.000001m，输入条件包括地形文件、入流文件、曼宁
[12]

系数等，左侧为入流边界，右侧为出流开边界，其余设置闭边界，曼宁系数
1/3

s/m

设置为 0.0162

s。图 12 为该研究区域入流流量过程线。图 13 为 P4、P9 和 P21 三个点位基于数值模

拟及实测水位情况。

图 12 入流流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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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4 水位模拟情况

(b) P9 水位模拟情况

(c) P21 水位模拟情况

图 13 P4、P9、P21 测点基于数值模拟及实测水位情况

由图 13 可看出，P4、P9、P21 三个测点基于非均匀网格模拟水位变化与均匀网格模拟
情况及实测水位变化吻合度较高。与实测值相比，非均匀网格模拟水位情况的纳什效率系数
分别为 2.3%，1.0%和 0.9%。因此，基于非均匀网格的数值模型可很好模拟溃坝波洪水演进
情况。图 14 为不同时刻洪水演进过程。

图 14 t=40 s 和 120 s 时溃坝水流演进过程分布

此外，基于非均匀网格的模拟计算可以提高模型模拟效率。模拟采用 PC 机，搭载显卡
NVDIA RTX2070 执行，基于均匀网格的 GPU 加速的数值模型需要耗时 145.433 s 才能完成洪
水演进过程，相同条件下，基于非均匀网格则仅需约为 64.597s，计算效率约为基于均匀网
格模拟的 2.3 倍。
4.3 城市内涝模拟
本文以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为研究区域，该区域降雨多集中在 7 至 9 月，且土地利
用类型多样，下垫面情况复杂

[19]

，选此研究区域模拟城市内涝过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图
10

15 为研究区域地理位置概况图。利用机载激光雷达技术对研究区域地形进行测算，得到分
辨率为 1m 共计 312 万均匀网格单元的 DEM 数据，
图 16 为研究区域数字高程图、
正射影像图。

图 15 研究区域地理位置概况图

（a）研究区域数字高程地形图

（b）正射影像图

图 16 研究区域数字高程及正射影像图

该研究区建筑物林立、土地利用类型多样，下垫面情况复杂，故选择此研究区域进行城
市内涝模拟具有代表性。考虑到计算区域范围较大，初始均匀网格较多，导致计算量大、耗
时长、成本较高。故以初始化均匀网格为基础，采用优化的非均匀网格系统对计算域内不同
的土地利用类型分别进行划分。网格最高粗化水平设置为 2 级，对于 5 种不同的土地利用类
型（即：建设用地、道路、裸地、林地和草地）分别设置两层不同的阈值 grcr1 与 grcr2。
对于高程相对较低的草地、裸地、道路设置同一种阈值，本文首先将阈值设置为

grcr1=grcr1 草地=grcr1 裸地=grcr1 道路=0.5，grcr2=grcr2 草地=grcr2 裸地=grcr2 道路=0.55，当网
格上的高程变化大于 grcr1 时，网格第一次粗化，当网格上的高程变化大于 grcr2 时，网格
第二次粗化，达到最高粗化水平（叶网格水平）；对于林地、建设用地设置另一种阈值，首
先将阈值设置为 grcr1=grcr1 林地=grcr1 建设用地=0.65，grcr2=grcr2 林地=grcr2 建设用地=0.7，当网
格上的高程变化大于 grcr1 时，网格粗化一次，当网格上的高程变化大于 grcr2 时，网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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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粗化，达到最高粗化水平。经划分，非均匀网格数约为 130 万。
采用高分辨率数值模型分别基于初始均匀网格及该阈值设置条件下的非均匀计算网格
对研究区域的内涝过程进行精细化模拟，输入条件包括地形文件、降雨数据、土地利用文件
等，四周为开边界且无入流，计算过程中库朗数取 0.5。其中，地形文件分别为初始均匀方
形网格的 DEM 数据及非均匀计算网格数据文件；降雨数据为 2016 年 8 月 25 日西咸新区云谷
10 号楼气象站实测降雨，累计降雨量 66mm，降雨过程见图 17。

图 17 2016-08-25 场次实测降雨

根据研究区正射影像图，采用最大似然分类法分别对构建的初始均匀方形网格单元及非
均匀网格单元划分成 5 不同的土地利用（建设用地、道路、裸地、林地和草地），并制作成
[20]

土地利用文件。不同土地利用的稳定下渗率及曼宁系数见参考文献

。

利用模型模拟计算域从开始降雨到 7.5h 的积水过程。可根据模拟结果获取到该区域不
同时刻的内涝点位置分布、积水面积、积水深度等内涝情况。由模拟结果可知，t=4h 时，
该区域内涝积水量为最大值，图 18 为基于均匀网格与非均匀网格划分的模拟结果积水量最
大时分布情况。图中共标记出内涝积水量最大时的 4 处积水区（如图中椭圆圈中区域所示）
，
其内涝影响较为严重。

(a) 基于均匀网格的积水点位模拟情况

(b) 基于非均匀网格的积水点位模拟情况

图 18 基于非均匀与均匀网格的积水点位模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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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过程中基于非均匀网格的积水位置与均匀网格的发生位置大致吻合（4 处）。将基
于计算域划分的均匀网格的模拟积水程度与非均匀网格的模拟的积水程度进行对比，对比结
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基于均匀网格与非均匀网格的模拟积水程度对比（t=4h）
积水面积 /m2
内涝点

平均相对误差 (%)
均匀网格

非均匀网格

A

1326

1292

2.56

B

1593

1534

2.97

C

976

956

1.85

D

1733

1656

3.83

由表 1 可知，基于结构化非均匀网格的模拟与在分辨率为 1m 的均匀网格上生成的模拟
相匹配，整个计算域内四处积水位置的积水面积加权平均误差为 2.94%，这表明两个模拟的
准确性相似。此外，本次模拟在模拟采用 PC 机，搭载专业计算显卡 NVDIA Tesla P100 执行，
均匀计算网格模拟共耗时约 13300s，非均匀网格模拟共耗时约 5500s。速度约为原来的 2.4
倍。可见，基于结构化非均匀网格的 GPU 加速的浅水流动模型在模拟过程中在保证准确度的
基础上可有效提高模型的计算效率，缩短模拟时间。
5 结论
计算域内地形的概化精度对模拟结果有较大影响，本文建立了基于非均匀网格的GPU加
速的数值模型以求解浅水方程。并将新模型应用到理想化地形的溃坝算例和实际大尺度地
形的城市内涝算例中，得到以下结论：
（1）三驼峰溃坝算例中，当整个计算域设置同一水位模拟时，水位始终保持不变，表
明新模型具有良好的静水和谐性，满足鲁棒性要求；当模拟溃坝波演进过程时，呈现的水深
模拟结果具有较好的对称性，符合地表水流运动规律，且干湿交替现象明显。表明模型可有
效捕获地形和边界相互作用的激波引起的复杂流动以及干湿界面及水位敏感区，验证了模型
稳定性，且速度为基于均匀网格模拟的2.7倍，提高了模型计算效率。
（2）Toce 河溃坝算例中，分别基于非均匀网格与均匀网格进行溃坝波洪水演进过程模
拟，并将模拟结果与实测数据对比。结果表明，基于非均匀网格的模拟水位与基于均匀网格
的模拟水位及实际水位吻合，运算速度为均匀网格的 2.4 倍。因此，在计算精度大致相等的
条件下，基于非均匀网格的数值模型可进一步提高模拟效率，可有效应用于洪水演进过程的
精细化模拟中。
（3）在沣西城市内涝算例中，采用高分辨率数值模型分别基于非均匀与均匀网格数值
模拟城市内涝过程，并将模拟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基于非均匀网格模拟的积水位
置与均匀网格的发生位置大致吻合，积水面积加权平均误差为 2.94%，速度为均匀网格的 2.4
倍。进一步证明基于非均匀网格模型的高效性，可适用于模拟土地利用类型复杂多样的城市
发达地区的内涝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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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提出的非均匀网格方法可描述区域的复杂地形特征，并与高分辨率数值模型结合
以可靠地求解浅水方程，运算速度在GPU加速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与基于均匀网格的模型相
比，模型具有相似的求解精度，但计算成本较低，计算效率明显提高。因此，在实际浅水流
动模拟中具有更好的潜力，可有效解决大规模洪水过程模拟遇到的精度低、效率慢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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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防洪应急预案编制相关问题
凌永玉 张念强
（1.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038；2.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
京 100038）

摘要：受全球气候变化因素以及“热岛效应”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城市遭受突发强暴雨袭击的频次显
著增多，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城市防洪应急预案是防御和处置城市洪水、内涝、山洪、台风暴潮
等灾害的实施方案。阐述了城市防洪应急预案的构成、编制的总体要求，论述了城市遭遇江河洪水、暴雨
内涝、山洪灾害、台风暴潮等灾害时采取的应急响应等级、确定条件及其调整原则，明确了总体预案、专
题预案、专项预案的编制原则，为我国相关城市编制防洪应急预案提供参考。
关键词：城市防洪；应急预案；编制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
数量、城市人口、城市占地面积、城市经济总量前所未有。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因素以及
“热岛效应”的影响，我国城市遭受突发强暴雨袭击的频次显著增多，汛期“城市看海”现
象每年都有发生。城市防洪应急预案是当城市发生洪涝灾害突发事件时，使城市洪涝灾害处
于可控状态，确保城市防汛和抗洪抢险工作高效有序进行，保障市政公用设施安全，保证城
区道路、供水、排水、供气、供热等市政设施的正常运行，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是城市经济社会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
支持和保障。
1 预案构成及编制总体要求
1.1 预案构成
根据《城市防洪应急预案编制导则》（SL 754-2017）
，城市防洪应急预案一般由城市防
洪应急总体预案、城市防洪应急专题预案和城市防洪应急专项预案三部分构成。
城市防洪应急总体预案是针对城市可能遭遇的各类洪涝灾害，按相关部门、区域在应急
管理各环节上协同联动的要求而做出的总体部署。
城市防洪应急专题预案是针对城市可能遭遇的某一类型洪涝灾害制定的预案或相关部
门针对同一类城市洪涝灾害制定的预案。
城市防洪应急专项预案是相关责任部门或机构针对城市重点防护对象开展防洪排涝、应
急抢险等制定的专门预案。
总体预案、专题预案、专项预案由面到点、相辅相成，构成城市防洪应急预案的整体，
指导城市遭遇洪水、内涝、山洪、台风暴潮等灾害时的应急处置，最大限度降低人民生命财
产损失。总体预案着重强调政策性和指导性，专题预案、专项预案分别立足于灾害特性和灾
害的防御对象，更为具体、更具有针对性。专题预案和专项预案的编写框架上要以总体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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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纲，内容上对总体预案做到更为细致的安排，并具有操作性，编制时以是否管用为标准，
明确做什么、谁来做、怎么做、何时做、用什么资源做等具体应对措施。
1.2 预案编制总体要求
城市防洪应急预案的编制要遵循政府主导、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科学实用的原则。要
科学界定不同类型、不同层级应急预案的定位，做到不同级别预案有所区别、有所侧重，提
高预案的针对性；要坚持从实际出发，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职责的需要，提高预案的实
用性；要充分发挥相关部门单位、应急管理专家、一线工作人员及社会公众的作用，确保预
案符合客观实际，通够用于指导应急处置，便于操作运行。
总体预案要根据城市洪涝灾害特性及危险区的分布等，明确本级防洪应急专题预案和专
项预案的构成；明确下级行政区预案中应包括的洪涝灾害类型、编制的危险区范围，并提出
防御要求；协调落实流域、区域防御洪水和洪水调度方案中的相关措施；根据城市洪涝风险、
防洪减灾能力，因地制宜细化预警、应急响应等相关指标。
2 应急响应等级及调整原则
2.1 应急响应等级
应急响应是指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紧急处置和救援工作。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按照事件的
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突发事件等级分为一级（特别重大）、二级（重
大）
、三级（较大）
、四级（一般）4 个等级，与其相对应的应急响应也分为 4 个等级，即Ⅰ
级应急响应、Ⅱ级应急响应、Ⅲ级应急响应、Ⅳ级应急响应。城市防洪应急预案中要根据江
河洪水、暴雨内涝、山洪灾害、台风暴潮等不同的灾害类型确定相应的等级指标。
（1）江河洪水。江河洪水应急响应等级应结合洪水量级、影响范围和程度及防御能力
等因素综合确定（表 1）
。其中洪水量级根据《水文情报预报规范》
（SL 250-2000）划分，
即重现期小于 10 年的洪水为一般洪水，重现期为 10—20 年的洪水为较大洪水，重现期为
20—50 年的洪水为大洪水，重现期为大于 50 年的洪水为特大洪水。依据区域河流（河段）
的水文特性或防洪工作要求，各编制单位自行选择水位、流量等作为重现期判别指标。除基
于 SL 250-2000 的洪水量级划分外，各区域也可结合实际情况重新划分标准等级。
表 1 江河洪水应急响应等级及启动条件
响应等级

启动条件

Ⅳ级

一般洪水或堤防、水库等防洪工程出现险情，对城市有一般影响

Ⅲ级

较大洪水或堤防、水库等防洪工程出现较大险情，对城市造成较大影响

Ⅱ级

大洪水或一般堤防、水库等防洪工程出现重大险情，对城市造成重大影响

Ⅰ级

特大洪水或重要堤防、水库等防洪工程出现特大险情

（2）暴雨内涝。暴雨内涝应急响应等级应结合降雨总量、历时、强度、影响范围和程
度及防御能力等因素综合确定（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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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暴雨内涝应急响应等级及启动条件
响应等级

启动条件

Ⅳ级

预报或实测降雨对城市有一般影响

Ⅲ级

预报或实测降雨对城市造成较大影响

Ⅱ级

预报或实测降雨对城市造成重大影响

Ⅰ级

预报或实测降雨对城市造成特大影响

（3）山洪灾害。山洪灾害应急响应等级应根据确定或预报的降雨强度、累积降雨量、
水位等阈值指标和分级阈值划分。
（4）台风暴潮。台风暴潮应急响应等级应根据预报情况，结合台风、风暴潮、海浪、
降雨和洪水等预警等级，综合分析影响程度、范围和防御能力等因素确定（表 3）
。
表 3 台风暴潮应急响应等级及启动条件
响应等级

启动条件

Ⅳ级

预报台风暴潮对该区域有一般影响

Ⅲ级

预报台风暴潮对该区域有较大影响，可能出现台风灾害

Ⅱ级

预报台风暴潮对该区域有重大影响，可能出现重大台风灾害

Ⅰ级

预报台风暴潮对该区域有特别重大影响

2.2 应急响应等级确定及调整
根据 2.1 中不同灾害类型及对应的启动条件确定相应的应急响应等级。若城市预报或遭
遇多种类型灾害时，即多灾种叠加时，则根据各自灾种的影响因素分别确定应急响应级别，
在此基础上取最高或更高一级作为应急响应的级别。
一次洪水过程可能会有多个防御级别，即应急响应级别确定后，还需要根据灾害的指标
发展、防洪减灾实际、防洪减灾工程体系安全状况等快速论证，及时调整，因此，预案编制
中需要对应急响应的调整原则、流程等予以明确。
3 预案编制要点
3.1 总体预案
城市防洪应急总体预案是城市防洪应急预案的纲领性文件，是城市应对不同类型洪涝灾
害的综合应急预案。总体预案一般应包括总则、城市概况、组织体系与职责、预防与预警、
应急响应、后期处置等主要内容。其总体目录结构如表 4 所示。
表 4 城市防洪应急总体预案目录结构
章

1

章名

总则

节

节名

1.1

指导思想

1.2

基本原则

1.3

目的

1.4

依据

1.5

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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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2

3

4

5

6

7

章名

城市概况

节

节名

2.1

自然地理与水文气象

2.2

社会经济

2.3

洪涝灾害特征

2.4

洪涝防御体系

2.5

洪涝灾害影响

4.1

灾害监测

4.2

预警类别与等级

4.3

预警发布与解除

4.4

预警行动

5.1

应急响应等级

5.2

应急响应启动与解除

5.3

应急响应行动

5.4

应急响应保障

6.1

灾后救助

6.2

水毁工程修复

6.3

灾后重建

6.4

调查评估

6.5

防汛物资补充

7.1

附图

7.2

附表

7.3

附件

组织体系与职责

预发与预警

应急响应

后期处置

附图、附表和附件

3.1.1 城市概况
介绍自然地理与水文气象、社会经济、洪涝灾害特征、洪涝防御体系、洪涝灾害影响等
城市总体情况。
3.1.2 组织体系与职责
包括城市防汛指挥机构、办事机构的组成（成员单位）及职责、各机构工作机制，如城
市防汛指挥机构下设区或分指挥部的，还需包括各区或分指挥部组成（成员单位）及职责。
3.1.3 预防与预警
包括灾害监测、预警类别与等级、预警发布与解除、预警行动 4 个部分。
（1）灾害监测：明确各类城市洪涝灾害监测要素及监测责任单位、报送机制等，其中
监测时段应覆盖灾害发展的整个过程。
（2）预警类别与等级：根据致灾洪水的种类及可能的危害程度，分类划分预警等级。
等级宜由轻至重分为一般、较重、严重和特别严重四级，用蓝色、黄色、橙色、红色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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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分类明确各等级预警指标及警示标志，并列出预警启动与解除条件表。
（3）预警发布与解除：明确各类灾害预警信息确认、审批流程及发布和解除的责任人。
（4）预警行动：明确各类各等级预警发布方式、范围、对象，城市防汛机构和成员单
位采取的行动和措施。
3.1.4 应急响应
包括应急响应等级、应急响应启动与解除、应急响应行动、应急响应保障 4 个部分。
（1）应急响应等级：根据城市致灾洪水的种类及可能的危害程度，分类划分响应等级，
同时要明确各等级应急响应的启动条件，并列出应急响应启动与解除条件表。
（2）应急响应启动与解除：明确各类洪涝灾害应急响应的确认、启动与解除的审批流
程及责任人。
（3）应急响应行动：明确各等级应急响应发布方式、范围、对象，应急响应启动后城
市防汛指挥机构和成员单位响应行动和措施。
（4）应急响应保障：要明确应急通信，抢险与救援，避险与安置，交通与运输、供电、
供水，治安与医疗救护，物资与资金，信息发布，社会动员与参与，宣传、培训和演习等责
任单位和工作要求。
3.1.5 后期处置
明确灾后救助、水毁工程修复、灾后重建、调查评估、防汛物资补充等责任单位和工作
要求。
3.1.6 附图、附表和附件
（1）附图。包括城市防汛指挥体系架构图、防洪应急预案启动流程图、防洪保护区划
图、排涝区划图、防洪排涝工程分布图、洪水风险图、避险转移安置图等，以及城市水文监
测站分布图、洪水风险区划图、内涝风险区划图、山洪风险区划图、台风暴潮风险区划图等，
图件要素可视防洪应急需要选择、融合。
（2）附表。包括城市防洪保护区基本情况表、城市排涝区基本情况表、重要堤防基本
情况表、重要水闸基本情况表、重要泵站基本情况表、重要水文站基本情况表等，可根据城
市防洪应急管理实际增列附表。
（3）附件。主要包括城市防洪应急指挥通讯手册；城市防洪物资储备手册，含重要防
汛抢险物资的种类、数量、存放地点、管理责任人和联系方式等内容；城市防洪应急专题预
案；城市防洪应急专项预案；城市防洪排涝调度方案；城市灾害避险管理手册等。
3.2 专题预案
专题预案是城市针对可能遭遇的某一类型洪涝灾害制定的预案或相关部门针对城市洪
涝灾害制定的预案，包括城市江河洪水防御专题预案、排水除涝专题预案、山洪灾害防御专
题预案、台风暴潮防御专题预案、洪涝灾害交通管理专题预案等。
专题预案编制的内容应按总体预案的规定及专题的类型，进一步细化预警分级与指标，
同时增加洪涝灾害风险分析、应急响应对策方案与措施及必要的附图、附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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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风险分析
风险分析除开展常规的各频率洪水、暴雨等计算外，还需要结合历史洪水的发生情况考
虑各种风险因素的不利组合。针对江河洪水，需考虑干、支流洪峰的遭遇，典型暴雨分析则
需考虑雨强、雨型、空间分布等因素的组合，台风暴潮则考虑天文高潮与风暴增水、海浪等
的组合，以及洪、涝、潮的遭遇等。
（1）洪水风险分析。与应急响应等级划分相对应，分析城市现状防洪工程条件下洪水
淹没情况，分析洪水的影响区域和可能造成的灾害损失，划定风险区，确定风险等级，绘制
洪水风险区划图。
（2）暴雨内涝风险分析。与应急响应中暴雨级别的划分相对应，分析城市现状排水除
涝工程条件下，积水的可能分布和淹没水深，分析积水影响，评估可能造成的灾害损失，划
定风险区，确定风险等级，绘制内涝风险区划图。
（3）山洪风险分析。与应急响应中山洪级别的划分相对应，分析城市山洪防御体系现
状下，山洪对城市的影响方式、影响区域与程度，划定不同等级的风险区，评估各级别山洪
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绘制山洪风险区划图。
（4）台风暴潮风险分析。分析各级别台风暴潮对区域的影响方式，按照应急响应中台
风暴潮的划分级别，分析城市现状防潮工程条件下，受的影响区域与程度，如台风暴雨淹没
范围、水深等，分析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评估可能造成的损失，划定风险区，绘制台风暴潮
风险区划图。
3.2.2 应急防御方案与措施
（1）洪水防御方案与措施。根据城市所在流域或区域的防御洪水方案与洪水调度方案，
制订城市市区段江河洪水防御预案。结合洪水风险分析成果，明确：应对不同响应等级江河
洪水的对策和措施；洪水调度方案（如水库、湖泊、蓄滞洪区、分洪设施的调度运用等）
；
防洪工程调度规程，重点工程抢险方案、抢险队伍安排；社会动员、群众转移安置等措施。
（2）暴雨内涝防御方案与措施。结合暴雨内涝风险分析成果，明确：不同响应等级内
涝积水排除的责任单位及职责；河、湖、闸、泵等排水调度方案；应急排水与设施抢修等具
体措施。
（3）山洪灾害防御方案与措施。结合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和风险区划成果，明确应对不
同响应等级山洪灾害防御对策和措施。
（4）台风暴潮防御方案与措施。结合台风暴潮风险分析成果，明确：应对不同响应等
级台风和风暴潮灾害的对策和措施；防洪（防潮）工程调度规程，重点工程抢险方案、抢险
队伍安排；风暴潮危险区群众转移路线、安置地点及安置方式等；风暴潮危险区重要物资转
移；对重要设施、危旧建筑物等的防护与抢险等。
（5）交通管理应急方案与措施。根据预报或实时降雨、道路积水监测及交通关键节点
的损坏或拥堵情况等，制定临时管控方案，包括保证市民出行安全、积水主干道路的实时管
控、重要交通枢纽人员的安全与疏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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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专项预案
专项预案是针对城市重点防护对象在应对防洪排涝、抢险应急等制定的专门预案。其重
点防护对象包括学校、医院、养老院、稠密居民区、政府机关、驻防部队、监狱、商业中心、
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旅游休闲场所等重点部位；对城市防洪排涝影响较大的水库、
电站、拦河坝等工程；地下交通、地下商场、人防工程及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等设施；
有毒有害污染物、易燃易爆物生产或仓储地；城区易积水在建项目驻地、简易危旧房屋、野
生动物园；以及其他重要工程和目标。
专项预案除应根据防护对象类型按总体预案、专题预案的规定编制外，可适当调整、细
化相关内容。
3.3.1 重点防护对象概况
简述重点防护对象的地理位置、地形地物、重要设施设备、防洪标准及人员情况等，所
在流域及区域的防洪排涝情况，洪水来源及不同类型洪水发生时面临的洪涝风险。
3.3.2 组织与职责
明确重点防护对象防汛机构、人员组成及具体职责。
3.3.3 预防预警
根据重点防护对象监测或接收的信息进行预警，明确预警的条件、方式、方法和信息发
布的程序。
3.3.4 应急响应
明确应急响应启动条件、灾害信息报送机制、抢险救灾、应急转移、资源调配、人员配
置等。
4 结语
城市防洪应急预案是防御和处置城市洪水、内涝、山洪、台风暴潮等灾害的实施方案，
包括总体预案和专题预案、专项预案，专题预案的编制要以总体预案为纲要，内容上与总体
预案相协调，并细化和补充，专项预案应服从总体预案和专题预案的安排。要加强城市防洪
应急预案的编制管理，在总结各地城市防洪应急预案编制及应用实践经验基础上，融合防洪
减灾风险管理理念和方法，增强城市防洪应急预案的前瞻性、科学性、针对性、实用性和可
操作性，切实提高应急预案的质量和水平，为科学防范和高效有序应对突发城市洪涝灾害事
件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城市防洪应急预案管理办法[R].2015 年 3 月.
[2]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城市防洪预案编制大纲》[R].2006 年.
[3] 李娜、张念强、夏军强,等.面向不同对象的洪水风险分析技术研究与开发总报告[R].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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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石河口演变与河口治导线方案研究
刘壮添 1 陈睿智 1 杨留柱 1 刘

晨2

（1.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广州 510611；2.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430078）

摘要：赤石河口外东西向的沿岸输沙，在河口区涨落潮流和波浪共同作用下，口外沙坝自东向西延伸，
间接加长了河道，影响赤石河流域防洪纳潮。为强化赤石河口管理，保障泄洪、纳潮，兼顾旅游开发等需
求，本文结合赤石河口近期演变及潜在的岸线利用需求，拟定三个治导线方案，并从对防洪防潮、流态、
纳潮量、河势稳定等几个方面综合论证，最终推荐了左岸沿港尾河口顺接赤石河口规划海堤线出河口后，
向垂直河口方向延伸 400m 的方案。
关键词：演变；沙坝；河口；治导线

1 概述
1.1 赤石河口基本情况
赤石河，又名凤河，是深汕特别合作区主干行洪通道，发源于白马山峰，流入红海湾，
2

集雨面积 382km ，河流长度 36.8km。赤石河口具有泄洪、纳潮、旅游景观等多种功能，口
外沙坝砂质良好，河口水质优良，适合旅游开发。
1.2

河口治导线定义
[1]

治导线是河道整治规划拟定的满足设计流量要求尺度和控制河势的平面轮廓线 ，原本
是游荡性河段弯曲型整治设计流路的一种表达方式，在整治实践中需按照治导线来新建和续
[2]

建整治工程、确定整治工程的位置和长度，故确定治导线是河道整治的核心和依据 。河口
治导线既是河口行洪纳潮的外延控制线，又是河口滩涂开发围垦的限制线。治导线方案布置
须在“以泄洪为主，兼顾航运、滩涂开发、岸线利用”的前提下，结合河势、水沙特性，协
[3-6]

调各部门利益要求，达到合理划定河口行洪范围、改善行洪条件的目的

。

2 河口演变
通过对 2010 年以来实测地形和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对比可以发现，赤石河口河势基本稳
定，口外左岸东西向沙坝的发育对河口段滩槽格局造成一定影响。
赤石河口外存在东西向的沿岸输沙，在河口区涨落潮流和波浪共同作用下，口外沙坝自
东向西延伸，迫使口门段深槽向西侧偏移。
2010 年口外沙坝呈 NE-SW 向，沙坝宽度约 150m，口门段深槽宽约 300m；2018 年沙坝向
SW 向延伸约 220m，坝体宽度约 190m，口门段深槽缩窄至 210m；2020 年沙坝西侧前端位置
基本保持不变，在 S 和 E 向波浪作用下发育反向沙嘴，坝体宽度减小，详见图 1。
沙坝在汛期受上游来水和台风暴潮影响，在中部冲决形成新的入海通道，表现出一定的
不稳定性。
受上游洪水和台风暴潮作用，2018 和 2020 年间口外沙坝中部冲决形成新的出口，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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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10m 左右，赤石河形成两口入海格局，但主槽仍位于决口西侧。汛期当上游发生大洪水
时，由于河口段深槽走向较为曲折，洪水来不及宣泄，在沙坝比较薄弱的位置冲决形成更短
路径的入海口。同时沙坝中部直面本区 S 向常向浪，沙坝外侧受波浪淘刷，是沙坝中部容易
决口的另一个原因。

图1

2010-2020 年间赤石河口滩槽格局对比

3 治导线方案
由于赤石河口外沙坝自东向西延伸，迫使口门段深槽向西侧偏移，间接加长了河道，延
缓了洪水宣泄，此外，沙坝在汛期受上游来水影响，在中部冲决形成新的入海通道，说明赤
石河口洪水宣泄任务较大，需考虑流出洪水宣泄通道。另一方面，口外沙坝砂质良好，河口
水质优良，沙坝上进行旅游开发条件较好，为保障泄洪、纳潮，兼顾旅游开发等需求，为河
口整治提供基础导向，需先划定河口治导线。
考虑到右岸海堤基本形成，堤线稳定，其治导线可按堤线确定，自河口天然垭口上端，
沿堤顶前沿线到河口沙坝对岸，再沿多年平均高高潮位与岸边交线下延约 800m。左岸分别
从有利行洪和沙坝开发角度，拟定三个方案（详见图 2）
：
（1）方案 1：沿港尾河口顺接赤石河规划海堤线出河口后，向垂直河口方向延伸约 400m。
（2）方案 2：出港尾河口后，沿沙坝上缘前沿，由中间冲决口前沿出河口，再沿沙坝下缘
向东延伸约 800m 到与河道管理范围线顺接。
（3）方案 3：出港尾河口后，沿现状整个沙坝上缘前沿，出河口后再向东延伸到约 1200m
到与规划海堤线顺接。

图2

赤石河入海口治导线论证方案布置示意图
24

4 赤石河口治导线方案论证
为分析治导线方案效果和影响，应用二维数学模型对洪水、中水、枯水及风暴潮 4 组水
文组合条件下 3 种治导线方案进行模拟。并从防洪防潮、流速流态、纳潮量及河势稳定方面
的影响对 3 种治导线方案进行比选和推荐。
4.1 数学模型构建
4.1.1 网格剖分
二维数学模型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整个红海湾、赤石河河口及上游 4km 河段。研究水域面
2

积约 1155km 。模型采用三角形网格，并在河口附近水域进行了网格加密。共计 54140 个单
元、29092 个节点。模型研究范围网格剖分及局部网格细节分别见图 3。

图3

二维网格剖分结果

4.1.2 治导线方案概化
本次网格剖分中，沿着赤石河口 3 个治导线方案所在位置布置了控制线。治导线陆域侧
区域采用高程抬高的方式进行概化，按全部不过水考虑。
4.1.3 采样点设置
为对比分析三种治导线方案对赤石河防洪纳潮、流速流态、纳潮量等方面的影响，在二
维模型中布置了 21 个水位流速采样断面、16 个流速采样断面，以及在河口处布置了 1 个潮
量统计断面。采样点及统计断面位置如图 4 所示。

图4

赤石河二维模型采样点及潮量统计断面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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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行洪影响
对不同水文条件下各治导线方案特征水位进行统计，统计成果见附表 1，水位变化特点
如下：
50 年、100 年、200 年一遇洪水分别遭遇外海 5 年一遇高潮位条件下，与现状相比，方
案 3 沙坝口（Z1）水位分别壅高 0.54m、0.71m、0.88m，沙坝末端（Z6）水位分别壅高 1.01m、
1.24m、1.46m，沙坝的发育严重影响了赤石河的行洪能力，对深汕特别合作区防洪排涝体系
建设带来较大影响。
50 年、100 年、200 年一遇洪水分别遭遇外海 5 年一遇高潮位条件下，治导线方案 1 产
生的最大壅水为 0.05m、0.04m、0.04m，均发生在距离沙坝口上游 1.2km 处，壅水 0.01m 范
围至上游 3.2—3.6km；方案 2 最大壅水达到 0.73m（200 年一遇）
，上游 4km 处仍有 0.27m
的水位壅高；方案 3 最大壅水达到 1.46m（200 年一遇）
，上游 4km 处仍有 0.67m 的水位壅高，
可见，由于方案 2、3 大幅缩小了河口泄洪断面过水面积，导致上游洪水位壅高明显，将进
一步影响赤石河行洪安全。
表1

50a

100a

200a

采样点水位变化结果表

采样点编号

Z1

Z2

Z3

Z4

Z5

Z6

Z7

Z8

Z9

Z10

Z11

Z12

距离河口（m）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600

2000

2600

3200

4000
4.62

现状（m）

2.08

3.08

3.1

3.11

3.12

3.46

3.63

4.14

4.35

4.52

4.56

方案 1 变化值（m）

0.01

0.02

0.02

0.02

0.02

0.03

0.04

0.02

0.02

0.02

0.01

0

方案 2 变化值（m）

0.21

0.3

0.26

0.22

0.32

0.47

0.4

0.24

0.22

0.21

0.21

0.19

方案 3 变化值（m）

0.54

0.79

0.82

0.86

0.91

1.01

0.89

0.59

0.54

0.52

0.51

0.48

现状（m）

2.19

3.23

3.25

3.26

3.27

3.7

3.89

4.45

4.69

4.91

4.94

4.99

方案 1 变化值（m）

0.01

0.02

0.02

0.02

0.02

0.03

0.04

0.02

0.02

0.02

0.01

0

方案 2 变化值（m）

0.28

0.39

0.33

0.27

0.42

0.6

0.51

0.3

0.27

0.26

0.26

0.24

方案 3 变化值（m）

0.71

1.02

1.04

1.08

1.16

1.24

1.1

0.72

0.66

0.63

0.62

0.59

现状（m）

2.28

3.37

3.4

3.41

3.42

3.93

4.12

4.71

5.01

5.27

5.29

5.34

方案 1 变化值（m）

0.01

0.02

0.02

0.02

0.02

0.04

0.05

0.03

0.03

0.02

0.01

0

方案 2 变化值（m）

0.36

0.49

0.41

0.33

0.53

0.73

0.63

0.37

0.33

0.31

0.31

0.27

方案 3 变化值（m）

0.88

1.24

1.26

1.31

1.4

1.46

1.3

0.85

0.77

0.73

0.73

0.67

4.3 对流态的影响
4.3.1 对流速的影响
对选取洪水和枯水两种典型水文条件，统计不同不同治导线方案下各采样点流速变化情
况，统计成果见表 2，流速变化特点如下：
（1）200 年一遇洪水遭遇外海 5 年一遇高潮位条件下，方案 1 河口靠近沙坝末端（V1）流
速最大增加 0.03m/s，方案 2、方案 3 则分别增加了 0.64m/s 和 1.49m/s。3 个治导线方案下，
流速增加区域均集中在河口附近，上游河段受河口水位的顶托，流速减小，其中方案 3 流速
减小最为明显，在距离河口约 1.2km 的 V7、V8 采样点，减小 1m/s 以上。
（2）多年平均径流遭遇枯季外海天文大潮潮位过程条件下，3 种治导线方案对河口及以上
河道的涨急流速、落急流速影响均小于 0.01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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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采样点编号

V1

距离河口（m）
现状（m/s）
方案 1 变化值（m/s）
洪水
方案 2 变化值（m/s）
方案 3 变化值（m/s）

枯水落
急

枯水涨
急

V2

采样点流速变化结果表
V3

0
3.9

4.8

2

2

0.0

0.0

3

2

0.6

0.5

4

6

1.4

1.1

-0.4

9

8

9

现状（m/s）

0

方案 1 变化值（m/s）

0

方案 2 变化值（m/s）

0

方案 3 变化值（m/s）

0

V4

V5

400

0.7

3.51
0.04
0.14

V6

V7

800
1.41
-0.0
1
0.96
1.23

V8

V9

1200

3.39

0.4

0.01

0.01

V10

V11

2000

V12

2800

3.33

5.19

2.85

2.55

2.03

2.49

-0.0

-0.0

-0.0

-0.0

-0.0

-0.0

6

6

1

1

1

1

-0.5

-0.8

-0.1

-0.0

-0.0

7

5

1

7

9

-0.2

0.45

-0.6

-0.2

-1.0

-1.7

-0.2

-0.1

5

9

6

7

5

7

-0.2

-0.1
-0.2
4

0.25

0.38

0.35

0.2

0.26

0.35

0.13

0.09

0.09

0.0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41

0.54

0.49

0

0.38

0.37

0.15

0.03

0.1

0.04

8

0.9

现状（m/s）

0

方案 1 变化值（m/s）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方案 2 变化值（m/s）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方案 3 变化值（m/s）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4.3.2 对流向的影响
对选取洪水和枯水两种典型水文条件，不同治导线方案下各采样点流向变化情况如下：
（1）在洪水条件下，方案 1 造成的流向变化幅度在 5°以内。方案 2、方案 3 洪水落潮
顺时针方向偏转幅度达 15°。
（2）枯水条件下，3 个治导线方案对河口的流向影响不大，采样点流向变化均在 1°以
内。
综上，枯季，3 种治导线方案对赤石河口的流速、流向基本没有影响。洪季，由于治导
线方案 2、方案 3 大幅缩小了河口泄洪断面过水面积，导致出口断面流速增加明显，方案 1
则对流速影响较小。
4.4 方案推荐
通过以上对 3 个治导线方案的计算分析结果可以看出，3 个治导线方案中，相对于方案
2、3，方案 1 基本没有缩窄现状河口断面，对河口段的洪潮水位、流速流向、纳潮量的影响
都在可控范围内。尤其是洪潮水位影响方面，方案 1 基本维持了现状河口喇叭形的泄洪通道，
保障了汛期洪水的正常宣泄，衔接了规划海堤，因此，本研究推荐采用治导线方案 1。
5 结论与建议
（1）赤石河口由于自然演变引起的河口沙坝发育，对赤石河行洪影响较大，不宜开发，
建议下一步深入研究沙坝形成机理，有针对性地实施疏浚、挑流等措施，确保赤石河行洪安
全。
（2）赤石河口沙坝围垦对赤石河枯季的流速、流向等影响影响均不大，但在洪季特别
是赤石河发生洪水时，除方案 1 外其余两个治导线方案行洪影响均较大，从行洪安全以及与
规划海堤等衔接的角度，本研究推荐治导线方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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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生态流量确定与管控浅议
陈

晖 1,2 刘

达 1,2 谭

超 1,2 黄广灵 1,2 邱

静 1,2

（1.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广州 510635；
2.河口水利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广州 510635）

摘要：广东省生态流量面临着水资源季节差异大、人均水资源量偏低、水资源开发程度高、水质污染
严重等诸多问题，生态流量保障压力较大。以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讨论了现阶段广东省生
态流量的定义与计算，分析了广东省生态流量保障形势，初步确定了广东省生态流量的阶段目标与任务，
为广东省生态流量确定与管控工作提供了思路方向。
关键词：广东省；生态流量；管控

1 研究背景
保障河湖生态流量作为建设“幸福河”的重要基础，是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中构
建幸福生活的重要实践。把确定河湖生态流量作为水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基础性工作，以水而
定、量水而行，合理开发管控用水，优化配置水资源，实现流域的健康发展。
水利部将全国重点河湖生态流量（水量）管控作为 2019 年度“水利行业强监管”的重
点工作，于 2019 年 3 月启动了重点河湖生态流量研究及保障工作并相继印发文件。2020 年
相继印发《2020 年水资源管理工作要点》
（办资管〔2020〕73 号）等系列文件，要求制定出
台生态流量管理政策措施，同时确定一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目标并抓好落地实施。
近三十年来，广东省水资源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强度人类活
动导致部分河流水资源的数量、质量、可利用量及其时空分布均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加
之人们对良好水生态环境需求的不断增长，保障生态流量是广东省水利事业贯彻落实习近平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时期十六字治水方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现实和必然要求。广东省水利厅积极推进省内各地市开展生态流量管控工作，要求 2020
[1][2]

年底前分期分批确定主要江河生态流量（水位），作为流域水量调度的重要参考

。

2 生态流量定义与计算
2.1 生态流量定义
生态流量并非我国首创，而是个舶来词汇。生态流量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3]

水库通过放水产生的“补偿流”来维持下游村庄生活、养殖和航运 。而早期生态流量的概
念大多着重于最低限度的流量从而稀释排放到河流里的污染物以保持河流生态系统的稳定
[4]

。虽然国内学者将“Environmental flow”和“Ecological flow”均翻译为生态流量，

但“Environmental flow”则是国外学者更常用的词汇。根据维基百科网，对
“Environmental flow”定义为“the quantity, timing, and quality of water flows
required to sustain freshwater and estuarine ecosystems and the human livelihoods
and well being that depend on these ecosystems”即维持淡水和河口生态环境以及依赖
于这些生态系统的人类健康生活和生产所需要的水质水量。而目前国内关于生态流量的定义
也莫衷一是，
《河湖生态环境需水计算规范》将河湖生态流量定义为：为维系河流、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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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泽等水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系统性、稳定性等生态保护目标，保障人类生存与发展合理的
[5]

用水需求，需要保留在河流、湖泊、沼泽内的流量（水量、水位、水深）及其过程 。《水
电工程生态流量计算规范》则从工程的角度出发，将生态流量定义为满足水电工程下游河段
[6]

保护目标生态需水基本要求的流量及过程 。
水规总院 2019 的技术文件中确定了生态流量的概念口径：生态流量（水量）包括基本
生态流量（水量）和目标生态流量（水量）。其中，基本生态流量（水量）包括生态基流、
敏感期生态流量（水量）
、不同时段生态流量（水量）
、全年生态流量（水量）等不同指标。
不同时段可包括逐月，或汛期、非汛期等时段，对于东北等封冻期较长的地区还应包括冰冻
期。工作以生态流量（水量）中的生态基流作为主要考核指标。
广东省目前生态流量的确定仍参考水利部试点河湖生态流量保障的做法，生态流量口径
为生态基流。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提高生态流量保障，在分析研判中提出最小下泄流量，
是指同时满足各河段河道内和河道外所有用水需求的流量，包括生态基流、航运流量、压咸
流量以及城镇和农村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农业灌溉用水等需求。
2.2 生态流量计算与确定
对于河道生态流量的计算研究始于上世纪 40 年代。2003 年 Tharme 将统计的 207 种生
[4]

态流量计算方法划归为水文学法、水力学法、栖息地法和整体分析法四大类型 。由于受到
[7][8]

水文资料等因素限制，目前常用的方法仍以 Tennant 法（蒙大拿法）、QP 法等为主

。

现阶段广东省生态流量确定采取 Tennant 法、QP 法等通行方法。综合考虑流域内重要生
态敏感区和保护对象、现有大中型水库等可调度水利工程分布、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等流域
实际，通过分析目标生态流量的保证率，综合分析确定生态流量目标。例如流域内有省级及
以上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重要生态敏感区的，则需重点保障，应取
计算成果的外包值作为目标生态流量；而对于供需矛盾较大、用水较为紧张的粤东、粤西地
区，较大的取值可能导致目标生态流量的保证率偏低，当流域内无生态敏感区等生态需求时，
则可取多种计算结果中的较小值作为目标生态流量。
3 广东省生态流量保障形势
广东省属于东亚季风区，降雨充沛。境内主要水系以珠江的西江、东江、北江和三角洲
水系以及韩江、鉴江水系组成，并具有众多独流入海河流。在丰沛的水资源背后，广东省却
面临着水资源季节差异大、人均水资源量偏低、水资源开发程度高、水质污染严重等诸多问
题，生态流量保障压力较大。
3.1 广东省维持河流生态流量的客观条件相对不利
[9][10]

广东省虽然具备较为丰富的雨热资源，但降雨年内和空间分配均极度不均衡

。约

80%的降雨集中在汛期，而这一时期往往是广东省防汛的重要时期，水库需提前排空库容、
降雨时也要充分泄洪以保证水利工程运行安全。因此，汛期水量大部分被排泄入海，成为无
法存储利用的部分。而枯季又往往存在生活、灌溉和生产用水需求矛盾，20%的来水量往往
无以支撑相应的水量需求，从而导致生态流量被严重挤占。广东省内年降雨量在空间上分布
也很不均匀，既有年均降雨量在 1800—2600mm 的莲花山脉东南迎风坡降雨高值区，也有年
[11]

均降雨量不足全省平均降雨量 7 成的雷州半岛

。珠三角 9 市 GDP 占全省 8 成左右，但水资

源总量仅占全省约 3 成，水资源空间分布与生产力布局严重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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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广东省各区域典型站降雨量统计表（单位：mm）

所属地区

站点

多年平均

粤北

德庆

1453.8

1125.2

328.6

22.6%

珠江三角洲

中大

1622.4

1351.4

271.0

16.7%

双捷

2305.1

1962.5

342.6

14.9%

徐闻

1349.5

1214.2

135.3

10.0%

龙潭

2430.0

2100.2

329.8

13.6%

粤西
粤东

汛期（4-9 月） 非汛期
（10-次年 3 月）

非汛期水量占全年水量比例（%）

注：相关数据摘录自文献[9][10][11]。

图1

广东省地级行政区多年平均水资源量占比（资料据广东省第三次水资源调查评价成果）
广东省生态流量保证程度从干流到支流大幅度减弱。

自 2008 年起，省水利厅组织省各流域局先后通过开展流域水量调度管控生态流量，东
江、北江、韩江以及鉴江流域所确定的控制断面生态流量控制目标均得到了保障。根据第三
次水资源调查评价结果，广东省流域面积大于 100km2 的河流，其干流生态流量满足程度均
高于 90%。但与此同时，随着近几十年广东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大量支流河道被部分或完
全渠化，自然河流转变为半天然河流或人工控制的河流。位于粤东西北的山区河流往往建有
大量引水发电式闸坝，导致部分河段间歇性脱水或完全脱水；而珠三角地区各河涌，受网河
感潮影响显著，往往在河口建有挡潮闸或节制闸，导致内河涌水动力条件变差，水体交换速
度低，生态流量无法得到保障。
3.2 广东省保障河湖生态流量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
广东省虽然很早就开始了生态流量的实践，但大多的工作仍维持在生态流量的确定和计
算方面。为了方便，大多数规划仅仅采用 Tennant 法，并常选用最小值即（不同时段）多年
平均流量的 10%作为生态流量，未统筹考虑流域实际情况，也未对计算的目标流量进行进
一步的满足程度分析。而对于生态流量的监管也相对缺失，目前既没有开展针对性的监测监
控，对生态流量的管理也缺乏具体的法律法规的支撑，从而导致确定的生态流量成为一纸空
谈。
3.3 保障生态流量是广东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将生态文明上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而随着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水资源安全也成为大湾区建设发展的重要环节，与日俱增的资源环境
压力促使大湾区对生态流量管控提出更强烈、更明确的需求。以水定城，量水而行，强化水
资源刚性约束，以生态流量作为水资源管控的重要抓手，是实现广东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
要求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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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广东省生态流量目标与任务
河湖生态流量管理是一项系统的工作，需要多部门长期通力合作。目前，河湖生态流量
管理作为广东省水资源管理的核心工作，确定广东省生态流量管控重点河湖名录及管控目标，
编制第一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管控实施方案是当前一阶段的重点工作，进而逐步建立生态流
量调度与监管体系，使重要河湖生态流量得到有效保障。争取到 2022 年基本建立全省河湖
生态流量管控体系，有效落实生态流量管控措施，并使生态流量基本得到保障。
4.1 确定广东省实施生态流量管控的重点河湖名录
将广东省已开展或即将开展水量分配方案的流域、重要跨行政区河流、水污染攻坚重要
河流、生态敏感重要河流、重要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内重要河流列入实
施生态流量管控的重点河湖名录。在重点河湖名录范围内，选择基础条件好的河流先行开展
试点工作，分期分批推进重点河湖名录内生态流量管控工作。通过试点工作积累实践经验，
逐步建立全省河湖生态流量管控体系。
4.2 建立河湖生态流量管控制度
将实施生态流量管控工作纳入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范围和考核内容，纳入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制定河湖生态流量管控办法，明确管控对象、管控范围、责任主体、
目标要求、管控措施等，建立实施情况评估机制。加强生态流量管控地方立法研究，推进完
善有关法规体系。
4.3 建立河湖生态流量管控技术体系
通过制定广东省生态流量管控技术指南（准则），用于指导合理确定广东省生态流量的
计算标准、准则和管控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以流域生态流量管控为总目标的分级管理技
术体系。
4.4 建立河湖生态流量监测体系
河流重要断面的监测是落实生态流量计算、预警、管控的关键，是及时判断生态流量管
控指标和水量分配指标是否得到满足的核心依据，是合理评价河流开发利用强度的基础。结
合水文站网布局、国家水资源监控系统及流域水资源监测体系建设，逐步实现生态流量监测
数据共享和动态更新，逐步建立生态流量监测预警信息发布机制。
5 展望
5.1 研究适合广东省生态流量的技术方法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河流生态流量研究方面已经开展许多工作，逐步形成了水文学法、
水力学法、栖息地法及整体分析法等四大类计算方法。不同理论方法有其自身的适用条件和
适用范围，各种方法实质上的不同将影响到计算结果，为生态流量管控工作带来不便及不确
定性。因此，亟需根据广东省不同区域河湖水文特性、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水质情况，重
要生境分布等特性，系统梳理出符合广东省河湖特性的生态流量相关理论方法，因地制宜逐
步开展生态流量精细化调度研究，出台广东省生态流量管控技术指南（准则）
，指导广东省
不同类型河湖生态流量的确定及管控工作。
5.2 建立健全生态流量法律法规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规定，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首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
并兼顾农业、工业、生态环境用水以及航运等需要。将生态环境用水置于了不利地位。而对
于生态流量的确定、保障、监督等也缺少配套细化的相关规章制度，未建立部门间的河湖生
态流量保障协同机制，不利于指导各地贯彻执行。从广东省层面上来看，还尚未有明确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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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流量管理的制度和措施，也缺少专门的法规或政策性文件，完善的生态流量法规政策体系
还有待进一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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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水影响评价中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浅析
薛小妮 全

琴

王春棉

（北京清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73）

摘要：作为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北京市将水影响评价审查制度适时与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相结合，
在水影响评价中体现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可避免重复审查。在总结规划水影响评价与海绵城市建设联系的
基础上，以大兴区某街区为例，论证规划水影响评价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的可行性。对于近期进行海绵
城市改造的确存在困难的少量老旧小区，可通过对街区范围新建区域按规划水影响评价要求控制，先行实
现街区整体的海绵城市建设目标。
关键词：规划水影响评价；海绵城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2013 年 12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提出“建设自然积存、自
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在 2014 年 3 月关于保障水安全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
记再次强调要建设“海绵家园”、“海绵城市”。同年 10 月，住建部发行《海绵城市建设
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
，北京市成为第 2 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在海绵城市建设理念逐步发展的过程中，水影响评价制度也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渐完善
的阶段。2013 年底，北京市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契机，在全市推行水影响评价审查
制度。水影响评价分为规划水影响评价及建设项目水影响评价。规划水影响评价参照京水务
计[2014]119 号《关于开展土地储备项目和土地公开交易项目涉水事项论证工作的意见（试
行）
》执行。
从上述时间进程可以看出，在北京市水影响评价大力发展的同时，也是海绵城市建设在
北京推广的时间。作为第 2 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北京市将水影响评价制度适时与海绵城市
建设要求相结合，在水影响评价中体现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将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和三条
红线制度落到实处，同时可避免重复审查。
1 规划水影响评价与海绵城市建设的联系
1.1 概念方面
海绵城市是指城市能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
[1]

“弹性”，下雨时能吸水、蓄水、渗水及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
其本质是在城市建设中，充分保护、修复和恢复城市水生态系统，统筹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
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及超标雨水排放系统，实现雨水的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和利用，
[2]

并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的城市开发建设方式 。海绵城市是一种理念，存在多种落
实海绵城市理念的工程。
规划水影响评价是以街区或特定地区为最小单元，分析规划区域的水资源条件，论证规
划需水规模、水资源配置方案、供排水方案以及规划实施对区域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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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安全的影响等，综合评价规划实施与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的符合性，提出规划方案调
整和优化意见，明确水务管理和保护措施。规划水影响评价制度是一种行政审批制度，是落
实国务院、北京市政府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结果，更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以水定城、
[3]

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重要指示的具体举措 。
虽然规划水影响评价与海绵城市建设在本质上有区别，但二者在实施过程中体现的低影
响开发理念以及雨水综合利用、减少外排径流量和减少水体污染等方面是一致的。
1.2 内容方面
控制性详细规划层面海绵城市建设需结合用地功能和布局，分解和明确各地块单位面积
控制容积、下沉式绿地率及其下沉深度、透水铺装率及绿色屋顶率等低影响开发主要控制指
[1]

标，指导下层级规划设计或地块出让与开发 。
规划水影响评价主要论证区域的水资源、供水、排水、河道及水土保持等水务基础设施
条件对规划指标或内容的约束因素和保障能力；论证规划有关内容与水务政策法规及其他相
[4]

关规划的协调性，提出规划调整和优化的意见 。
规划水影响评价中涉及的再生水、污水等内容，与海绵城市建设中的水资源和水环境相
关；规划水影响评价中关注的防洪排涝安全，与海绵城市建设中的水生态和水安全相关；规
划水影响评价中关注的项目建设及运营后对水土流失的影响，与海绵城市建设中的水生态和
水环境相关，详见图 1。
水资源
水资源评价
水生态
防洪及内涝分析
水环境
水土保持分析
水安全
规划水影响评价

图1

海绵城市建设

海绵城市建设与规划水影响评价基本内容对照图

1.3 控制目标及指标方面
海绵城市建设控制目标中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与规划水影响评价控制目标中的外排径
流系数之间存一定相关关系。
根据《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
》，径流总量控制可以
从不同程度上反映其他控制目标的建设要求，从而成为海绵城市建设的首要规划控制目标，
[3]

并以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来描述 。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海绵城市控制指标是基于控制目标而
确立的，包括 1 项综合指标（单位面积控制容积）和 3 个分项指标（绿色屋顶率、下沉式绿
[1]

地率和透水铺装率） 。
规划水影响评价以供水量及外排径流系数作为核心控制目标。与海绵城市建设年径流总
35

量控制率相关的主要是外排径流系数。根据规划水影响评价要求，外排径流系数需满足
DB11/685-2013《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中“新开发区域外排雨水流量径流系数不
大于 0.4、已开发区域外排雨水流量径流系数不大于 0.5”的要求。与外排径流系数相关的
控制指标主要包括透水铺装率、绿地下凹率及雨水调蓄设施容积。具体要求为：“公共停车
场、人行道、步行街、自行车道和休闲广场、室外庭院的透水铺装率不小于 70%；凡涉及绿
地率指标要求的建设工程，绿地中至少应有 50%作为用于滞留雨水的下凹式绿地；新建工程
2

2

硬化面积达 2000 m 及以上的项目，应配建雨水调蓄设施，具体配建标准为：每 1000 m 硬
3

[5]

化面积配建容积不小于 30m 的雨水调蓄设施” 。
海绵城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是以城市气象降雨资料为基础，其统计方法与传统的降雨统
计方法不同。以北京市为例，当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 80%和 85%时，对应的设计降雨量为
[1]

27.3mm 和 33.6mm，分别对应约 0.5 年一遇和 1 年一遇的 1h 降雨量 。水影响评价外排径流
系数计算多采用 3 年一遇 24h 降雨量进行分析，对应北京市平均设计降雨量为 108mm。
可见，
外排径流系数与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存在一定的转换关系。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主要体现的是对
体积的控制，而外排径流系数在体现对体积控制的同时，也体现了对峰值的控制。
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在保证一定单位面积控制容积的前提下，下沉式绿地率、透水铺装率
和绿色屋顶率这 3 个分项指标可以自由组合。不同地区可根据区域实际情况选取不同标准，
实现弹性控制。而规划水影响评价中，对下沉式绿地、透水铺装率及雨水调蓄设施容积均作
了具体要求，除特殊用地外，均需满足该要求。若按要求配建后，外排径流系数还未达标，
需进一步提高指标要求，直至外排径流系数达标，详见图 2。
海绵城市控制目标

总量控制

峰值控制

污染控制

雨水资源化利用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单面面积控制容积

绿色屋顶率

下沉式绿地率

透水铺装率

外排径流系数

规划水影响评价控制目标
图2

海绵城市建设及规划水影响评价相关控制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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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调蓄设施容积

1.4 措施方面
海绵城市建设措施分为渗透（透水铺装、绿色屋顶、下沉式绿地、生物滞留措施、渗透
塘及渗井）
、储存（湿塘、雨水湿地、蓄水池及雨水罐）
、调节（调节塘及调节池）
、转输（植
[1]

草沟和渗管/渠）及截污净化技术（植被缓冲带、初期雨水弃流设施及人工土壤渗率）等 。
水影响评价中常采取的措施主要有透水铺装、下凹式绿地、蓄水池及雨水罐等。通过表
1 可知，水影响评价中的常见措施是实现消除或减少洪水影响、提高水资源利用和减少污染
[6]

的有效途径 ，同时也是海绵城市建设的措施。但海绵城市建设措施分类更细，种类更丰富。
表1

海绵城市建设与规划水影响评价常见措施对照表

类型

规划水影响评价常见措施

海绵城市建设常见措施

渗透措施

透水铺装、下凹式绿地

透水铺装、绿色屋顶、下沉式绿地、生物滞留措施、渗透塘及渗井

储存措施

蓄水池、雨水罐

湿塘、雨水湿地、蓄水池及雨水罐

调节措施

调节池

调节塘、调节池

传输措施

无

植草沟、渗管/渠

截污净化技术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植被缓冲带、初期雨水弃流设施及人工土壤渗率

2 规划水影响评价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分析
[7]

于磊 等通过 3 种方法的研究表明，北京市“3、5、7”雨水管控体系是从源头推动海
绵城市建设的有效措施，可以在地块层面上实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低于 85%的控制目标，
[8]

[9]

支持了宫永伟 、张宇 等人的相关研究。已有研究主要是针对某个新开发地块或者新建建
设项目。但对于街区，由于其占地面积大，用地性质多样，开发程度不一，尤其是一些建成
时间较早而按规划予以保留的地块，近期很难实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本次结合已有研究，
以北京市大兴区某街区为例，分析对新开发区域按规划水影响评价指标控制，在街区范围内
实现海绵城市建设的可行性。
2.1 规划概况
规划街区位于北京市大兴新城东部京开高速以东，大兴团河农场西侧地区，区位条件优
越。根据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范围东至东环路、西至广新街、北至兴亦路、南至福仁路。
该街区建设用地以居住用地为主、配套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及公共设施用地等。建设用地面
2

2

积 80.89hm ，容积率为 0.6~3.0，建筑密度 25~50%，绿地率 30%，总建筑面积约 142 万 m 。
街区建设用地中部分地块已开发建设，规划予以保留，其他为新开发地块。街区规划范围见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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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街区规划范围

本次主要针对规划水影响评价控制目标中的外排径流系数与海绵城市建设控制目标中
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进行分析。
2.2 规划水影响评价要求
根据 DB11/685-2013《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
，按下式进行综合径流系数计算:

𝛹𝑧 =

∑𝐹𝑖 𝛹𝑖
𝐹
（1）
2

2

式中：Ψz 为综合径流系数；F 为汇水面积/m ；Fi 为汇水面积上各类下垫面面积/m ；
Ψi 为各类下垫面径流系数。
径流总量按下式计算：
W=10Ψ×H×F
（2）
3

式中：
W 为径流总量/m ；
H 为设计降雨量/mm，
北京市大兴区 3 年一遇设计降雨量为 117mm。
外排径流系数按下式计算：
W-∑𝑉

i
𝛹𝑜 = 10×F×H

（3）
3

式中：Ψo 为外排径流系数；Vi 为调蓄设施容积/m 。
已开发保留区域：街区范围内有七个地块为已开发、按规划予以保留地块，绿地率 25%
—30%，建筑密度 25%—30%，容积率 0.6—2.2，包括二类居住用地、托幼及中小学用地。由
于地块建设时间较早，硬化面积大，基本未采取雨洪调控措施，现状保留区域外排径流系数
达到 0.67，见表 2。
新开发区域：新开发区域共包含 30 个地块，用地性质包括二类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教育用地及公用设施用地等。根据规划水影响评价要求，除公用设施用地、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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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场站用地、社会停车场用地外，其他地块均在满足“3、5、7”雨水管控要求的基
础上，进一步满足 DB 11/685—2013《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中“新开发区域外排
雨水流量径流系数不大于 0.4”的要求[5]。将各地块雨洪控制措施汇总，新开发区域通过
3

2

2

建设 7826m 雨水调蓄池、14.79hm 透水铺装、8.83hm 下凹式绿地后，外排径流系数为 0.39，
见表 2。
表2
分类

用地性质

规划范围 3 年一遇径流系数计算表

用地

综合径

面积/hm2

流系数

产流量
/m³

已开

建筑屋顶

5.90

0.90

6 207

发保

硬化道路广场

8.37

0.90

8 814

留区

绿地

6.20

0.15

1 088

小计

20.47

0.67

16 109

建筑屋顶

20.09

0.90

21 155

道路

非透水铺装

7.88

0.90

8 297

广场

透水铺装

14.79

0.40

6 922

普通绿地

8.83

0.15

1 550

下凹式绿地

8.83

0.15

1 550

60.42

0.56

39 474

80.89

0.59

55 583

域

新开
发区
域

绿地

小计
合计

雨水调蓄池容

下凹式绿地调

外排水

外排径流

积/m3

蓄容积/m3

量/m3

系数

0

0

16 109

0.67

7 826

4 415

27 233

0.39

7 826

4 415

43 342

0.46

2.3 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
，到 2020 年，城市建
成区的 20%面积实现 70%雨水就地消纳。根据 2017 年—2035 年《大兴区分区规划》，将海绵
城市理念贯彻到城市规划及建设全过程，采取渗、滞、蓄、净、用及排等措施，将 75%的降
雨就地消纳和利用。综合分析，本次采用 75%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作为海绵城市建设的控制目
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为 22.8mm。
单位面积控制容积是指在以径流总量控制为目标时，单位汇水面积上所需低影响开发设
施的有效调蓄容积（不包括雨水调节容积）[1]，可通过下式求得：
V=10HΨz
3

（4）

2

式中，V 为单位面积控制容积/(m /hm )；H 为设计降雨量/mm；Ψz 为综合径流系数。
街区规划范围内综合径流系数为 0.59，利用上述公式计算海绵城市建设单位面积控制
3

2

3

容积为 134m 。街区建设用地面积 80.89hm ，则整个街区径流体积控制规模为 10831m 。
2.4 街区规划水影响评价与海绵城市建设的关系
该街区范围内，已开发保留区域用地占比约 25%左右。由于建成时间早，水影响评价制
度尚未实行，基本未采取任何雨水调蓄措施，也不满足海绵城市建设要求。新开发区域按水
3

影响评价要求进行雨洪控制。街区规划范围内海绵城市建设径流体积控制规模为 10831m 。
3

按规划水影响评价要求，规划范围内需设置下凹式绿地 8.83hm2，有效滞蓄容积 4415m ，雨
3

3

水调蓄池容积 7826m ，总调蓄容积达 12241m ，大于径流体积控制规模。初步分析整个街区
可实现 75%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的目标。
在维持新开发区域面积不变的情况下，若将已开发区域各用地类型同比例增加（即保证
39

已开发区域综合径流系数保持不变，但整个街区的综合径流系数会发生变化）
，发现当已开
发保留地块用地占比增加至 33%时，新开发区域按规划水影响评价要求进行雨洪控制已无法
实现整个街区的海绵城市建设目标，见图 4。以此类推，在类似以居住用地为主的街区，若
已开发未实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的建设用地面积占整个街区建设用地面积小于 33%，可通过
利用规划水影响评价要求控制新开发区域，使整个街区的海绵城市建设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
标。而随着控制目标的提高，为实现整个街区的海绵城市建设，已开发未实现海绵城市建设
要求的用地占比需逐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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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流体积控制规模

径流体积控制规模随现状保留地块占比的变化情况

3 规划水影响评价阶段融合海绵城市建设理念的优势
3.1 有利于实现区域海绵城市建设
海绵城市建设投资与效益之间的平衡与其可持续性密切相关。规划阶段考虑海绵城市建
设，可从宏观着手，综合考虑市政基础设施情况、各项海绵城市措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从而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街区范围内部分已建成地块近期进行海绵城市改造比较困难，可
综合其他地块进行统一规划，因地制宜配建湿地、蓄水池等海绵城市措施，实现区域整体控
制。
3.2 实现雨洪利用措施的多样化
目前北京市建设项目在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的选择上缺乏针对性，常见的主要是透水砖、
下凹式绿地和雨水调蓄池 3 类。而海绵城市建设包括渗透、储存、传输和截污净化等多类措
施。引入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后，不同类型用地可根据自身的功能构成、土地利用布局和水文
地质等要求，选用具有针对性的海绵城市措施，不应局限于透水砖、下凹式绿地和蓄水池等
[6]

。不过有些措施在长期运行情况下存在雨水径流入渗、雨水资源利用及设施功能衰减等方
[10]

面的风险

，需注意相关的风险防控对策。

3.3 使海绵城市建设具有连贯性
从规划层面考虑海绵城市建设，在规划水影响评价审查中对控制性详细规划提出意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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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指导下一步建设项目水影响评价中的海绵城市建设设计，使海绵城市建设更具有连贯
性，最终将海绵城市建设的各项措施落实到项目建设中。
4 结束语
将海绵城市相关要求纳入水影响评价审查中，具有鲜明的北京地方特征。在规划水影响
评价中融合海绵城市理念，强化规划层面上的雨水管控，可以更好地指导建设项目水影响评
价，切实推进北京市节水型城市和海绵城市的建设，将习近平总书记“以水定城、以水定地、
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重要指示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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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干流银川城市段岸坡防护技术应用实践
陈

峰 哈

佳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郑州 450003）

摘要：黄河干流宁夏段二期防洪工程建设工程中，在银川城市段右岸修建了长度 20.3km 的岸线防护工
程，为保障银川城市段防洪安全起到了关键作用。本文对银川城市段岸坡防护工程的技术原理、工程防护
材料的选择进行了论述。工程建设时采用了直立式、斜坡式两种护坡断面型式、根据防洪材料不同设计了
5 个典型断面，本文将工程断面设计和岸上景观定位的关系进行了说明。工程建成后经过 2 年多的运行，
工程结构安全稳定，提高了城市形象，为今后黄河干流城市段防洪工程的建设，以及下一步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建设，提供技术和实践经验。
关键词：先行区；黄河干流银川城市段；岸坡防护

1 岸线治理现状
黄河干流自宁夏中卫市南长滩翠柳沟入境，至石嘴山市惠农区头道坎麻黄沟出境（右岸
平罗县陶乐镇都思兔河）
，穿越中卫、吴忠、银川、石嘴山 4 个地级市的 11 个市县（区）
，
2

全长 397km，流域面积 5 万 km 。其中银川市作为宁夏省会，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向黄河发
展，城区已和黄河融为一体，是黄河干流宁夏地区最重要的城市段。在宁夏黄河干流进行堤
路结合工程建设时，把银川市城市段按防洪标准 50 年一遇建设。
在黄河干流堤防内，为了满足中小流量河势控导的需要，历年来在黄河滩区沿岸边修建
了一定规模的河道整治工程。作为水利部 172 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2019 年刚建设完成的
黄河干流宁夏段二期防洪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河道整治工程建设。其中，银川市城市段河道一
直靠右岸行进，在黄河干流银川城市段右岸修建了长度 20.3km 的岸线防护工程。沿岸修建
的防护工程消除了河道险情，对黄河干流的河势稳定发挥的重大作用，有效保障了河道行洪
安全，并提升了城市段生态景观效果，促进了沿岸旅游观光开发。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的背景下，2020 年 6 月 8 日，习
近平总书记又亲临黄河宁夏进行考察，提出宁夏要有大局观念和责任担当。2020 年 6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银川听取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进一步指出：
“要把
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作为重中之重，实施河道和滩区综合治理工程，统筹推进两岸堤防、河道
控导、滩区治理，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治理，努力建设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
根据宁夏先行区建设要求、幸福河建设的目标，必须要对黄河干流银川段采用的护岸技
术进行总结、提高，为下一步先行区的建设，提供技术和实践经验。
2 城区段岸坡防护技术原理
为了满足河道安全的需要，需要根据河势变化、岸线出险情况在在凹岸和发生险情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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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一定的长度的岸坡防护工程。对于城市段的岸坡防护工程，需注重河道综合功能的持续
发挥，与沿黄城市带建设需求相协调，支持沿黄经济区的可持续发展。设计原则需首先满足
防洪安全的要求。其次，统筹考虑岸线景观开发、生态保护，兼顾上下游、左右岸已建工程，
依河势演变规律因势利导，全面规划，使整治工程有较强的适用性。结构设计在满足安全稳
定的基础上，要满足生态、景观对岸线治理的要求，高标准的打造岸线防洪工程，结合岸上
景观建设方案采用丰富多样的护岸形式。
目前，在黄河干流宁夏河道治理中，采用的岸坡防护技术原理主要是根据宏观治理方案，
沿现有河道岸边采用抗冲材料进行防护。由于黄河干流河道流量大、流速高，计算可知防护
工程自岸顶到护脚底部的高差较大，
一般都在 9m 以上；同时施工时河道水深往往在 4m 以上、
水下砌筑护脚难度大、施工条件受到限制。为了满足工程结构稳定，故以施工期水位为界，
将防护断面分为护坡和护根两部分，施工期水位以上为护坡，其下为护根。
一直以来，岸上护坡作为直接体现项目生态景观效果的区域，是工程设计建设考虑的重
点，常用形式主要有直立式、斜坡式两种。直立式护坡型式，景观效果好，岸线形态优美，
占地小，常被用于城市景观河道防护中，体现高端、大气的城市景观，但是造价较高。斜坡
式护坡型式，施工简单、适应变形能力强、稳定性好，防洪防凌安全系数高，造价相对较低。
护根工程是河道整治工程的根基，其稳定决定着河道整治工程的成败。其特点是要有较
好的整体性、富有柔性适应河床的变形，又具有较好的水下防腐性能，便于水下施工及修补。
3 防护材料选择
3.1 护坡材料选择
根据城市段岸线建设的需求，城市段岸线设计的重点为护坡材料的选择，护坡材料根据
结构型式需要分为直立挡墙材料和斜坡式护坡材料两种。
3.1.1 直立挡墙材料
直立挡墙材料的选取需要考虑安全性、耐久性、美观性以及对于河道的适应性。根据当
地气候、材料情况特点，宁夏地区直立式挡墙材料常选用浆砌石、混凝土、石笼等，材料对
比详见表 1。
表1
挡墙材料

挡墙结构材料比选表

材料特点

优缺点

散状块石由砂浆胶凝在一

优点：背水侧采用浆砌毛石砌筑，外表面采用大块细料石一顺一丁交错砌

起。

筑，重量大抵抗静冰或流凌撞击性能好，如砂浆脱离，则为大块散粒结构，

浆砌块石挡
墙（表层细
有一定的变形适应能力。
料石）
缺点：造价稍高、施工速度慢
景观自然石由砂浆胶凝在一

点：整体采用大块景观自然石砌筑，石块间采用坐浆不漏浆的施工工艺，

起

景观效果好。重量大抵抗静冰或流凌撞击性能好，有一定的变形适应能力。

浆砌自然石
挡墙
缺点：造价稍高、施工速度慢。
混凝土挡墙

采用素混凝土挡墙砌筑，结

优点：结构整体性好，抗静冰性能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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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墙材料

材料特点

优缺点

构密实。

缺点：整体适应性差，对基础要求高，不能适应变形，景观效果较差。

由高密度聚乙烯或聚丙烯，
格栅石笼

组成的网片状土工材料。

优点：强度大，变形小，施工简单。
缺点：聚乙烯或聚丙烯材料组成，抗紫外线能力差，不能裸露在外，且外
观效果差。

格宾石笼挡

格宾网箱内填充块石，多个

优点：柔性材料，整体性好，适应变形性好，生态性好。

墙

网箱干砌，形成一个整体。

缺点：景观效果一般，与岸线整体景观定位不符。

无锈熔接网箱内填充卵石，

优点：整体性好，适应变形性好，生态性好；网面强度高于格宾，抗静冰

多个网箱干砌，形成一个整

性能力好、内装卵石景观效果好。

无锈熔接网
箱挡墙
体。

缺点：无锈熔接网箱造价稍高。

经过以上综合分析，银川城市段直立式挡墙主要选用浆砌块石挡墙（表层细料石）、浆
砌自然石挡墙和无锈熔接网箱挡墙。对于城市岸线规划中展现现高端、大气的黄河金岸特色
的节点段，采用浆砌石挡墙、表层砌细料石的做法，浆砌石墙外表面采用大块细料石一顺一
丁砌筑，在提高外观档次的同时也降低了工程造价和施工难度。对于生态自然展示区，主要
采用浆砌自然石挡墙。对于需要展现质朴、休闲的滨水旅游景观段落，主要采用台阶状无锈
熔接网箱挡墙，内填卵石。
3.1.2 斜坡式护坡材料
护坡材料的选择应考虑坚固耐久、就地取材、利于施工和维修，既能满足水流冲刷和自
身稳定，同时也应达到美化环境、增加堤岸的美观及自然性，满足城市防洪工程对景观效果
要求高的特点。目前常见的护坡材料很多，但是黄河受特殊的水流条件和水沙特点的影响，
造成多种材料无法使用，黄河干流宁夏段主要的水流特点包括：河道含沙量大、水位变幅高；
部分河床宽浅段，河岸有结冰现象，若遇特殊年份局部河段仍会有较为严重的凌情发生；水
流流速快、冲刷强。因此，对护坡材料的强度、抗冻性、耐久性、抗冲刷能力均有要求。
黄河干流宁夏段上可以使用的护坡材料主要有干砌石护坡、格宾网护垫、生态（植生）
混凝土、混凝土砖（常见有长方形、六角形混凝土块）等，各种护坡的结构组成和优缺点详
见表 2。
表2

护坡工程结构型式的比选

名称

结构组成

优点

缺点

干砌料石护坡

具有一定厚度、要求的料石（0.2m 厚）

景观效果好

料石价格高

具有很强的生态功能和景观

造价较高、后期养护

功能

工作量大

根据植物生长要求选定粒径的碎石和砖石
植生混凝土

制成多孔的混凝土构件，孔内充填改良营养
材料促进植物生长（0.20m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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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结构组成

优点

缺点

柔性结构透水性好，整体性
镀锌钢丝用机械编制成六边形网片制成网
格宾网笼（垫）

好，抗冲刷能力强，具有很

景观效果差

箱，箱内填充适当尺寸的块石（0.40m 厚）
强的生态优势

就地取材，施工简单，可大
混凝土砌块

多边形混凝土预制块（0.2m 厚）

混凝土价格略高
规划预制工效高

本次治理河段为城市河流，护岸的建设要更加重视景观理念，护岸结构型式的采用要将
工程与景观有机的统一起来，与岸上景观工程格调相匹配，因此，护坡材料结合景观功能定
位，不同位置要求选用合适的材料，本次选用干砌料石、六角形混凝土砌块 2 种护坡材料。
3.2 护根材料选择
目前宁夏自治区在黄河干流采用的护根主要由块石、铅丝笼、石笼网兜、土工格栅石笼
抛筑，经自然沉降及多次抢险加固后逐步达到稳定。材料对比见下表
表3
序号

名称

1

散抛石

主要护根材料比选表

结构组成

优点

缺点

具有一定厚度、粒径及重量要

就地取材、施工难度小、价格较

整体性较差、容易被水流冲垮、经常

求的块石

低

需要维护加固

人工编织成网片制成网箱，装

整体性好、柔韧性好、施工简单、

填块石

能适用与较陡的地形、价格适中

铅丝在水位变化区耐水性差，河床卵
2

铅丝石笼

石与铅丝摩擦易生锈断裂，造成护脚
根石走失
抗冲刷性能好，柔韧性好，施工
双绞合六边形金属网面构成

3

石笼网兜

简单、速度快。网面强度高、抗

一次性投资略高

的袋装结构，内装块石
腐蚀能力强，宜适水中抛投
水中抛投过程中土工格栅易被划伤、
4

格栅石笼

土工格栅笼、块石

施工方便，经济
断裂，格栅露出水面容易老化断裂

护根工程是保障工程安全的基础，作为城市段岸线防护工程，护根的安全稳定格外重要。
根据以往黄河干流宁夏段河道治理的经验，银川城市段岸线护根采用石笼网兜（占 3/4）与
散抛块石（占 1/4）混抛，其中石笼网兜作为主要抗冲材料，散抛块石起到填充石笼网兜缝
隙、提高护根材料密实度、进一步提高护根整体抗冲能力的作用。为了满足材料抗冲要求，
根据计算单块散抛块石的重量不得小于 30kg。
4 典型断面设计
城市段岸线防护工程在保证自身稳定和防洪安全的基础上，还要满足和适应城市滨水景
观生态性、休闲性等多种功能的要求。综合分析现状岸滩的地形、水沙条件的特点，结合岸
上景观规划布局和对各段岸线的功能定位，银川城市段防护工程共采用以下 5 种护岸型式。
典型断面一：包括 2 个节点段，第一段在黄河书院处，此段位于临港经济区，岸线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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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展现银川自然之美的门户景观节点；第二段布置银川黄河大桥上游 185m 至辅桥，此段定
位为大桥窗口河段展示区，设计现代开敞广场，沿黄河岸线布置多样化人文体验空间。2 段
防护工程结构型式采用直立式的浆砌石挡墙、临水面光面大块料石砌筑。断面结构详见图 1。

图1

典型断面结构图一

典型断面二：分为 3 段，第一段从银川黄河大桥辅桥至金水控导工程起点，此段定位为
以历史文化为特色的生态城市滨水空间，岸线景观设计为沿黄文化生态走廊；第二段从是黄
河书院节点末端至机场路护岸；第三段从龙王庙退水至银川黄河大桥节点；后 2 段现状为自
然原始的河滩，岸线定位为生态、自然的滨水空间。3 段防护工程结构型式都采用台阶式的
无锈熔接网箱挡墙，断面结构详见图 2。

图2

典型断面结构图二

典型断面三：包含 2 段，第一段从工程起点处至黄河书院，此段为临港经济区窗户展示
河段，紧邻大堤。第二段从金水控导工程起点至横城古堡末端，此段现状为金水控导工程的
老坝垛和横城古堡度假区建设的平顺护岸，标准较低，景观较差，岸线定位为城市康体健身
休闲区。2 段防护工程结构型式采用斜坡式干砌细料石，斜坡坡度 1:3。断面结构详见图 3。

图3

典型断面结构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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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断面四：从横城至水洞沟沟口，此段现状自然基底较好，定位为生态自然展示区，
防护工程结构型式采用浆砌自然石挡墙。断面结构详见图 4。

图4

典型断面结构图四

典型断面五：位于兵沟旅游区上游，岸线的功能定位主要是在满足防洪功能的基础上，
保护岸线不受洪水的冲刷破坏，为滩上的开发利用创造条件，因此，防护工程结构型式采用
斜坡式六角形混凝土砌块，斜坡坡度 1:3。断面结构详见图 5。

图5

典型断面结构图五

5 结语
作为沿黄九省区中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份，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是赋予宁夏的重大战略任务、重大历史使命和重大发展要求。2017 年建设完成的
黄河干流宁夏段二期防洪银川城市段，在 2018、2019 年两次汛期大流量来水期间，工程运
行情况良好、工程未出现险情，有力保障了银川城市防洪安全。工程的建设实施，对银川城
市防洪工程建设、下一步的先行区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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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委工情地市级防办业务平台设计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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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委工情地市级防办业务平台构建了黄委防汛业务数据模型体系，利用 REST 服务技术，建成了
面向“水、雨、工、险、灾”业务信息的防汛专业数据服务。通过 Struts 框架的串联，实现了针对应急预
案、应急响应、值班会商、防办电子公文、指挥调度、应急物资、抢险队伍保障和应急事件地图标注等功
能。直观反映黄河重点工程周边抢险救灾第一线的情况，为防汛指挥和决策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关键词：黄河；Rest; Struts；数据模型；非线性报表

A Platform Design and Study on the Bottom-up Flood
Control Working Platform of Yellow River Conservancy
Commission
DUAN Yong, DU Wen, REN Lei
(Information Center of Yellow River Conservancy Commission, Zhengzhou 450003, China)
Abstract: The Bottom-up Flood Control Working Platform of Yellow River Conservancy Commission
constructed series of data models for flood control work. By using of Rest services technology，
it built up professional data services for various of water monitoring, rain monitoring, projects
monitoring, dangers monitoring and disaster monitoring information. Through logical connection
by the Struts framework, the system finished and provided several useful functions, such as
contingency plan, emergency reaction, on duty consultation, electronic document, command and
dispatch, emergency goods and materials, emergency squad and emergency events marking, etc. The
system could supply first-hand information for emergency-rescue and disaster-relief operations
nearby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provide an important technological support for commanding
and decision making in the work of flood control.
Key Words: Yellow River; Rest; Struts; Data Model; Non-Linear Report

1 背景
工情信息主要指水利工程涉及的防洪调度、抢险救灾活动中所要求提供和参考的工程状
态信息。按其产生的特点可分为基础工情和实时工情。基础工情主要包括水利工程的基础数
据,包括河道、堤防、水库、水闸、蓄滞洪区等防洪工程的地质结构、设计标准、运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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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图纸等,这类信息一般为历史资料信息。实时工情主要包括水利工程运行现状信息、险
[1]

情信息和防汛动态信息,如大坝监测、闸门控制、堤防状态、蓄洪情况、出险情况等 。水
利工程运行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就是洪涝的产生,不仅会对水利工程的整体结构造成不同程
[2]

度的损害,甚至会导致水利工程作用与价值无法体现 。黄河防汛工情信息采集任务十分繁
重。近年来，黄委相继开发了黄河下游工情险情会商系统、防汛物资管理系统等一批涉及工
情上报的防汛信息系统，应用层面主要在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和河南、山东省
及各市、县河务局。为实现工情信息采集的数字化，黄委部分靠河工程上建设了防洪工程查
险系统，实现了工程河势、险情的数字化、信息化管理。随着流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治
[3]

黄业务的不断深入，已建防汛系统在诸多方面的不足也日益突出 。部分工程的工情信息采
集依旧采用人工观测，由于观测手段落后，观测周期长，使许多工情信息得不到及时上报和
更新。工情信息传输整体手段落后，主要以电话、传真为主要载体进行传递，传递速度慢，
信息量小，变化较快的信息不能及时得到反映。为提高工信息采集的时效性，提高工情信息
综合运用效率，建设工情信息采集上报系统十分必要。
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简称“防指系统”）是防灾减灾重要的非工程设施。为了进一
步提高黄河流域工情信息采集上报和分析处理的能力，进一步提高水旱灾害信息采集、传输、
处理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提高防汛抗旱指挥决策的科学性。防指系统二期工程在黄河中下游
防洪河段，建立十六个地市级工情分中心，配备一定数量的移动险情采集设备，实现险情移
动传输设备与工情分中心的信息传输。同时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对黄委各地市信息资源进行
整合，建成集“工情、水情、险情、物资、移动视频监控、应急预案、抗旱、电子公文、指
挥调度”等功能的一体的地市级可视化工情指挥平台。
2 平台建设内容
工情地市级防办业务平台是黄委地市级防办处理日常工作的业务平台，是工情信息采集
系统的建设内容之一。其目标是建成集“工情、水情、险情、物资、移动视频监控、应急预
案、抗旱、电子公文、指挥调度”等功能的于一体、用户覆盖可视化工情指挥平台。建设范
围包括中下游河段的山西、陕西、豫西、焦作、郑州、新乡、开封、濮阳、菏泽、东平湖、
聊城、德州、济南、淄博、滨州、河口 16 个工情分中心。
系统功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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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地市级防办业务平台功能结构图

（1）综合信息服务：包括工情信息查询、水雨情信息查询、防汛部署信息查询、灾情
信息查询、险情信息查询等。
（2）应急预案：综合管理水库、堤防、蓄滞洪区等重点防洪工程，以及重点流域、江
河的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洪水调度方案等。
（3）应急响应：综合管理防汛、抗旱的应急响应启动和中止，以及上下级应急响应的
协调等。
（4）值班会商：为防汛抗旱值班和会商提供相应的工作平台，实现相关信息的集中展
示。
（5）电子公文：实现自身以及上下级防汛抗旱公文的电子文档共享、处理等功能。
（6）指挥调度：实现防汛抗旱指挥调度涉及的调度指令、调度图表、决策支持和执行
反馈等信息的汇集、查询与处理等功能。
（7）应急保障：实现防汛抢险队、抗旱服务组织、防汛与抗旱物资，以及防汛抗旱专
家等综合管理功能。
（8）灾害现场支持：实现对派出工作组、专家组的管理，专家知识与技术支持，以及
现场图像视频信息的移动采集、传输与处理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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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应急事件地图标注：满足突发水旱灾害应急事件地图标注要求，制作规范化的地
图报送文档。
3 总体框架设计
系统服务于 16 个工情分中心的防办业务人员，用于各级防办处理日常业务、工情险情
信息查看等。以实用为出发点，开发综合信息服务、应急预案，应急响应、值班会商、电子
公文、指挥调度、应急保障、灾害现场支持和突发水旱灾害应急事件地图标注等功能，其系
统总体框架如图 2 所示：

图2

地市级防办业务平台总体架构

地市级防办业务平台由数据支撑层、数据模型层、服务控制层和应用视图层组成。其中，
应用视图层提供用户交互的应用程序界面，提供包括综合信息展示、值班会商、应急保障、
应急预案、电子公文、灾害现场支持、应急响应、智慧调度、突发事件地图标注和系统管理
等功能。
服务控制层是界面层和数据层的桥梁，它响应界面层的用户请求，执行服务请求通过数
据模型层从数据支撑层抓取数据，并将必要的数据传送给视图层。涉及的服务主要包括黄河
一张图服务、用户认证服务、安全加密服务、日志监控服务、Struts 控制器服务、数据访
问控制服务和图表服务等。
数据模型层依据系统所涉及业务数据的特点，构建了综合信息、值班会商、应急保障、
应急预案、电子公文、灾害现场支持、应急响应、指挥调度、突发事件地图标注和系统管理
共十类数据模型对象，为服务控制层各类服务提供了持久化的数据模型映射。
数据支撑层通过黄河防汛专业的各类业务数据库和外部业务数据来源提供应用程序所
需的数据，数据资源主要包括：防指二期空间数据库、防指二期防洪工程数据库、黄河数据
中心综合数据库和外部的公众数据服务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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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台创新点
（1）在黄委防汛业务工作中，首次提出并构建了黄委防汛业务数据模型体系
为了增强数据资源的可复用性，方便业务服务在今后可被方便的扩展到移动端进行展示。
依据防指二期和黄委工情地市级防办业务平台所涉及业务数据的特点，构建了综合信息、值
班会商、应急保障、应急预案、电子公文、灾害现场支持、应急响应、指挥调度、突发事件
地图标注和系统管理共十类数据模型对象。
黄河防汛业务数据模型对象的建设，为各类防汛业务应用开发提供了统一化的持久化接
口，减少了今后重复开发防汛业务功能工作量。同时，该模型对象适应了 WEBSERVICE 和 REST
服务技术对数据进行封装的技术要求，是应用系统控制层和数据支撑层间通信的桥梁。
（2）利用 REST 服务技术，在黄委防汛抗旱减灾工作中，系统性的构建起了面向“水、
雨、工、险、灾”业务信息的专业数据服务体系。
在黄委工情地市级防办业务平台的开发建设中，通过统一平台服务建设标准，开发了较
为轻量级的 REST 服务。结合构建的黄委防汛业务数据模型体系，建成了面向“水、雨、工、
险、灾”业务信息的专业数据服务。开发完成的 REST 数据访问服务具有部署灵活、与应用
程序松度耦合、占用系统软硬件资源小、易于移动端应用开发的特点。
（3）在“黄河一张图”基础上开发了工情综合信息服务，可为黄委业务系统提供工情
信息服务支撑。
结合水利部天地图和水利普查数据，利用国家防指二期防洪工程数据库和地理空间数据
库建设的成果，在黄委原有基础数据成果上，自主开发构建完成了黄委防汛业务 GIS 服务和
业务操作接口。
“黄河一张图”综合信息服务对外可提供针对这些空间数据和与其空间信息
关联的“水、雨、工、险、灾”信息的信息检索、地图定位、会商描绘、空间距离测量和右
键信息辅助提示等功能。
工情综合信息服务部署后，可后续为黄委各类业务应用提供统一的地图信息服务，减少
了重复开发的工作量，在建设思路上具有创新性。同时，信息检索、地图定位、会商描绘、
空间距离测量和右键信息辅助提示等功能均为自主研发，在技术的实践层面也具有创新性。
（4）通过 Struts 框架的串联，实现了针对防汛业务关注的应急预案管理、应急响应管
理、值班会商管理、防办电子公文管理、指挥调度管理、应急物资及抢险队伍保障和应急事
件地图标注功能
Struts 框架结合“黄河一张图”综合信息服务、黄委防汛业务数据模型体系和“水、
雨、工、险、灾”REST 服务，有机的将多种新技术和业务体系结合在一起，为黄委今后信
息化软件开发应用服务资源整合投石问路，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作用。
（5）利用非线性报表数学模型，提升了报表设计的效率
采用了革命性的多源关联分片、不规则分组、自由格间运算、行列对称等技术，使得复
杂报表的设计简单化，以往难以实现的报表可以轻松实现，避免了大量的复杂 SQL 编写与前
期数据准备，报表设计的效率得到了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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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经验总结
5.1 “黄河一张图”服务的应用
目前已有的 GIS 服务研究和应用大部分依赖于国外的地图应用平台，如 ArcGIS 和谷歌
地图，所开发的地图服务中的图层定义的范围广泛，水利专业性不强。接口开发工作往往依
赖于国外产品。
“黄河一张图”共整合了水利部防指系统、水利普查、天地图基础地理等水
利部数据资源，涉及黄河流域片专题矢量数据 42 个类目、影像数据 9 个类目。此外，在整
合水利部数据资源的基础上，深度融合了黄委已有的影像、专题矢量、地形、三维、监测、
视频等数据，包括 60 余类黄河基础地理数据，100 余类治黄业务数据，气象、水文、水质、
[4]

凌情、闸控等监测采集数据，1000 余路视频数据及 50 余类遥感影像数据 。利用“黄河一
张图”服务，通过 Struts 架构的串联，开发了针对“水、雨、工、险、灾”等业务 REST
数据服务，可实现信息检索、地图定位、会商描绘、空间距离测量和右键信息辅助提示等功
能。服务部署灵活，调用方便。
5.2 数据模型技术的应用
由于“轻应用”的编程思想被广泛推广，为了结合 Webservice 和 Rest 服务技术进行业
务处理逻辑封装，依据应用系统 MVC 架构设计思想，数据模型对象近年来被广泛的应用在专
业性较强的应用系统研发和设计当中。然而，在水利信息化应用行业，已有的数据模型对象
研究具有较强的流域性特点。依据黄河流域防汛办公的业务特点，结合防指二期和黄委工情
地市级防办业务平台所涉及业务功能要求，构建了基于黄委防汛业务的数据模型。
5.3 面向“水、雨、工、险、灾”业务信息的 REST 服务技术
在黄委防汛业务数据模型体系的基础上，黄委工情地市级防办业务平台依据自身业务功
能的需要，利用 Rest 服务技术，基于“黄河一张图”服务，构建起了面向“水、雨、工、
险、灾”业务信息的专业数据服务。Rest 是一种软件架构风格，易于实现跨平台、跨语言
[5]

集成及实现空间数据表述 。依托黄委工情地市级防办业务平台所构建起的 REST 服务提供
具有完善的“增删改查”功能的数据访问控制接口。开发完成的服务具有部署灵活、与应用
程序松度耦合、占用系统软硬件资源小、易于移动端应用开发等特点。
5.4 基于 Struts 的简洁开发实施
目前，针对于 Struts 架构的研究大多集中在 Struts+ Spring+ Hibernate（SSH 集成开
发）集成开发以及 SSH 集成开发与 REST 服务相结合的应用共享整合机制研究方面，牵涉到
的技术和概念较为广泛，应用开发实施过程复杂。黄委工情地市级防办业务平台构建起的
Struts 架构能够串联整合 GIS 服务和 REST 服务的场景，部署灵活，开发应用实施过程简单，
相对复杂的 SSH 集成开发与 REST 整合工作过程易于实施，可较为显著的减少人力资源成本
的投入，相对更易进行技术方面的推广和应用。
5.5 非线性报表模型的应用
报表是各行各业进行数据展示的重要手段,但是普通的报表工具不能满足中国式复杂报
[6]

表的设计需要 。黄委工情地市级防办业务平台中的各类业务涉及了大量的复杂表头统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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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需求，为此采用了非线性报表模型技术。
非线性报表模型可以直接嵌入到应用服务器中，不需要经过应用服务器与报表服务器的
基于网络层的传输环节，可以大大提高报表的加载和展示速率。非线性报表模型还可以方便
的在应用服务器集群下部署，具有较高数据并发处理能力。此外，非线性报表模型报表还可
以实现可靠的跨平台布署，保证了在不同操作系统、应用服务器环境下系统的兼容性、稳定
性与可靠性。
6 展望
工情地市级防办业务平台的建设为黄委各级管理部门尤其是地市级防办提了供业务工
作平台，弥补各县市级水旱灾害防御人员在使用工情险情会商系统中的不足，为以后系统扩
展和相关系统结合积累了宝贵经验。系统自开始正式运行后，在各县市级水旱灾害防御业务
工作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直观反映抢险救灾第一线的情况，为防汛指挥和决策提供重要技术
支撑，为日常的防汛减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随着大数据、虚
拟现实（VR）等技术的不断成熟，下阶段将积极结合各单位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需求，利用
虚拟现实、全景摄像、机器学习等技术，补充完善工情地市级防办业务平台的功能。如:可
结合在线视频资源，结合知识图谱技术，在黄河一张图上自动关联黄河流域重要河岸、工程
等水利对象的全景模拟场景。通过空间地理数据、河道工程基础信息数据、实时与历史各类
气象数据、水雨情数据、预警数据、险情数据、滩区社会经济等数据，利用混沌分析、关联
规则分析、灰色模型等技术，实现对黄河重点防洪工程的出险概率进行预测，对防洪工程安
全运行情况进行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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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城市水文业务系统及信息服务平台建设规划研究
袁德忠 曾

凌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武汉 430010）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水问题（洪水内涝、供水安全和水环境污染等）愈发突出，对城
市水文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针对当前江西省城市水文业务系统建设的不足，提出了城市水文业务
系统和城市水文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的构想及具体实施方案。当前江西省的城市水文建设，需充分利用已有
水文信息化建设成果，不断优化城市水文站网布局，加强城市水文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拓展城市水文业务
应用系统，为城市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生态和水资源安全等提供更全面、优质、高效的服务。
关键字：江西；城市水文；信息服务平台

Abstract: As a result of rapid urbanization, the urban water issues (e.g. waterlogging,
security of water supply and water pollution) have become more significant, which demands a better
construction of urban hydrology system. Accounting for the shortage of construction of urban
hydrological service for Jiangxi province, this study provides a brief framework o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hydrological service system and urban hydrolog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Currently,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hydrology system for Jiangxi province should base
on existing infrastructure, optimiz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hydrological station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hydrological infrastructure, continuously upgrading
urban hydrological service system.
Key words: Jiangxi; Urban hydrology;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1 引言
城市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急剧
增长的城市规模和城市内涝、水资源短缺、水生态恶化等问题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1-4]

。江

西省在 2010 年、2011 年、2014 年频发城市内涝事件，对社会管理、城市运行和人民群众生
产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

[5-6]

。城市水问题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城市的发展需要

提供更加精细的水文水资源信息，城区水文监测也越来越成为政府管理和社会公众关心的突
出问题。
江西省城市水文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而长期以来，传统水文服务对象主要为防汛抗旱
减灾、水资源管理及水利工程建设服务，服务对象单一，服务方式与经济社会发展及公众需
求存在差距，缺乏使水文服务更多融入社会及公众生活的有效手段。随着江西省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和河长制的实施，大水文发展观的提出和治水理念的不断
完善，对水文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承担的任务日益繁重。然而，江西省现有的水文站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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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水文监测能力、信息服务与共享、科技创新及管理体系不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水文事
业发展中的矛盾日益突出。
近年来，江西省水文局先后开发了水情综合业务系统、江西省中小河流洪水预警预报系
统、水资源管理系统、在线水文资料整编及综合信息服务系统等多个应用系统的建设，但尚
未构建规划与城市水文相关的数据库和对应的专项业务系统，在城市防洪排涝、渍水监测、
水资源管理、预警预报方面还存在不足。通过对江西省各市城市业务应用系统调查，除萍乡、
九江有规划设计有关城市水文业务系统外，其它城市尚未开展有关城市水文业务系统工作。
根据江西省城市水文发展现状，拟以江西省水文局为研究对象，构建江西省城市水文业
务系统和城市水文信息服务平台。
2 城市水文业务系统建设
2.1 系统总体架构
城市水文业务系统主要包括通信传输、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和业务应用系统，总体架构如
图 1 所示。其中业务应用系统包括二维可视化洪涝淹没系统、水资源分析评价系统和水环境
与水生态分析评价系统。主要目标为：1）实现江西省内涝、水生态破坏的监测和预警预报，
为江西省防洪排涝、水生态修复和河湖健康维护提供科学依据；2）实现与历史水文数据库、
实时雨水情数据库等数据库的共享及城市水文数据的存储，通过以数据共享服务为特征的数
据存取接口（存取中间件）
，为应用服务和决策会商提供支持。

图1

江西省城市水文业务系统框架

2.1.1 通讯传输
利用水利专网、运营商网络，结合 5G/4G 等技术，建设高效、可靠、实时的通讯传输网
络，满足数据传输、存储及业务应用的需求。
2.1.2 数据共享服务平台
数据共享服务平台既是资源的管理者，又是应用的服务者，一方面完成共享数据的汇集、
存储和管理；另一方面，为应用服务和决策会商提供数据支持；同时还为业务模型提供管理
服务。
2.1.3 业务应用系统
在数据共享服务平台的统一支撑下，对水文业务应用系统的建设进行全局的统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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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业务应用在一个框架中形成一个有机整体，通过调用或组装应用支撑平台的基本组件，
满足不同用户的实际业务应用需要。
2.2 信息组网建设
目前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 GSM 网络和 GPRS 网络覆盖范围广，且信号强且稳定，拟建的
监测站点均有 GPRS 和 GSM 信号。因此，确定新建监测站点采用 GPRS 通信信道完成水文基础
数据传输，并将 GSM 作为辅助通信信道。视频监控、显示屏信息采用 5G 或 4G 模式进行信息
传输。
监测点信息由采集端设备采集，通过 GPRS 或 5G、4G 无线网络将数据发送到数据共享服
务平台服务器，数据共享服务平台服务器统一整理、存储数据，并形成显示报文内容，同时
通过水利专网将数据传输到省水文局数据中心。此外，显示屏利用 GPRS 或 5G、4G 无线网络
主动连接数据共享服务平台服务器读取数据，并实时显示到屏幕上。
2.3 城市防洪排涝预警预测系统
在城市防洪排涝预警预测系统的建设中，需加强地面监测、雷达、遥感等多元信息的综
合分析和降雨定量预报，以提高模型输入的准确性和洪水预报的预见期；做好暴雨频率分析；
做好城市水文效应分析，城市下垫面剧烈变化引起的流域产汇流规律变化后的城区降雨径流
关系分析，城区排水系统及现有和规划排水能力调查研究；根据城市产汇流特点，在分析城
市洪涝规律的基础上，主要采用水文模型和水动力学模型建立城市洪水和内涝预警预报模型，
预测可能受洪涝灾害影响的范围、持续时间及影响程度；在山洪易发城市或周边，可开展山
洪预警，为政府和防汛机构决策提供信息支撑；建立涵盖网络、广播、电信等多渠道的向公
众发布预警信息的城市防洪排涝预警预报系统。
2.3.1 建设目标
运用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二维可视化技术等，开发江西省洪涝淹没预警系统，在
水文信息查询、展示基础上，实现水文信息历史数据实时对比、分析，雨水情、旱情网格化
处理和分析、统计。以水文全要素模拟理论为基础，构建高精度城市洪涝水文数字模型，建
立涵盖江西省各城市建成区及主要河道、水库的防汛减灾决策支持应用系统，实现洪涝灾害
预测、预报、预警和模拟结果输出及洪涝灾害动态二维可视化呈现，为防汛救灾部门提供及
时、准确、科学的灾情信息，实时地为防洪减灾工作提供决策支持。
2.3.2 系统功能
系统采用 B/S 网络架构，在基础 GIS 平台的基础上，利用二次开发工具，与各种专业分
析模型集成所形成的具有数据输入、输出，信息提取与分析，模型分析及虚拟视场功能的系
统平台，从逻辑上可以表达为“电子地图+空间定位+属性特征+虚拟现实”。系统对江西省各
市城区基本情况、洪水淹没范围与面积、动态洪水淹没模拟、二维场景模拟仿真等信息进行
综合管理、集成和发布服务，为远程用户提供浏览、查询和分析功能。
2.4 城市水资源分析评价系统
城市水资源分析评价系统能实现城市区域的河川径流、湖库水量中长期预测预报、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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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动态分析、水资源量评价、城市水源地安全评价、地下水超采区评价、城市节水分析评价
预测等功能，能够为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分析提供技术支
撑。
2.4.1 建设目标
在收集河道流量、供水水源地水量、地下水水位、湖泊水位的监测资料基础上，在计算
机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支撑下，结合水文资源评价模型、GIS 技术等，开发城市水资源
分析评价系统，实现水资源评价和信息管理的现代化，为城市供水、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的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分析提供技术支撑，为江西省海绵城市示范区建设考核提供技术
服务。
2.4.2 系统功能
系统具有城市河道径流、湖泊水量的动态分析、水资源量的评价、地下水变化评价、城
市节水分析评价等功能，能够检索和应用实时水量信息和地下水动态信息。
2.5 城市水环境与水生态分析评价系统
城市水环境与水生态分析评价系统能实现收集处理水质、水生态信息，检索和应用实时
水情数据库的水量信息和地下水动态信息，水量水质、水生态综合分析评价和预警预测等功
能。系统可实现城市江河湖库的水质状况和预警、水环境承载能力和纳污总量分析、水资源
质量分析评价、水功能区达标评价、水生态和河湖健康分析评价等，能够为实施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的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控制和水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业务应用系统在
一个框架中形成一个有机整体，通过调用或组装数据共享管理服务平台中应用支撑部分的基
本组件，满足江西省城市水文业务应用需要。
2.5.1 建设目标
通过河道、供水水源地、湖泊等水质监测资料及河道水生态调查资料建立城市水环境与
水生态分析评价系统，能够及时处理水质、水生态信息，实时展示城市江河湖库及供水水源
地的水质状况和预警，实现水环境承载能力和纳污总量分析、水资源质量分析评价、水功能
区达标评价、城市水源地安全评价、河湖健康评价等，为实施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控制和
水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2.5.2 系统功能
本系统功能主要包括基本 GIS 功能、水生态信息查询与统计管理、水生态环境评价管理、
水质状况实时显示和预警。系统的功能框架如图一所示。用户在系统界面上可以实现数据浏
览、编辑、查询、维护、统计报表、水环境质量评价等功能。
3 城市水文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3.1 建设目标
以应用需求为导向，在江西省水文信息化平台基础上集成和整合江西省各市城市水文业
务应用，包括城市二维可视化洪涝淹没预警系统、城市水资源分析评价系统以及水环境与水
生态分析评价系统。打破信息资源的部门分割、地域分割与业务分割，有效缓解业务应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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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与信息资源不足、共享困难的矛盾，实现水文信息数据与平台的统一，加快水文数据资
源共享、提高智慧水文水平。
3.2 建设内容
经调查，目前江西省水文信息化可利用的平台服务包括；分布式文件服务、大数据分析
服务、统一认证服务、统一用户管理、统一门户、地理信息服务（水文一张图）、全文检索
服务、即时通讯组件、视频（集成）服务、日志服务、监控服务、短信平台。因此可充分利
用江西省水文信息化现有的服务平台，为江西省城市水文建设提供一套具备一定通用性的平
台，包括资源管理框架、城市水文数据汇集存储与管理系统、城市水文信息服务支撑平台。
3.2.1 资源管理框架
通过对云平台相关技术、概念的了解，结合现有的水文信息化大框架，根据技术的适用
范围、功能、成熟度、使用成本等各方面对技术进行评估，对资源管理框架重要组件选型并
进行装配和部署研究，提出平台搭建所需软硬件环境。
3.2.2 数据汇编、存储与管理
目前，江西省水文局已建成智慧水文数据中心，遵循《江西省水文信息化顶层设计》规
范，开发统一数据访问组件，建立数据集成共享平台，完成对数据库的查询，得到系统所需
的应用数据，将对数据库查询的相应结果（包括操作结果和出错信息）直接或者以 JSON 格
式返回给请求者，为内其他部门或外部单位提供信息共享服务，做到江西省水文的“一数一
源”
。城市水文数据的汇编、存储与管理遵循“一数一源”原则。
3.2.3 城市水文信息服务支撑平台
构建在线监视子系统、渍水预警子系统和面向各级政府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客户水
文服务子系统、专业水文服务子系统、社会公众水文服务子系统和移动端信息推送等信息服
务系统。功能框架如图 2 所示。

城市水文信息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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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文信息服务系统功能框架

以网络和数据共享服务平台为支撑，运用数字高程和 GIS 技术，构建江西省城市水文信
息系统。其主要功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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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线监视子系统。在 GIS 地理信息系统基础上，全方位展示渍水监测设施、湖泊
水位监测设施、雨量监测设施等各类遥测自动监测设施的实际运行情况，保证监测信息全面、
及时、准确。
（2）渍水预警。按积水深度、面积、消退时间等三个方面进行分级预警，实现内涝灾
害预警功能。根据城市渍水监测设施的实测数据，当其达到预警阀值时，对应的内涝点、自
动监测设施点在 GIS 的城市地图上进行图标闪烁，图标颜色为其对应的预警等级颜色，实现
分级预警功能，同时发出预警警报声音，实时提醒监控工作人员注意监控内涝水情的发展情
况，及时发布预警信号等信息。预警时应兼具声音报警和短信报警功能。当达到预警值时，
系统自动发出声音报警，同时根据用户的使用权限，通过系统对外接口，如相关政府业务平
台给相关领导和责任人发出预警，同时也预留面对社会公众的信息发布窗口，充分利用移动
互联网时代信息传输的便捷性和实时性进行预警信息的公众发布。考虑到预警条件需要根据
实际情况变化进行实时调整，对预警条件的设置应预留数据维护接口，方便管理人员根据实
际需要对预警条件进行调整，以取得更好的预警效果。预报预警情况同步显示在现场 LED
提示屏上，并在预报预警的处理过程中建立消除机制，保证预报预警得到及时的处理。
（3）面向客户的水文服务子系统主要为通过水文门户网站，使用用户名密码，验证码
登陆后，进入“江西省城市水文客户版”专题页面，采用 GIS 地图或报表方式，为各级政府
机关和水行政主管部门用户提供各类定制的城区水文信息服务。信息种类包括：水情、雨情、
渍水、水环境、水生态等监测、预报、预警信息，水环境公报、水资源公报等分析调查评估
报告以及各类数学模型提供的成果信息。
（4）专业水文服务子系统面向水文专业技术人员，在地市门户网站上，通过用户名、
密码、验证码登录后直接进入“江西省城市水文专业版”专题页面，采用 GIS 地图或报表方
式，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直观快捷地呈现各类城区水文遥测监测设施点的监控信息、提供对
各类实时信息、历史数据、特征数据的统计分析及数据处理功能，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分析、
预报、评估提供辅助手段，并为专业技术人员和决策者供会商系统平台。
（5）公众水文服务子系统面向社会公众，在门户网站上直接开辟城区水文信息专栏，
无偿提供公益性城区水文信息。信息种类包括气象、雨水情、汛情、旱情、城市渍水的实时
信息和部分预报信息等。
（6）移动端信息推送包括微信应用、移动端应用和短信应用。通过微博、移动客户端
等新媒体方式，主动向公众推送相关水文监测和业务信息。同时，利用数据资源服务，与相
关平台实现信息交互。可通过信息平台为 110、城管、城建、交通等主管部门提供一手的城
区水文信息，为公交公司、出租车公司等提供数据支持方便车辆调度，亦可接入百度地图、
高德地图等导航软件为市民出行提供参考。
4 结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水问题越来越突出，对水文需求越来越迫切，城市水文建
设不仅为城市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也是拓展水文服务领域，推进水文事业科学发展的必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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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本文针对当前江西省城市水文业务系统建设的不足，提出了城市水文业务系统和城市水
文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的构想及具体实施方案。当前江西省的城市水文建设，需充分利用水文
信息化已建设内容，拓展业务应用系统，不断优化城市水文站网布局，加强城市水文基础设
施建设，扩大覆盖范围，着力增强重点区段，加快应急机动监测能力建设，为落实最严格的
水资源管理、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城市防汛防涝、提高城市水文预警、预测、预报水平、全
面提高城市水文整体服务能力，加快推进美丽中国“江西样本”的城市水文工作，为城市经
济社会建设与发展、生态和水资源安全等提供全面、优质、高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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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空间分辨率对城市洪水模拟的影响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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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华大学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市 100084；
2.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陆地水循环及地表过程院重点实验室，北京市 100101）

摘要：降雨空间分辨率对城市洪水模拟的影响一直是城市水文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由于缺乏高分
辨率实测降雨数据，对这一问题至今仍旧缺乏足够的认识。本研究基于高时空分辨率的雷达降雨观测，通
过升尺度得到了空间分辨率从 100m 到 3000m 变化的五套数据，继而从不同尺度定量分析了降雨空间分辨率
对城市洪水模拟的影响。结果表明，低空间分辨率驱动下的洪水模拟会低估峰值流量而高估洪水总量。同
时，该影响会随着集水区面积的增大而增加。然而随着分辨率的降低该影响却并不呈现单调变化，当分辨
率低于 500m 后模拟精度反而会有所提升。研究成果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降雨分辨率效应的科学认识，为城
市洪水模拟中降雨空间分辨率的合理选择提供参考。
关键词：降雨空间分辨率；城市洪水模拟；双偏振雷达；空间异质性

受全球气候变化和快速城市化的共同影响，近年来极端降雨事件明显增加，
“城市看海”
现象各地频发

[1-2]

，城市洪涝灾害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公共安全的重大威胁，中国经济平稳发

[3-5]

展的严峻挑战

。洪水预报作为一项重要的非工程措施，在完善减灾体系，提高城市韧性，

减少财产损失，降低人员伤亡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6-7]

。然而，城市下垫面

极强的空间变异性，极高的不透水性，以及短暂的水文响应时间均使得洪水模拟结果对降雨
[8-11]

输入差异变得异常敏感

，这也给精确的洪水预报带来了巨大挑战。对于大尺度城市流域
[12]

的洪水模拟而言，首先需要关注的问题之一便是降雨的空间异质性

，尤其是强对流降雨条

件下的洪水模拟。强对流降雨事件，降雨强度大，空间变异性强，降雨观测的空间分辨率可
能会极大地影响对降雨真实分布的空间描述。因此，科学、系统的认识降雨空间分辨率对城
市洪水模拟的影响，对于明晰预报的不确定性，提高预警的可靠性，以及更好的服务应急管
[13]

理决策都具有重要意义

。

城市流域降雨高度的空间变异性，只有高空间精度的降雨观测才能捕捉。然而，传统的
[14-15]

雨量计数据虽然来源于对地面降雨的直接观测，具有较高的准确性，但空间代表性不足

，

无法提供高空间分辨率的降雨数据；卫星遥感数据虽然具有较大的空间覆盖范围，但其相对
[16-17]

较粗的空间分辨率

同样无法支撑起降雨空间异质性的细致研究。X 波段双偏振雷达的出
[18]

现，及其定量测雨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则使这一研究成为可能

。

1 研究区及数据
1.1 研究区概况
清河流域地处北京中心城区北部，横跨海淀、朝阳、昌平 3 个市辖区。全流域面积 204.3
2

km ,包括建筑物、农田、森林、草地等多种地表覆盖类型，空间分布破碎，道路交错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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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透水面积占比高达 54.1%，具备典型城市流域特性。如图 1 所示，清河是流域内主要河流，
自上而下设置清河闸、羊坊闸、沈家坟闸等多处闸门，用于调控河道水位流量；流域内分布
有 10 个雨量站，用于监测流域内雨势雨情。
1.2 地理分布数据
收集、整理并构建了一套高精度的基础数据集，包括地表高程数据、土壤类型数据、地
表覆盖数据及管网分布数据，以准确刻画清河流域下垫面条件，保障洪水模拟的可靠性。其
中，地表高程数据来源于美国航空航天局所提供的全球 DEM 数据，空间分辨率为 30m；地表
覆盖数据来源于清华大学地学系遥感影像研发成果，空间分辨率为 10m；土壤数据取自联合
国粮农组织（FAO）和维也纳国际应用系统研究所（IIASA）所构建的世界土壤数据库（HWSD）
。
此外，结合清河流域主干道路空间分布和排水管网设计规范，概化生成了研究区内的管网分
布数据。

图1

清河流域地表覆盖类型、雨量计及闸门空间分布

1.3 气象水文数据
为了准确描述大尺度流域内降雨的空间异质性，本研究利用 X 波段双偏振雷达时空分辨
率高、覆盖范围广的优势，对清河全流域进行了定量降雨观测。在双偏振雷达定量降雨估计
关系式中，常用的雷达观测参量指标包括反射率因子ZH 、差分反射率因子ZDR 和比差分相位
K DP 。由于上述降雨估计关系式中的参数可能随降雨类型、地形等因素而产生较大变化，本
研究利用北京地区 11 部雨滴谱仪的观测数据，统计得到了适用于北京地区 X 波段雷达定量
降水估计关系的参数。同时，考虑到相较于ZH 和ZDR ，K dp 具有不受雷达校准偏差影响、不
受信号衰减影响等优势，能实现更加准确的强降雨观测

[19]

，故本文采取了基于 Kdp 的定量降

水估计关系，公式如下所示：

R (𝐾𝑑𝑝 ) = a

𝐾𝑑𝑝

𝑏

(1)

其中，R表示降水率，mm/h; K dp 为雷达观测参量比差分相位，°/km；a和b为统计参数。
本文选取 2017 年 7 月 13-14 日发生在清河流域的一场典型对流型降雨作为本次案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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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对象，并利用清河流域内 10 个雨量计的观测数据，对雷达降雨估测结果进行了定量
评估。根据雨量计观测结果，本场降雨间歇性持续时间近 48 小时，流域累计平均降雨总量
55mm，部分地区最大降雨强度达 97.9mm/h。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就全流域平均降雨强度而
言，其间约有 10 小时的停歇时期，但实际上局地依然存在有效降雨。因此本研究采取了连
续模拟的方式，没有作为两个降雨事件进行单独模拟，以充分考虑局地降雨及流域土壤水分
的变化。

图2

气象雷达与雨量计小时降雨量对比

雷达降雨估计结果与雨量计观测结果对比如图 2 所示。受地物杂波和K dp 精度等因素的
影响，虽然个别降雨时次的降雨估计结果呈现出一定的高估或低估，但总体来看，雷达定量
[20]

降雨估计结果与雨量计观测结果呈现出很好的一致性，相关系数达到 0.826

。同时，本研

究收集整理了清河流域羊坊闸处的水位数据，时间分辨率为 1 小时，用于评估模型的模拟结
果（羊坊闸位置见图 1）
。
2 分布式城市水文模型（gUHM）
为充分考虑清河流域下垫面复杂的地表覆盖类型及雨水汇流路径，本研究采用了一个基
[21]

于网格的城市水文模型（gUHM）

，模型空间分辨率为 100m。模型可主要分为产流和汇流

两个模块：1）产流模块主要考虑下渗过程，采用格林-安普特模型进行模拟，入渗率计算公
式如下所示：

𝑓𝑝 = 𝐾𝑠 [1

𝑆𝑓 (𝜃𝑠
𝐹

𝜃𝑖 )
]

(2)

式中，fp为土壤入渗率，mm/h, K s 为土壤稳定入渗率，mm/h, Sf 为土壤吸湿水头，mm, F为
累积入渗量，mm, θs为饱和含水率，θi 为初始含水率；2）汇流模块采用了地表-管网-河道的
3 层立体结构来模拟城市流域真实汇流过程，即地表径流通过管网汇流入河道或直接汇入河
道。其中，坡面汇流过程采用非线性水库法进行模拟，公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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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𝑆

(3)

1⁄2

𝐿𝑛

(𝑑

5⁄3

𝑑𝑠 )

式中，q为单位面积的地表径流量，m/s, L为汇流长度，m, n为曼宁系数，S为地表坡度，
[22]

d为水深，m, ds 为产流单元的最大蓄水深度，m。相邻网格间的汇流关系由 D8 算法

进行确

定，河道/管道经过的网格单元产流则直接汇入河道/管道。河道及管道的汇流过程统一采用
[23]

动力波的方法进行模拟

，以充分考虑溢流、逆流等各种水流现象。

基于雷达 100m 分辨率降雨数据，本研究对 2017 年 7 月 13-14 日羊坊闸处的水位变化过
程进行了连续模拟，并与现场实测数据进行了对比，如图 3 所示。结果表明，羊坊闸处水位
[24]

峰值模拟的相对误差基本可控制在 10%以内，满足洪水预报精度要求

。同时，纳什效率系

数达到了 0.755，表明该模型可以很好地重现目标闸门处的水位变化，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25-26]

。

图3

清河流域羊坊闸处模拟与观测结果对比

3 结果分析
本研究基于空间分辨率为 100m 的精细雷达降雨数据，采用空间升尺度的方法，依次获
得了分辨率为 300m，500m，1000m 及 3000m 的降雨数据。不同降雨数据之间，降雨总量及时
间分辨率保持一致，唯一的差异在于对降雨真实分布的空间描述。继而，结合分布式城市水
文模型，分别从网格单元尺度和流域尺度定量分析了降雨空间分辨率变化带来的影响，并探
讨了其可能原因。
3.1 雷达降雨数据空间升尺度结果
图 4 表明，随着空间分辨率的降低，降雨的空间分布信息会逐渐模糊，最终无法准确识
别降雨核心区位置。如图 4f 所示，低空间分辨率数据在削减降雨强度峰值的同时，也会填
补降雨强度的谷值，以此降低流域内不同区域间的降雨空间异质性。该现象也可反映在降雨
的空间分布图上（图 4a-4e）
，即随着分辨率的降低，深红及深蓝区域（强降水和弱降水区）
逐渐变少，甚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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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网格单元尺度的影响分析
网格单元作为大尺度流域洪水模拟中的最小单元，其水文响应的变化是最终洪水模拟误
差的根本来源。本研究，首先以 100m 降雨数据为基准，统计分析了不同分辨率下单元降雨
总量的估计偏差；继而以 100m 分辨率降雨数据下的模拟结果为基准，从径流峰值及径流系
数两个方面，定量评估了降雨分辨率变化对网格单元尺度水文模拟的影响。
图 5a 表明，就该降雨个例而言，对于不同不透水率的网格单元，空间分辨率降低导致
的降雨总量偏差总体呈均匀分布。当分辨率低于 1000m 之后，单元降雨总量误差可达±20mm.
降雨总量低估的相对偏差在所有的分辨率条件下均可控制在 50%，但高估误差则对降雨空间
分辨率的变化表现出更强的敏感性，如图 5b 所示。当空间分辨率下降至 3000m 时，个别网
格单元降雨总量的相对偏差可达到 2 倍左右。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实际降雨量较小的网格单
元，由于粗分辨率降雨数据会在一定程度上高估该单元降雨量，从而产生较大的相对偏差。
图 5c 表明，总体上，降雨空间分辨率的降低会导致径流峰值的低估，特别是对于具有
高不透水率的网格单元，径流峰值的削减效应将更加明显。但就径流峰值的相对偏差而言，
低不透水率网格单元则表现出更强的敏感性（见图 5d），当网格单元不透水率小于 40%时，
相对偏差可能达到 6 倍有余。这主要是因为弱降雨区的透水单元往往由于下渗能力较强而产
生极少的径流，但粗分辨率降雨数据却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高估弱降雨区的降雨强度，继而
造成了较大的径流峰值相对偏差。

图4

雷达降雨数据空间升尺度结果：(a),(b),(c),(d)和(e)为不同空间分辨率下降雨总量的空间分布;(f)
为不同空间分辨率下单元降雨总量分布特征对比
66

图5

降雨空间分辨率对网格单元尺度水文模拟的影响:(a)、(b)对降雨总量的影响；(c)、(d)对径流峰值
的影响;(e)、(f)对径流系数的影响

图 5e,5f 揭示了降雨空间分辨率变化对不同特性网格单元径流系数的影响。结果表明，
随着网格单元不透水率的增大，影响会逐渐收敛。其原因主要在于不透水单元径流系数为 1，
不受降雨条件变化的影响。因此不透水率越大的网格单元，其径流系数对降雨条件的变化也
越不敏感。对于完全透水单元（不透水率为 0）
，即使降雨空间分辨率仅下降至 300m，仍然
有可能造成±0.5 的径流系数绝对偏差，径流系数相对偏差则有可能达到±1。值得注意的
是，当单元不透水率超过 60%后，无论降雨空间分辨率如何变化，径流系数相对偏差均可以
控制在 20%之内；当网格单元不透水率超过 40%时，相对偏差均可以控制在 50%之内。
3.3 流域尺度的影响分析
同样，以 100m 降雨条件下的模拟结果为基准，针对流域各个闸门分析了降雨空间分辨
率对洪水模拟的影响，以此来考虑集水区面积及暴雨云团相对位置所发挥的作用。图 6 图例
中的闸门编号反映了该闸门在清河流域中的位置，自上游到下游序号逐渐增大，例如闸门 1
代表清河流域最上游的闸门，闸门 9 则位于清河流域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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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降雨空间分辨率对流域尺度洪水模拟的影响:(a)，(b)对清河流域不同闸门处洪峰流量的影响;(c)，
(d)对洪水总量的影响

总体来看，粗降雨分辨率下的洪水模拟会低估河道的洪峰流量，但却会高估洪水总量。
同时，该影响会随着集水区面积的增加而增大（见图 6a 和 6c）
。为解释这一现象，本研究
以整个清河流域为对象，进行了全流域水量平衡分析。在不同分辨率数据降雨总量相同的条
件下，水量分配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结果如图 7 所示。这里，降雨的去向可分为 4 个部分：
土壤下渗，地表积水，管道蓄水及流域出流。由图 7a 可知，大部分降雨最终转化为土壤下
渗，但不同降雨数据驱动下的下渗模拟结果差异却并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在降低降雨空间分
辨率的过程中，既降低了降雨峰值，又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降雨谷值，使得下渗总量未受显
著影响。图 7b 表明流域出流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地表积水量的不同，即在高分辨率降雨（如
100m）条件下，局地强降雨更容易引发管道或河道溢流，从而形成地表积水，造成更多的洼
地蓄水，最终减少了流域出口的洪水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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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不同降雨空间分辨率下流域水量平衡分析:（a）水量平衡各项的绝对值;（b）相比 100m 降雨条件下
模拟的水量偏差

根据闸门与暴雨云团的相对位置及距离，可将闸门大致分为三组：1）位于暴雨云团的
中上游，如闸门 1，闸门 2，闸门 3 及闸门 4；2）位于暴雨云团中下游，如闸门 5，闸门 6，
和闸门 7；3）位于暴雨云团下游，闸门 8 和闸门 9。就其影响曲线而言，也可相应分为三组，
各组分别呈现了不同的影响规律，见图 6a 和 6c。对于第一组闸门，洪峰流量和洪水总量模
拟的绝对偏差均相对较小且随着分辨率的降低而呈现一定的单调上升趋势；对于第二组闸门，
分辨率降低对洪水模拟的影响呈现出非单调的特性，即分辨率低于某一阈值后模拟效果反而
会有所提升；然而，对于第三组闸门，洪水总量模拟的绝对偏差随着分辨率的降低单调递增，
但洪峰流量绝对偏差的变化却表现出了非单调特性。上述现象说明降雨空间分辨率改变对洪
水模拟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征。该影响机制不仅与降雨特性紧密相连，更与降雨落区
下垫面特性密切相关，如降雨落区的透水能力，与排水系统的距离等。以闸门 9 处得到的影
响规律为例，当降雨空间分辨率低于 500m 之后，洪峰流量模拟的绝对偏差减小，但洪水总
量模拟的绝对偏差却继续增加。其原因主要在于 1000m 及 3000m 降雨模拟条件下，下渗总量
的减少（见图 7b）
。而此处下渗总量的减少则正是因为在粗降雨空间分辨率条件下，清河流
域下游更多的降雨被分配到了不透水区。
就相对误差而言，相比洪水总量，降雨空间分辨率变化对洪峰流量表现出更加显著的影
响。无论是洪峰流量还是洪水总量，其最大相对误差均发生于清河流域出口，即闸门 9 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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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其中最大洪水总量相对误差约为 5%，最大洪峰流量相对误差则达到了-12%，
。
4 结论
降雨空间分辨率对城市洪水模拟的影响一直是城市水文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然而，
由于缺乏高分辨率实测降雨数据，对这一问题至今依然缺乏足够的认识。本研究基于空间分
辨率为 100m 的高分雷达降雨观测，通过空间升尺度技术在保持降雨总量不变的条件下，实
现了对降雨空间异质性不同程度的刻画，继而从网格单元和流域尺度定量评估了降雨空间分
辨率降低对城市水文模拟及洪水预报的影响。结果表明：
（1）从单元尺度上看，对于不同透水特性的网格单元，尽管降雨估计偏差总体呈现均
匀分布，径流峰值及径流系数模拟偏差却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分布规律。其中，径流峰值的模
拟偏差主要来自于不透水单元，而径流系数的模拟偏差则来自于透水单元。对于不透水率超
过 60%的网格单元，无论降雨分辨率如何变化，径流系数模拟的相对偏差均可控制在 20%之
内。
（2）从流域尺度上看，低空间分辨率驱动下的洪水模拟会低估峰值流量而高估洪水总
[8]

量。同时，与降雨时间分辨率的影响规律 不同，该影响会随着集水区面积的增大而增大，
呈现出一定的累积效应。
（3）低空间分辨率降雨数据在压低局地降雨峰值的同时也会抬升降雨谷值。因此，降
雨空间分辨率对城市洪水模拟的具体影响不仅仅在于降雨的空间变异性，更与暴雨云团位置
及暴雨落区特性密切相关。随着降雨空间分辨率的降低，该影响呈现非单调变化，即当分辨
率下降超过某一阈值(如 500m)后模拟精度反而会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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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城市智慧水务建设构想
常仁凯 常大海 徐海伟
（中水三立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408099）

摘要：在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指导下，总结各地
已建城市智慧水务系统的优势和不足，对城市智慧水务建设进行系统性规划，并以某市智慧水务建设为例
进行说明。在剖析现有水利工程和信息化环境基础上，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无线通
信等先进技术，以智慧水务系统建设的全面性为出发点，以解决其水务问题为落脚点，构建符合该区域特
点的智慧水务系统，旨在构建数据采集～数据分析～综合应用～科学决策四个维度的水务一体化管控平台，
实现排水及水环境的感知、数据处理及应用决策的全过程智能管控，提高该区域水务管理水平和效率，为
其他地区智慧水务建设全面性提供借鉴。
关键词：城市智慧水务、信息化、治水

1 引言
[1]

随着水资源短缺、水质恶化问题的日益突出，水资源问题已严重阻碍了城市的发展 。
根据水资源安全风险评价结果，我国各地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水资源风险，特别是北京、天
[2-3]

津、河北及山西等省市都处于极高的风险等级

。在新时期治水背景下，坚持“以水定城、

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理念，是开展城市水资源管理有效途径。近年来，我国
各省市在城市水资源管理中，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
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方针，推动了水资源节约、保护和管理，并充分利用云计算、大
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无线通信等技术，实现城市水务的智慧管理，大大提高城市水务
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
目前，我国已有较多的城市开展智慧水务的建设，深圳通过“1+3+N”体系的构建，促
进了水务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

[4-6]

；上海通过“智慧运营模式”，在确保防涝安全的基础上，

[7]

提高了污水及初期雨水的截留率 ；武汉通过“物联网+水务”体系的建立，帮助有关部门
更有效地调度泵站、闸门等设施，从而有效降低城市内涝风险[8]。这些智慧水务项目的建
设已经突出智慧水务方面的优势，但总体来说，智慧水务的建设的全面性还不够突出，不能
同时兼顾水环境、调度、排涝及其他业务需求，本文以某地智慧水务建设为例，全方位对城
市智慧水务建设进行介绍。
2 现状
2.1 水利工程现状
目前，该区域内雨水排放主要涉及 4 个排涝水系，11 个雨水汇水区，9 个主要湖泊，12
座水库，25 条河（溪港）
；1 套雨水排水管网。区域内污水排放主要涉及 6 座污水处理厂，
20 座污水提升泵站，1 套污水排水管网。
72

2.2 信息化现状
该地 11 座污水处理厂已建水质、水量在线监测， 9 个主要湖泊，12 座水库，25 条河
（溪港） 已建水质自动化监测站 6 座；20 座污水泵站已实现现地自动化控制 9 座、远程控
制 7 座，3 雨水泵站已实现现地自动化控制 1 座、远程控制 1 座，5 座涵闸已实现现地自动
化控制 1 座、远程控制 4 座。其水务局使用的信息化系统包括防汛应急指挥平台、水务通
APP 和水务局自建的微信公众号系统等。
3 存在问题
虽然该区已建设一定数量的信息化系统，但有关城市智慧水务业务较少，总体概括 3
个方面存在问题：一是信息化基础发展不均衡， 功能不完善；二是信息资源缺乏深度整合，
共享程度低；三是业务系统缺少统筹规划，应用深度不够。具体来说该区已建业务应用系统
涉及水环境、水生态等应用系统较少，尤其是治水提质、工程调控等业务，还未形成专门的
支撑管理系统。已建的水雨情、水位、水量等各类站点采集的信息，由于缺乏统一标准规范
和设计，导致各类监测信息分散在不同业务部门，形成数据割据和信息孤岛，与区级水务相
关部门缺乏共享机制。已建应用系统没有进行统一的规划设计，数据信息处理还停留在采集
和基础分析层面，辅助决策系统建设基本空白，新一代信息技术尚未发挥作用，信息化技术
在提高水务监管水平、优化决策支持能力方面还需要提高。
4 建设构想
4.1 建设思路
该地区智慧水务建设是基于其水务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职能划分，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
技术，建立该区域智慧水务透彻的感知体系、互联互通的网络环境、快速高效的数据处理分
析平台、智能多样的应用系统，并在标准规范体系、安全标准体系下，采用松耦合架构模式，
构建从数据采集～数据分析～综合应用～科学决策四个维度的水务一体化管控平台，实现该
区域排水、水环境的感知、数据处理及应用决策的全过程智能管控。

图1

某区智慧水务建设设计思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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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总体设计
结合该区域的信息化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为实现区域的排水调度管理、水环境治理，
进一步提升城市水务信息化建设水平，在面向服务的体系架构下，结合目前最新的信息化技
术，同时兼顾未来的技术发展，保证技术的可持续演化，构建智慧水务管控一体化平台，该
平台总体架构包括感知层、网络层、基础设施层、数据资源管理层、应用支撑层、应用层以
及交互层共 7 个层次、标准规范和信息安全两大体系组成，此外，该平台具备良好的实用性、
先进性、扩展性、移植性及开放性。总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图2

某区智慧水务建设整体架构图

感知层：采集水质、水位、流量、视频及闸泵站等信息
网络层：网络层负责信息传输，通过专网、公网，利用传输技术，实现数据信息安全稳
定传输。
基础设施层：建设调度中心大屏、监控中心，租赁云平台，实现数据存储、分析及网络
传输。
数据资源管理平台：建设基础数据库、监测数据库、空间数据库、业务数据库、模型库、
多媒体数据库及共享数据库。
应用支撑平台：为业务应用功能的实现提供技术支撑。
应用层：为该区域智慧水务平台用户提供综合业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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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层：通过 PC 端和手机 APP 的方式进行展示。
4.3 建设内容
该地智慧水务工程项目依托其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结合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要求，
以满足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城市防汛排涝辅助决策和工作服务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
过基于 GIS、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微服务等技术建设开展区域智慧水务一体化管控平
台，将该区域的湖库、河道、渠道、排口及闸泵站等进行统一管理和调控，利用成熟的物联
网、网络通信技术，建立可靠稳定的水位、流量采集、水质在线监测、气象监测、视频监控
及卫星遥感监测等，获取流域范围内湖库、河道、管网及排水管网的水位、雨量、流量、水
质、视频及遥感等实时信息，建设水务物联感知体系，健全运行支撑环境，建立水务综合数
据库，构建由该地区实时水位、流量监测、积水点监测、水质预警预报、水污染溯源、洪水
预报、防汛排涝、移动应用、门户网站及工程自动化控制等业务组成的智慧水务管控平台，
推动水环境综合业务精细化管理，提升防汛排涝科学化决策管理水平，最终形成“更透彻的
感知、更全面的互联互通、更科学的决策、更高效智能的管理”的智慧水务管控体系，全面
提升该区域的防汛排涝、水环境综合治理效果和水平。

图3

某区智慧水务建设功能框图

5 实现途径
采用 SOA 体系架构、J2EE 框架、松耦合体系结构、表单自定义技术、业务流程管理技
术、Web service 技术、信息整合技术、信息交换技术、GIS 应用开发技术、移动应用开发
技术等，开发本项目的系统，应用于该区域水务相关管理工作。整体实现途径如下图所示：

图4

某区智慧水务系统实现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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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智慧水务是通过信息化手段提升水务行业相关的业务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是智慧城
市重要组成部分。完整全面的智慧水务业务应包括水资源管理、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水
安全、水工程、水监督及水务服务等内容，某城市智慧水务的建设从全局考虑，结合自身水
利工程及信息化现状，合理规划智慧水务厂网湖一体化管控平台，使该区域信息化现状得到
提升，同时整体提升了水务工作的管理服务水平。
某城市智慧水务的建设较为复杂，从前端感知设备的布设、选取，到传输网络及基础环
境的设计，再至数据资源管理平台和应用支撑平台的针对性规划，到最终形成的业务应用系
统，所涉及的内容丰富，需要现状进行充分分析，以打破数据壁垒，充分利旧为原则，减少
重复开发建设工作，从而确保该地智慧水务建设的顺利进行。通过该城市智慧水务厂网湖一
体化平台的建设，可以为其他城市智慧水务建设和管理提供借鉴，促进我国各地智慧水务的
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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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做好菏泽黄河水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体系建设
苏立志
（山东菏泽黄河工程局，菏泽 274000）

摘要：九曲黄河，奔流不息，她以博大的胸襟和非凡的气质，孕育了中华民族，孕育和传承了光辉灿
烂的华夏文明。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菏泽是黄河流入山东第一站，
黄河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太多美丽传说。为切实加强黄河文化保护和传承，充分发挥黄河文化在菏
泽治黄工作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基于对黄河遗址和历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应从保护历史遗迹，发掘和收
集民间历史遗存资料，访谈和记录流传故事，从多渠道印证历史真实性做起，唤醒青年一代对母亲河的感
情，大力传承历代劳动人民抗争洪水的不屈精神。通过对古河道及黄河现行文化生态景点建设，做好生态
恢复保护措施，更有机融入沿黄地区生态建设长廊。
关键词：黄河文化

遗址遗迹

保护传承

体系建设

1 做好菏泽黄河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必要性
1.1 菏泽黄河文化源远流长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自巴彦喀拉山北麓约古列宗盆地蜿蜒而来，一路越高原，
出峡谷，破“龙门”，穿平原，自河南省开封市进入山东省菏泽市境内，流经东明、牡丹、
鄄城、郓城四县（区）
，南境沿曹县、单县边界存有黄河故道，奔腾不息的黄河在这里孕育
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并沉淀了诸多丰厚的历史遗址。
相传尧、舜、禹著名部落首领在这里活动，齐、秦、赵三国长期在该地区征战，汉朝开
国皇帝刘邦在这里称帝，一代枭雄曹操屯兵于鄄城，政治家伊尹、军事家孙膑、思想家庄周、
农学家汜胜之、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宋江都出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在菏泽到处流传着关于黄河的故事，境内数不清的防洪遗址仿佛诉说着菏泽人民自古与
洪水抗争的悲壮史。像自今耸立在曹县的明弘治年间的太行堤、清咸丰五年牡丹区境内的障
东堤、清光绪元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带领人民在鄄城、郓城修筑的金堤等等。
清成丰五年(1855 年) 黄河在河南省兰考县铜瓦厢决口改道，是黄河历史上距今最近的
一次大改道。自此菏泽这块土地的命运紧紧与母亲河交融在一起。自 1946 年人民治黄以来，
冀鲁豫解放区治河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前身）更是在菏泽市鄄城县临濮乡成立，在庆祝
人民治黄 60 年之际，黄河水利委员会在菏泽市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广场设立的纪念碑，
见证着母亲河的沧桑巨变。
1.2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和遗址的历史意义
由于历史原因，黄河在华北平原频繁摆动，黄河、淮海、海河水系相互影响，形成了一
大批河道、堤防、湖泊等历史遗存。这些历史遗存有的在今天仍然发挥着行洪、蓄滞洪的重
要作用。笔者以菏泽为例，在曹县、单县境内黄河古河道遗址，耸立在鄄城县、郓城县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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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在鄄城的江苏坝、葵固堆民堰遗址等，由遗址而得的地名一直流传至今。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的今天，对古黄河生态水系的恢复性开发，对黄河
遗址的保护和传承，并发挥其生态效益、文化效益和经济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黄河历经人民 70 年的治理，现今已经形成较完整的防洪工程体系，逐步把黄河下游两
岸打造成集防洪保障线、抢险交通线和生态景观线三种功能于一体的标准化堤防体系，形成
了天然氧吧和诸多生态景观。同时利用菏泽境内美丽的黄河生态和丰厚文化历史底蕴，为构
建黄河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建设文化黄河，让黄河文化发扬光大，全面开创菏泽黄河治理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供了坚强保障。
2 如何准确把握好弘扬黄河文化的方向
在当今时代发展的主流，笔者认为要在弘扬历代人们与洪水不屈不挠抗争的精神，赓续
黄河文化血脉，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作为引导方向，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2.1 以文化人，增强文化自信
深入挖掘黄河文化核心价值，发挥黄河文化理念的感召力、向心力，提升黄河文化的引
导力、推动力，用优秀黄河文化凝聚人、鼓舞人，树立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精神支撑。
2.2 重在保护，延续历史文脉
加强对菏泽黄河历史文化的挖掘整理、修缮保护、资源整合和统筹研究，保护好黄河文
化遗产的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延续黄河文化血脉。
2.3 传承弘扬，注重社会效益
挖掘黄河文化时代价值，强化宣教功能，提升传播能力，让黄河文化活起来，把黄河文
化精品展示好、文化价值传承好、文化精神弘扬好，唤醒全社会关爱母亲河、保护母亲河的
共识。
2.4 创新融合，推动文化发展
大力推进体制机制、手段方法改革创新，推动黄河文化保护利用与工程、生态、旅游、
科技等融合发展，不断为黄河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不断增强黄河文化的生命力。
3 做好菏泽黄河文化传承、保护的几点建议
3.1 如何做好菏泽黄河文化遗产保护
（1）深入开展菏泽黄河水文化遗产普查，组织文化骨干，通过对遗址等实地考察、深
入沿黄民间、档案馆（博物馆）查找、走访老同志以及地方有关部门，对近现代菏泽治黄史
上的史籍典册、遗址遗迹、手稿照片、传统治河工艺、治河工器具等进行更加系统全面的挖
掘收集整理，建立菏泽黄河文化遗产数据库。
（2）筹建菏泽黄河文化展览室，集中展示菏泽黄河治理、开发、管理、保护历史成就
以及史籍典册、治河人物、科学技术、治河工器具等。有条件可以组织人员编辑出版《菏泽
黄河水文化遗产名录》
，集中展现菏泽黄河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成果。
3.2 如何作好菏泽黄河文化传承
（1）有效建立菏泽黄河非物质文化传承机制，依托现有各类技能人才工作室开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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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带徒”活动，组织现有老技术工人与青年职工签署“师带徒”协议，定期传授治黄传统技
艺和绝技绝活。鼓励、支持传承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展传承活动。
（2）结合黄河每年防汛抢险队伍培训演练和抗洪抢险，组织经验丰富的退休职工和防
汛专家对青年职工进行传统抢险技术方法、工艺的传授和实际操作等，如：柳石搂厢制作、
捆抛柳石枕等，做到黄河传统抢险“绝活”不断代，在实践中保护传承，在传承中不断发展。
（3）重点围绕治河传统技术、传统工艺，加强研究创新，组织拍摄制作传统黄河埽工
技术影像资料片。同时加快黄河高技能人才孵化基地建设步伐，发挥国家技能大师工作室研
学带动作用，为做好黄河抢险、治理研究培训、储备人才。
3.3 做好推进黄河文化景点建设
（1）将现有黄河文化示范点、黄河文化景点纳入菏泽黄河生态廊道建设，在突出治黄
工程文化元素的基础上积极结合当地旅游文化产业，形成点线结合的自然文化景观带，让沿
黄群众共享黄河生态文化建设成果，将黄河工程打造成为展示行业形象、传播黄河文化的窗
口。
（2）充分利用现有菏泽黄河国家水利风景区优势，持续开展植树绿化、美化工作，结
合黄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等优势，充实工程文化内涵，新打造一批工程文化景点，不
断提升完善景区功能。如提升打造东明县高村黄河文化公园、鄄城县苏泗庄治黄历史公园等。
3.4 做好扩大沿黄地区文化交流融合
积极服务和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及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当好参谋，主动与地方相关
部门沟通、联系，积极参与沿黄政府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相关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合
作建设管理好菏泽黄河水利风景区和黄河文化园区，共同策划黄河文化专题活动。为把黄河
建设成人民的幸福河，在黄河两岸大力宣传节水、爱水文化，适当引导建设黄河地标性工程，
不断丰富黄河工程建设文化内涵，满足沿黄群众亲水、乐水的精神需求，提升社会公众知水、
感水的人文素养，为黄河工程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3.5 提升黄河爱国主义教育品牌影响力
在现有黄河故道遗址和现行河道险工地段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广泛收集历史先贤和
人民治黄先进事迹，撰文刻碑等。例：建设菏泽单县古河道文化遗址园与浮龙湖景区有机融
合，巩固提升现有东明黄河文化公园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不断丰富文化内涵，适时
向上级申报黄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发挥品牌引领作用，增加黄河文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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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智慧河湖软件平台总体建设
徐晴晴 常仁凯 张

勤 徐海伟

（中水三立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230031）

摘要：本文以庄墓河为研究对象，以满足流域综合管控、辅助决策和工作服务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通过基于 GIS、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建设开展庄墓河智慧化运营管养一体化平台，
其中包括河道运营管理平台、水环境监测溯源系统、防汛排涝监测预警系统、综合管理平台、运营可视化
平台、流域生态环境遥感监测平台，推动庄墓河流域综合业务精细化管理，提升科学化决策调度管理水平，
最终形成“更透彻的感知、更全面的互联互通、更科学的决策、更高效智能的管理”的智慧河湖管控体系，
努力建设“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幸福河湖，推动河湖长制从“有名”全面转向“有实”
。
关键词：庄墓河；智慧管控平台；幸福河湖；系统；河湖长制

1 系统建设背景
随着“智慧城市”概念的提出以及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发展，水利
[1]

行业顺应科学技术发展趋势逐渐向智慧化发展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
影响人们生活水平的自然环境安全已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两山经济”被提上政府发挥行政效能的工作日程，各地纷纷响应，积极加入了环境保护
的大军，采取各项有利措施开展环境专项整治，“河长制”便是应河湖保护管理需求而提
[2]

出的具有实际效果的整治手段 。目前我国已全面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河长体系，构
[3]

建河长制信息平台，实现科学决策﹑智能管理 。当前，新老水问题复杂交织的水安全形
势对水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水利部党组深刻分析当前治水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提出“水
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的总基调，为做好新形势下的流域治理与管理工作指明
[4]

方向 。本文依据水利部党组智慧水利工作思路

[5-6]

，结合河长制建设任务和水利部示范河

湖的建设要求，在长丰县以庄墓河为契机，加强智慧水利建设，按照“防洪保安全、优质
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境、先进水文化”的目标，强化系统治理和长效管护，扎
实推进示范河湖建设工作。
2

庄墓河是瓦埠湖在合肥市长丰县境内的一条主要支流，流域面积 816km ，河道主要有三
源，主源河道全长 77km 主源，长丰县境内 66km。三源在甄桥附近汇合，三源汇合后形成庄
墓河下游常年河道 20.7km，从长丰县和寿县之间穿过注入瓦埠湖。庄墓河下游经历多项防
洪治理，但在结合水环境方面缺乏综合治理。庄墓河上游多年未经整治，纯天然河道状态。
庄墓河整体存在河道行洪能力不足、生态基流无保障、水体流动性不足、Ⅳ～Ⅴ类水质较差、
环境杂乱以及管理设施缺乏、管理机构和制度不完善、综合化化管理缺乏等问题。
2 系统设计原则
本项目设计原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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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需求牵引、应用至上
本系统开发建设坚持以需求为导向的原则，紧紧围绕系统的各项应用业务，全面地进行
业务需求分析，根据需求和实用的要求进行系统设计和建设。
2.2 统一规划、分步实施
以流域为单元，结合区域分区，为实现智慧流域综合管控的目标，按照拟建庄墓河治理
工程平台具体要求进行规划，合理安排实施计划，分步分阶段完成规划目标。
2.3 总体设计、模块管理
根据规划目标，对系统进行总体设计，并根据系统自身特点，对系统进行模块划分，如
信息感知模块、基础设施模块、数据中心模块、应用支撑模块及应用系统模块，对系统进行
模块化管理。
2.4 阶段先进、扩展升级
系统设计要考虑到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要具有与其他系统的对接能力，利用系统功能
的交换，进行功能的拓展，实现系统优势互补，并能够支持对多种格式数据的存储。此外，
考虑目前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等领域发展迅猛，应用环境，系统软硬件的提升，考虑顶层设计
与分步实施的要求。因此，系统应具备扩充、调整、升级的能力。
2.5 实用先进，安全可靠
在保证实现系统业务功能的前提下，尽可能采用先进、成熟的现代信息技术，使其具有
较好的先进性和较长的生命周期，保证系统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为系统技术更新、功能升级
留有余地。技术上适度超前，使系统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先进水平，系统设计采用完整的安全
方案保障系统安全可靠运行。
2.6 统一标准，扩展开放
在标准体系支持下，充分考虑系统的开放性、可扩展性和易维护性，为系统功能扩展和
适应工程运行后的需求发展奠定基础。为平台的后期扩容建设、运行管理预留接口和容量。
3 需求分析
3.1 物联感知需求
监测数据的采集是庄墓河流域智慧监控系统建设的最基础、最重要的环节。庄墓河流域
智能感知体系充分利用物联网、卫星遥感、视频监控、信息感知等新技术、新方法，对流域
重点区域的水位、流量、视频等信息进行长期、稳定的采集，从已建感知设备获取雨量、水
质信息。对超出范围的指标进行告警，为流域综合管控提供全面、实时、准确的数据资源。
3.2 河道运营管理需求
业务模块包括水务一张图、运行管理、作业管理、工程管理、设备物资管理与水质监测
管理，在河道运营管理平台中将基础地理数据以及各类专题数据集中管理，并利用互联网技
术进行统一展示。
3.3 防汛排涝监测预警需求
主要建立庄墓河流域范围内水雨情信息查询、实时视频查询机制。当有预警产生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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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上对应雨量站或水位站、断面自动闪烁，并向有关防汛人员自动发布内部预警信息，值班
人员及时对预警信息进行查询核对，各业务部门可进行调度和控制选择相应防汛预案。
3.4 水环境溯源需求
主要提供庄墓河流域范围内的水质、水文以及气象等监测站点的采集数据，通过对测点
水质监测数据的分析，排查追踪污染的源头，明确污染源所属区域，根据统计数据进行分析
支持，供领导决策作为参考支持，为河道提供水环境治理提供信息化支撑。
3.5 遥感监测分析需求
以遥感和 GIS 技术为主要手段，建立一套实用、先进的生态环境因子遥感专题监测系统，
以一定的年限为监测周期更新遥感数据，动态监测庄墓河流域生态环境，实现庄墓河流域卫
星遥感监测成果业务的统一运行，并基于监测成果数据做进一步分析，为庄墓河流域生态环
境监测提供决策支持。
3.6 综合管理需求
针对运营公司在运维过程中，除了河道本身的运维工作，还需要对运维团队进行管理，
以及运维效率的提升，主要包括水工程安全监管、水政监察管理、电子政务、调度会商、知
识库管理、协同办公和运营人力管理。
3.7 系统一体化管控需求
各业务系统往往独立建设、独立运行、独立维护，会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各系统间的
信息不能形成资源共享，造成信息资源的浪费，因此有必要采用一体化管控技术，将各业务
系统集成到同一个平台上，实现统一的数据采集、统一的数据存储与管理。
3.8 数据共享交换需求
为了实现对庄墓河流域各种监测数据和成果数据资源的发现、定位及更新管理，需要建
立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搭建本项目各业务系统间无缝共享数据、连通信息孤岛的高速公路，
促进数据及应用共享。
4 逻辑架构
庄墓河智慧化运营管养平台基于云端部署环境，采用 J2EE 技术架构，遵循 SOA 体系结
构，结合庄墓河智慧化运营管养平台业务需求，构建一体化管控平台。平台建设的任务包括
智能感知建设、云平台、数据中心、应用支撑平台和业务应用系统等五大部分。系统为 B/S
架构，提供友好的中文图形界面，直观、易懂、操作简单。系统有良好的安全性，所有检验
检测数据必须加密。系统兼容目前主流浏览器的最新版本如微软 IE 浏览器、360 浏览器、
谷歌浏览器、火狐浏览器等。系统逻辑架构设计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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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逻辑架构图

5 系统功能
基于庄墓河水环境治理现状及发展趋势，结合庄墓河智慧化运营管养平台业务需求，构
建一体化管控平台。系统包括河道运营平台、水环境监测溯源系统、防汛排涝监测预警系统、
综合管理平台、运营可视化平台、流域生态环境遥感监测平台。
5.1 河道运营管理平台
河道运营管理平台为庄墓河水环境治理流域范围内的监测设备提供设备台账、运行状态
监控、设备状态异常报警、运维任务（巡检，维护，配件更换，试剂更换，校准，比对质控，
废液回收，标液更换，故障报告）
、远程维护、数据查询、运维统计分析、报表分析、人员
考评、资源中心、成本管理、库存管理等多方位全天候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服务支持。主
要功能包括水务一张图、设备管理、运行管理、作业管理、工程管理、水质监测管理、视频
巡河、统计分析和系统管理。
5.2 水环境监测溯源系统
水环境监测溯源系统可以实现庄墓河流域范围内的水质、水文等监测站点的采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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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监测数据分析出预警信息，排查追踪污染的源头，根据统计数据进行趋势预警，为河道提
供水环境治理提供信息化支撑。具体功能包括：一张图、信息管理、排查溯源和统计分析。
5.3 防汛排涝监测预警系统
防汛排涝监测预警系统可实现庄墓河流域范围内水雨情信息查询、实时视频查询、汛情
监视与预警、防汛预案查询。当有预警产生时，地图上对应雨量站或水位站、断面自动闪烁，
并向有关防汛人员自动发布内部预警信息，值班人员及时对预警信息进行查询核对，为实现
河道防汛预警提供信息化支撑。
基于 GIS 平台显示水情、雨情站点最新的监测数据，提供水库、河道和其他水雨情站点
的的实时水雨情报表、日报、月报的查询，支持自定义时间段查询，并提供相应的水位过程
线和雨量柱状图，还可以进行多年同期水情雨情对比。
5.4 综合管理平台
综合管理平台针对运营公司在运维过程中，除了河道本身的运维工作，还需要对运维团
队进行管理，以及运维效率的提升。主要包括工程安全监管、水政监察管理、电子政务、调
度会商、知识库管理、协同办公和运营人力管理等功能。
5.5 运营可视化平台
运营可视化平台利用各种常见图表，直观展现庄墓河流域水环境治理各项关键指标，便
于各级领导实时掌握工程全局、分管业务的情况，通过柱状图、折线图、饼图、雷达图、仪
表盘各种图表等图形化呈现方式和报表方式。以运营驾驶舱形象展示关键绩效指标数据，并
可以对异常关键指标预警和比较分析，便于领导及时发现工程建设、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问题。运营可视化系统共分为水质整体评价、运营设备、水位水流、APP 照片、巡查热力、
防汛排涝 6 个子专题，全面、立体、直观的展示庄墓河智慧化运营管理的情况。
5.6 流域生态环境遥感监测平台
庄墓河流域生态环境遥感监测平台以遥感和 GIS 技术为主要手段，建立一套实用、先进
的生态环境因子遥感专题监测系统，流域生态环境遥感监测平台自运行开始以一定的年限为
监测周期，对历史的遥感数据进行更新。对庄墓河流域生态环境进行动态监测，实现庄墓河
流域卫星遥感监测成果业务的统一运行，并基于监测成果数据做进一步分析，包括遥感智能
解译、动态监测、时空对比、综合评价等功能，并定期生成监测报告，为庄墓河流域生态环
境监测提供决策支持。
6 结论
本文主要从管理端（PC 端）着手，阐述了该系统的整体架构和功能，该系统具有监测、
展示、查询、管理、预警、调度等功能，便于更好的服务庄墓河智慧河湖管理。通过庄墓河
智慧化运营管养平台建设，实现庄墓河智慧管理，解决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和水管理，
提升水景观，将庄墓河建设成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河流，建设为生态基
础设施上的综合活动场地和美丽河流建设示范工程，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的合肥样板”，成
为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幸福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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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堤防抢险技术在行洪过程中的应用
李凤霞 1 周利伟 1

刘晓晴 2

（1.北京市北运河管理处，北京 101100；2.北京水利水电学校，北京 100024）

摘要：河道堤防作为水旱灾害防御的第一道屏障，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自秦汉时期，已有开江拓渠、
兴修水利的记载。如今我国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水利行业起到了重要的保安定、促发展作用，以北运河
为例，作为北京市唯一一条常年有水的河流，承担着北京城区 90%的排洪任务。当汛期遭遇暴雨，河道水
位迅速上涨，由于长期受到水流冲刷，北运河的堤防面临着重大考验，抢险技术应用也变得十分重要。熟
练掌握河道堤防应急抢险技术，提前做好雨前检查加固堤身、雨中监测流量变化、雨后统计水毁情况，实
现早发现、早修补，做到有准备、有对策、有技术,才能确保安全度汛。
关键词：河道堤防；抢险技术；北运河

1 引言
堤防对防御洪水灾害、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挥巨大作用。但由于自然条件等原因，
我国自建国以来发生多次重大险情，如 1954 年长江、1963 年海河、1975 年淮河相继发生大
洪水。特别是 1998 年特大洪水，受淹面积 6610km2，受灾人口 2.3 亿，直接经济损失 2600
[1]

多亿元 。如何根据现状提前判断险情以及发生险情后如何及时有效的抢险，成为了保障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中之重。应在行洪之前做好堤防巡查，收集掌握基本资料，对堤防整体
进行安全评估；行洪过程中密切监视堤防情况，遇有险情及时采取正确的方法抢险；行洪之
后对迎水堤坡、坡脚等冲刷部位进行检查和防渗加固处理，遇有流土、雨淋沟要及时修补。
2 行洪前的堤防险情巡查
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河道堤防检查作为一项常备工作，关乎堤防的整体安全，
其主要目的是根据实际情况提前预判并消除隐患。近年来，北京市极端降雨天气频发，2012
年 7 月 21-22 日，由于南下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在北京上空剧烈交汇，北京及其周边地区
遭遇自 1951 年有雨量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大一次降雨，全市平均降雨量 170mm，北运河流域
3

平均降雨量 179.1mm。北关拦河闸最大泄量 1200 m /s，闸前水位 20.36m，分洪闸最大泄量
3

450m /s，闸前水位 20.49m。2016 年 7 月 19-21 日，受到黄淮气旋北上和高压共同影响，北
京市再次出现大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 203mm，北运河流域平均降雨量 254.3mm。正是由于
对堤防险情的提前巡查，两次强降雨过程中未出现堤防决口、坍塌情况，保障了雨洪的顺利
下泄，下面列举险情巡查的具体内容。
2.1 堤坝的观察检查
堤坝险情长久以来均采用人工或机械锥探，凭借向锥孔中注入灌浆水来判断，近些年采
用电测法探测堤身内部隐患。
在堤身方面，对背水坡、坡脚一带注意观察有无散浸、漏水、管涌等地面凸起软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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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观察减压井、反滤排水沟内渗水流量、色度、浑浊度及水温有无异常变化。在动植物方
面，要注意观察护坡草皮及防浪林的生长情况，检查有无害虫（如白蚁）、害兽（如獾、狐、
鼠）活动痕迹，发现后应及时追查洞穴并进行处理。
2.2 河道防护工程的检查
河道防护工程是指保护大堤临河一侧的险工及保护滩地村庄的控制河流走势的控导工。
观察防护建筑物有无裂缝、坍塌、沉陷、倾斜等现象，密切关注河势变化及上下游河湾演变
趋势及冲刷地点。
2.3 穿堤建筑物的观察检查
沿河两岸为了灌溉或排水，常跨地修建水闸、涵管等穿堤建筑物。这些建筑物破坏了堤
防的整体性，它们一旦发生险情，抢救不及时常常溃口成灾，因此对穿堤建筑物的检查十分
重要。首先观察建筑物有无裂痕、渗漏现象，表面有无脱壳松动或侵蚀现象。其次，检查水
闸与翼墙链接部位有无裂缝、渗漏现象。对输水、泄水建筑物进口段、岔管段过流后应观察
有无气蚀磨损或剥落钢筋外露等现象。最后，观察伸缩缝内填充物有无流失或漏水现象，如
有，则及时进行注浆等防渗处理。
3 行洪中的堤防抢险技术应用
行洪过程中如遇突发险情，能否采用正确的抢险方法直接影响到抢险时间和效果，下面
以几种常见险情为例，分析防汛抢险的应对措施。
3.1 满溢险情
造成满溢的原因为上游发生超标准洪水，洪水位超过堤坝的设计防御标准，造成堤顶跑
水。堤防满溢的抢护方法，分为泄、蓄、分三个方面。蓄和分是利用上游水库进行调度调蓄，
或沿河采取临时性分洪、滞洪和行洪措施；泄则是采取以修子堤为主的工程措施，扩大河段
的泄洪能力。
3.2 散浸险情
河道高水位运行下，堤坝背水坡及坡脚附近出现土壤潮湿或发软并有水渗出的现象，称
[2]

为散浸 。其抢护方法以“临水截渗、背水导渗”为原则。临水坡用粘性土壤修筑前戗，可
以减少渗水浸入，背水坡用透水性较大的沙石或柴草等导渗措施，把渗入的水通过反滤，有
控制的只让清水流出，不让土粒流失，从而降低浸润线，保持堤坝稳定。
3.3 管涌险情
土体在渗透力作用下，有些细颗粒被渗流冲刷带至出口流失并形成通道，久而久之便会
形成管涌。其抢护方法主要以反滤围井为主，将围井周围杂物去除并挖去软泥 20cm，周围
用土袋排水垒成井形，围井的高度以能使清水流出并不带走泥沙为准，按照上粗下细的填料
原则填入反滤料。通过层层过滤，含沙水体中清水流出，泥沙留在洞内，将通道自行填堵。
3.4 漏洞险情
在汛期高水位运行情况下，堤坝背水坡及坡脚附近出现横贯堤坝的水流孔洞，称为漏洞。
其抢护方法多以“前堵后导，临背并举”
，在无风浪时漏洞进水口附近的水体易出现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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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可直接看出，漩涡不明显可使用探杆轻拨，如发现大漩或集中一处时，即可判断是进水
口。当漏洞进水口较小，周围土质较硬时，可用预制软楔在临水面进行填堵，如漏洞口较大
时候，可采用盖堵法将漏洞整体封住，选用篷布、草帘等重叠数层作为软帘，附以石块、土
袋、钢管等重物加以覆盖。
4 行洪后的堤坝防渗加固处理
堤坝的加固处理属于日常巡视检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保证水利工程质量、提高水利
[3]

工程的使用效率、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都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行洪过程后要及
时对堤岸进行巡查和防渗加固处理，以便消除安全隐患。
4.1 防渗加固技术概况
当前堤坝防渗加固技术中最基础的就是防渗墙的处理技术。第一，高压喷射注浆技术，
这种技术的特点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流程简单且具有很强的耐久性。第二，垂直铺塑防
渗技术，这种技术和高压喷射注浆技术相比较，最大的优势就是施工成本较低，有利于施工
单位降低工程成本。第三，混凝土防渗墙技术，这种技术的操作流程也较为简单，且防渗效
果也较持久，故而应用较为普遍。
北京大部分以混凝土防渗技术为主，但混凝土防渗墙寿命有限，且受温差影响较大，极
易热胀冷缩产生裂缝。建议较大面积的混凝土防渗工程要定期检查伸缩缝的完整，较厚的混
凝土要分层防渗，在混凝土中逐层铺设防渗薄膜。遇有表面破损或表层脱落要及时凿毛补平，
防止破坏面扩大。
4.2 不同护坡的防渗加固应用
北运河作为北京市唯一一条常年有水的河流，承担着北京城区 90%的排洪任务。其堤防
总长度为 204.752km，主要河道防洪标准曹碾闸以上为 20 年一遇，以下为 50 年一遇。由于
长期受到水流冲刷并长期承担防洪任务，其堤坡组成比较有代表性，主要有浆砌石岸坡、混
凝土护坡、方砖护坡、生态护坡四种。
4.2.1 浆砌石护坡、混凝土护坡和方砖护坡
北运河水工建筑物其上下游连接段多为浆砌石护坡、混凝土护坡和方砖护坡，此三种护
坡一般发生裂缝险情较多，抢护物料选用主要有石料、防渗薄膜、铅丝网。将铅丝网包裹石
料制成铅丝石笼，用防渗薄膜包裹铅丝石笼，沿河水垂直方向压住破损部位滚下，用石料将
薄膜紧紧压住，即可完成临水截渗。
4.2.2 生态护坡
生态护坡主要为土质护坡，常见险情为流土和雨淋沟，常见的防渗材料主要为土料，它
是防洪工程和防汛抢险中最常用的材料。修筑堤防、抢修子堤、截渗堵漏等都离不开土与土
袋。在防汛抢险中，用的最多的是散土，也常用草包、麻袋、土工布将土体包成枕状构件，
用以填补堤防豁口。
5 结论
综上所述，堤防应急抢险技术在行洪过程中的应用十分重要，首先在行洪之前应进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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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提防险情的检查，收集掌握基本资料，以便对堤防整体进行安全评估。其次在行洪过程中
要根据不同的险情制定合理的预案，并采用正确的抢险方法。最后在行洪结束后要有针对性
的开展复核工作，实时掌握堤防动态，注重堤坝防渗加固技术，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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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雨水资源化利用观测及处理试验
陈

伟 潘增辉

裴沙沙

（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石家庄 050051）

摘要：本文通过观测的屋面降雨径流水质监测资料，分析了城市屋面降雨径流污染物浓度随径流历时
变化的规律，针对沥青屋面降雨径流污染较高问题，利用雨水湿地进行处理。观测试验表明，初期降雨径
流污染物较大，随着径流水质逐渐减小；屋面环保材料的使用，可减轻初期径流有机污染；不同屋面降雨
径流水质随着降雨历时而趋于平稳；实验利用配置的陶粒及火山岩潜流湿地处理沥青屋面初期雨水相对自
然土壤湿地有着较高的污染物去除率，水力停留时间 48h，在水力负荷为 0.03m3/m2²d 的条件下，稳定后
的人工湿地对污染物去除效果理想，处理后的水质达地表水排放要求的 IV 类水质标准，可开发利用为城市
景观用水。
关键词：城市屋面；降雨径流；污染特征；雨水湿地

1 前言
我国大多数城市中，雨水通常通过路面、屋面等下垫面以径流形式流入城市下水道中，
由于雨水中含有较高浓度的污染物（如 COD、SS 、N、P 等）
，直接储存利用往往因水体的循
环流动性较差，水质不达标，储存过久会出现雨水恶臭现象，丧失可利用的价值。城市屋面
雨水径流收集方便，水质相对较好，具有一定的开发利用潜力。因此，有必要对城市屋面降
雨污染特征进行观测分析，掌握其初期径流污染物浓度随径流历时变化的规律，为屋面雨水
径流的资源化利用奠定理论基础。
目前国内外研究学者对城市降雨径流污染的研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多数研究采用
人工模拟降雨径流的方法，缺乏大量可靠精确的降雨水质、水量监测数据，导致得出的结论
贴近实际较差。同时，对北方城市屋面降雨径流污染特征缺乏有效的监测数据，因此，借助
海绵城市雨水资源化利用这一研究方向，观测石家庄具有北方城市屋面降雨径流特征的数据
资料进行分析并寻找规律，可为北方城市降雨径流污染的控制及管理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雨水径流污染属于非点源污染，具有突发性和非连续性。随着城市大气污染及地面污染
的严重，初期雨水所带来的径流污染物指标严重超标。据调查，某些地区的初期雨水的污染
物指标最高值已远远高于典型城市生活污水。SS、BOD 和 COD 指标的最高值均超出许多。可
见，初期雨水携带的污染负荷相当高且难于控制，已经严重超出直接排放水体的标准。而人
工湿地是一种基于自然生态原理，人工建造和控制运行的，通过基质的吸附、沉淀、离子交
换、植物的吸收和微生物的分解作用等协同实现污水高效净化的生态处理技术，有实验表明
有多层基质的人工湿地系统对主要污染物的去除效率均优于单一基质的人工湿地系统。因此，
有必要在当地寻找性能良好的人工湿地基质。此外，水力停留时间（HRT）也是人工湿地污
水处理系统重要的设计参数之一，决定了污水与湿地的接触程度，有实验表明在人工湿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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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运行中水力停留时间存在着最佳值，大于或小于此值均使去除率有所下降。为此，基于河
北省生态海绵城市建设关键技术研究课题在降雨径流污染去除试验方面研究，选择了雨水湿
地作为城市初期雨水径流处理进行试验。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2

石家庄位于河北中部平原地带，属于温带季风气候。行政区总面积 13109km ，年均降水
量为 491.4mm，6~9 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 63%-70%，其它时间干旱少雨。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3

3

仅为 229m ，常年缺水高达 10 亿 m 。石家庄市辖 8 区 13 县(市)，各区气候降雨无明显区别，
研究区设置在新华区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楼屋面（北纬 114°27'48.9"，东经
38°3'29.7"）
。
2.2 水样采集
结合石家庄市屋顶材质特点和雨水样品采集原则，本研究选择 2 种不同的下垫面作为样
品收集点，分别为：装饰砖屋面，沥青油毡屋面。并在硬质屋顶架设了小型自动监测气象站,
对 2017-2018 年降雨过程进行实时监测。设计采样时间为：拟定有效降雨后下垫面产生径流
开始，分别在 5min、10min、15min、20min、30min、40min、60min、90min、120min、180min
各采集一次水样。并采用潜流湿地池对沥青屋面雨水进行净化处理，天然土壤池作为对照试
验，设计水力停留时间为 36h～72h，水样的采集方法遵守《水质采样技术指导》
，将收集水
样于 0℃冷冻保存待测。
2.3 水质分析
水质分析时样品解冻至 20℃室温进行水质指标化验，根据屋面径流污染特征，选定 6
个指标进行分析，分别为 SS、浊度、NH3-N、TP、TN、CODmn，其中 SS 与浊度采用百灵达速
测仪进行测定，NH3-N、TP、TN、CODmn 分别采用纳氏试剂比色法(GB/T 7479-87)、钼酸铵
分光光度法(GB/T 11893-89)、过硫酸钾氧化-紫外分光光度法，
（GB/T 11894-89）
、CODcr 重
铬酸钾法(GB/T 11914-89)。
3 结果与讨论
3.1 屋面降雨初期径流污染特征初步分析
3.1.1 不同屋面材质降雨初期径流输出规律
对 2 种屋顶材质条件下降雨径流中 6 个监测指标的质量浓度变化进行分析，得到各污染
物浓度变化过程图（图 1）
。2017 年降雨初期，沥青油毡屋面的 SS、CODmn、NH3-N、TP、TN
最大值分别为 164.7mg/l、152.2mg/l、52.68mg/l、0.797mg/l、55.75mg/l，且最大值发生
在中小雨初期，其中 CODmn、NH3-N、TP、TN 分别超出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的 V
类标准 9.15 倍、25.34 倍、0.99 倍、26.88 倍。2018 年降雨初期，通过对装饰砖屋面与沥
青油毡屋面的径流水质进行监测，发现沥青油毡屋面的 SS、CODmn、NH3-N、TP、TN 最大值
分别为 259.6mg/l、
170.7mg/l、28.55mg/l、0.286mg/l、41.58mg/l，装饰砖屋面的 SS、CODmn、
NH3-N、TP、TN 最大值分别为 391.6mg/l、10.25mg/l、8.16mg/l、0.201mg/l、13.8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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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P 指标超三类标准，CODmn、NH3-N、TN 均超五类标准。
对于不同屋面材料，由于释出物等所致的积尘均不相同，因此导致不同采样点的同一场
降雨，同一径流历时的水质有很大差别。除了由于装饰砖屋面不经常打扫导致的个别悬浮物
数值较高及 TP 由于未检出外，其他径流污染物水质均要优于沥青油毡屋面径流水质，尤其
2018.7.9 日沥青油毡屋面的 CODmn 为 170.7～66.93mg/L 、NH3-N 为 28.55～6.38mg/L 均高
于装饰砖屋面径流水质 CODmn 9.76～4.89mg/L、 NH3-N 8.16～1.54mg/L 近 13～4 倍左右。
这是由于装饰砖屋面材料环保，材料本身不增加径流水质的有机污染，而沥青油毡屋面材料
本身有机物的释出，增大了径流水质的有机污染程度。因此，屋面环保材料的使用，可减轻
雨水径流的有机污染。
3.1.2 降雨特征对径流水质影响分析
由 2017 年-2018 年初期降雨的径流污染物变化特征发现，屋面降雨径流有初期淋洗效
应，表现为径流产生后 10～ 20min 污染物浓度较高，随径流历时的延长，初期径流将铺面
积尘等颗粒物冲刷的较干净，污染物浓度逐渐下降，并最终趋于稳定（图 1-3）
。雨强越大，
水质趋于稳定的速度越快。沥青油毡屋面大雨初期径流水质趋于平稳的时间为 15～ 20 min，
而中雨及中小雨为 30 ～50 min，装饰砖屋面中小雨水质稳定时间大致为 20～ 5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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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d） 不同降雨沥青屋面径流 TP 监测数值

60
TN1

浓度（mg/L）

50

TN2

TN3

40
30
20
10
0
0

5

10 15 20 25 30 50 80 110 170
时间（min）

图 1（e）

不同降雨沥青屋面径流 TN 监测数值

备注：n=表示三场不同的降雨，n= 1(大雨) ，2(中雨) ，3(中小雨)

2018 年初期降雨径流特征与 2017 年表现出相似的特征，中雨强度时，装饰砖屋面 SS、
CODmn、NH3-N、TN、TP 各项污染物监测值都要低于沥青屋面；而对于小雨，除去 TP 指标大
多数没有检出外，沥青屋面初期降雨径流的 CODmn、NH3-N、TN 指标分别高于装饰砖屋面 7
倍、2 倍、2 倍，降雨越小差距倍数越高，说明沥青材质相对装饰砖材质屋面降雨径流污染
物是随着降雨量的减小越趋严重的，这为不同材质屋面雨水资源化利用，如何加强径流污染
控制与治理提供了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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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分别用 SSj（n）、CODmn j（n）
、NH3-Nj（n）
、TNj（n）、TPj（n） ，j 表示不同屋面材料，1 为沥青油毡屋
面，2 为装饰砖屋面；n=表示两场不同的降雨，j（n）= 1(中雨) ，2(小雨)

3.2 雨水湿地处理试验分析
为处理污染较为严重的沥青屋面雨水径流，试验采用陶粒与火山岩为基质种植凤眼莲的
潜流湿地池，对照池模仿天然种植土为基质种植麦冬和三叶草监测处理沥青屋面径流雨水效
3

2

果。水力停留时间采用 36h～72h（水力负荷 0.02～0.04m /m .d）范围内，进行人工雨水湿
地及对照土壤湿地处理屋面径流实验研究，以集雨罐收集的沥青屋面雨水径流作为处理对象。
试验出水以达标排放为主要目的，将城市屋顶雨水径流收集进入人工湿地进行连续处理后，
水质要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地表水排放要求的 IV 类水质标准（主
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评价指标为浊度、氨氮、总氮、
总磷、有机物、PH 值以及感官性状指标，以达到避免雨水径流直接排放加重受纳水体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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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2018 年潜流湿地与天然土壤对照试验分析发现，潜流湿地对浊度、CODmn、NH3-N、
TN、TP 的去除率远高于自然状况下的经过天然土壤对上述污染物的去除效果，见表 1、2。
人工湿地系统对污染物的去除通过基质的吸附、沉淀、离子交换、植物的吸收和微生物的分
解作用效果较好，试验出水感官性状良好，没有明显的、令人厌恶的色、嗅。
3

2

在水力停留时间 36h，0.04m /m .d 水力负荷条件下，潜流湿地浊度出水平均去除率
60.97%；出水平均 CODmn 去除率为 57.59%，出水 NH3-N 平均去除率为 60.58%，出水 TP 平均
去除率为 76.92%，出水 TN 平均去除率为 61.18%。除对照 TN 出水没有达到地表水排放要求
的 IV 类水质标准外，其他指标出水水质湿地、对照均达到要求，且湿地出水水质更优。
3

2

在水力停留时间 48h，0.03 m /m .d 水力负荷条件下，潜流湿地出水浊度平均去除率为
78.79%，出水平均 CODmn 去除率为 76.39%，出水 NH3-N 平均去除率为 82.19%，出水 TP 平均
去除率为 87.95%，出水 TN 平均去除率为 56.38%，相比于较高的水力负荷条件，降低水力负
荷后，雨水在系统中停留时间更长，微生物作用及基质吸附作用能充分发挥，对污染物处理
效果更好。
3

2

水力停留时间 72h，在 0.02 m /m .d 水力负荷条件下，潜流湿地出水浊度平均去除率为
58.09%，出水平均 CODmn 去除率为 78.93%，出水 NH3-N 平均去除率为 84.96%，出水 TP 平均
去除率为 71.92%，出水 TN 平均去除率为 43.38%，可以看到在水力停留时间达到 72h 时，系
统对 CODmn、NH3-N 的去除率没有太明显变化，浊度、总磷、总氮的去除率有所下降，这是
雨水在系统中停留时间过长，导致人工湿地中雨水一直停留，水中溶解氧含量持续下降，到
最后水体中呈现厌氧的区域范围变得很广，对有机物处理能力开始下降，基质与雨水接触时
间过长，导致基质吸附的磷出现了一定的解吸作用，说明水力负荷过小的情况下，不利于人
工湿地对污染物的去除。
表1

不同水力停留时间潜流湿地与对照进出水污染物平均浓度

浊度（NTU）

CODmn (mg/L)

NH3-N(mg/L)

TP(mg/L)

TN(mg/L)

水力停留时间（h）

36

48

72

36

48

72

36

48

72

36

48

72

36

48

72

进水

14.1

27.25

18.44

10.19

16.6

17.42

0.52

2.18

1.79

0.01

0.04

0.03

3.56

3.4

0.87

湿地出水

5.48

5.74

7.44

4.09

3.92

3.67

0.19

0.38

0.27

0.003

0.01

0.01

1.33

1.42

0.49

对照出水

8.31

18.13

14.53

8.18

8.65

7.83

0.317

1.59

0.78

0.009

0.03

0.02

1.59

2.42

0.57

表2

不同水力停留时间潜流湿地与对照进出水污染物消减率
潜流湿地池

（%）
对照池

水力停留时间（h）

浊度

CODmn

NH3-N

TP

TN

浊度

CODmn

NH3-N

TP

TN

1

36

60.97

57.59

60.58

76.92

61.18

40.71

19.50

52.47

10.00

54.60

2

48

78.79

76.39

82.19

87.95

56.38

33.26

47.89

28.61

23.30

29.27

3

72

58.09

78.93

84.96

71.92

43.38

23.03

55.05

56.93

42.12

34.87

3

2

试验对比了湿地系统在水力停留时间 48h，0.03 m /m .d 水力负荷条件下，稳定后的人
工湿地对污染物去除效果理想，湿地浊度出水平均 5.74 NTU，CODmn 湿地出水平均 3.92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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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3-N 湿地出水平均 0.38mg/L， TP 湿地出水平均 0.01mg/L， TN 湿地出水平均 1.42mg/L。
处理后的水质均可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地表水排放要求的 IV 类
水质标准，具有一定的开发潜力，可作为景观用水加以利用。
4 结论
（1）
降雨初期监测指标除 2018 年 TP 指标超三类标准外，2017-2018 年 SS、
浊度、
NH3-N、
TP、TN、CODmn 指标均超国家地表水五类标准，主要污染物为 NH3-N、TN。
（2）通过对比装饰砖屋面与沥青屋面的降雨径流污染物，分析发现屋面降雨径流有初
期淋洗效应。CODmn、NH3-N、TP、TN 值与降雨强度呈现负相关关系。装饰砖屋面降雨径流
污染物优于沥青屋面材质，屋面环保材料的使用，可减轻初期径流有机污染。
（3）潜流湿地对浊度、CODmn、NH3-N、TN、TP 的去除率远高于天然土壤的去除效果。
3

2

在水力停留时间 48h，0.03 m /m .d 水力负荷条件下，微生物作用及基质吸附作用能充分发
挥，对污染物处理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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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网络信息中心，乌鲁木齐 830099）

摘要：本文全面梳理了“十三五”期间新疆水利厅信息化发展的工作思路和建设成果，总结了实施项
目期间积累的典型工作经验，客观分析了工作中存在的短板、问题和原因；重点对 2020 年的工作成绩、亮
点和难点进行了剖析；全面总结水利信息化建设成果有利于更好支撑和服务新时期新疆水利业务和政务管
理工作，对今后开展水利信息化工作中“不走错路，少走弯路”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新疆水利；信息化短板；微思考；亮点与难点

1 工作思路与建设成果
以新疆水利信息化为引领，巩固和提升新疆水利行业管理能力、完善水利管理体系，促
进新疆水利高质量发展为总体思路。按照，围绕“补短板、强监管”的总基调，全面落实自
治区党委有关工作部署，基本完成了《新疆水利信息化发展“十三五”规划》的建设目标和
任务。
在“十三五”期间，重点开展了水利业务应用深化、基础设施完善、网络与信息安全加
固、信息化保障环境优化以及信息资源整合共享等专项工作。分步深化实施了国家防汛抗旱
指挥系统、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电子政务系统、信息化
资源整合共享（一期）等一批重点信息化项目建设，初步解决了防汛抗旱、水资源管理、山
洪灾害、政务管理等长期存在的缺少业务管理平台和监测监控体系等问题；资源整合共享编
制完成“一张图”
、
“一个库”
、
“一张网”和“一个平台”等 4 大类新疆水利信息化标准体系，
解决了全疆水利信息化建设缺标准的问题；初步搭建水利厅信息化资源整合建设“大数据”、
“大平台”和“大系统”框架并进行应用测试与试点工作，逐步解决了行业监管、水利业务
应用协同和整体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开展《新疆水利信息化系统建设指导意见》
《地州水
利信息化“一地一策”规划》编制工作，为积极推进解决全疆水利单位互联互通难、信息共
享难、业务协同难等突出问题奠定了基础。至 2020 年底，新疆水利厅在信息化管理能力和
管理体系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有力支撑和服务新时期新疆水利业务和政务管理工作，促进
新疆水利高质量发展和脱贫攻坚工作的顺利开展。
1.1 水利业务应用深化
1.1.1 水旱灾害防御
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建设：通过新疆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的深化实施，在全疆 94 个
山洪灾害防治县开展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建立健全雨水情监测站网（自动水雨情监测站 1000
余处）
、完善预警设施设备、健全群测群防体系等，建立，区、地、县三级防汛视频会商系
统和山洪灾害监测平台，实现了非工程措施治理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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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建设：完成全疆 14 个地州水情分中心、14 个地州工情分中心的建设
以及防洪工程数据库、地理空间库的续建和旱情数据库的新建工作，完成了覆盖新疆 14 个
地市和 94 个县的旱情信息统计上报系统等防汛抗旱业务应用系统建设。实施系统软硬件资
源整合，完善了防汛抗旱决策会商环境。完成了中瑞合作叶尔羌河冰川湖溃决洪水监测预警
和 1 个重点城市、10 条重点河流“洪水风险图编制”工作。
1.1.2 水资源利用监管及节水管理
通过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新疆一期、二期项目，共建了设取用水监测点 1244 个（外
网 954 个，内网 290 个）
。新建白杨河水库（克拉玛依市）和榆树沟水库（哈密市）重要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测站，接入了乌拉泊水库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测站。提升新疆水资源管
理信息系统功能，实现与水利部、流域水资源管理信息的互联互通和主要水资源管理业务的
在线处理，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提供技术支撑。
1.1.3 水土保持监测与监督
依托全国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系统、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管理系统以及水土保持监测评
价系统，开展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监督和管理相关工作。
目前，自治区建设有 18 个监测点。其中，综合观测站 1 个，控制站 1 个，坡面径流场
5 个，风蚀监测点 5 个，利用水文局监测点 5 个。根据中央和地方任务分解，2018 年、2019
年自治区连续两年负责了本辖区内国家重点防治区以外的 53 个县（市、区）
（含兵团）
，总
面积 53.34 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工作。
1.1.4 农村水利信息化建设
建设农村饮水安全管理信息系统，加强了面向行业管理者、工程运行管理者和社会公众
的农村饮水信息化管理，强化了农村饮水工程监控，接入了集中式农村饮水工程信息，实现
用水户、饮水工程、工程规划等信息的查询、统计复核、监督检查等，为提高农村饮水安全
管理现代化水平、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打下基础。
1.1.5 电子政务建设
提升和完善《新将水利厅》网站、
《水利厅协同办公系统》
、异地视频会议系统、政务服
务系统建设，为水利厅电子政务网上办公提供了快速、安全、稳定的平台环境。
1.1.6 水利综合监管
紧紧围绕“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的总基调和自治区党委有关工作部署，
紧密结合新疆水利现状和特点，着力提升新疆水利部门的监测预警能力、业务服务能力、决
策调度能力，满足情势分析和决策的需要，初步开展了江河湖泊、水资源、水利工程、水土
保持等有关监管系统的建设工作。
（1）江河湖泊监管：全疆各地已基本完成河长、湖长、一河（湖）一策、河长制公示
牌、河流、湖泊、水库等基本信息的填报工作，督促各级河湖长制办公室完善各项数据，利
用自治区河湖长制综合管理平台开展巡查河湖工作，为各级河长使用综合管理平台提供保障。
（2）水资源监管：通过新疆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二期项目建设，实现全疆 80%以
上颁发取水许可证水量、50%以上的总用水量取用水在线监测，对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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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红线”监督考核提供支撑。
（3）水利工程监管：新疆水利建设与管理信息平台能够面向社会公开新疆水利工程建
设的各类市场主体综合信息，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能够对自治区所有在建项目进行合理分
类，并按照水利工程基本建设程序的流程，记录和描述每个项目的实施过程。
（4）水土保持监管：按照“至少在一个地级市实现监管全覆盖”的要求，水土保持生
2

产建设项目完成了覆盖哈密市两县一区约 13.89 万 km 的 “天地一体化”监管。2017-2018
年自治区实施 33 个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包括乌鲁木齐县庙尔沟小流域、焉耆县霍拉沟
东沟小流域、和静县克尔古提河小流域等工程，利用无人机和移动终端开展水土保持重点工
程的核查比例达到 50%以上。
1.2 基础设施整合
（1）通过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警
系统、地下水监测等一批国家重点项目的实施，形成了具有 2919 个各类监测点的信息采集
体系，覆盖全疆的水利物联网初具规模，为各项水利业务开展提供了监测数据保障。
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建设了 30 个国家报汛站、87 个固定墒情采集站、87 个移动墒情
采集站；中小河流项目建设了 78 个雨量站、59 个水位站、116 个水文站（监测水位、雨量、
蒸发等）
；通过国控二期项目完成新建 524 户 979 个水量在线监测点，其中 392 个取用水户
750 处管道型水量在线监测点，151 个灌区 229 处渠道型水量在线监测点；接入了 60 个取用
水户 277 处水量在线监测点。山洪灾害监测预警项目建设了 783 自动雨量站、228 自动水位
站、130 自动水位雨量站、73 个视频站和 201 个图像站；地下水监测项目建设了 430 个地下
水监测点。
（2）水利信息网络覆盖面广，机房环境逐步完善，基于云架构的支撑平台初步形成。
水利信息网络覆盖面广。经过信息化项目不断建设完善，水利信息网络基本覆盖形成了
上连至水利部下连至全疆 14 个地州、12 个厅直单位、96 个县（区）的新疆水利信息网。开
通互联网出口，面向水利厅提供了互联网业务应用。
机房环境逐步完善。依托国家和自治区开展的各项信息化系统建设，建成了符合要求的
新疆水利信息网区、地（州）
、流域机构等网络机房环境。内外网机房都配置环境监控系统、
门禁系统、消防系统、精密空调系统、UPS 系统等，达到 C 级机房设计标准，满足信息系统
安全等级保护相关要求。厅直属单位、地（州）水利（务）局基本都建立了机房，配备了专
用制冷设备和视频监视。
基于虚拟化架构的支撑平台初步形成。虚拟化资源池、企业级数据库、高性能存储、CA
系统、备份系统等能够为水利厅后续系统部署提供统一的运行环境、用户管理、身份认证、
系统备份等应用环境保障。
1.3 网络与安全加固
网络与信息安全加固、信息化保障环境得到优化。积极响应中央和自治区网络安全专项
整治，护网行动、保密检查等，定期开展重要信息系统安全检查、计算机和网络系统保密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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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新疆水利信息化发展调查、水利工业控制系统应用情况排查、软件正版化自查等工作，
对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进行加固整改，确保了网络信息安全稳定运行。加强网络安全设备
投入，开展重要系统等级保护测评和风险评估，提高了网路安全技术保障能力。制定网络安
全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确保了应急突发事件状态下的网络安全。
1.4 信息化保障体系建设
新疆水利信息化标准体系初步建立，并开展了宣贯工作。在国家、水利部技术成果的基
础上，结合新疆水利信息化建设的实际，编制完成了《新疆水利信息化标准保障体系》
，包
括“一张图”
、
“一个库”
、
“一张网”和“一个平台”等 4 大类 16 项标准规约与配套管理办
法，并通过验收，为全疆水利信息化工作的有序推进提供标准和依据。
1.5 信息化资源整合
编写完成《新疆水利厅信息资源整合共享总体方案》
《新疆水利厅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实
施方案》
，整合共享采用“先基础设施，后平台与数据，先厅内后地州，从易到难，逐步推
进”的建设策略，全面推进了水利厅信息化资源整合共享工作。
完成基础设施整合任务。按照《实施方案》有序开展工作，有效利用了国家水资源监控
能力建设项目资金对厅网络安全体系、计算资源、存储资源等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以虚
拟化技术为基础构建自治区水利厅统一的信息化支撑环境，初步形成了统一的网络安全体系、
统一的云计算中心、统一的应用支撑平台，统一电子政务应用等。
完成信息化资源整合共享（一期）平台建设工作，编制完成相关规划与方案。2020 年
启动水利厅信息化资源整合共享（一期）平台建设工作，对厅各处室的数据资源和应用系统
进行了“拉网式”需求调研，收集数据并整理入库。基本完成了“综合信息服务门户系统”、
“新疆水利一张图”13 大类功能开发和应用运行环境完善工作，平台功能初级规模。编制
并下发《新疆水利信息化系统建设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还启动了 14 个地州《水利信
息化“一地一策”规划》编制工作；开展新时期全疆水利信息化工作底数调研工作，编制完
成《新疆水利发展“十四五”专项规划》
《新疆智慧水利总体方案》
，并通过了专家审查。
2 信息化短板的几点微思考
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新疆水利信息化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全国水利信息化
发展相比仍处于初级阶段，存在以下四个方面信息化短板，需要长期不断地大量投入和各部
门通力协作、扎实工作，在发展中逐步解决。
2.1 短板一
一是想要信息但没有数据、信息采集不全面、基础设施能力不足。在信息采集方面存在
重建轻管，采集数据不全不准。信息采集设备日常运行维护投资不够，运维机制和管理办法
不健全、不灵活。业务管理部门、信息化部门不同单位的运维责任分工不明确，出现信息孤
岛、数据不全不准的情况时有发生。
水利信息专网覆盖范围不充分，带宽低。水利信息专网没有实现县级水利单位的全覆盖，
骨干网带宽低，多数以 4-8Mbps 为主。水利信息专网承担水利业务非常有限，仍以异地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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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应用为主。
“新冠疫情”对云办公、视频会议都提出了更多需求。基本没有备份保障能
力，厅直属单位、地州级水利局中只有少数单位对数据做了本地备份，都没有实现异地容灾
数据备份。
2.2 短板二
是有信息，但没有整合共享，应用水平不高，信息资源和社会化服务程度低。信息资源
开发利用和整合共享不够。外部资源利用较低，部分地州使用了政务云资源，低水平重复建
设仍然不同程度存在，硬件资源没有充分共享，现有基础软硬件性能有限，其计算能力不足
以支撑今后水利大数据管理和处理。内部整合不够，水利信息化普遍存在分散建设现象，造
成各项水利业务“条块分割”
、
“相互封闭”、“信息烟囱”
，无法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流动、
基础设施的共用共享、业务应用的交互协同，严重制约信息资源整体化效益的发挥。外部资
源共享较少，目前主要接入了防汛需要的部分气象数据、部分工商部门注册的企业数据等，
其他行业的相关数据还未能做到接入共享。
2.3 短板三
是有些信息比较全面完整，但缺少分析评价，缺乏智慧应用，与行业强监管、防汛抗旱、
水资源调度等管理需求有较大差距。信息系统和业务融合不深入，应用效果不强。河湖长制、
灾害防御、水资源开发利用、水土保持、灌区管理、农村饮水安全等业务信息系统支撑不足，
智能化水平不高。节水、水利监督、旱情等业务缺乏信息系统支撑。工程建设、水利工程安
全运行信息化水平总体偏低。地图应用需求强烈，水利空间数据的补充完善、多部门共享、
规范管理急需加强。创新能力较弱，水利信息化大多是对现有管理模式和流程的简单复制，
难以做到流程优化再造、管理模式创新。前沿信息技术应用较少，水利业务应用系统主要以
展示查询、统计分析、流程运转、信息服务等功能为主，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高
新技术尚未得到广泛应用。
2.4 短板四
是信息化保障体系建设不够健全、网络安全管理需要进一步规范。思想认识不到位，传
统思维较为普遍，不能充分认识水利信息化存在的差距，认为水利信息化建设可有可无，有
也只是信息化部门或者信息技术公司建设，业务部门等着用就行。标准规范不够完善，落实
不到位。与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要求相配套的系统建设与运维等技术和管理标准欠缺。资金
投入缺口较大，相对水利工程建设，水利信息化总体投入严重偏低，持续投入不足。人才配
置不充分，专业信息化人才缺乏，很多信息化管理人员都是兼职，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人才严重不足，信息化人才引进难、留住更难。运维体系不完善，
重建设轻运维的现象普遍存在，运维队伍不健全，运维技术水平和效率不高，运维经费没有
专门资金渠道很难保证定期下达，信息化建设成果效益很难发挥。
各单位信息化系统建设只考虑功能应用、不考虑网络安全配套建设的情况仍然存在；落
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方面做得还不够；已有的水利工程控制系统和软件平台大多存在安
全隐患，尚未实现国产化自主可控。网络安全体系无法满足新技术的发展需要，对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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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缺乏防护手段。威胁感知应急响应能力不足，大多无
法及时掌握网络安全态势，无法及时主动发现并处置网络安全风险威胁。
3 典型经验的几点微思考
总结评估“十三五”信息化建设成果，针对重点薄弱环节，继续加快补齐网络基础设施、
网络安全和信息系统短板，加强信息化与业务的深度融合，以水利信息化资源整合共享为抓
手，健全保障体系，发挥信息化引领作用，提升新疆水利信息化水平，促进新疆水利从“数
字水利”向“智慧水利”的转变。
3.1 加强信息化顶层设计
深入调研，扎实做好《新疆水利信息化“十四五”专项规划》
《新疆智慧水利实施方案》
，
指导新疆水利信息化有序发展。通过多种渠道，争取信息化相关项目建设资金。
3.2 扎实开展信息化资源整合共享工作，整体提升应用水平
新疆水利信息化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有
利支持了水利业务和政务工作，提高了水利业务管理和政务工作的现代化水平。然而，各级
水利部门已建各类应用系统相对独立，资源分散，形成了以业务部门为主体的信息壁垒和应
用碎片化，信息资源在各业务部门和单位间没有共享共用，导致信息资源巨大作用不易发挥，
数据红利难于释放。2017 年以来，水利厅组织编制信息化资源整合共享总体方案、实施方
案，2019 年开展资源整合共享建设试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果。资源整合共享工作是当前全
国水利信息化的重点任务，需要从广度、深度持续推进。2020 年，水利厅将出台新疆水利
信息化指导意见，以统一的技术标准规范各级水利管理单位开展信息化建设和改造，进一步
加强全疆资源整合共享，从整体提高数据利用和业务协同，发挥信息化对现代化的引领作用，
提升新疆水利信息化整体应用水平，更好服务于行业强监管。
3.3 推进业务系统建设，增强管理现代化
围绕江河湖泊、水资源、水利工程、水土保持、政务管理等重点监管领域，充分运用新
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和挖掘分析各类信息资源，全面掌握江河湖库综合信息，动态监测评估
河湖生态状况，实现水情预报、水资源配置、河湖监管的精细化和精准化，以及水资源管理、
水生态水环境治理、防汛抗旱、工程安全监测等重点应用的智慧化，提高水利业务管理现代
化水平。
3.4 补齐信息化基础设施短板
基于 IPv6，升级改造网络核心设备，扩充网络带宽，构建全疆水利信息“一张网”
，实
现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及水管单位网络全覆盖。建设完善的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实现新疆
水利网络安全态势感知，提高水利网络安全事件监测和通报预警能力。建设完善重要水利工
程的工控网络，实现对水利工程的安全控制和监视。
3.5 进一步提高站位健全保障体系
强化组织领导，明确任务分工，业务部门负责提出业务需求，推进业务应用，网信部门
负责统筹业务需求分析工作和技术实现。完善相关政策制度和标准体系，逐步推动解决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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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薄弱、资源利用低下、业务协同困难、监督检查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开展先行先试，在
重点业务领域，选择基础较好的流域、地州或县市开展先行先试，逐步推广。加强队伍建设，
完善人才制度，积极引进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水利人才培养体系。加
大资金投入，拓宽项目资金来源，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财政及地方财政等推进水利信
息化建设，吸引社会资本，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模式加强运维保障。
4 近期工作成绩及亮点与难点的微思考
4.1 主要工作成绩
近两年，重点围绕“安全、实用”的水利网信发展总要求，找准水利网信工作的短板，
加强网络安全管理、推进水利信息化顶层设计，网信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1）加强网络安全管理、确保水利信息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一是充分认识做好网信工作对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重大意义，聚焦网络综
合治理体系建设，完善网络与信息安全监督检查和考核机制、建立网络安全信息通报机制，
努力提高网络安全感知能力、分析能力和防御能力，为水利业务发展提供网络安全条件。二
是坚持不懈地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充分发互联网新媒体主平台、主渠道作用，大力推
动党的创新理论网络传播，持续加大网上正面舆论宣传力度的同时，严格信息发布审核制度，
确保了信息内容的安全、可控。
《新疆水利厅》网站更新信息 972 余条，微信平台 32 条，水
利厅 OA 系统 2295 条。按照自治区政府网站节约化建设工作要求，已完成《新疆水利厅》门
户网站向自治区大平台迁移整合。三是按照保密隐患大排查工作要求，配合厅保密办完成了
300 余台计算机检查，并针对工作计算机连接互联网，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对水利厅局域
网进行改造，确保了工作秘密安全。利用水资源内网平台建设机遇，采购一批涉密计算机终
端，对机关老旧计算机终端进行了变更替换。四是开展互联网应用专项整治、重要系统等级
保护和风险评估，重要节点 24 小时值班值守，做好运行保障，确保了水利信息网、电子政
务内外网，水利厅网站、办公系统、视频会议系统等网络和应用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到目
前，完成计算机终端日常维护 72 次，网站、OA 等政务系统 120 余次。完成水利厅本地会议
70 次，水利部及全疆视频会议 77 次、水利部视频会议 30 次。
（2）围绕新疆水利厅信息化资源整合共享主要开展以下三类工作：
一是基本完成了信息化资源整合共享（一期）项目中“综合信息服务门户系统”、
“新疆
水利一张图”功能开发和应用运行环境完善工作。整合共享平台采用了边开发、边测试、边
应用的思路，系统基本成型，应用资源整合完成水利厅有关水旱灾害、水资源、水利工程建
设、水土保持、农村水利等 10 个业务和政务系统整合工作，包括 13 大类、150 余个功能模
块的开发，平台功能初级规模，数据资源整合完成了全疆 471 座水库、152 个水库水文站、
116 个河道水文站、1875 个气象站、71 个墒情站、723 个雨量站、4429 座水闸、739 个灌区、
50460 条渠道、93 个排污口、1465 个取水口、10 万余眼机电井和 93 个视频监测点等众多水
利对象的上图入库工作，但需要开展对数据进行数据复核、深度收集处理、解读和评价分析
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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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编制完成了新疆水利宏观指导类的《新疆水利信息化系统建设指导意见》
（征求意
见稿）
，并下发水利厅各处室和各地州征求意见，是全面推进新疆信息化工作的路线图，将
在近期出台和印发。启动了 14 个地州《水利信息化“一地一策”规划》编制工作，对宏观
指导意见进行细化，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三是开展了新时期全疆水利信息化工作底数调研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新疆水
利信息化发展“十四五”专项规划》
《新疆智慧水利总体方案》
，并通过专家审查，也是《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水安全战略规划》的重要内容，是近期乃至中长期新疆水利信息化的蓝图愿景。
（3）发挥信息化支撑服务作用，推动信息技术与水利业务融合发展
一是协调推进水资源监控能力信息平台建设，完成各项功能开发部署，已通过了水利部
的技术评估。二是完善和发挥“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作用，协调解决电子政务外网数据
共享问题，为水利厅行政审批等政务服务提供了运行环境。三是按照国家和自治区信创项目
工作要求，完成今年的采购任务，已进入实施阶段。
4.2 主要工作亮点与难点
信息化资源整合共享项目中应用资源整合共享是工作重点、是呈现结果，数据资源整合
共享是工作难点、数据是血液。
（1）亮点一是在厅各业务处室（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紧密协作下，项目组深入调研，
准确梳理水利业务，搭建统一水利厅信息化资源整合共享平台（门户系统）
，初步实现各业
务应用整合与重构、应用协同，较全面体现了水利厅信息化资源整合成果和效果，实现跨水
利业务和事务的总体应用。
（2）亮点二是将采集到的实时数据和重要基础数据全面互联融合成新疆水利一张图，
体现系统直观和便捷性。首先是充分利用水利部建设的水利一张图成果，抛掉基础地图数据、
遥感影像数据、基础地形地貌数据更新的烦恼，节约投资，避免资源浪费。其次是将部分复
核完善后新疆本底化数据一并纳入到厅水利一张图中，为最终实现新疆水利一张图的权威现
势、合法、安全、好用、可靠等目标奠定基础。
（3）难点一是做好共享机制和标准落地工作，是立足长远，保护投资，提高工作效率
的重要体现。
水利厅已经编制新疆信息化有关“一张图”
、
“一个库”和“一平台”和“一门户”的相关
规约和接口标准，做好标准应用落地是整合共享工作中的难点。目前，数据资源一部分数据存
储在水利厅，另一部分数据存储在水文部门（主要包括水情、地下水监测、中小河流等重要数
据）
，完善数据共享机制以及如何贯彻执行好数据共享管理办法，是整合共享工作中的难点。但
在执行和监管过程中，仅靠信息化单位去监督执行（协调）
，力度有限，需要高层推动。
（4）难点二是目前平台中的数据还不够丰富，是以水利厅掌握的基础数据和静态数据
为主，从广泛意义上讲，整合共享平台不仅要整合厅内部数据，还要整合共享各地州的数据。
入库的静态和实时数据还存在不全不准的问题，还要开展大量的数据复核工作和实现各地州
水利数据的交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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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在哈密市水利业务中的应用
段

勇

（黄河水利委员会 信息中心，郑州 450003）

摘要：根据哈密市的重点水利业务工作，依托现有水利基础设施，采用成熟的信息化手段建立哈密市
水利综合业务平台，打造地区水利信息化通信网络平台。按照“总量控制、定额管理”的原则，提高哈密
市水资源管理水平，有效掌握地区水资源利用情况，支撑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农牧业现代化发展；提高
地区防汛工作信息资料管理和业务处理水平；提升地区对土地利用生态变化的掌握。达成哈密市水利业务
信息化管理的目标，最终实现哈密市水利业务信息化、智慧化。
关键词：哈密；信息化；防汛预警；水资源；水量调度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in water conservancy
business of Hami
DUAN Yong
(Information Center of Yellow River Conservancy Commission, Zhengzhou 450003,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key water conservancy business work of Hami, relying on the existing
water conservancy infrastructure and adopting mature informatization methods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water conservancy business platform in Hami, and build a regional water conservanc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network platfor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total control
and quota management", improve th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level of Hami, effectively grasp
the

utilization

of

regional

water

resources,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improve
regional flood contro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processing level; improve the region's
grasp of ecological changes in land use. Achieve the goal of water conservancy busines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Hami,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informat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of water conservancy
business in Hami.
Key words: Hami; informationize; flood warning; water resource; water regulation

1 背景
哈密市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东端，地跨天山南北，矿产资源丰富，人均水资源量不
[1]

足全疆平均水平一半，属缺水地区 。水利兴则哈密兴，哈密水利建设从无到有，由“规模
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变、由高效节水向高效用水转变，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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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动力

。哈密市主要水利业务包括水资源的调度与管理，水库工程运行管理与维护、山洪

灾害防治、农业灌溉以及城市和工业输配水等。哈密市水利业务是由多家水利部门协同配合
管理。
水利信息化是水利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标志，能够提高水利信息采集、传输的时效性和
[4]

自动化水平 。为适应国家信息化建设、信息技术发展趋势、流域和区域管理的要求，大力
推进哈密市水利信息化的进程，全面提高水利工作科技含量，是保障水利与国民经济发展相
[5][6]

适应的必然选择

。

2 总体设计
哈密市水利信息化覆盖了数据采集、传输、处理、存储、应用、决策辅助和发布等各个
环节，符合水利信息化系统建设一般框架，主要由信息采集、通信网络、数据存储与管理、
应用支撑平台、水量水质监控管理应用系统、机房/会商环境和保障措施，八个部分组成。
哈密市水利信息化建设项目是个综合性、多领域交叉、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多学科、
多技术的支撑，包括数据资源整合、遥测技术、数据存取和处理技术、遥感地理信息系统技
术、计算机集成技术等的交叉运用和支撑。
系统软件部分的体系架构按照 SOA 的思想进行设计，从上到下主要划分为应用系统层、
应用支撑平台和数据存储三层。如图 1 所示。

图1

哈密市水利信息化建设系统软件的体系架构

2.1 应用系统
应用系统层由按照业务内容划分的四个系统组成，包括水量水质综合监视及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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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监控管理系统、水量调度管理系统和综合信息服务系统。各个应用系统中所涉及的业务
逻辑都封装成服务，部署在应用支撑平台中，根据需要调用应用服务实现系统功能。
2.2 应用支撑平台
应用支撑平台是各个应用系统的基础支撑，是保证本系统具有良好的适应性、扩展性、
高度的资源共享的基础。按照 SOA 思想，将各个业务处理逻辑封装成服务并部署在应用支撑
平台中，可以使系统拥有更好的开放性，能够更好地应对业务需求变化。
应用支撑平台以企业服务总线作为核心，各种服务以企业服务总线为桥梁进行互联。本
系统中部署的服务主要分为 2 类：应用服务、公共服务。应用服务是各种直接为业务处理提
供支撑的服务，主要包括：空间信息服务、业务展现服务、告警服务和各种具体的业务处理
应用服务。公共服务是指提供通用功能的支撑服务，主要包括：数据交换服务、数据提取服
务、数据访问服务、数据字典服务和消息服务等。
2.3 数据存储
数据存储层指的是各种数据库管理服务，本系统中主要是综合数据库。综合数据库是整
个系统的数据管理中心，各个业务应用对数据的访问需求都是通过数据服务（包括：数据交
换服务、数据提取服务、数据访问服务、数据字典服务）到综合数据库中进行处理的。
3 系统应用
3.1 系统服务
系统服务主要包括应用系统和应用资源基础服务两部分，如图 2 所示。应用系统为水资
源管理和地区防汛业务应用提供了个性化的应用支持。应用资源基础服务建立水利行业标准
化数据库，提供了共享的、可重复利用的业务应用和商业应用。

应
用
系
统

监测预警与信息服务

水土利用遥感监测

应
础用
服资
务源
基

数据资源整合与集成

遥感地信服务

数据库
图2

哈密市水利信息化建设应用系统划分图

（1）应用系统：①监测预警与信息服务系统，监测预警与信息服务由基础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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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动态信息服务、地区防汛信息服务、水资源监测预警、水利工程信息服务、水土利用监
测信息服务六部分组成。②水土利用遥感监测系统，展示生成的监测影像、专题信息、分析
结果等成果信息。
（2）应用资源基础服务：①数据资源整合与集成，数据资源整合与集成包括建立哈密
市水利信息化标准数据库、整合独立分散的数据资源及其整合过程中的数据资源集成。②遥
感地理服务，搭建遥感地信基础平台，依据统一标准规范，设计开发建成遥感地信数据库，
根据业务应用需求，完成地图制作和地信服务开发。
3.2 逻辑关系

应用系统
监测预警与信息服务

水土利用遥感监测

应
用
资
源
基
础
服
务

综合数据库

数据交换

数据接收处理

水雨情

水雨情
图3

供用水

地下水

哈密市水利信息化建设应用系统逻辑关系图

系统从各监测点采集实时数据，通过数据接收服务将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生产并存
入综合数据库，供上层应用系统使用。同时，本系统也从水利行业内部的相关系统中通过数
据交换服务获取相关数据，综合数据库还负责存储处理各业务应用系统产生的数据。业务系
统逻辑关系如图 3 所示。
[7]

综合数据库中的数据资源，通过应用资源基础服务为业务应用系统提供服务 。应用资
[8]

源基础服务包括数据资源整合与集成和遥感地信服务两部分内容 。数据资源整合与集成负
责对数据进行统一管理、访问控制，并通过服务的方式对上层的平台和应用进行支撑；遥感
地信服务负责遥感、地理信息相关的数据和信息服务提供，对上层应用提供统一的一张图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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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在应用资源基础服务支持下，监测预警与信息服务和水土利用遥感监测为各自的专业应
用部门提供业务应用；其中水土利用遥感监测系统利用遥感手段完成哈密市的水土利用遥感
监测，同时为其它系统提供遥感信息服务；监测预警与信息服务中的哈密市水资源信息服务
将切实提高水资源管理综合能力和管理水平，实现哈密市水资源管理信息的监测预警、查询
统计等信息服务，加快水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进程，实现哈密市水资源管理业务的信息化、
规范化、科学化和智能化，为哈密市水资源业务管理的后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地区防汛信
息服务以已建、在建的山洪预警系统为依托，以支持哈密市和下辖市县防汛工作和应急指挥
为目标，着力于提高哈密市防汛应急管理能力、预警预报能力和决策指挥能力；水利工程信
息服务对地区重点工程进行工程管理、安全管理、工程运行监控和工程的视频监视；水土利
用监测信息服务实现水土利用遥感监测系统成果的集成展示。
监测预警与信息服务系统提供宏观、全局、全面的哈密市水利信息服务，是哈密市水利
信息资源服务的最高层次应用，是领导掌握全面综合信息的一站式应用，是各级管理人员综
合掌握地区水行政和水利业务信息的工作平台。
3.3 业务实现
（1）基础信息服务，实现哈密市水资源管理所需的基础信息的查询服务。主要包括地
区水利概况信息、水利工程信息、管理单位信息和法律法规等四个方面的信息查询，并通过
文字、图片、表格和电子地图等方式对这些信息进行展示。
（2）监测动态信息服务，监测动态信息服务功能用于提供对监测信息的查询展示功能，
监测信息包含水情监测信息、降水监测信息、取水监测信息、工程运行监测信息、地下水断
面监测信息等。
（3）地区防汛信息服务，地区防汛信息服务提供实时雨、水、工情资料，水库、堤防、
渠道等防洪工程基本资料及运行状况信息，防汛抢险物料和人防组织情况以及历史洪水背景
资料等全面的信息服务。地区防汛信息服务包括汛情监视、水文信息管理、水库防洪管理、
山前洪水管理、历史洪水管理、防汛组织管理 6 个功能模块。
①汛情监视预警，汛情监视预警流程设计如图 4 所示，用户登录系统后，根据历史资料
结合专家经验设定各监测站的预警值，系统读取最新的水雨情数据后与预警值进行比较，达
到预警值的进行报警显示。系统结合工情、防汛部署等信息在 GIS 平台上进行展示，同时以
表格进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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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经验
历史资料

水情

雨情

预警设置

预警判断

水情信息
雨情信息
预警信息

预警信息统计

GIS平台

图表信息展示

GIS信息展示

图4

汛情监视预警流程设计

②水文信息管理，实现防汛相关水文信息的管理，包括水雨情信息管理等内容。系统可
以实现上述水文气象信息的录入、查询、输出等功能。用户登录系统后，由水文局工作人员
对水文数据进行录入，同时可以查询、统计、输出。
③水库防洪管理，实现榆树沟、石城子等重点水库的蓄水情况、水库运用情况、来水及
泄洪流量等信息的展示，实现历史信息查询，时段变化信息等的图表展示。根据汛限水位和
设定水位进行预警。水库防洪管理流程设计，如图 5 所示。
专家经验
历史资料

入库流量
水库蓄水量
库水位
下泄流量

预警设置

数据接收处理

预警判断

预警信息统计

防洪预警处理

GIS平台

图表信息展示

GIS信息展示

图5

水库防洪管理流程设计
111

④山前洪水防洪管理，接收市县山前降雨及洪水人工监测数据，在 GIS 图上标定山前洪
水发生位置和流量，展示下游防洪区域防洪工程和受保护区域。工作人员登录系统后，手工
录入接收到的监测数据，并根据历史经验公式计算洪水的演进速度；一般用户查看洪水的相
关数据。
⑤历史洪水管理，整理收集地区历史洪水资料，实现有记录洪水的相关信息查询。业务
人员根据哈密市历史洪水资料，经过整理编辑校正后形成格式化的数据，导入数据库中，普
通用户可以按照历史洪水时间进行查询统计，历史洪水管理流程设计，如图 6 所示。
历史洪水资料

资料整理

图6

数据入库

查询统计

历史洪水管理

⑥防汛组织管理，对防汛人员、组织、文档（公文）
、物资、防汛预案等进行管理。实
现针对物资种类、分布、管理单位等的信息管理。
（4）水资源信息服务，水资源信息服务包括水资源数据录入、水资源监测预警、用水
计划与配置管理、供用水统计分析、水资源管理专题图五部分功能，实现对石榆灌区、各类
水资源有关信息的监测、统计、预警，并对哈密市所属两县一市各类用水情况进行统计。
（5）水利工程信息服务，水利工程信息服务对地区直管各类工程的管理和工程的视频
监视接入。①工程基础信息管理系统，建立全地区各类型水利工程的工程档案，对其基础数
据和动态特征数据进行编辑存储。工程范围包括水库、堤防、塘坝、渠首、引水渠道、管道、
取水机井等。②工程视频监视系统，实现工程视频监视接入功能。将地区内的各类工程尤其
是重点调度控制性工程，以及水源地、取水口、排污口等非工程区域已建的视频信息将入到
系统中来，作为防洪调度、水资源调度和工程控制的依据。
（6）水土利用监测信息服务，实现水土利用遥感监测系统生成的各类成果的集成展示，
包括水土利用信息统计分析等。
4 结语
哈密市水利信息化建设项目是一项综合性、多领域交叉、复杂的系统工程，利用数据资
源整合、遥测技术、数据存取和处理技术、遥感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计算机集成技术等的多
学科、多技术作为支撑，搭建较为完善的哈密市水利综合业务平台。按照“总量控制、定额
管理”的原则，提高哈密市水利业务的管理水平，达成哈密市水利业务信息化管理的目标，
最终实现哈密市水利业务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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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预报调度一体化模型及系统在西枝江流域的应用
张

炜 解河海

宋利祥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广州 510630）

摘要：我国江河湖泊众多、水系发达、水利工程繁多。在大型流域洪水预报预警中，水利工程如水库、
拦河坝对河流水量的拦蓄调节作用是预报环节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洪水预报需要考量工程调度，同时
工程调度也要以水量预报成果为指导，两者密不可分、紧密耦合。本文以西枝江为研究区域，以新安江模
型、分布式模型为水文预报模型，以西枝江上游白盆珠水库为工程调度重点关注对象，构建了流域洪水预
报调度一体化模型，同时基于 B/S 架构，结合二维 GIS 中间件技术对模型进行集成与系统研发，为流域的
预报调度一体化业务提供精确预报成果支撑与信息化手段支撑。
关键词：洪水预报、工程调度、预报调度一体化。

1 引言
我国洪涝灾害频发，在人类长期与洪水灾害斗争的客观需求推动下,在防汛经验的不断
积累下，洪水预报及其相关技术在水利行业受到广泛关注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为了
加强对流域水资源的调节调度与开发利用，水库、拦河坝等大型水利工程广泛兴建于各级河
[1]

流上，其也是作为防洪减灾重要的工程措施 。然而,基于水利工程的节流拦蓄作用，河流
天然状态遭到改变,河流上的预报调度节点成为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关联体,相互制约影响
[2]

。单一的水文预报或工程调度研究无法为河流水量调度与防汛决策提供精准化数据支撑。

因此，基于我国河流各级水利工程繁多的现状，预报调度一体化模型及系统的研发成为了行
[3-4]

业研究的前沿与热点，洪水预报与工程调度在流域防汛领域中成为了紧耦合业务

。同时，

水利部在 2019 年全国水情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预报调度一体化有待开展。江河洪水预报
精度急需提高，防洪调度工程预报方案需要编制，预报调度集成耦合不够。基于此，结合具
体项目，本文以西枝江为研究区域，对该流域的预报调度一体化模型及系统集成成果进行综
合探讨。
2 流域概况
西枝江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内，是东江的第二大一级支流，发源于惠东县与紫金县交界处
2

的竹坳顶，流经惠东、惠阳、惠城区，在惠城区东新桥汇入东江。流域面积 4120km ，河长
2

176km，流域内支流众多，交错汇入主流，大于 100km 以上的支流有 9 条，自上游至下游分
别是杨梅水、宝溪水、小沥河、安墩水、楼下河、碧山河、白花河、梁化河、淡水河。流域
2

3

内已建成的大型水库—白盆珠水库，总控制集水面积 856km ，总库容 12.2 亿 m ，占整个流
域面积的 20.8%，占平山站以上面积的 41.0%，是西枝江流域的水资源调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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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西枝江水系及子流域图

3 流域洪水预报模型
结合工程实际中干流与一级支流站点预报与无资料小河流预报需求，研究团队基于集总
式、半分布式、分布式建立了多套洪水预报模型：新安江模型、TOPModel 模型、基于地形
指数的分布式模型。本文主要探讨新安江模型与分布式模型在本流域中的应用。
3.1 新安江模型
新安江模型是 1973 年由赵人俊等人提出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引进了“山坡水文
学”的研究成果后，又发展成为将水源划分为地面径流、壤中流和地下径流的三水源模型，
它是分散性的降雨径流概念模型

[5-6]

。该模型为解决降雨不均问题将流域分成若干单元，分

块时以雨量站为中心，并尽量使单元面积与自然流域相结合，单元面积上的产流计算是蓄满
产流模型，且划分水源。产流计算后进行单元面积上各种径流组成的汇流计算，最后进行单
元面积以下的河网汇流计算。三水源蓄满产流模型包括蒸散发计算、产流量计算和分水源径
流量计算三部分。图 2 为三水源新安江模型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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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分布式水文模型
本文研究团队采用的是基于地形指数的分布式水文模型，模型假设在 DEM 的每一个栅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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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 2 种不同的蓄水单元：河道、坡面。栅格上的径流形式分为 2 种即地表径流和地下径流，
栅格上地表径流量，其可以表示为上下游栅格的地表径流流量，栅格地表径流入流量（Qin）
为相邻栅格中比它高程要高的栅格点地表径流出流量（Qout）之和。栅格地下径流入流量
（QGin）与地表径流入流量相似，等于相邻栅格中比它高程要高的栅格地下径流出流量
（QGout）之和。流域产流机制为蓄满产流，考虑土壤达到栅格点蓄水能力产生地表径流。
流域各栅格点蓄水能力（Smax）与该栅格点地形指数(Tn=ln(a/tanβ)）相关，其关系式可
以表示为
S𝑚𝑎𝑥 = 𝑆0

𝑇𝑛𝑖 𝑇𝑛𝑚𝑖𝑛 𝑚
[
]
𝑇𝑛𝑚𝑎𝑥 𝑇𝑛𝑚𝑖𝑛

𝑆𝑚

式中：i 表示栅格空间位置；Tni、Tnmin 和 Tnmax 分布为栅格 i 的地形指数、流域最小
地形指数和流域最大地形指数；S0 表示流域最小蓄水能力；Sm 表示流域蓄水能力变化值；m
为指数参数。
模型产流方式为蓄满产流，当落在坡面栅格 i 上的降雨（P）经过蒸发后进入土壤，降
雨扣除蒸散发（ET）
之后将先补充土壤水蓄水量（S）
，当土壤水蓄水量超过其蓄水能力（Smax）
时，多余的水量形成地表水（Wp）
，地表水蓄水量将增加，计算公式为：
Wp𝑖 (𝑡) = 𝑊𝑝𝑖 (𝑡

(𝑆𝑖

∆𝑡)

𝑆𝑚𝑎𝑥)

4 白盆珠水库调度
2

白盆珠水库位于西枝江上游，集水面积 856km ，占总流域面积的 20.8%。白盆珠水库调
洪演算是根据水库入库洪水过程，按照批复的水库洪水调度规则，进行水库洪水出入库调算，
保证下游防洪对象和水库大坝工程安全。
白盆珠水库调度方式：
（1）防洪调度规则
以调度规则为依据，利用径流调节理论和水能计算方法，并借助于水库防洪调度图等经
验性图表实施防洪调度操作，是一种半经验、半理论的水库调度方法。该模型考虑了前期一
些水文气象因子对预留防洪库容的影响，并对预泄、错峰和补偿调度等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是目前普遍采用的一种传统的水库防洪调度方法。
（2）水位控制
给定调度期内入库洪水过程、水库始水位和调洪过程中水位上下限，在考虑各种约束条
件下，确定水库的洪水调度过程，使得水库各时段水位尽量满足给定的上下限要求。该模型
主要考虑后续来水的不确定性，为保证大坝安全，减小上游淹没损失或者满足枯水期兴利蓄
水的需求，将各时段水库水位尽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3）流量控制
给定调度期内入库洪水过程、水库始水位和调洪过程中出库流量上下限，在考虑各种约
束条件下，确定各个水库的洪水调度过程，使得水库各时段出库流量尽量满足给定的上下限
要求。该模型主要考虑后续来水的不确定性，为保证大坝安全，以及下游防洪安全，减小淹
没损失，将各时段水库出库流量尽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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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研发与集成
在洪水预报模型与水库调度模型研发的基础上，系统基于 B/S 架构，结合二维 GIS 中间
件技术，实现了模型的集成与西枝江流域实时洪水预报系统的研发。系统架构拓补见下图 3
所示。主体上分为数据服务器、应用服务器与客户端。数据服务器具包含 Mysql 关系数据库
与地理文件系统，部署了 GeoServer 地图服务发布组件，整体上用于系统的关系型数据、地
理型数据的管理与服务提供。应用服务器上部署了研发的 Web 应用系统，集成了洪水预报模
型与水库调度模型。客户端为应用单位各个台式机或笔记本的浏览器终端。

Mysql
关系数据库

地理文件

Web应用系统

GeoServer
地图服务发布组件

洪水预报模型

数据服务器

水库调度模型

应用服务器

图3

系统拓补图

5.1 站点预报
基于集总式模型和已有站点的实测历史洪水资料，构建了通用化的流域站点洪水预报方
案构建-率定-评定流程。图 4 为流域内九洲水文站的预报方案评定页面，图中可见，该方案
基于 12 场历史洪水进行率定，基于 3 场洪水进行评定，以洪峰误差、洪峰滞时误差、平均
确定性系数为方案总体的评价指标，最终评价为乙等。图 5 为白盆珠水库入库洪水预报成果
页面，作为水库调洪演算的流量输入。

图4

九洲站点方案评定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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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白盆珠入库洪水预报结果页面

5.2 分布式网格预报
基于分布式模型计算成果，以多种形式对分布式成果进行展示。①、对二维 GIS 平台上
的网格基于流量进行分级渲染，以时间轴动画的形式进行成果渲染可视化，如下图 6 所示。
方便用户基于未来某个预报时刻，对干流及各级支流上的流量有个整体面上的了解；方便用
户了解洪水来源与遭遇情况②、点击任意网格、选取水文站或重点关注地，可查询该网格的
点雨量与预报流量过程，如下图 7 所示。方便用户了解重点关注地点的网格预报流量过程数
据，知道洪峰峰值及到达时间。

图6

基于网格渲染的分布式预报成果展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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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分布式预报成果单个网格流量过程界面

5.3 白盆珠水库调度
系统基于规则调度、水位控制、指令调度研发了白盆珠水库调度模块，基于多模型预报
的入库流量进行调洪演算。系统界面见下图 8，主要以曲线图与水库特征图的形式进行展示。

图8

白盆珠水库调洪演算界面

6 结语
本文以西枝江流域为研究区域，构建了多个集总式、分布式洪水预报模型，以流域上游
白盆珠水库为研究对象，研发了基于规则调度、水位控制、指令调度的水库调度模型；研究
基于 B/S 架构，结合二维 GIS 中间件技术，研发了西枝江流域实时洪水预报系统，实现了预
报调度模型的一体化集成与业务运作，为流域的防洪预报及调度决策提供信息化、智能化技
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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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功能演变谈首都功能核心区历史水系保护与恢复
王

君 费明龙

魏保义

张晓昕 王

军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 100045）

摘要：北京城的水系建设始于金，经过元、明、清三代的经营和完善逐渐形成完整的城市水系，但在
20 世纪的城市开发建设中受到诸多破坏，近年来虽经过一系列保护和恢复，仍然难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保
护历史水系是对历史文脉的重要传承。研究提出历史水系保护与恢复应与现代城市发展相结合，通过合理
布局和功能定位，建立新的水城关系。文章首先对老城及周边地区水系的历史变迁进行了梳理，之后基于
不同社会背景下城市的功能定位从两个层面对水系格局和功能演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首都功能核
心区历史水系保护与恢复总体策略，包括水系总体布局、水系功能定位、保护要求以及对恢复前三门护城
河、玉河等重要历史河湖水面的设想，为后续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关键词：历史水系，保护与恢复，首都功能核心区，北京老城，水系功能演变

1 引言
水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是不断动态发展的。天然的河湖水系是影响城市选址和营建的重要
因素。反过来，城市的发展和迁移也驱动着水系的变迁。人类活动对河湖水系的影响，既有
对天然水系的改造，也有对人工水系的塑造。其核心是防治洪涝灾害、为城市开发建设提供
条件。20 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动荡和随后的大规模开发建设，导致水系污染和断流频发，城
市水系被改移、改暗甚至填埋的情况十分普遍。这在当时虽出于实际需要，却也留下了如城
市内涝、水体黑臭等问题和历史文化遗失的遗憾。
历史水系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组分以及城市公共空间的一部分。
近三十年来，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展了关于历史水系保护的研究和实践。如北京、西安、
广州等编制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北京对部分重要历史河湖水面进行了恢复，南京、景
德镇等计划对具备条件的重要历史河道进行恢复；南京的秦淮河综合治理、济南的大明湖综
合整治、开封的“一渠六河”等工程，对水系及周边用地进行了综合整治与改造。历史水系
保护普遍面临拆迁难度大、投资额度大以及水源补给等问题，水系及滨水空间综合整治如果
[1]

缺乏整体性考虑则会产生新的问题或留下遗憾 。挖掘历史水系的文化内涵、基于合理的功
能定位进行有效利用，使其充分融入现代城市生活，是历史水系保护的长久之计。
北京是一座因水而兴的城市，自然的演变和人为的改造留下了大量水系遗产和遗迹。为
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强化首都风范、古都风韵和时代风貌，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 年—2035 年）
》和《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
（2018 年-2035 年）》
均提出，保护和恢复重要历史水系，严格落实河湖管控措施，加强滨水空间建设，形成“六
海映日月、八水绕京华”的宜人景观。
历史水系是北京老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历史水系是对历史文脉的重要传承。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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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梳理老城地区水系的历史变迁，对水系格局和功能演变进行提炼总结，提出首都功能核
心区（即东城区和西城区，以下简称核心区）历史水系保护与恢复总体策略，包括水系布局、
功能定位、保护要求以及对恢复重要历史河湖水面的设想，为后续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依据和
参考。
2 北京老城及周边河湖水系变迁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城市建置史和八百多年的王朝都城史，在这期间，京畿河湖水系被
充分开发利用和改造，以解决城市用水、漕运、防御和防洪排水等问题，这些不同功能的河
湖交织串联，形成了不同时期具有时代特色的城市水系。
（1）金中都时期及以前
蓟城是北京城的前身，自西周至辽，蓟城城址概无变化，约为今广安门一带。有洗马沟
（今莲花河）发源于城西之西湖（今莲花池）
，自西北向东南绕城而过。城之东北有自西北
流向东南的高梁河，在距城较近的河道转弯处，因古河床较宽，积水成潭，名曰白莲潭，如
图 1 所示。

图 1 金中都时期水系示意图（根据文献[2]-[7]绘制）

金中都城以蓟城为基础加以扩建，城近正方形，故址略当今西城区西南隅及丰台北部部
分地区。金代对河湖水系的利用和改造如下（如图 1）
。○
1 将洗马沟上游一段圈入城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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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引河水入皇城辟治西华潭，再从西华潭分水入宫城汇为鱼藻池（金太液池）
。○
2 北护城河
沿用故城之北濠，修建东、西、南三面护城河，以洗马沟及百泉溪水为水源。○
3 浚治白莲潭，
傍湖东岸堆筑琼华岛和瀛洲，兴建离宫太宁宫。○
4 自卢沟河（今永定河）引水东下，直入北
护城河，称金口河。○
5 自北护城河东端北岸开凿运河，因沿河筑闸，称闸河，但因水源问题，
未能提供漕运之利。 ○
6 自高梁河白莲潭上游开渠分水南下，入北护城河，以补充闸河水源，
称为高梁河西河。 ○
7 自瓮山泊（今昆明湖）开渠引水，向东南与高梁河相接，后称长河。
○
8 自高梁河白莲潭上游开渠东下，与坝河相接，以行漕运。
（2）元大都时期
元大都城的兴建和金中都城的废弃，使城址从莲花河水系转移到高粱河水系。元代对河
湖水系的利用和改造如下（如图 2）
。○
1 为交通之便，将白莲潭隔断为积水潭和太液池。○
2修
建护城河，以高梁河为水源。○
3 将大都城内高梁河积水潭以下段填塞。○
4 自积水潭（今前海
处）引水东出南转，傍皇城东墙外南下，流出大都城接入闸河，并重新浚治闸河，改称通惠
河，使大运河末端贯通延伸至积水潭。○
5 开凿金水河，自玉泉山下引水，于今西直门处入城，
借高梁河西河故道南流，在皇城西南分为两支，一支傍皇城西墙向北再向东，入太液池，另
一支向东入皇城注入太液池，又从太液池东引，出皇城东墙入通惠河。

图 2 元大都时期水系示意图（根据文献[2-7]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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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清时期
明初将元大都城北缩而向东、南扩建，明中期括筑外城，北京老城“凸”字形轮廓至此
形成。明清时期对河湖水系的利用和改造如下（如图 3）
。○
1 以积水潭至坝河的引水渠道为
北护城河，新挖南城濠（即前三门护城河），东、西护城河沿用旧城濠，并分别向南延伸与
南城濠相接。○
2 兴建天坛与山川坛（今先农坛）时，利用低洼地带疏导成一排水沟，自山川
坛西北隅外起，向东绕天坛外墙南下，后称龙须沟；为防雨水积涝，自正阳门以东护城河南
岸开渠，汇流南下，称三里河；三里河下游与龙须沟合流，经今龙潭湖一带出城。○
3 元大都
城北墙南移使积水潭上游一段被隔在城外（后称太平湖），积水潭城内部分改称什刹海，什
刹海与太液池恢复连通。 ○
4 在太液池南端开凿南海，自此形成“三海”，即北海、中海、南
海。 ○
5 因北城墙改移，金水河上游断流，遂将城内段改为向南延伸至前三门护城河，成为
一条排水河道，俗称河漕，后改称大明濠；从南海引水，绕皇城向东入通惠河（玉河），别
称外金水河；自太液池北端东岸开渠引水，经景山西墙向南入宫城（紫禁城）
，蜿蜒流出紫
禁城后汇入外金水河，别称内金水河。○
6 因皇城北墙和东墙向外推移，原在皇城墙外的一段
通惠河被包入城中，改称御河，后又作玉河。○
7 在紫禁城四周开凿护城河，即筒子河。○
8开
凿外城东、西、南三面护城河，与内城护城河相连通。○
9 清末为修建京张铁路，将长河过高
梁桥后改道向北，穿过铁路桥后再折向南入西北护城河，因改后平面呈几字形，遂将该段长
河称为转河。

图 3 明末清初水系示意图（根据文献[2,4-9]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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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民国时期
民国期间，河流断流淤塞、污染严重，为改善城市环境、配合城市开发建设，先后将大
明濠、玉河（望恩桥至城墙南水关段）、龙须沟上段改为暗沟。民国期间曾对全城河道进行
调查并编制《北平市河道整治计划》
，但未能实施。
（5）建国以后
[7]

新中国成立之后，水系的发展变化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建国之初至 20 世纪六十
年代中期，进行了大量的恢复性建设，如疏浚了护城河、筒子河、内金水河、外金水河、后
三海、青年湖（即鱼藻池）
、龙潭湖等，修建了永定河引水渠，新挖南护城河分洪渠，将莲
花河下游改入凉水河。20 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中期，因城市开发建设，将西护城
河、东护城河、前三门护城河、玉河（剩余明渠段）
、外金水河、莲花河旧河道、龙须沟（剩
余明渠段）
、转河等改为暗沟，将金鱼池、太平湖、鱼藻池（部分）等填埋。20 世纪八十年
代中期以来，治河理念不断更新，对北护城河、南护城河（即外城护城河）、筒子河、莲花
河、土城沟（元代北护城河）以及六海等进行了综合整治，又恢复了转河、玉河（起点万宁
桥至澄清下闸遗址）
、外金水河（菖蒲河段）、三里河等。

图 4 当前老城及周边地区水系示意图

3 北京老城及周边水系功能演变
除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外，城市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驱动着水系变迁。城市水系因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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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而具有了深刻的社会属性，主要表现为人类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对
水系功能的选择（即水系的功能定位），具体通过改变水系形态及周边用地来实现。考虑到
民国时期相对较短，且因连年战乱在水利建设上少有建树，本文从两个层面展开对老城地区
水系功能演变的分析，其一为北京作为封建王朝都城期间，其二为北京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与其作为封建王朝都城时期之间的比较。
（1）作为封建王朝都城期间
在北京作为封建王朝都城期间，河湖水系的格局从功能上是相对稳定的。北京自辽代成
为陪都，金代成为北方地区的统治中心，到元代成为全国的统治中心并延续至明清，其政治
地位不断提高、经济文化日益繁荣。作为王朝都城，北京除了具有一般城市的发展特点，同
时还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为巩固王权、稳定统治，历代统治者均开展了大量与
水相关的建设，以解决宫苑用水、漕运、防御、景观和排水等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
的河湖水系，与宫苑建筑、城市格局紧密结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各时期主要水系功
能如表 1。
表 1 历代水系功能分类
水源河道/输水河道

漕运河道

防御河道

排水河道

洗马沟（今莲花河）
金口河
长河

坝河

高梁河

闸河（今通惠河）

金

护城河

护城河

护城河

护城河

高梁河西河
护城河
金水河
长河

坝河

高梁河

通惠河

元

护城河
内城护城河
外城护城河
长河
玉河
高梁河
内金水河

内城护城河

筒子河

外城护城河

内金水河

筒子河

外金水河

通惠河

明、清
筒子河
内城护城河

大明濠
外城护城河
龙须沟
三里河

因北京西、北、东北三面环山，地势总体西北高、东南低，大部分河渠自西北流向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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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的空间布局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水源河道基本分布在城之西北，自西或西北流入城
内，如最早提供水源的天然河流洗马沟和高梁河，以及为从西、北部山区引水而开凿的金口
河、长河和金水河。其次，因大运河自南向北在今通州潞城一带入京，两条主要漕渠都是自
城区向东南延伸，只是不同时期补给水源不同。再次，起于都城内部、流向东南的河渠大多
承担着排水任务，如三里河、龙须沟等。另有一些河渠具有多重功能，如护城河同时具有防
[9]

御、输水、排水、运输等功能 。
虽然水系的整体布局受地理条件影响显著，但具体到某条河渠的变迁则与城市发展变化
密切相关。如开凿于金代的高梁河西河，本为引高梁河水补充闸河以利漕运，因元代城址迁
移，河道被包入城内，成为金水河的一段，功能仍为输水，但到了明代，因上游断流水源功
能丧失，逐渐演变为内城西部的排水河道。又如玉河，在元代是大运河的末端，漕船由此可
至积水潭，而到了明代，皇城墙东移使该段河道被圈入城内，从此其漕运功能丧失，逐渐演
变为排水河道。
（2）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与作为封建王朝都城时期之间比较
受社会形态和城市功能转变、城市扩张以及水资源开发利用等影响，进入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之后，水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北京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首都，
又逐渐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城市的功能和定位不再取决于旧时期统治者利益的需
要，而要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10]。与封建王朝时期相比，新中国首都规划建设中的水系
格局主要表现出以下变化。首先，从前重要的水源河道已被其他输水系统取代，仅长河等少
数历史河道保留了输水功能，这是受地表水源地调整、现代化输配水系统修建以及地下水大
规模开发利用共同影响所致。其次，因不再有漕运和依托城池防御的需求，原来的漕运河道
转变为其他功能，原来的护城河或主要功能调整或被改为暗沟。再次，持续且大规模的城市
开发建设，使排水防涝的需求大大增加，很多河渠演变为排水河道，成为城市排水系统中的
重要部分。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社会发展理念逐渐转变，历史文化意识日益加强，河湖水
系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其景观环境效益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部分具备条件的历史河道得以被
恢复。在落实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和建
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发展目标下，北京城区将形成新的水系格局。
4 首都功能核心区历史水系保护与恢复
核心区范围内目前除永定河引水渠外均为历史河道，即转河、北护城河、筒子河、内金
水河、外金水河（菖蒲河段）
、玉河、南护城河、莲花河、三里河。此外，有 8 暗渠条，均
为在城市开发建设中改建历史河渠而成（如表 2）。另有六海、鱼藻池等 7 处历史湖泊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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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首都功能核心区内现状暗渠概况
河道名称

形成时期

暗渠起止点

约长/km

现状用地类型

大明濠

金

西直门大街-前三门护城河

5

道路

玉河

元

澄清下闸遗址-前三门护城河

4

道路

西护城河

明

西直门-西便门

5

道路

东护城河

明

东直门-东便门

5

道路

前三门护城河

明

西便门-东便门

7

居住、商业、办公等

外金水河（织女河段）

明

南海-金水桥

1

居住、商业等

景山西侧引水渠

明

濠濮间闸-筒子河

1

绿地、商业等

龙须沟

明

先农坛西北隅外-南护城河

6

道路、居住等

4.1 总体思路与策略
历史水系的保护与恢复应与现代城市发展相结合，通过合理布局和功能定位，建立新的
水城关系，使水与城市形成相互融合的有机整体。核心区内水系的大规模建设始于金代，经
过元、明、清三代的经营和完善，逐渐形成完整的城市水系，与宫苑建筑和城市格局是紧密
结合和相互呼应的。因此，应注重保护明清时期古都水系的基本格局，兼顾金代以来都城水
系的演变，并保持河湖水系的系统性与完整性。水系功能的演变与城市的定位和布局是紧密
相关的，历史水系的原有功能可能已不适用于当代，在历史水系保护中应结合当前和未来城
市发展的需要，有选择性地保留水系的原有功能，在传承文化的同时丰富水系对现代城市生
活的意义。在实施层面，应基于对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以及城市环境提升的统筹考虑，将历
史水系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城市规划建设和更新改造相结合；近期实施难度较大的，应充
分预留条件，分近远期逐步开展。
未来核心区历史水系的总体布局宜以清后期水系格局为基底，凸显老城四重城廓，恢复
老城内部以及内部与外部水系的连通，在此基础上打造“六海映日月、八水绕京华”
（六海
指西海、后海、前海、北海、中海、南海；八水指通惠河（含玉河）
、北护城河、南护城河、
筒子河、金水河、前三门护城河、长河、莲花河）的宜人景观，如图 5。依托筒子河、玉河
与外金水河、北护城河与前三门护城河、南护城河，重现宫城、皇城、内城、外城四重城廓。
通过恢复景山西侧引水渠、前三门护城河等历史河道并与现有水系连通，实现老城内部水系
的纵向和横向串联。依托长河、莲花河、通惠河等加强老城历史水系对北京中心城区水系脉
络的串联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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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首都功能核心区历史水系保护总体布局

4.2 保护与恢复策略
4.2.1 现状历史河湖水面
核心区内现有历史水系自建国以来经过多次整治，能够满足相应的功能需求，并发挥良
好的综合效益。建议进一步明确水系的功能定位和治理标准（如表 3）
，划定水域用地及保
护范围。为更好地传承历史文化、促进人水和谐发展，在管理中应做到：
（1）严格按照用地
范围和保护范围对历史水系进行保护，对周边建设进行管控；
（2）促进水系功能的实现，结
合海绵城市建设，发挥河湖的雨水调蓄作用；
（3）妥善解决历史水系资源型缺水和水质型缺
水问题，控制溢流污染，改善水质，对驳岸进行生态化整治；
（4）加强滨水空间建设，提高
滨水空间的开放度，改善人居环境；
（5）加强水系连通，打造连续的滨水景观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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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首都功能核心区内现有历史水系功能定位
河道名称

最早形成时期

功能定位

转河

清末

排水、景观

北护城河

金

排水、景观

筒子河

明

景观、输水

内金水河

明

排水、景观

外金水河（菖蒲河段）

明

排水、景观

玉河（万宁桥-澄清下闸遗址）

元

景观、雨水调蓄

南护城河

明

排水、景观

三里河

明

景观、雨水调蓄

莲花河

金以前

排水、景观

4.2.2 待恢复重要历史河湖水面
根据 4.1 中提出的总体格局，本文重点研究恢复前三门护城河和玉河（澄清下闸遗址前三门护城河）
，并对具备一定恢复条件的景山西侧引水渠和鱼藻池进行简要论述。
（1）前三门护城河
前三门护城河建于明永乐年间，为当时北京城的南城濠，建成之初约深一丈、宽十八丈。
明嘉靖年间扩筑外城，最终形成北京城“凸”字形轮廓，前三门护城河即位于“凸”字的腰
间，如一条玉带，与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交相辉映。明清时期，前三门护城河是城市防
御的一道屏障，也是内城中部及外城北部的排水总通道，同时还具有供水和交通运输功能。
建国后曾对前三门护城河进行疏挖治理，然而 1965-1985 年间，因城市开发建设又逐渐将其
改为暗沟。现状暗沟自西便门至崇文门，基本位于前三门大街南侧楼宇之间，自崇文门至东
便门，基本位于崇文门东大街之下。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提出，
“前三门护城河是
贯穿北京旧城的一条重要历史河道„„在远期应予以恢复，目前要控制新建项目”，并将前
三门大街南红线至南红线以南 70m 划定为控制范围。
前三门护城河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是“八水绕京华”格局中的重要部分，也对勾
勒内城轮廓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编制的各项规划，均对周边建设提出严控要求，为河道恢
复预留了条件。
研究建议承袭《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划定的控制范围，考虑到实施难度、周边
城市风貌以及未来不确定因素，建议分段实施，采用恰当的方式对历史水面意向进行恢复和
展示。历史水系恢复中的两个基本问题即恢复后水系的功能定位以及平面位置的确定。对前
三门护城河来说，第一个问题实质是关于恢复后明渠是否承担排水任务及其与现状暗沟的关
系，第二个问题则又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在改建暗沟时，故河道绕瓮城形成的河湾已被取
直，对河湾处是否按原位进行恢复？本文认为因宣武门和崇文门及其瓮城均已拆除，可保留
此两处取直的河道线位，仅对正阳门处按照历史河湾进行恢复。第二，崇文门至东便门段，
故河道位于今崇文门东大街，与控制范围（该道路以南 70m）不一致，如按原址恢复，需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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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证交通影响及解决方案。
基于以上，本文提出三个恢复方案设想。设想一：恢复后河道定位为排水兼具景观功能，
按已划定的控制范围选定河道平面位置。该方案在现状暗沟的基础上复建明渠，取代暗沟承
担周边地区的排水，因暗沟埋深较深，恢复后明渠深约 8m。设想二：河道定位为景观河道
兼具雨水调蓄功能，按已划定的控制范围选定平面位置。该方案保留现状暗沟继续承担排水
任务，在暗沟之上新建宽浅型景观水面。设想三同样保留现状暗沟及其排水功能，在暗沟之
上新建景观水面，河道功能定位为景观兼雨水调蓄，对崇文门至东便门段通过改移现状道路
按历史线位进行恢复。三个方案在文化、投资、景观、亲水性等方面各有优劣，需进一步论
证深化。
（2）玉河
玉河为通惠河的一段，在元代是大运河的末端，明代时因皇城墙改移被包入城中，从而
失去漕运功能，此后一直是内城中北部的重要排水河道。民国时期，为改善环境，将玉河望
恩桥（今东华门大街）—城墙南水关段改为暗沟。建国后，随城市开发建设将剩余段也逐步
改为暗沟。原河道的排水功能由暗沟承担。2000 年以后经过一系列腾退和改造工程，玉河
万宁桥—澄清下闸遗址段恢复为明渠，其余段仍为暗沟。现状暗沟基本位于北河沿大街、南
河沿大街以及正义路路中绿化带下方。
玉河是大运河文化带上的重要节点，见证了古都北京数百年的变迁，同时是“八水绕京
华”水系格局中的重要部分。2001 年，故河道东岸的皇城根遗址公园建成开放。未来如能
对玉河进行恰当的恢复和展示，将有利于重塑皇城东墙一带的整体古都风貌，并带来积极的
环境效益。
根据 1949 年北京实测地形图，结合现状暗沟的位置，建议在北河沿大街—东长安街段，
将道路西侧现状建筑至皇城根遗址公园东边界作为河道的控制保护范围，在东长安街—前门
东大街段，将正义路西边界至东边界作为控制保护范围，为后续考古调研及河道恢复预留条
件。基于不同的河道功能定位，本文提出两个方案设想。设想一：恢复后河道定位为排水河
道兼具景观功能。该方案基于现状暗沟复建明渠，承担周边排水，恢复后河深约 3.5-4m。
方案二：河道定位为景观河道兼具雨水调蓄功能。该方案保留现状暗沟继续承担排水任务，
在暗沟之上新建宽浅型景观水面。后续应根据考古调查结果，结合区域交通影响评价及组织
方案以及区域排水组织，确定恢复方案。
（3）景山西侧引水渠
景山西侧引水渠始建于明代，为自太液池北端向筒子河引水的渠道。建国后新建自北海
至筒子河的输水管道，并将濠璞涧水闸—筒子河段逐步改为暗沟。目前，引水渠北海—濠璞
涧水闸段保存良好，位于北海公园内，又名浴蚕河。暗沟自濠濮间水闸东下，经恭俭胡同过
景山前街，沿景山公园西墙外向南入筒子河。
历史上景山西侧引水渠是筒子河的水源河道，具有重要的功能价值，也是沟通老城水系
脉络的重要南北向渠道。初步研究表明，故河道紧邻景山公园西墙，基本与现状建筑不存在
131

矛盾，仅在景山公园西门以南段，因位于封闭式院内，可能涉及少量房屋的腾退。建议将河
道功能定位为景观兼雨水调蓄，根据具体条件分段实施。
（4）鱼藻池
鱼藻池原为金中都宫城西南隅的一处内苑，水面呈环形，中有小岛，岛上建有鱼藻殿。
金、元政权更迭期间，鱼藻殿毁于战乱，但鱼藻池得以完整保存，直至明清时期，水面始终
[11]

没有大的改变

。清末因修建京张铁路，鱼藻池西侧部分被填，始成马蹄形。建国后曾对鱼

藻池加以疏浚，建成青年湖公园，后又填平北侧部分，只剩下四分之一环状湖面。20 世纪
90 年代，金中都置业有限公司挂牌成立，在遗址西侧与北侧建多栋住宅，后因资金链断裂
成为烂尾项目。2004 年起，有关政府部门已着手协调该公司的股权收购问题。
鱼藻池作为仅存的金中都宫苑遗址和最早的北京皇家园林遗迹，其历史文化价值毋庸置
疑。建议将鱼藻池功能定位为风景观赏兼雨水调蓄，恢复其清末时期的马蹄形水面，并与周
边地区进行一体化设计，建设开放性的遗址公园。
4.3 未来水系格局展望
北京老城地区的河湖水系在 20 世纪的城市开发建设中受到严重破坏，失去了与城市在
空间格局上的映照，虽经过近三十年的保护和恢复，目前仍不成系统。未来进一步加强对现
有历史水系的保护和利用，逐步恢复前三门护城河、玉河以及其他具备条件的重要历史水面，
将有利于重现古都整体风貌，发挥河湖水系的综合效益。
首先，老城内部的水系仍然有多处断点（参见图 4）
，恢复景山西侧引水渠可重新串联
北海-筒子河-内金水河系统，而玉河和前三门护城河的恢复可将目前“断尾”或“断头”的
玉河上段、外金水河、三里河等串联起来，共同形成相对完整的水系脉络。其次，现有历史
水系与古都城市格局的关系尚不凸显，前三门护城河和玉河作为一横一竖两条骨干河道，是
城市空间格局的骨架，同时前三门护城河自然勾勒出内城南侧轮廓，而玉河紧依皇城东墙，
如能对两条河道进行恢复，将可连同现有历史水系共同再现明清时期的四重城廓。在此基础
上，最终可使城区水系形成一个基本完整的系统，呈现“六海映日月，八水绕京华”的水系
格局，在彰显古都风韵的同时带来排水防涝、调节气候、改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等综合效
益。
5 结语
城依水而建，水因城而改。在历史朝代更迭中，很多宫殿楼宇已没了踪迹，河湖水系却
因同时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被留存下来。历史水系是城市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
为现代城市提供着所需的服务，在持续的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
在城市的发展变迁中，北京老城地区的水系，其形态和功能不断演变，最终形成了一个
完整的系统，是古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水系保护需与现代城市建设相结合，通
过合理布局和功能定位，实现对历史水系的有效利用和文化传承。本研究基于北京老城附近
地区水系变迁及功能演变，结合已有规划，提出核心区历史水系保护与恢复总体策略，为后
续开展具体工作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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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北京市水资源面临挑战及保障策略
宋万祯 魏保义 王

君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 100045）

摘要：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后，北京市基本实现了水资源供需的“紧平衡”
，未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安全
保障问题，生态缺水型缺水依然严重。通过对 2035 年情景下全市需水和可供水量的量化预测，发现偏枯年
份下北京将面临 9.56 亿立方米的用水缺口。研究提出加大外调水和加大再生水利用两种思路，并分别给出
水资源配置方案。结果表明，两种方案均能实现水量供需平衡，加大外调水进京量可兼顾实现供水安全和
水功能水质目标；通过推广再生水用于居民家庭冲厕及河湖生态，但会降低水环境质量，从理论上可替代
外调水，成为实现全市供需平衡的开源方案。
关键词：需水预测；供需平衡；优化配置；再生水

北京市水资源禀赋差、供需矛盾突出，加之长期以来本地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以及上
游水污染，本地水生态系统退化，加剧了水资源紧张形势。近年来，通过大力推广节水、优
化产业结构、利用再生水、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等措施，北京市的供、用水结构相应发生
较大调整，水资源供需基本实现“紧平衡”。要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安全保障、弥补生态缺
水欠账，实现全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仍需寻找新的途径。本研究结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 年-2035 年）
》提出的城市发展定位、规划人口、产业布局等，对新形势下北京市水
资源存在问题及面临挑战进行讨论，以期为全市水资源安全保障提出新的思路。
1 开发利用现状
北京市位于华北平原北端，地处海河流域中部，西以西山与山西高原相连，北以燕山与
内蒙古高原相连，东南面向平原。全市总面积 1.64 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区约占总面积的 62%。
北京市属温带季风性气候，四季分明，冬冷夏热，全市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585 毫米，降水年
[1]

内分配非常不均匀，主汛期为 6 月到 9 月，汛期降水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80％ 以上 。全
市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37.4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量约为 17.7 亿立方米，地下水资
源量为 25.6 亿立方米。
2017 年全市总用水量为 39.5 亿立方米，其中生活用水量为 14.74 亿立方米，占总用水
量比重最大，为 37.3%，其次为生态环境用水量。此外，全市输水损失量为 3.76 亿立方米，
占总用水量的 9.5%。全市主要供水水源类型为地表水、地下水、再生水和南水北调水，地
下水供水量为 16.61 亿立方米，占总供水量的 42%；南水北调水供水量为 8.82 亿立方米，
占总供水量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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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存在问题
从《中国水资源公报》统计数据看，北京市的水资源利用效率为全国最高， 如万元 GDP
用水量为 14 立方米，为全国最少；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 8.2 立方米，仅大于天津市（8.0
立方米）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 0.732，全国最高。但是，本身水资源禀赋差、气候
变化影响等不可抗因素以及历史上开发利用粗放造成的欠账等，是目前北京市水资源问题主
要原因。
（1）受气候变化和上游来水减少影响，近年来北京市本地水资源量呈减少趋势。根据
《北京市水资源公报》相关统计数据，2001-2017 年全市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525 毫米，比多
年平均值（1956-2000 年）减少 11%；本地水资源总量平均减少 34%，其中地表水资源量减
少 50%，地下水资源量减少了 34%；上游入境水量减少 77%。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 2014 年
底通水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市的水资源供需矛盾，但城市供水对于应急水源地的依赖程
度并未减小， 2015-2017 年全市主要应急水源地年平均供水量仍达到 1.86 亿立方米。
（2）长期地下水超采导致地下水储备亏损，不利于首都供水安全。世纪 90 年代以来，
北京市遭遇有史以来最长的连续枯水年，地下水补给量减少、水开采量增大，造成地下水储
量严重亏损。2017 年末全市地下水平均埋深为 24.97 米，地下水埋深大于 10 米的面积为
5120 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31%；与 1980 年末相比，地下水位下降 17.73 米，储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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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应减少 90.8 亿立方米。有研究表明，地下水储量较少与地面沉降有较大关联

。地下水作

[4]

为重要的水资源战略储备，其储量减少对北京市供水安全具有重要影响 。
（3）重要水体水质污染亟需治理。官厅水库曾经是北京市重要的饮用水源，20 世纪 60
年代水库上游工厂企业污水未经处理入河，水库水质逐步恶化，21 世纪初官厅水库不再作
[5]

为生活饮用水水源。近期随着上游水环境治理，水库水质稳定在Ⅲ-Ⅳ类水平 ，但未达到
饮用水源标准。
3 面临挑战
北京市水资源保障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未来城市发展对水资源需求保障提出的新要
求以及新背景下开源策略的不确定性。
（1）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批复后，全市进入总体规划的实施阶段，
把握北京市“四个中心”功能战略定位、做好“四个服务”
，水资源作为基础保障资源，在
首都城市供水安全、生态文明建设、城市形象提升等发挥着关键作用。实现城市基础设施考
虑实际服务人口规模、中心城区形成蓝网系统和城市绿道、城市副中心建设“蓝绿交织”的
生态城市等，首都发展对水资源保障需求，从水量、水质和空间合理配置，提出更高的要求。
（2）根据国务院 2003 年批复的《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南水北调中线为北京市的
净分水量为 14.9 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已建成通水，为北京市多年平均
供水规模为 10.5 亿立方米。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以原北京市南水北调办组织编制的《北京市
[6]

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后续规划》
，均在谋求通过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建设加大外调水进京水量 ，
缓解水资源供需压力。但流域调水工程具有论证过程复杂、建设周期长等特点，以南水北调
后续工程建设作为北京市开源策略虽然具有一系列规划研究作为支撑，但仍具有一定的不确
定性。
4 水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通过构建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建立不同供需平衡方案和目标约束下的水资源配置方案，
是区域水资源管理决策有效途径。部分专家、学者

[7,8]

等对北京市水资源供需平衡方案开展

过相关研究并提出保障策略，但研究背景发生变化、出发点侧重不同，需要结合新的形势和
背景，对北京市的水资源供需形势和空间配置进行分析和研究。本次研究选取的水平年《北
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
》一致，规划水平年为 2035 年。
4.1 需水量预测
（1）综合生活需水量
综合生活用水量包括城镇、农村居民家庭用水和公共服务用水。本次研究综合生活需水
量预测采用定额法。其中，规划常住人口数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保持一致，采用 2300 万作
为全市综合生活用水量预测的人口上限，并考虑实际服务人口保障系数。人均综合生活用水
定额综合考虑地区功能定位和现状人均生活用水量确定，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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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综合生活用水定额取用值
用水单元

用水净定额（升/人﹒日）

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

210

多点新城

185 （大兴、顺义、房山、昌平、亦庄）

生态涵养区新城

170（门头沟、怀柔、密云、延庆、平谷）

乡镇中心区

150

农村

100

（2）工业需水量
按照《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编制技术细则》，工业需水预测分高用水工业、一般工业和
火（核）电工业等 3 类。其中，一般工业用水采用定额法预测，即一般工业的规划用地面积
乘以单位面积用水定额得到，单位工业用地面积用水参照《北京市政基础设施专业规划负荷
计算标准》
（DB11/T1440-2017）
，取 40 升/公顷。高用水工业、火电工业用户通过调查工业
大户现状用水量及用水计划确定。
（3）农业需水量
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全市“农业用水量负增长”的要求，本次农业需水量采用政府部门确
定的农业用水量控制方案成果。按照市委、市政府印发的《关于调结构转方式、发展高效节
水农业的意见》
，全市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行农业用水总量控制
和用水定额管理，到 2020 年将农业用新水量控制在 5 亿立方米左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
系数提高到 0.75，本次 2035 年全市农业用水总量仍按 5 亿立方米考虑
（4）生态环境需水量
生态环境需水量包括河道外生态环境需水和河道内生态需水，河道外生态环境需水包括
道路喷洒、园林绿化灌溉需水。
道路喷洒用水主要为城区内的城市道路喷洒水量，预测方法采用定额法。道路面积根据
全市城市路网提取，喷洒定额根据《北京市地方标准市政基础设施专业规划负荷计算标准》
选取，车行道单位面积用水量为 11 立方米/（公顷﹒天）
，人行道单位面积用水量为 11 立方
米/（公顷﹒天）
。
园林绿化用水主要考虑城区内公共绿地、防护绿地等的灌溉水量，预测方法采用定额法。
绿地面积根据规划用地区提取，灌溉定额采用综合年灌溉量，其中公共绿地、道路绿地为
5000 立方米/(公顷﹒年)，防护绿地为 3000 立方米/(公顷﹒年)。
河湖补水主要包含城区主要河道和湖泊等蒸发渗漏及维持景观水面等需水量。考虑补水
对象为永定河、北运河、潮白河等三条主要河道干流，全市其他 136 条城市河道（段）
、34
个主要湖泊和湿地。河道补水考虑渗漏、蒸散发、维持景观水面等所需水量，蒸发渗漏需水
量为 0.02 米/日，最小水深不低于 1 米，每年换水次数为 8 次；根据河道需水规模、所处位
置等，部分河道按照流动方案考虑需水量，最小生态流速采用 0.05 米/秒，流动时间为 5
月～10 月。
137

表 2 不同情景河道需补量预测结果
需水量
情景

流动河道

不流动河道

湖泊
（亿立方米）

情景一

城市河道条（段）

三大河+城市河道 136 条段

34 处

7.1

情景二

城市河道 9 条（段）

三大河+城市河道 127 条段

34 处

12.8

情景三

城市河道 36 条（段）

三大河+城市河道 100 条段

34 处

19.0

（5）总需水量
针对不同的河湖补水情景，2035 年全市总需水量为 46～57.9 亿立方米。
《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印发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
要求北京市 2030 年全市用水总量不超过 51.56
亿立方米，为不突破国家要求，2035 年全市需水总量按照 51.56 亿立方米考虑较为合理，
这与河湖补水情景二方案下全市需水总量基本相当。
表 3 不同河湖补水情景下 2035 年北京市需求预测方案
亿立方米
情景

综合生活

工业

农业

生态环境

合计

情景一

25.1

5.1

5.0

10.8

46

情景二（推荐）

25.1

5.1

5.0

16.5

51.7

情景三

25.1

5.1

5.0

22.7

57.9

4.2 可供水量预测
目前，北京市可供水资源类型主要为地下水、地表水、再生水和南水北调水。根据相关
[6,9]

研究成果

，本地地表水 50%和 75%来水频率下可供水量分别为 6.7 亿立方米和 3.8 亿立方

米，地下水可开采利用量均为 15.7 亿立方米；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要求 2035 年再生水利用量
不低于 12 亿立方米，其可利用资源量应不低于 12 亿立方米；南水北调水可供水量按照中线
一期工程设计供水量，为 10.5 亿立方米。全市总可供水量为 42-44.9 亿立方米，偏枯年份
（75%来水频率）下水资源供需缺口为 9.56 亿立方米。
表 4 不同来水频率下北京可供水量
亿立方米
可供水资源类型

50%

75%

地表水

6.7

3.8

地下水

15.7

15.7

再生水

12

12

南水北调水

10.5

10.5

合计

44.9

42

4.3 供需平衡方案
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南水北调用足中线，开辟东线”的开源策略，通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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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南水北调中线二期、东线进京工程加大外调水进京水量，是实现全市水资源供需平衡、
实现供水安全的有效措施，即 2035 年北京市加大外调水量约 9.56 亿立方米。此外，调研
发现，世界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积极推广再生水利用，再生水已成为新加坡等国的主要
供水源

[10]

。北京市的再生水年利用量为全国之最，但其绝大多数用于河湖补水，用于居民

家庭生活、工业、环卫绿化等的水量尚不足 12%。未来生活用水量增加，再生水资源量也
相应增加，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实施之前，增加再生水利用量和利用领域，为实现全市供
需平衡的又一途径。
4.3.1 方案设定
本次构建了全市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并建立评估指标，对新增外调水、加大再生水利
用量两种平衡方案进行全市优化配置。
表 5 两种供需平衡方案设定
平衡方案

方案设定

方案一

南水北调中线二期、东线进京水量为不低于 9.56 亿立方米

方案二

增加再生水利用量不低于 9.56 亿立方米

4.3.2 配置原则
（1）配置平衡单元为北京市各区，中心城区按照一个单元考虑，共 11 个单元。
（2）地表水配置生活、工业、河道内生态，不用于农业、河道外生态环境用水，结合
官厅、密云及主要供水水库和引水渠道为各区分配。
（3）地下水配置生活、工业、农业，不用于生态环境用水，各区地下水开采量不超过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04-2020 年）
》为各区分配可开采量，且不大于 2017 年开采量。
（4）再生水资源量按照 12 亿立方米，配置工业、生态环境，不配置生活和农业；加大
利用部分配置生活建筑冲厕、河道内生态。各区再生水配置量不大于本地区城镇生活、工业
用水产生的污水量。
（5）南水北调一期配置生活和工业，不用于农业、生态环境；新增外调水主要配置生
活、工业、河道内生态，不用于农业、河道外生态。
4.3.3 结果分析
方案一：增加的外调水为南水北调中线二期和东线进京水量，其水质分别为 II 类和 III
类，可用于城市生活工业，也可以用水质目标较高的河道内生态。根据北京市政府于 2008
年批准实施的《北京市地表水功能区划方案》
，为满足水功能区水质目标，本次考虑水质要
求在 III 类及 III 类以上河流及其一级支流采用本地地表水、新增南水北调水补水，水质要
求 IV 类及以下河流、湖泊主要由再生水补水。此外，部分重点河道采用地表水、新增南水
北调水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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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35 年北京市水资源配置方案（方案一）
亿立方米
用水行业

地下水

地表水

中线一期

再生水

新增外调水

合计

城市生活工业

10.14

0.43

10.5

2.1

6.47

29.64

农村生活

0.56

0.56

农业

5

5

市政杂用

3.7

3.7

城市河湖

2.87

5.5

0.59

8.96

主要干流

0.5

0.7

2.5

3.7

12

9.56

51.56

总计

15.7

3.8

10.5

方案二：按照节水城市建设要求，缺水城市应鼓励将再生水用于建筑公厕，即生活用水
中冲厕用水可由再生水替代。如全市城镇生活和工业污水全处理，预测全市再生水资源量约
22 亿立方米，可作为开源策略之一。综合生活用水中，用于建筑冲厕的水量可由再生水代
替，城镇居民用水特点，中心城区人均冲厕用水量为 65 升/（人﹒天），其他新城人均冲厕
用水量为 55 升/（人﹒天）
，普及范围按照 50%考虑，全市全年居民家庭生活中的冲厕用水
量约 3.2 亿立方米，该部分水量由再生水配置，可替代综合生活中的部分新水量。
表 7 2035 年北京市水资源配置（方案二）
亿立方米
用水行业

地下水

地表水

中线一期

再生水

加大再生水

合计

城市生活工业

10.14

2.7

10.5

2.1

4.2（冲厕）

29.64

农村生活

0.56

0.56

农业

5

5

市政杂用

3.7

3.7

城市河湖

0.6

5.5

2.86

8.96

主要干流

0.5

0.7

2.5

3.7

12

9.56

51.56

总计

15.7

3.8

10.5

对比两方案发现，通过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全市有足量优质水保障生活用水安全；如果
外调水量不新增，采用加大再生水利用量实现全市水资源供需平衡，生活用水会挤占部分河
道内生态用水量，除永定河、中心城区小部分重点河道外，其他城市河湖及主要干流补水水
源均为再生水，再生水水质按照 IV 水考虑，仅可满足河道生态优质需水量的 17%。此外，
如按照本地再生水不外调的原则，大兴区、密云区、平谷区本地再生水存在供需缺口，需外
调部分再生水或通过超采地下水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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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两方案配置结果对比表
亿立方米
生活供水满足率

河道水质满足率

再生水跨区调水区个数

方案一

100%

100%

0

方案二

100%

17%

3

5 结论及建议
为解决未来北京市水资源供需缺口的问题，本研究提出两种平衡方案，分别为加大外调
水（即南水北调中线二期和东线进京）和加大再生水利用，并建立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给
出两种方案下的水资源空间配置方案。对比结果显示，两种方案均能实现未来偏枯年份下的
水量供需平衡。在保障生活和生产用水的基础上，加大外调水能够更好地满足生态环境对水
的需求，有利于河湖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地下水的涵养；通过加大再生水来实现供需平衡的方
案，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全市的水环境质量，同时需要大力推广再生水用于居民家庭建筑冲厕，
完善再生水供水系统。
对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1）在城市规划中预留外南水北调进京干线及配套工程用地条件，同时加强现状水源
输水工程的保护，完善城市供水应急体系。
（2）继续深化再生水利用方案，从民众接受度、工程建设成本、水价等角度论证加大
再生水利用的可行性；在城市规划中优化再生水设施布局，改进工艺提高再生水厂出水品质，
为扩大再生水利用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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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洪涝灾害综合防控体系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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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洪涝灾害综合防控体系包括预防城市洪涝灾害的工程建设、预警预报、应急响应、恢复重
建等所有避免、减少、消除洪涝灾害损失、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人类活动及其全过程。近年来，我国城市
洪涝灾害防治技术快速发展，但仍存在着不少短板。本文总结了国内外研究进展，分析了当前城市洪涝灾
害综合防控体系的研究热点，以期为城市洪涝灾害综合防控体系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城市洪涝灾害；综合防控；灾害管理

Research progress on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of urban flood
Abstract：The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of urban flood and waterlogging
disaster includes th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arly warning and prediction, emergency response,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ll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 whole process of preventing &
reducing & eliminating flood disaster losses and ensur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city. In recent
years, the technology of urban floo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as been developed rapidly in China,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shortcoming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at home and
abroad, analyses the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s of urban flood disaster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f urban flood disaster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Key words: urban flood and waterlogging disaster;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isaster management

目前，我国受洪水威胁的地区集中了超过全国 70%以上资产、60%以上人口和 90%以上城
市，平常年份洪涝灾害也会造成大量经济损失，大灾年份灾害损失则成倍增长。新中国成立
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民开展了大量的防洪排涝工程建设，经过 70 余年艰辛努力，建成了
世界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受益人口最多的防洪排涝基础设施体系。近些年来，我国由洪
涝灾害造成的因灾死亡人口、房屋倒塌面积呈下降趋势，但直接经济损失仍大幅上升。
基于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日益复杂、严峻的防洪除涝减灾形势，国家对水安全
保障的要求不断提升，需要构建基础牢固、高度弹性、快速反应的城市洪涝灾害防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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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洪涝灾害综合防控体系属于灾害危机管理体系中的一种，典型的危机管理模型分为预防、
准备、反应和恢复四个阶段。类似的，城市洪涝灾害综合防控体系可分为洪涝灾害预防阶段、
准备阶段、反应阶段、恢复阶段，其中预防阶段主要实施防洪除涝排水基础设施网络、监测
预警工程建设，准备阶段主要加强监测预警预报、风险评估、应急预案等，反应阶段主要强
化应急响应、抢险救灾等，恢复阶段主要实施灾后评估和重建等。
1 国外研究进展
发达国家对洪涝灾害的综合防控研究起步较早，现已由以工程措施防控为主逐步转向非
工程措施配合新技术开发应用为主，突出三者共同作用下对洪涝灾害全过程监控、防御、应
急处理的高效性。
1.1 预防阶段
城市洪涝灾害预防阶段主要由防洪除涝排水基础设施网络、监测预警工程建设等组成，
其他还包括顶层规划，洪水风险意识普及教育等相关非工程措施。目前，美国形成了五大国
[1]

家防灾减灾规划框架体系，即灾前预防、灾前保护、灾害缓解、灾害响应、灾后恢复框架 。
美国关于防洪除涝的法律法案非常健全，并且经历了明显的由工程性防洪向非工程性防洪重
心转移的过程。当前美国洪泛区的管理制度、规范标准十分完善，包括了对洪水灾害的认知
与监控，洪泛区内建设行为的控制与约束，社区与民众的参与等各方面措施，并将引导洪水、
社区防灾等作为防洪减灾的新途径。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兴起在城市周围建造超级堤防，其最大宽度达几百米，并在堤面
建设道路、建筑物等综合利用设施。日本非常重视对公共洪灾风险认知和避灾行为的研究，
[2]

基于此建立了相应预测模型，已被应用于大量城市 。英国的工程防洪系统包括堤防、河道
治理、水库和防潮闸等。近年来，英国更加重视非工程措施，特别是设立洪灾补偿救灾基金、
[3]

洪水保险等 。
1.2 准备阶段
城市洪涝灾害准备阶段主要由监测预警预报、灾前风险评估、应急预案等措施组成。随
着遥感技术的飞速发展，Landsat TM、NOAA/AVHRR、MODIS、SPOT 系列等多种遥感数据源已
被用于洪水灾害的监测和预警。3S 技术的推广应用使洪涝灾害动态监测进入新的更高水准
[4,5]

。
美国的洪水监测预警系统十分发达，一方面积极引入了卫星、雷达和 GPS 定位等新一代

技术，如从 1998 年提出的以“3S”技术为支撑的“数字地球”战略，到近几年提出的“全
球对地观测一体化”战略，尖端科技的研发与应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广
电和互联网等信息传播媒介，及时广泛地分享、交流灾情信息与防灾避灾信息，有效降低了
灾害损失。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覆盖全球的灾害风险指标计划(DRI)和世界银行发起的覆盖全
[6]

球的热点计划(HOTSPOTS)，都是影响力巨大的灾前风险评估的成功范例 。目前用于评估城
市洪涝灾害风险的水力学模型主要有 MIKE、SWEE、LISFLOOD 模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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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反应阶段
城市洪涝灾害反应阶段主要由应急响应、抢险救灾等组成。在应急组织体系方面，国外
主要发达国家通过成立专门的机构，以应对和防范洪涝灾害。美国建立了联邦应急管理局，
发布了一整套灾害管理的法律、计划和规划。日本成立了中央防灾会议机制，作为最高的综
合防灾决策机构，领导各级地方政府的防灾部门推进洪涝等自然灾害预防对策的实施。澳大
利亚、英国、法国等国家也纷纷组建了自己的应急管理主管部门。
欧盟第六框架下启动的“CRUE ERA-Net”计划，重点研发了一套基于 22 个指标的 FIRM
FRAME 洪涝应急响应规划评估方法，并通过英国、法国与荷兰等国家多个城市地区洪涝灾害
[7]

案例的比较研究来系统总结洪涝应急响应规划与管理范式 。在系统地完成了全国性高精度
洪涝灾害风险图编制的基础上，英国政府要求各地警察、消防、医疗急救等应急响应部门实
[8]

现 8 分钟内到达 75%以上的一类突发事件现场 。
1.4 恢复阶段
城市洪涝灾害恢复阶段主要由灾后评估和重建组成。灾后评估是制定灾害援助计划的基
础，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就已开始进行相关的洪灾损失计算工作。1968 年，美国联
邦保险机构开始应用灾损曲线，以理论表格的形式展现水灾中不同英尺水深下 7 种类型建筑
[9]

物的损失变化 。
灾后恢复与重建不仅包括受影响区域的恢复以及经济社会方面的重建，也包括防止次生
和衍生事件发生、损失评估以及重建规划等，还包括对受灾人员心理创伤的恢复。2005 年
“卡特里娜”飓风后，新奥尔良灾后重建吸引了全球的目光。美国国土安全部将卡特里娜飓
风和伴随的洪涝灾害及之后在美国发生的重大灾害的经验教训予以总结，在新奥尔良受灾时
隔 6 年之后，于 2011 年颁布了《美国防灾减灾准备目标》
，要求将灾后恢复作为国家的一项
主要任务，并明确定义和说明了灾后恢复的组成内容：灾后恢复计划，通知和警告公众，机
[10]

构合作和灾后恢复配合，经济恢复，卫生健康和社会服务，住房等基础设施保障等

。

2 国内研究进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城市洪涝灾害防治技术得到快速而充分的发展，目前已经接近
全球先进水平。近年来，海绵城市、高水高排、地下水库、深隧工程等新兴技术开始在我国
更多地区得到应用，我国的防洪排涝工程体系得到不断完善。除工程建设外，国内城市洪涝
灾害防控领域越发注重非工程体系建设，工程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城市洪涝灾害综合防控
体系已初具规模。
2.1 预防阶段
当前我国对高水高排、深层排水隧道等防洪除涝新兴工程技术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
林翠萍根据福州市城市特点，从内河拓宽、绕城排洪及高水高排三个方案对提高江北城区排
涝能力的经济合理性进行分析，认为山洪直排闽江不进内河的高水高排方案具有明显的优势
[11]

。夏霖以成都市“Y”字型深隧排水系统为例，基于 SWMM 模型研发了一套城市深隧排水系

统模拟方法，构建了深隧排水系统水文水动力模型，开展了防洪排涝、初雨污染控制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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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运行工况的模拟

。

目前，我国关于海绵城市的相关研究颇为丰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4 年印发《海绵
城市建设技术指南》
，提出建设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在此之前，国内已有一些城市雨洪管
理的构想，如生态城市、弹性城市、花园城市等，其中的一些想法反映在海绵城市建设理念
中。
2.2 准备阶段
洪涝灾害监测方面，各类新兴技术和方法正在逐步得到广泛应用。范一大等利用 HJ-CCD
[13]

数据，提高了洪涝灾害实时动态监测的时效性

。钟仕全等利用 GF-1 卫星遥感数据，用于
[14]

岩溶洼地洪涝灾情监测，可以精确地描述洪涝灾害的具体特征

。洪涝灾害预警方面，中国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设计的城市洪涝灾害模型具有良好的灾害分析预警功能，已被应用于深
[15]

圳、上海等城市

。哈尔滨等城市利用仿真模拟技术，通过对雨量数据的监测、采集与模拟，
[16]

构建了城市洪涝积水的实时监测、预警可视化系统

。

关于洪涝灾害风险评估，国内学者做了大量研究，认为灾害的形成是承载体脆弱性、致
灾因子和暴露度等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曹罗丹和李加林根据历史长时间序列的遥感数据、
网格化的地理背景数据和空间化的社会经济数据，从洪涝灾害的危险性、暴露性、脆弱性及
防灾减灾能力等 4 方面，构建了洪涝灾害风险评估模型，对浙江省洪涝灾害进行了风险评估
[17]

。

2.3 反应阶段
在政府管理方面，2018 年，国家成立应急管理部，地方各级政府也加快推进相应的应
急管理专门机构。总体而言，我国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管理框架已
经构建，提出的成果以指导性政策原则为主，其针对性、操作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动态复杂
的防灾决策研究需要加强。
在反应决策方面，徐志胜等通过构建城镇洪涝灾害三维可视化模型，辅助管理部门进行
[18]

远程决策和人员财产的快速疏散转移

。李云等基于二维非恒定数学模型，开发了一套防洪

[19]

减灾决策支持系统

。

我国在城市抗洪减灾中，形成了以防汛主管部门专业队伍为基本力量，以公安、武警等
政府各部门为重点，企业专职和兼职团队、志愿者等为社会力量为重要补充的应急队伍体系。
当城市发生洪灾时，可以迅速组织起强大的抢险救灾队伍。
2.4 恢复阶段
灾后评估方面，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用 RS、GIS 等计算机技术对城市洪涝灾害进行损
失评估，建立灾情分析模型、灾害模拟及灾害评估和应对等。例如利用遥感信息和洪水淹没
的动态监测来估算灾害损失；利用 RS 和 GIS 分析确定流域地表高程和不透水地面面积，并
使用数字高程模型估算淹没和灾害损失。史瑞琴等借助暴雨洪涝淹没模型输出淹没面积和淹
没水深等信息，结合暴雨洪涝灾害经济损失评估模型，计算分析了一次暴雨洪涝灾害过程造
[20]

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其推算结果基本能够反映此次暴雨洪涝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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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分级管理、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决定了灾难发生后，其所在地地方政府
对灾后重建工作承担着核心主体职责，发挥着主导作用，其中加大对灾区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力度显得格外重要。张正涛等以武汉市 2016 年 7 月 6 日暴雨洪涝灾害对各行业造成的直接
损失为基础，建立符合经济学机理的间接经济损失动态评估模型，发现武汉市政府投入的
140 亿实际防洪救助投资使此次灾后恢复时间由一年半提前至半年，对减小隐藏于产业关联
[21]

背后的间接损失、提高经济恢复能力作用显著

。

3 研究热点总结
国外发达国家在城市洪涝灾害综合防控体系各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成果较为丰富。相比较
而言，我国在城市洪涝灾害综合防控体系方面的部分进展虽已接近全球先进水平，但依然存
在着不少短板，这也是下一阶段我国城市洪涝灾害综合防控体系研究的热点。
（1）预防阶段：海绵城市、高水高排、地下水库、深隧工程等新兴技术的实践应用相
对较少，其适用性研究不足；城市防洪、治涝标准与城市排水标准有较大差别，协同性有待
提高；生态化需求与城市防洪减灾工程的结合是研究的热点，城市对于休闲、景观、通告等
的综合需求较多，城镇建设用地比较紧张，如何协调解决综合需求和功能与防洪工程的矛盾
也是下阶段的研究重点。
（2）准备阶段：已有的城市洪涝灾害风险评估方法局限性较强，灾害的风险管理应用
需要加强，风险图需与城市建设等紧密结合。目前，尚缺乏将经济社会发展、工程与非工程
措施、应急管理建设等多学科综合交叉的广适性评价方法研究。
（3）反应阶段：公共服务灾害应急响应能力保障的相关研究较少，公众灾情和应急信
息的知情信息不足；政府部门内外的应急协调和配合有待提高，城市洪涝灾害应急和综合管
理机制有待创新；社会化的应急抢险与社会全员参与的应急反响机制需要持续加强。
（4）恢复阶段：对于城市灾后恢复与重建规划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受灾群众的心理
干预与救援存在一定缺失。
4 结论与展望
基于以上研究热点总结，我国城市洪涝灾害综合防控体系重点突破方向为：推广新兴技
术，采用生态化措施，考虑城镇综合功能需求，建立防洪治涝排水标准相互协调的防洪除涝
减灾工程体系；以精细、实时、可靠为主要方向的洪涝灾害监测预警预报系统为切入点，强
化非工程体系建设；加强风险应急管理，对城市洪涝灾害风险进行评价，重点是在城市总体
规划和建设时，强调洪涝灾害风险图的应用，有针对性地降低风险；建设生态水利工程，发
挥防洪排涝工程的生态景观文化效益；加强社会化抢险能力建设，推进抢险的专业化和社会
化水平；强化公众宣传和科普，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度和洪涝灾害风险意识。
城市洪涝灾害综合防控体系涉及水利、应急管理、市政、气象等多个行政部门。本文所
用的城市洪涝灾害预防、准备、反应、恢复四大阶段组成的综合防控体系只是其具体模型组
成的一种。但万变不离其宗，城市洪涝灾害综合防控体系的建设离不开工程、管理、预警预
报、应急等多个子系统的建设，各系统在保障城市防洪除涝安全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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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雨洪过程的“平均排除法”改进与分析
唐

明 1 许文斌 2 周涵杰 1 许文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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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程分院 南昌 330038）

摘

要：城区水面萎缩，排涝系统应对集中强降雨能力差，城市内涝机率增大，是当前各地的通病。

现行规范对城市水面率、设计暴雨历时提供了原则性建议；但是内涝防治系统设计方案比选时，在降雨历
时、蓄涝水面率的选择上，还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具有“快速计算”优势的平均排除法也有两个明显的
弱点；实践当中，往往需要通过基于雨洪过程的计算方法来实现多情景调算，工作量大，方案的代表性也
不足，影响到多方案设计的时效性和准确率。为此，基于“集中强降雨”的雨型构建，提出适合城市小流
域汇流特点的“改进的平均排除法”
，新方法针对性地解决了常规方法中“难以选择适合的降雨历时”
、
“不
适应‘小排蓄比’
”的问题，快速确定不同水面率与暴雨历时组合下的设计排涝流量，全景展现水面率、暴
雨历时与设计排涝流量的关系；便于确定某一固定水面率下的设计参数。最后，以南昌市沙井电排区为例，
运用 MIKE 模型对排涝进程的分析，验证了“改进的平均排除法”可靠性。
关键词：平均排除法；改进方法；设计排涝流量；蓄涝水面率；暴雨历时

Research on the improved method of “average drainage
method” based on rainfall flood process
Tang Ming1,Xu Wenbin2, Zhou Hanjie1, Xu Wentao1
1.School of Hydraulic & Ecological Engineering, Nanch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Nanchang 330099, China ;
2.Municipal Engineering Branch, Nanchang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Nanchang 330038,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he current common problems in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such as the
shrinking of water surface, poor ability of drainage system to cope with concentrated heavy
rainfall, and the increase of waterlogging probability. Although the current code provides
principle suggestions for urban water surface ratio and design rainstorm duration, there are still
many uncertainties in the selection of rainfall duration and water surface ratio for waterlogging
in comparison and selection of design schemes of waterlogg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The
average exclusion method, which has the advantage of "fast calculation", also has two obvious
weaknesses. In practice, it is often necessary to adjust the design parameters under
multi-scenarios by using the calcul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rain flood process. The workload
is heavy and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the scheme is insufficient, which affects the timel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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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ccuracy of the multi-scheme design. Therefore, based on the pattern construction of
“concentrated heavy rainfall”, the “improved average exclusion method” is proposed,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confluenc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small watersheds. The new method solves
the problems of “difficult to select the suitable rainfall duration” and “not suitable for
the small proportion of drainage and storage” in the conventional methods, and quickly determines
design discharge of waterlogging drainage, which i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water
surface ratio and rainstorm duration. The new method can show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water
surface ratio, rainstorm duration and design drainage discharge in a panoramic view, which is
convenient to determine the design parameters under a fixed water surface ratio. Finally, taking
Shajing electric drainage area of Nanchang City as an exampl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improved
average exclusion method is verified by analyzing the drainage process with MIKE model.
Key words: average drainage metho; improved method；design discharge of waterlogging drainage;
water surface ratio for waterlogging; the duration of rainstorm.

1 引言
21 世纪以来，我国经历了空前迅猛的城市化进程，洪涝威胁对象、致灾机理、成灾模
[1]

式与损失构成均发生了显著变化 ；城市应对短历时强降雨的能力明显不足，
“逢雨即涝”
问题普遍存在，
“城市看海”一直是新世纪社会关注焦点。由水利部门主管的水利排涝系统
和住建部门负责的市政排水系统，涉及不同学科领域,依据的行业规范也不相同，采用的暴
[2]

雨选样方法、设计标准、频率分布模型、设计流量计算方法等都有各自的特点 ；如何在各
自的行业规范框架内合理确定工程规模，解决两个系统运行不协调问题，是很多专家学者的
[3-6]

研究方向

。

新世纪以来，两部门已经多次修订各自的规程规范，力图适应城市内涝防治需求。
《治
涝标准》规定：涝区应充分利用现有湖泊、洼地滞蓄涝水，合理确定蓄涝水面率或蓄涝容积
率；设计暴雨历时和涝水排除时间可采用 24h 降雨 24h 排除；水利排涝工程的排涝流量与城
市排水要求不能完全衔接时，沟渠、河道、泵站等工程的设计流量可以按 12h 排除或 6h 排
[7]

除的要求进行计算 。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
（GB51222-2017）提出：为达到内涝设计重
现期标准，就要保证一定的水面率；进行城镇内涝防治设施设计时，降雨历时应根据设施的
[8]

服务面积，可采用 3h－24h ；
《城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
（GB51174-2017）提出：用于
[9]

削减峰值流量的雨水调蓄工程的调蓄量计算中，设计降雨历时宜选用 3h－24h 。
在城市水利系统规划或能力复核时，往往需要通过设置不同的水面率和暴雨历时的组合，
进行多方案的设计与比选。但是，适合城市自身暴雨特性与下垫面特点的合理水面率应该在
什么范围？城市排涝流量计算时又如何选择设计暴雨历时？依据不同水面率与暴雨历时组
合设计的水利排涝系统对短历时强降雨的适应能力又如何？这些都是实践当中面临的问题。
不考虑雨洪过程的常规“平均排除法”，虽然具有“快速计算”的优势；但是，它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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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明显的弱点。首先，它只是基于设计降雨总时段的水量平衡，当设计降雨历时较长时，
计算结果难以适应集中强降雨；这也导致在实践中难以因地制宜选择设计降雨历时。其次，
当蓄涝水面率较高时，计算出来的“排蓄比”过小，不能满足正常排涝需要。因此，在实践
当中，往往需要通过基于雨洪过程的综合单位线、水量平衡等计算方法来实现，多情景调算
的工作量巨大；一般情况下，调算出来的方案数量不足，代表性也不佳。
为此，构建一种“集中强降雨”的雨型，寻求适合城市小流域汇流特点的暴雨洪水计算
方法，快速计算出不同组合情景下的设计排涝流量；全景展现水面率、暴雨历时与设计排涝
流量的关系，从而确定相关设计参数；将规程规范的原则性建议转化为具体工程参数的设计
方法，已经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技术问题。
2 “集中强降雨”的雨型构建
2.1 设计暴雨雨型的常规方法

[10]

“典型暴雨”同倍比或同频率放大法，是规范推荐的计算方法；而且两种方法有着各自
的优缺点。
“同倍比放大法”能保证典型降雨的基本形态不变；且计算简单，便于时间刻度
的细化。但是，它只能满足设计历时下的频率要求，而其它主要统计历时降雨量的重现期差
异很大，难以客观评价市政排水与流域排涝系统的能力；实际应用当中，很难找到主要统计
历时降雨量重现期较为一致的雨型。
“同频率放大法”能针对工程建设的设计或复核需要，
控制主要时段的“同频”
，体现理论上的一致性；
“同频放大”后的雨型有明显的集中降雨期，
有利于排涝系统的能力复核。但是，其时间刻度需要细化；同时，受典型暴雨时程随机分布
的影响，雨型调算过程较为复杂，降雨时程也存在较大差异。
“综合雨型”是水利部门根据实测暴雨资料，运用统计分析推求出来的；不同历时的最
大降雨量不能达到同频要求。一般情况下，1h 雨量偏小，最大 3h、6h、12h 的降雨量偏大，
需要进行同频调整。调整后的设计雨型当中，1h、3h、6h、12h 的暴雨量均能同时达到与 24h
相同的重现期。由于“综合雨型”时程系数是一种结构化的人工分配，其同频调算过程相对
简单。
2.2 基于不同历时暴雨成果的“集中强降雨”雨型构建
鉴于应对集中强降雨能力不足的城市通病，本文参照水文部门 3h、6h、12h 双倍步长的
降雨历时统计规律，直接基于不同历时的暴雨统计成果构建一种能够用于城市排涝系统设计
的长历时“集中暴雨雨型”，使其 45min、90min、3h、6h、12h、24h 的累积雨量达到相同
的重现期（本文选择 20 年一遇）
。同时，为了同步考核“大尺度”水利排涝系统及“小尺度”
市政排水系统的可靠性，按照“长、短历时”暴雨双向控制的构想进行雨量细化

[10]

；将适应

本地市政系统的“芝加哥雨型”嵌入第一个 45min 当中，其余时段按三角分布处理（详见图
1）
；设计雨型主要时段的最大暴雨量依然满足暴雨统计成果与历时的关系（详情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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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集中暴雨雨型时程分布（24h）

Figure1 The distribution of Concentrated rainstorm

构造出来的“集中暴雨雨型”既能从较长历时降雨的角度考验水利排涝系统的能力，又
能从短历时降雨的角度考验排水管网的能力，从而兼顾市政排水与水利排涝两个系统的能力
复核；而且可以清晰地看出任一设计历时后续时段内的可能最大降雨。雨型生成过程相对简
单，便于应用。
表1

“集中强降雨”雨型的时程变化情况

Table 1 Variation of rainfall with time in the pattern of "concentrated heavy rainfall"

序号

时程

累积雨量

1

45min

2

分段统计量
雨量

时长

平均雨强

66.02

66.02

0.75

88.03

90min

86.52

20.5

0.75

27.33

3

3h

109.2

22.68

1.5

15.12

4

6h

137.3

28.1

3

9.37

5

12h

178.2

40.9

6

6.82

6

24h

223.6

45.4

12

3.78

7

48h

263.75

80.3

24

3.35

3 基于过程约束的“平均排除法”改进方法
3.1 小流域排涝流量的计算方法
小流域设计洪水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计算洪峰流量到计算洪量的发展过程，计算方
[11]

法主要包括经验公式法、推理公式法、综合单位线法、水文模型等

。在洪峰流量计算方面，

水利部门的推理公式法实际上是一种半经验、半理论公式，根据暴雨形成洪水原理, 采用一
[12]

定的概化条件推导出洪峰流量与若干参数之间关系的公式

。而市政部门推求公式与水利部

[13]

门推理公式的基本形式相似，计算原理也是相同的

；只是市政部门为了推求管网最大设计

流量，采用“极限强度原理”
，对于部分汇流情况则不适用；并且只能确定最大径流 ,不能
[14]

研究径流过程

。
通过上述洪水计算办法得到的设计流量均为洪峰流量，而且过程较为繁琐；
[15]

如果用来确定城市水利排涝系统的设计流量，还应进行适当的削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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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流域排涝流量设计实践中，通过洪量推求排涝流量更为方便；一般多采用水量平衡法、
平均排除法等。水量平衡法是一种过程排除法，适应各种类型的排涝区，结合降雨过程进行
排蓄试算，计算成果较为精确；但是需要寻找符合本地特点的不同历时暴雨雨型，而且多情
景试算时的工作量较大。平均排除法适用于平原坡水区、 滨河滨湖圩（垸）区、平原水网
[7]

区、潮位顶托区等 ，计算过程较简单，具有“快速计算”的优势；满足“快速计算出不同
组合情景下的设计排涝流量”的需求。
3.2 常规的平均排除法
城市集中式排水系统能够快速收集与输送雨洪，汇流时间短；而且下垫面硬化程度高，
下渗较小；可以近似地认为排水历时与降雨历时相等。因此，设计排水量即设计暴雨形成的
净雨量减去设计调蓄水量，使用“常规的平均排除法”推算的设计排涝流量：

Qaij  V净i  V设调  0.36ti =0.278  S f (ti )  1000 j S h  ti

(1)

t

式中：Qaij 为设计蓄涝水面率  j 条件下，设计暴雨历时 i 对应的排涝流量（平均排除法）
，

t
t
3
3
V
m3 / s ；V净i 为设计暴雨历时 i 对应的净雨量，万 m ； 设调 为设计调蓄水量，万 m ； i
为设计暴雨历时，小时； 为地区综合径流系数；

f (ti )

t

为设计暴雨历时 i 对应的暴雨量，

mm ； S 为设计排水面积， km2 ；  j 为设计蓄涝水面率； h 为设计调蓄水深， m 。
根据“平均排除法”计算出的设计排涝流量是保证“设计暴雨历时内，排至不淹重要建
筑物高程”
，即“在设计历时未，调蓄区水位应排至最高设计蓄水位；并自设计历时未时刻
开始，排空设计调蓄水量，将蓄涝区逐渐控制到正常水位”。
3.3 改进的平均排除法
公式(1)表明，设计调蓄水量越大，设计排涝流量就越小；当蓄涝水面率较大时，排涝
流量计算结果过小，其排涝能力不足以排除下一时段的净增雨洪量，导致蓄涝区水位上涨，
并超过最高调蓄水位，从而影响正常排涝进程；这也是平均排除法不适应“小排蓄比”的根
本原因。因此，需要结合设计暴雨的雨洪过程，细化排涝进程中的流量需求，对“常规的平
均排除法”进行改进，使其能够实现“任意水面率与暴雨历时组合下的排涝流量计算”
；从
而避免通过综合单位线、水量平衡等基于雨洪过程的计算方法来实现多情景调算时的工作量
巨大问题，提高多方案设计的时效性。
（2）过程控制条件之一
由于水文暴雨成果采用“年最大值取样法”的分析特点，表 1 所示的分段平均雨强呈
衰减趋势，而且紧随设计暴雨历时之后等时长的分段平均雨强，均比其后的分段平均雨强大。
比如，假如设计暴雨历时为 3 小时，再紧随其后的 3 小时分段平均雨强为 9.37mm/h，而它
之后的 6h、12h、24h 时段内的平均小时雨强均比它小（详见表 1） 。因此，如果采取平均

t

t

排除法，按照暴雨历时 i 设计的排涝流量，只要在 i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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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1

时段能够排除该时段的净增雨洪

（该时段已经无调蓄容积可用）
，就能满足其后程排涝需要；反之，则影响后续排涝。即，
此控制条件下的排涝流量 Q b ij 为：
 Qbij  V净i 1  V净i 



 ti 1  2ti

 ti 1  ti   0.278

S

 f (ti 1 ) 

因此，当 Qaij  Qbij 时，说明 Qaij 不能完全排除后续

f (ti ) 

 ti 1  ti 

(2)

ti 1  ti 时间段的净增雨洪量，平均

排除法受限。为解决该情景下设计排涝流量不能满足时段的排涝需求问题；基于 2 倍步长的
特点，从 0 到

ti 1 时段来看，该排涝流量可调整 ti 1  ti 为：
Qij  Qi+1 j  Qaij  Qbij  2

(3)

调整时，如果还出现 Q( i 1) j  Qb( i 1) j 的情况，继续按照上述方法，进行“双倍步长”的
调整处理，直到其排涝能力能够排除下一时段的净雨量。
（3）过程控制条件之二
“20 年一遇最大一日（或最大 24 小时）设计暴雨一日（或 24 小时）内排至不淹重要
建筑物高程”的排涝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腾出调蓄库容的时间。因此，当暴雨历时 ti 1 增
加到 24h ，综合考虑降水规律与实际需要，可以规定此时的设计排涝流量至少能够满足“雨
后 1-2 天腾出调蓄库容”
。本文选择雨后 1 天腾出库容；则排涝流量还应完成“排除第 2 天
的降雨”与“腾出调蓄库容”的双重任务；即，从 2 天的时间尺度来看，排涝流量应满足“2
日暴雨 2 日排净”
（腾出调蓄库容）的能力：
Qmin  0.278 S f (tmax ) tmax ,

tmax  48h；

(4)

（4）基于“改进的平均排除法”的任意组合下设计排涝流量
① Q
a ij

 Q
  i+1 j   Qa ij  Qbij  2
Qij  ② 
 
Qi+1 j  Qbi+1 j

③ Qi+1 j  max Qi+1 j , Qmin





;
;
;



;

Qa ij  Qbij 


Qa ij  Qbij 

ti 1  24 

ti 1  24 


（5）基于“改进的平均排除法”的任意组合下实际调蓄水深
hij 

Qi j  ti
 f  ti 

1000 j 278 j  S

Qij

(5)

hij
(6)

（6）基于“改进的平均排除法”的主要设计参数
按照规范要求，综合考虑城市排涝片的小流域特点，将其设计暴雨历时范围设定在“3-24”
小时，则固定水面率下  j 的设计排涝流量与调蓄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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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j  maxQij

maxQij

或者

max hij

h j  max hij

or
所对应的

(7)

ti  ti  3,6,12, 24 

，即为该情景下的设计暴雨历时。

4 案例验证
4.1 研究区域概况
南昌市红谷滩区是新城区，集商贸金融、行政办公、信息、文化、居住等多功能为一体
的现代化新型城市 CBD；地处中亚热带暖湿季风气候区，雨量充沛，多年平均降雨量 1596mm；
最大年降雨量 2356mm(1954 年)。年内与年际降雨量差异均较大，最大年降雨为最小降雨量
的 2.25 倍，4-6 月为主雨季，降雨量占多年平均降雨量的 51.3%，致灾性暴雨多发。
南昌市红谷滩沙井电排区是“低水面率”城区的典型代表；新区建设初期，除排涝泵站
周边的蓄涝区外，区内没有保留一处河湖水系，最初规划的蓄涝区又被城市建设挤占，最终
的蓄涝水面率极小。近 20 年的排涝实践表明，以前规范明确的“20 年一遇最大一日（或 24
小时）设计暴雨一日（或 24 小时）内排至不淹重要建筑物高程”的排涝标准，无法适应其
“低水面率”特点，不能满足城市排涝需求。
沙井电排区东至红谷中大道，西至丰和联圩，南至南斯友好路，北至庐山南大道；处于
沿江大堤和丰和联圩共同组成的防洪保护圈内；采用自排、调蓄和电排相结合的方式解决区
2

内雨洪，排水面积约为 7.95km （包括卫东立交及其周边部分地区，详情见图 2）
。所有市政
排水管网通过地下箱涵直接汇入泵站前池（调蓄区）
；同时，按 20 年一遇 24 小时暴雨的防
御标准设计，对丰和站进行了改造与扩建，保留的老丰和站总装机容量 930KW，排涝流量为
3

3

7.36m /s；扩建的新丰和站总装机容量 1000KW，排涝流量为 9.58m /s；区域内的调蓄水面为
3

100 亩（蓄涝水面率为 0.84%）
，排涝流量为 16.94m /s。

图 2 沙井电排区平面布置图
Fig. 2

General layout of Shajing drai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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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蓄涝水面率过低，区域内涝防治系统对集中强降雨的适应性较差；大暴雨期间，区
内受涝严重，泵站前池雍水过高，威胁到泵站的正常运行。区域排涝能力提升提上日程，相
关计划中，保留现有排涝能力的同时，改建卫东电排站（基本废弃）以增加区域排涝流量；
同时，新增调蓄水面 130 亩，总调蓄水面达到 230 亩（蓄涝水面率 1.93%）
。但是，在泵站
规模核定时，如何确定暴雨频率、暴雨历时、调蓄水面率等设计参数时，争论较多，意见分
歧很大。最终通过不同暴雨频率、历时组合下的平均排除法、多雨型的过程排除法等多方案
3

比选；最终，
根据典型暴雨
（略大于 20 年一遇）的过程排除法，确定新增排涝流量 23.46m /s，
3

总排涝流量达到 40.4m /s。预计明年汛前能够投入使用。
4.2 沙井电排区不同情境下设计参数计算
根据沙井电排区内的房屋屋顶、混凝土路面、沥青路面等不透水覆盖面所占面积比重，
将该区域综合径流系数设为 0.90；以及根据现状管网布置及区域竖向空间规划等因素，将
最大调蓄深度设置为 1.5m。采用水文部门提供的代表站不同历时的暴雨统计成果，由于治
涝区域面积较小，点面折算系数取“1”。按公式（1）进行“常规的平均排除法”
（24h 暴雨，
下同）计算出不同情景下的排涝流量（详见表 2）
；可以看出，随着蓄涝水面率的提高，排
涝流量逐渐减小，当降雨历时进一步减小时，甚至出现较多负值。例如，当水面率为 5%，
暴雨历时为 3h 条件下，设计流量为 17.14 m3 / s ，不能排除下一个 3h 的净增洪量；则该情
境下就不再适用常规平均法。
表 2 不同排涝情景时的设计排涝流量（常规的平均排除法，20 年一遇）
Table 2

3

（单位： m / s ）

Design drainage discharge under different drainage scenarios (Conventional average
drainage method )

暴雨历时

调蓄水面率（%）
0.84

1.93

3

4

5

6

7

8

9

10

45min

137.86

89.71

42.40

-1.77

-45.93

-90.10

-134.27

-178.43

-222.60

-266.77

90min

96.09

72.02

48.36

26.28

4.20

-17.89

-39.97

-62.05

-84.14

-106.22

3h

63.09

51.05

39.22

28.18

17.14

6.10

-4.95

-15.99

-27.03

-38.07

6h

40.85

34.83

28.92

23.40

17.88

12.36

6.83

1.31

-4.21

-9.73

12h

27.20

24.19

21.23

18.47

15.71

12.95

10.19

7.43

4.67

1.91

24h

17.36

15.85

14.38

13.00

11.62

10.24

8.86

7.48

6.10

4.71

按照“改进的平均排除法”
（公式 5），可以快速计算出不同情景下的排涝流量（详见表
3）
；表 3 表明，调整公式能够计算出任意情景下的排涝流量；同时，根据公式（6）可以计
算出相应情景下的设计调蓄水深（详见表 4）
。
从表 3 可以看出，随着蓄涝水面率的逐渐减小时，设计排涝流量呈增加趋势；特别是
在蓄涝水面率较小时，不同暴雨历时的排涝流量需求差异随着水面率的减小而快速增加，这
也说明，在蓄涝水面率偏低的情况下，排涝设施对短历时强降雨的适应性在快速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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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排涝情景时的设计排涝流量（“改进的平均排除法”，20 年一遇）

3

（单位： m / s ）

Table 3 Design drainage discharge under different drainage scenarios (Improved average drainage
method )
暴雨历时

调蓄水面率（%）
0.84

1.93

3

4

5

6

7

8

9

10

45min

137.86

89.71

48.36

28.18

17.88

12.95

10.93

10.93

10.93

10.93

90min

96.09

72.02

48.36

28.18

17.88

12.95

10.93

10.93

10.93

10.93

3h

63.09

51.05

39.22

28.18

17.88

12.95

10.93

10.93

10.93

10.93

6h

40.85

34.83

28.92

23.40

17.88

12.95

10.93

10.93

10.93

10.93

12h

27.20

24.19

21.23

18.47

15.71

12.95

10.93

10.93

10.93

10.93

24h

17.36

15.85

14.38

13.00

11.62

10.93

10.93

10.93

10.93

10.93

表4
Table4

不同排涝情景时的设计调蓄水深（“改进的平均排除法”， 20 年一遇） （单位： m ）

Design storage depth under different drainage scenarios ( Improved average drainage
method )

暴雨历时

调蓄水面率
0.84

1.93

3

4

5

6

7

8

9

10

45min

1.50

1.50

1.43

1.25

1.07

0.92

0.80

0.70

0.62

0.56

90min

1.50

1.50

1.50

1.47

1.31

1.15

1.01

0.88

0.78

0.70

3h

1.50

1.50

1.50

1.50

1.48

1.34

1.19

1.04

0.93

0.83

6h

1.50

1.50

1.50

1.50

1.50

1.47

1.34

1.17

1.04

0.94

12h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44

1.26

1.12

1.01

24h

1.50

1.50

1.50

1.50

1.50

1.37

1.18

1.03

0.92

0.82

表 2、表 3、表 4 当中的红色字体部分，表示该暴雨历时与水面率组合条件下，不适合
采用常规的平均排除法进行排涝流量计算。高水面率条件下，采用“改进的平均排除法”确
定的排涝流量，实际上取决于公式（4），按照“2 日暴雨 2 日排净”（不扣除调蓄量）来控
制，以便在 2 日末恢复调蓄库容，应对后续降雨。但是，排涝流量提升可以相应地减小调蓄
水深（详见表 4 ）
。
根据以上成果，可以计算出任一固定水面率  j 下的设计暴雨历时、排涝流量、调蓄水
深等参数，其中，本案例中，7%-10%水面率下的设计暴雨历时是由设计调蓄水深主导（详情
见表 4、表 5）
。
表5
Table5

沙井排涝片不同蓄涝水面率的设计参数一览表（20 年一遇）

The list of design parameters under different water surface rates for waterlogging ( 20
a)
调蓄水面率

0.84

1.93

3

4

5

6

7

8

9

10

设计暴雨历时 /h

3

3

3

3

6

12

12

12

12

12

51.05

39.22

28.18

17.88

12.95

10.93

10.93

10.93

10.93

1.50

1.50

1.50

1.50

1.50

1.44

1.26

1.12

1.01

设计排涝流量 /(m3/s) 63.09
设计调蓄水深 /m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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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MIKE模型构建与数值验证

4.3.1 基于 MIKE 的耦合模型构建、率定与相关运行工况
本文采用 MIKE 软件构建雨洪模型，关于此模型构建的文章很多

[13－15]

；本文不再赘述

其构建与率定过程，仅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1）研究区域整体地势东高西低，标高范围大致为 19.5-21.5m，市政雨水管设计重现
期均为“1 年一遇”
；雨水经支管收集，分片排入东西向道路下方雨水干管内，并由东向西
排入调蓄区,汇入点高程均在 18.0m 以上。
（2）采取前文的“集中强降雨”雨型。
（3）将最低调蓄水位 16.5m 设计为初始水位；将泵站机组分 3 档启停。第一档排涝流
量占 50%，第二档占 25%，第三档占 25%；24 小时排涝过程分析时，第一档 17.0m 起排、16.9m
停机，第二档 16.8m 起排、16.7m 停机，第三档 16.6m 起排、16.5m 停机；高水面率的 72
小时排涝过程分析时，第一档 16.7m 起排、16.6m 停机，第二档 16.65m 起排、16.55m 停机，
第三档 16.6m 起排、16.5m 停机。
（4）选择水面率分别为 1.93%、5%、9%情形下，按照平均排除法改进前后的设计成果，
设置 6 个模拟工况（模拟降雨时长为 24h）；另外，大水面率下的排涝装机最小，腾出库容
的时间较长，增设 2 个 48h 的模拟工况（详见表 6）
。
表6
Table 6

沙井电排区排涝系统模拟工况中的主要参数

Main parameters in
simulation condition of drainage system in Shajing drainage area
红谷滩沙井电排区排涝系统模拟工况中的主要参数
1.93

调蓄水面率

5%

9%

计算方法

常规

改进

常规

改进

常规

改进

常规

改进

模拟降雨历时

24h

24h

24h

24h

24h

24h

48h

48h

排涝流量（m3/s）

15.85

51.05

11.62

17.88

6.10

10.93

6.10

10.93

工况代码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ⅤⅡ

ⅤⅢ

4.3.2 “平均排除法”改进前后的排涝进程分析
（1）
“平均排除法”改进前后的排涝进程（24h）对比分析
图 3（A）所示为Ⅰ、Ⅲ、Ⅴ工况下的排涝进程。可以看出，常规“平均排除法”得出
的排涝流量偏小。低水面率条件下，雨洪峰值高，高水位（17.5 以上，下同）持续时间长；
Ⅰ工况下的最高泵站前池水位达到 19.17m，严重影响市政排水系统的运行效率，城区积水
严重。水面率较高的条件下，由于排涝流量偏小，峰值之后的涝水排除速度也较慢，高水位
的持续时间偏长，而且腾空库容的时间长；Ⅲ、Ⅴ工况下，24 小时末的水位分别处在 17.52m
和 17.61m 的较高水位，对城区积水的影响依然较大。
图 3（B）所示为Ⅱ、Ⅳ、Ⅵ工况下的排涝进程，可以看出，采用“改进的平均排除法”
得出的设计排涝流量增大；泵站前池水位普遍下降，但随着调蓄水面率的增加，下降幅度减
小。低水面率（Ⅱ工况）条件下，强大的外排能力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将前池水位控制下来，
高水位持续时间大为减小；下的最高泵站前池水位只有 17.93m，低于设计调蓄水位（18.0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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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水面率（Ⅳ工况）条件下，削峰能力得到加强，泵站前池最高水位进一步降低，前池最
高水位为 17.60m，高水位持续的时间大为减少；而且随着外排能力的增加，腾空库容速度
加快，24 小时末的水位降至 16.57m，基本完成腾空库容的任务；高水面率（Ⅵ工况）条件
下，
削峰能力更强，
前池最高水位为 17.36m，受外排能力影响，24 小时末的水位降至 17.18m，
当日不能完成腾空调蓄库容任务（按 2 日暴雨 2 日排净设计）
。

B

A

图 3 “平均排除法”改进前后的不同水面率条件下排涝进程
Figure 3

The comparison of drainage process after improvement under different water surface
rates

“平均排除法”改进前后的设计流量及相应的排涝进程主要特征参数详见附表 7。可以
看出，应用“改进的平均排除法”
，可以将泵站前池最高水位控制到设计调蓄水位以下，并
且可以大幅减少高水位的持续时间，从而减轻对市政排水系统的影响；24 小时末的前池水
位控制得更低，有利于后续排涝。
表7

计算方法改进前后的主要参数对照表

Table 7 Comparison of main parameters before and after improvement of calculation method
常规计算成果
蓄涝率
(%)

设计流量
3

泵站前池峰值

改进计算成果
24小时末 设计流量
前池水位
m3/s

泵站前池峰值
水位/m

时间

24小时末
前池水位

51.05

17.93

1:28

16.51

17.52

17.88

17.6

5:29

16.57

17.61

10.93

17.36

11:06

17.18

m /s

水位/m

时间

1.93

15.85

19.17

5:26

17.11

5

11.62

17.93

10:43

9

6.1

17.64

21:35

（2）
“高水面率”条件下的排涝进程（48h）对比分析
“高水面率”的排涝优势是强大的削峰能力，更容易适应短历时强降雨的冲击；但是，
相对偏低的外排能力，影响到调蓄库容的腾空效率。因此，为了进一步验证“改进的平均排
除法”在“高水面率”下的可靠性，通过在前述 24h 雨型的基础上构建出同频率的 48h 复核
雨型（图 4）
，模拟 48h 内的排涝进程。
从图 5 可以看出，按常规平均排除法得出的排涝方案Ⅶ，虽然可以依靠调蓄能力强的优
势，将泵站前池最高水位控制在 17.64m，减小对市政排水系统的影响；但是，由于设计排
涝流量过小，到 2 日末，泵站前池水位还是 17.33m，还有大部分调蓄库容未腾出，不利于
后续降雨的应对。但是，按照“改进的平均排除法”得出的排涝方案Ⅷ，排涝能力有所提升，
泵站前池最高水位控制在 17.36m，不影响市政排水系统；至 2 日末，泵站前池水位 16.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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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腾空调蓄库容，不影响后续设计标准内暴雨的应对。

图4

48 复合雨型时程分布

图 5 不同方案的排涝进程（48h,9%蓄涝率）

Figure4 The rainfall distribution of composite rainfall pattern

Fig.5 The drainage process

of different schemes (72h,9% )

5 结论
（1）基于不同历时暴雨成果构建的“集中暴雨雨型”
，有着明显的集中降雨期，而且它
的 45min、90min、3h、6h、12h、24h 的累积雨量达到相同的重现期，有利于不同时间尺度
下的排涝能力设计与复核；将“芝加哥雨型”嵌入到 45min 的时程当中，实现了“长、短历
时”双向控制，便于雨洪数值模拟时同步考核“大尺度”水利排涝系统及“小尺度”市政排
水系统的可靠性。
“集中暴雨雨型”清晰地展现了任一设计历时后续时段内的可能最大降雨，
为排涝参数设计时的雨洪过程控制提供便利。
（2）基于设计暴雨雨洪过程控制的“改进的平均排除法”
，可以弥补“常规的平均排除
法”不适应“低水面率”
、
“小排蓄比”的缺陷，实现任意水面率与暴雨历时下的排涝流量计
算。同时，因为其核心思想还是基于某些时段的降雨总量平衡，所以其结果取决于研究区域
的降雨特性（不同历时暴雨成果）
，并不受雨型的影响。
（3）
“改进的平均排除法”可以快速获取不同蓄涝水面率与暴雨历时组合情境下排涝流
量与调蓄水深的需求，全景展现水面率、暴雨历时与设计排涝流量的关系；从而更加容易地
确定某一固定水面率下的设计参数，避免了“水面率、暴雨历时”选择时的不确定性，提高
多方案设计的时效性和准确率。
（4）高水面率条件下，采用“常规的平均排除法”得出的“排蓄比”过小，腾空库容
时间过长，不能满足实际排涝需求。采用“改进的平均排除法”确定的排涝流量，实际上是
由“不扣除调蓄量”的“X 日暴雨 X 日排净”来控制，以便在 X 日末恢复调蓄库容（根据各
地实际排涝需求确定“X”值）
，迎接下一场暴雨袭击。而且，通过提高外排能力，进一步降
低了调蓄区的实际调蓄水深，能够减轻或消除水利排涝系统对市政排水系统的影响，还可以
减缓城市管网竖向空间规划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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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涝水面率对城市内涝防治系统的影响与对策
——以南昌市红谷滩沙井电排区为例
唐

明 1 许文斌 2 许文涛 1 周涵杰 1

(1.南昌工程学院 水利与生态工程学院,南昌 330099；
2.南昌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 市政工程分院,南昌 330038 )

摘要：城市水面萎缩，内涝机率增大，洪涝灾害加重，是易涝城市的通病。宥于没有具体的水面率控
制算法与标准，难以推动地方政府通过恢复城市水面率来提升区域治涝水平。在“改进的平均排除法”全
景展现水面率、暴雨历时与设计排涝流量关系的基础上，引入超短历时受淹指标和排涝流量效率指标，对
蓄涝水面率进行“紧张区、经济区、宽松区”的划分，分析各区的排涝进程特点与内涝防治系统建设重点；
并运用 MIKE 软件进行数值模拟验证。结果表明：基于此方法，每个城市可以确定符合本地条件的蓄涝水面
率分区阈值，根据现有蓄涝水面率所处的位置，针对性地选择相应策略，从而为城市内涝防治系统的规划、
设计与改造提供技术支持。
关键词：城市内涝防治系统；蓄涝水面率；指标；分区阈值；对策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influence of water surface ratio
on urban flood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A case
of electrified drainage area in Nanchang City
Tang Ming1, Xu Wenbin2, Xu Wentao1, Zhou Hanjie1
(1.School of Hydraulic & Ecological Engineering, Nanch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Nanchang 330099,
China ;2.Municipal Engineering Branch, Nanchang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Nanchang
330038, China)
Abstract: The shrinking of water surface, the increase of waterlogging probability and the
aggravation of flood disaster are the common problems faced by the cities prone to waterlogging.
Because there is no specific standard and algorithm controlling water surface ratio, it is
difficult to promote local government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regional waterlogging control by
restoring urban water surface ratio. Based on the panoramic displa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surface ratio, rainstorm duration and designed drainage discharge, the ultra short duration
inundation index and drainage flow efficiency index are introduced to divide the water storage
surface ratio into "tension area, economic area and loose area". Th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rainage process and the key points of waterlogg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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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analyzed. Finally, the rain flood numerical simulation is carried out by using Mike to verify
the relevant drainage proc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ased on this method, each city can determine
the partition threshold of water storage water surface ratio in line with local conditions, and
select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location of water storage surface ratio,
which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planning, design and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flood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Keywords: urban flood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water surface ratio for waterlogging,
index, the partition threshold, countermeasures

1 研究背景
2010 年以来，我国洪灾总损失在大江大河洪水基本平稳的情况下按同比价格算，再次
[1]

达到了 1990 年代的量级，而损失最重的几年恰恰也是受淹城市最多的年份 。易涝城市大
多滨湖沿江，竖向空间布置紧凑，受生态景观水位、城市建设成本、市政管网出口高程等因
素的影响，调蓄水深有限，蓄涝水面率直接影响到河湖调蓄能力。然而，侵占河湖洼地、拓
展城市空间，是很多城市城镇化快速发展中的既往选择；因此，城市水面萎缩，区域不透水
[2-4]

面积迅速增大,城市暴雨洪涝风险增大、灾害加重，都是这些城市的通病

。城市水面被挤

占以后，很多地区寄希望于增加排涝流量来弥补调蓄能力的不足，但是，由于没有理清城市
排涝流量与水面率、暴雨历时的关系，相应的增容方案应对短历时强降雨的能力往往还是不
足，
“逢雨即涝”问题普遍存在。
那么，蓄涝水面率到底如何影响城市内涝防治效果的？不同蓄涝水面率对短历时强降雨
的适应能力又如何？是困扰很多易涝城市的问题。只有通过量化蓄涝水面率对城市排涝系统
的影响，才能增加这些城市调整水面率的内生动力，从而结合老旧社区改造、新区建设规划
修订之际，寻求达到适合本地暴雨特性和下垫面特点的蓄涝水面率及相应的治涝系统提升改
造举措。
笔者曾经基于“改进的平均排除法”
，快速确定不同水面率与暴雨历时组合下的设计排
涝流量，全景展现水面率、暴雨历时与设计排涝流量的关系；并且可以确定任一固定水面率
下的设计参数 。本文在该文献计算出来的任意组合下设计参数 Qij 、hij 和固定水面率  j 下
[5]

主要设计参数 Q j 、 h j 、 ti 基础上，研究城市蓄涝水面率分区方法，分析各分区的排涝过程
特性，在雨洪数值模拟验证的基础上，针对各分区特性，提出相应的内涝防治能力提升措施。
2 研究区域概况
南昌市红谷滩区是新城区，集商贸金融、行政办公、信息、文化、居住等多功能为一体
的现代化新型城市 CBD；地处中亚热带暖湿季风气候区，雨量充沛，多年平均降雨量 1596mm；
最大年降雨量 2356mm(1954 年)。年内与年际降雨量差异均较大，最大年降雨为最小降雨量
的 2.25 倍，4-6 月为主雨季，降雨量占多年平均降雨量的 51.3%，致灾性暴雨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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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井电排区位于其中心地带，东至红谷北大道，西至丰和联圩，南至南斯友好路，北至
庐山南大道；处于沿江大堤和丰和联圩共同组成的防洪保护圈内；采用自排、调蓄和电排相
结合的方式解决区内雨洪，排水面积约为 7.95km2（包括卫东立交及其周边部分地区，详情
见图 1）
。沙井电排区是“低水面率”城区的典型代表；建设初期，除排涝泵站周边的蓄涝
区外，区内没有保留一处河湖水系，最初规划的蓄涝区又被其它城市建设项目挤占，最终的
蓄涝水面率极小，所有市政排水管网通过地下箱涵直接汇入泵站前池（调蓄区）；同时，按
20 年一遇 24 小时暴雨的防御标准设计，对丰和站进行了改造与扩建，保留的老丰和站总装
机容量 930KW，排涝流量为 7.36m3/s；扩建的新丰和站总装机容量 1000KW，排涝流量为
9.58m3/s；区域内的调蓄水面为 100 亩（蓄涝水面率为 0.84%）
，排涝流量达到 16.94m3/s。

图 1 沙井电排区平面布置图
Fig. 1

General layout of Shajing drainage area

由于蓄涝水面率过低，区域内涝防治系统对集中强降雨的适应性较差；大暴雨期间，区
内受涝严重，泵站前池雍水过高，威胁到泵站的正常运行。区域排涝能力提升提上日程，相
关计划中，保留现有排涝能力的同时，改建卫东电排站（基本废弃）以增加区域排涝流量；
同时，新增调蓄水面 130 亩，总调蓄水面达到 230 亩（蓄涝水面率 1.93%）
，最终确定新增
排涝流量 23.46m3/s，总排涝流量达到 40.4m3/s。预计明年汛前能够投入使用。
3 研究方法与成果分析
3.1 基于“改进的平均排除法”的设计参数计算[5]
3.1.1 基于“改进的平均排除法”的任意组合下设计排涝流量
① Q
a ij

 Q
  i+1 j   Qa ij  Qbij  2
Qij  ② 
 
Qi+1 j  Qbi+1 j

③ Qi+1 j  max Qi+1 j , Qmin





;
;
;



;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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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j

Qa ij  Qbij 


Qa ij  Qbij 

ti 1  24 

ti 1  24 


：

(1)

Qaij  V净i  V设调  0.36ti =0.278  S f (ti )  1000 j S h  ti


 Qbij  V净i 1  V净i 


 ti 1  2ti

 ti 1  ti   0.278

S

 f (ti 1 ) 

f (ti ) 

(2)

 ti 1  ti 
(3)

Qmin  0.278 S f (tmax ) tmax ；

Qaij

式中：

为设计蓄涝水面率

j

(4)

t

条件下，设计暴雨历时 i 对应的排涝流量（平均排除法）
，

3
3
m3 / s ；V净i 为设计暴雨历时 ti 对应的净雨量，万 m ；V设调 为设计调蓄水量，万 m ；ti

为设计暴雨历时，小时； 为地区综合径流系数；

f (ti ) 为设计暴雨历时 ti 对应的暴雨量，

mm ； S 为设计排水面积， km2 ；  j 为设计蓄涝水面率； h 为设计调蓄水深初始值， m 。
Q b ij

t

为排除 i 到

ti 1

时段净增雨洪所需的排涝流量；

Qmin

为按照“

tmax

暴雨

tmax

排净”标

准所需的排涝流量。
3.1.2 基于“改进的平均排除法”的任意组合下实际调蓄水深
hij 

hij

Qi j  ti
 f  ti 

1000 j 278 j  S

(5)

3.1.3 基于“改进的平均排除法”的固定水面率

j

下主要设计参数

Q j  maxQij ; h j  max hij

maxQij

或者

max hij

所对应的

(6)

ti  ti  3,6,12, 24 

，即为该情景下的设计暴雨历时。

3.2 城市蓄涝水面率分区指标及各分区的排涝过程特征
3.2.1 城市蓄涝水面率分区指标
为了量化蓄涝水面率对排涝的影响，引入超短历时受淹指标  ，量化排涝区受到“45min、
90min”暴雨冲击下的受淹程度，  越大，此情境下受淹可能性越大；具体公式如下：
1

 1 2 Qij  Q j 2  2
j  
(
) 
2

Qj
i 1



(7)

同时，为了量化暴雨历时对排涝的影响，引入排涝流量效率指标 ，量化不同设计暴雨
历时下排涝流量的变幅， 越大，不同暴雨历时对应的设计排涝流量差异越小，单位排涝流
量的提升对适应短历时强降雨的效率就越高。具体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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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1 6
  Qij Q j 
4 i 3

(8)

3.2.2 城市蓄涝水面率分区方法及其排涝特点
根据上述两式计算出不同蓄涝水面率的超短历时受淹指标和排涝流量效率指标（详见表
6）
。并据此将排涝片的蓄涝水面率划分为三个区域：
  0 ,   1 ，蓄涝水面率属于“紧张区”
；设计排涝流量对蓄涝水面率和暴雨历时

的变化非常敏感，随着它们的减小而迅速增大；降低设计暴雨历时，设计排涝流量增加得较
快，但其适应超短历时强降雨的能力依然不足；提升该区域排涝水平的代价很高，不仅要加
强雨洪源头控制措施的落实，还要扩建雨水调蓄设施。
  0 ,   1 ，蓄涝水面率属于“经济区”
，设计排涝流量随着蓄涝水面率和暴雨历

时减小而增大，但是幅度并不太大；降低设计暴雨历时，可以增加设计排涝流量，能够有效
提高其超短历时强降雨的应对能力；提升该区域排涝水平相对经济，适当加强雨洪源头控制
措施的落实。
  0 ,   1 ，蓄涝水面率属于“宽松区”
，不能采用“常规平均排除法”，其排涝能

力受控于长历时暴雨量；主要通过蓄涝区的水位变化来适应短历时强降雨；增加设计排涝流
量，可以有效降低调蓄水深，给市政管网的竖向规划提供更大的空间。
3.3 基于沙井电排区的实证研究
3.3.1 基于“改进的平均排除法”的沙井电排区主要设计参数计算
根据沙井电排区内的房屋屋顶、混凝土路面、沥青路面等不透水覆盖面所占面积比重，
将该区域综合径流系数 设为 0.90；以及根据现状管网布置及区域竖向空间规划等因素，
将初始最大调蓄深度 h 设置为 1.5m。采用水文部门提供的代表站不同历时的 20 年一遇暴雨
统计成果 f (ti ) ，由于治涝区域面积较小，点面折算系数取“1”
； tmax 设为 72h，即“3 日暴
雨 3 日排净（腾出所有调蓄库容）
”。
按文献[2]中“改进的平均排除法”计算同情景下的排涝流量详见表 1 ；按公式（5）
计算不同情景下与设计排涝流量相对应的实际调蓄水深（详见表 2 ）；按公式（6）计算出
设计暴雨历时、排涝流量、调蓄水深等参数（详情见表 3 ）
。
表1

不同排涝情景时的设计排涝流量（“改进的平均排除法”，20 年一遇）

暴雨历时

3

（单位：m /s）

调蓄水面率（%）
0.84

1.93

3

4

5

6

7

8

9

10

45min

137.86

89.71

48.36

28.18

17.88

12.95

10.19

8.39

8.39

8.39

90min

96.09

72.02

48.36

28.18

17.88

12.95

10.19

8.39

8.39

8.39

3h

63.09

51.05

39.22

28.18

17.88

12.95

10.19

8.39

8.39

8.39

6h

40.85

34.83

28.92

23.40

17.88

12.95

10.19

8.39

8.39

8.39

12h

27.20

24.19

21.23

18.47

15.71

12.95

10.19

8.39

8.39

8.39

24h

17.36

15.85

14.38

13.00

11.62

10.24

8.86

8.39

8.39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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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暴雨历时
45min
90min
3h
6h
12h
24h

不同排涝情景时的设计调蓄水深（“改进的平均排除法”， 20 年一遇） （单位：m）

调蓄水面率
5
6

0.84

1.93

3

4

7

8

9

10

1.50

1.50

1.43

1.25

1.07

0.92

0.80

0.71

0.63

0.57

1.50

1.50

1.50

1.47

1.31

1.15

1.01

0.90

0.80

0.72

1.50

1.50

1.50

1.50

1.48

1.34

1.21

1.09

0.97

0.87

1.50

1.50

1.50

1.50

1.50

1.47

1.37

1.26

1.12

1.01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43

1.28

1.15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38

1.22

1.10

表3

调蓄水面率

沙井排涝片不同蓄涝水面率的设计参数一览表（20 年一遇）

0.84

1.93

3

4

5

6

7

8

9

10

3

3

3

3

6

12

12

12

12

12

设计排涝流量 /(m /s)

63.09

51.05

39.22

28.18

17.88

12.95

10.19

8.39

8.39

8.39

设计调蓄水深 /m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43

1.28

1.15

设计暴雨历时 /h
3

3.3.2 沙井电排区蓄涝水面率分区计算与分析
根据上述成果、公式（7）和公式（8）
，计算出不同蓄涝水面率的超短历时受淹指标和
排涝流量效率指标（详见表 4 ）
。并据此将排涝片的蓄涝水面率划分为“紧张区”
、
“经济区”
和“宽松区”共 3 个区域。可以看出，沙井排涝片现有水面率过小，尽管计划增加调蓄水面
和排涝流量，但是它的蓄涝水面率依然处于紧张区，调蓄能力不足；新增的排涝流量依然难
以适应短时强降雨的冲击，还需要继续完善内涝防治系统。
表 4

不同蓄涝水面率的特征指标（20 年一遇）与分区

调蓄水面率

0.84

1.93

3

4

5

6

7

8

9

10

超短历时受淹指数

0.92

0.61

0.2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排涝流量效率指数

0.59

0.62

0.66

0.74

0.88

0.95

0.97

1.00

1.00

1.00

调蓄水面率分区

紧张区

经济区

宽松区

3.3.3 基于 MIKE 的耦合模型构建与率定
[6－8]

本文采用 MIKE 软件构建雨洪模型，关于此模型构建与率定的文章很多

；本文不再

赘述其构建与率定过程，仅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1）研究区域整体地势东高西低，标高范围大致为 19.5-21.5m，市政雨水管设计重现
期均为“1 年一遇”
；雨水经支管收集，分片排入东西向道路下方雨水干管内，并由东向西
排入调蓄区,汇入点高程均在 18.0m 以上。
（2）复核雨型：为同步考核“大尺度”水利排涝系统及“小尺度”市政排水系统的可
靠性，在对水利行业“综合雨型”进行“同频”调算的基础上，将适应本地市政系统的“芝
加哥雨型”嵌入到综合雨型的最大 1h 降雨当中，构成一种用于城市雨洪模拟的 24h“复合
[9]

雨型”
（其余 23h 按“小时内部均化”处理） ；72h“复合雨型”是对 24h“复合雨型”之
后的 48h 雨量进行均化（详见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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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Fig. 2

复合雨型时程分布

The rainfall distribution of composite

（3）机组运行规则：将最低调蓄水位 16.5m 设计为初始水位；将泵站机组分 3 档启停。
第一档排涝流量占 50%，第二档占 25%，第三档占 25%；24 小时排涝过程分析时，第一档 17.0m
起排、16.9m 停机，第二档 16.8m 起排、16.7m 停机，第三档 16.6m 起排、16.5m 停机；高
水面率的 72 小时排涝过程分析时，第一档 16.7m 起排、16.6m 停机，第二档 16.65m 起排、
16.55m 停机，第三档 16.6m 起排、16.5m 停机。
（4）沙井电排区排涝系统主要设计参数
在待扩建排涝系统（工况Ⅰ）雨洪模拟的基础上，按平均排除法改进前后的设计成果增
加 2 个模拟工况（Ⅱ、Ⅲ）
，蓄涝水面率均为 1.93%；另外，分别在“经济区”和“宽松区”
设置 4 个模拟工况（详见表 5）
。
表5

红谷滩沙井电排区排涝系统模拟工况中的主要参数

调蓄水面率

1.93%

5%

9%

常规的
改进的
常规的
改进的
常规的
平均排除法 平均排除法 平均排除法 平均排除法 平均排除法

3日暴雨
3日排净

计算方法

水量平衡法

暴雨历时

24h

24h

3h

24h

6h

24h

72h

排涝流量（m3/s）

40.40

15.85

51.05

11.62

17.88

6.10

8.39

工况代码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3.3.4 雨洪模拟结果分析
（1）不同蓄涝水面率分区的排涝进程（24h）对比分析
图 3（A) 所示的是处于水面率紧张区（1.93%）的排涝进程（图中站前水位与汇入前池
的流量按颜色一一对应，下同）
，Ⅱ工况的排涝流量过小，无法应对短历时强降雨，最高泵
站前池水位达到 19.37m，严重影响市政排水系统的运行效率，城区积水严重，积水面积（水
2

深 0.3m 以上，下同）达到 13079m 。Ⅰ工况的排涝流量（拟定的扩建规模）能够有效削减站
前峰值水位；但在应对雨量更为集中的复核雨型时，出现较大的过程增高，最高泵站前池水
2

位达到 18.41m，对市政排水系统的运行影响依然较大，积水面积有 8613m 。Ⅲ工况的排涝
流量最大，能进一步削减泵站前池峰值水位至 18.19m；承涝水体对市政管网的顶托作用进
2

一步减小，积水面积 7005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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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B) 所示的处于水面率经济区（5%）的排涝进程，Ⅳ工况的排涝流量较小，最高
泵站前池水位达到 18.25m，对市政排水系统的运行效率有一定影响。Ⅴ工况的排涝流量较
大，能进一步削减泵站前池峰值水位至 18.03m，对市政排水系统影响极小。

B

A

图 3 固定水面率下不同设计方案的排涝进程

（2）水面率“宽松区”的排涝进程（72h）特点分析
图 4 所示为Ⅵ、Ⅶ工况，可以看出，在高水面率条件下，按常规平均排除法得出的排
涝方案Ⅵ，虽然可以依靠调蓄能力强的优势，将泵站前池最高水位控制在 17.71m，避免对
市政排水系统的影响；但是，由于设计排涝流量过小，到 3 日末，泵站前池水位还是 17.16m，
不能腾空调蓄库容，不利于下一场暴雨的应对。而按照“改进的平均排除法”得出的排涝方
案Ⅶ，
排涝能力有所提升，
泵站前池最高水位控制在 17.62m；
至 3 日末，
泵站前池水位 16.66m，
基本完成调蓄库容腾空任务，不会影响到后续标准内暴雨的应对。

图 4 不同方案的 72h 排涝进程（9%蓄涝率）
Fig. 4

The drainage process of different schemes

（3）沙井电排区模拟工况的综合分析
表 6 列出的水位数据表明：蓄涝水面率处于“紧张区”，排涝流量的增加可以有效降低
前池水位，减轻城市水利排涝系统对市政管网的顶托效应；但是设计排涝流量增长过快，大
幅增加水利排涝系统的建设规模。随着调蓄水面率的提高，设计排涝流量不断减小。如果蓄
涝水面率能够提升到“经济区”
，达到 5% 时，现有的装机规模就能实现对前池最高水位更
加有效的控制。因此，可以结合运用“在部分老旧小区改造中采取‘只拆不建，恢复绿地’
的策略”
、清理未被利用的已占洼地等手段，设法增加蓄涝水面率，既可减少新增装机容量，
还可以提升排涝系统应对短历时可降雨的能力。
表 6 列出的积水数据表明：调蓄水面率的提高，可以增强区域短历时强降雨的适应能
力，有效改善城市积涝；但同时，也说明水面率的调整不能完全替代市政管网本身的改造。
168

2

例如，即使将调蓄水位控制到设计值以下，城市积涝面积（水深 0.3m 以上）依然在 8000m

以上，表明该区域采用的“1 年 1 遇”市政管网标准偏低，市政排水能力存在很大缺口，需
要加大市政管网的改造力度，多途径完善内涝防治系统。
表6
Table 6

沙井电排区排涝系统模拟工况中的调蓄水位与积水面积

The water level and waterlogging area in simulation condition of drainage system in
Shajing drainage area

调蓄水面率

1.93%

5%

9%

排涝流量（m3/s）

15.85

40.40

51.05

11.62

17.88

6.10

8.39

模拟最高水位

19.37

18.41

18.19

18.25

18.03

17.71

17.62

0.3m以上积水面积

13079.00

8613.00

8484.00

9005.00

8601.00

8365.00

8288.00

3.4 不同蓄涝水面率分区的内涝防治能力提升措施
（1）
“紧张区”适应超短历时强降雨的能力较差，宜采用 3 小时的暴雨成果，按“3 小
时暴雨 3 小时排至设计最高调蓄水位”来计算排涝流量，以提升区域外排能力。但是，单纯
靠提升外排能力来改善区域排涝水平的代价还是很高；而且不能完全应对更短历时的强降雨。
还需要挖掘用地潜力，通过“渗、滞、蓄”的共同作用实现源头减排；同时，在终端扩大调
蓄库容，设法提升蓄涝水面率，增加排涝系统工程应对短历时强降雨的弹性。
（2）
“经济区”的设计排涝流量随着蓄涝水面率和暴雨历时减小而增大，要结合不同暴
雨历时下排涝流量需求的快速计算，确定合适的设计暴雨历时（6-12h）
。降低暴雨历时，可
以增加设计排涝流量；但幅度不大，而且可以有效提高超短历时强降雨的应对能力，提升区
域治涝水平的代价也相对经济。有条件的区域，可以适当开展源头减排，提升超标准暴雨的
应对效果。
（3）
“宽松区”设计排涝流量计算，实际上可选择长历时暴雨成果，按照“长历时暴雨
等时段内完全排除（不考虑调蓄）
”的原则计算；可根据当地的经济条件与内涝的耐受能力，
选择具体的控制时长。但是，因为“宽松区”调蓄条件优越，所以设计排涝流量相对较小，
需要复核长历时持续暴雨的应对能力。另外，增加设计排涝流量，可以提供更多的竖向调整
空间，也可以进一步减少腾空库容的时间。
4 结语
综合本文与文献[5]的相关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在获取当地降雨径流系数、主要历时降雨统计成果和现状水面率等基本信息后，
通过“改进的平均排除法”全景展现水面率、暴雨历时与设计排涝流量的关系，从而快速确
定任一固定水面率下的设计参数；引入超短历时受淹指标和排涝流量效率指标，划定当地蓄
涝水面率的分区阈值，实现城市蓄涝水面率分区。
（2）本文与文献[5]共同构建了“一种基于城市内涝基础信息的蓄涝水面率分区处理方
法”
，本方法能够减少城市排涝设计时多情景调算的工作量，可操作性强；便于各地结合现
有城市水面率的分区结果，因地制宜地优化城市排涝系统的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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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沙井电排区的实证研究表明，每个城市都可以根据当地暴雨特性、下垫面特
点、区域内涝耐受能力等因素，确定不同暴雨历时的统计成果 f (ti ) 、地区综合径流系数 ；
排净暴雨的最大历时 tmax ，就可以确定符合本地条件的蓄涝水面率分区阈值，从而判定自己
处在“紧张区”
、
“经济区”
，还是“宽松区”；并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内涝防治措施。
（4）本文在进行实证研究时，采取了与文献[5]不同的设置：一是采用另一种复核雨型
（复合雨型）
；二是假定区域对内涝的耐受能力更强，将 tmax 设为 72h，即“3 日暴雨 3 日排
净（腾出所有调蓄库容）
”
。从验证的结果来看，其排涝进程的基本规律与当地暴雨特性、下
垫面特点等自身因素关系密切，并没有受到构造雨型的影响，说明了这个“基于城市内涝基
础信息的蓄涝水面率分区处理方法”不会受限于构造雨型，而是具有通用性。另外，具体分
区阈值的差异也说明了各地排涝能力需求不仅取决于当地的客观因素，也取决于当地对城市
内涝的耐受能力这一主观因素。
《治涝标准》规定“涝区应充分利用现有湖泊、洼地滞蓄涝水，合理确定蓄涝水面率或
[10]

蓄涝容积率”

；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也提出“为达到内涝设计重现期标准，就要保
[11]

证一定的水面率” 。然而，在实践当中，城市规划、水利、住建等部门往往只能在严格控
制现有水面的基础上开展相关设计；即使在水面蚕食严重影响区域治涝效果时，宥于没有具
体的水面率控制标准，也无法推动地方政府结合城市改造来调整易涝区域的水面率；希望本
文能够引起社会各界对城市水面率的重视，推动地方政府加大城市蓄涝水面率复核与调整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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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中水文化专题规划剖析
—以北京市昌平区未来科学城为例
畅 1 杨东方 2 葛裕坤 1 石红梅 3

李

（1.北京市城规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北京 100045；2.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
100045；3.北京市昌平区水务局，北京 102200）

摘要：昌平区未来科学城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中被定位为北京重点发展的“三
城一区”之一，其中未来科学城范围内的水文化遗产具有多样性和悠久性的特点。本文以编制未来科学城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为出发点，通过对水文化概念的辨析，梳理未来科学城范围内的水文化遗产，并对其存
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结合相关法律依据，提出水文化专题的规划理念、格局及方案，以期为今后海绵城市
专项规划中水文化专题的编制提供理论参考和依据。
关键词：水文化；昌平区；未来科学城

1 引言
[1]

党的十八大曾强调，文化是民族血脉，是精神家园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2]

记，曾多次提到“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文化渗透在
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当中，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之所在。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
—2035 年)》中阐述北京的发展战略定位：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
[3]

中心 ，
“文化中心”被纳入到新版总规的战略定位之中，可见文化内核在时代发展中的重
[4]

要地位。城市这一特定地域上所具有的文化色彩，是城市的根基 。水利部在 2011 年发布
[5]

了《水文化建设规划纲要（2011-2020）
》
（水规计(2011)604 号） ，该纲要中明确了全国范
围内水文化建设的方向，且在后续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也将水文化专题纳入到五大建设专题
之一。
国内当前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海绵城市建设工程中，专项规划编制大纲里明确了水安全、
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和水文化五大专题。海绵城市专项规划中水文化专题与其它四个专
题存在一定的差异，水文化包含了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内涵，且水文化内涵贯穿其它四个专题。
倘若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聚焦于水安全、水环境、水资源和水生态的建设，而弱化水文化专
题的研究，那么海绵城市建设工程则难以成为既有“面子（工程实践）”
，又有“里子（精神
内涵）
”
，长此以往，城市将失去其文化积淀，更难唤起乡愁。本文以昌平区未来科学城海绵
城市建设为例，对水文化专题进行研究，以期为后续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提供参考。
2 水文化的概念内涵
2.1 水文化的概念辨析
水文化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常伴随着遗产、城市等词出现，水文化在加上修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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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其内涵往往也会出现一定的差异，详见表 1 所示。
表 1 水文化相关概念的定义
水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与水相关或反映人与水相关的实
水文化遗产

物，以及人类在用水、崇水以及治水活动中具有传承的，能够反映其生产和生活方式的
水文化表现形式，主要包括物质水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水文化遗产[6]。

城市水文化

城市水文化是人们在从事与水相关的活动中创造出的，并以水为载体的各类文化事务的
智慧结晶，包含对城市理水的经验总结，即反映水、城市和人此三者之间关系的文化[7]。

从上述概念中我们可以得出，水文化遗产的概念更侧重于客观实在的事物本身，而城市
水文化则侧重于一种城市发展的境界。海绵城市建设中水文化专题中所涉及的水文化是依托
于水文化遗产，来实现城市水文化的一个过程。
2.2 水文化研究的功能与效益
城市水文化的弘扬与传承是提升城市软实力和丰富城市内涵的重要途径之一，而海绵城
市建设过程中所容纳的水文化专题是一次挖掘城市水文化内涵并将之弘扬传承的历史机遇。
据我国 2018 年开展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我国的文化产业虽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8]

经济效益稳步提升，但产业发展水平不高，创新活力不强仍是当下的主要矛盾 。在城市建
设过程中融入文化内核纳入到城市开发建设的各个环节，将有利于搭建设施基础和营造城市
文化氛围。在城市的开发建设过程中，对水文化的研究与挖掘当地文化基因，将有利于水与
城共融，使城市具有其独特的神韵，这与当前避免千城一面的城市建设理念是一致的。
3 昌平区未来科学城水文化遗产
3.1 未来科学城概况
昌平区未来科学城的占地面积约为 170.6 平方公里，北起北六环，南至清河，西起京藏
高速西侧，东至京承高速，其中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中的阐述：着
重集聚一批高水平企业研发中心，集成中央企业在京科技资源，重点建设能源、材料等领域
重大共性技术研发创新平台，打造大型企业技术创新集聚区，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创新高地、
[3]

协同创新先行区、创新创业示范城 。
3.2 未来科学城水文化遗产研究
北京市昌平区于 2012 年在北京市第一次水务普查工作的背景下，开展了区行政范围内
的水文化遗产情况普查工作。水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的研究对象与海绵城市建设中水文化专题
的研究工作一脉相承，即水文化遗产的主要事物包含：古城、老井、古桥、水利设施以及古
河道等。未来科学城范围内的水文化遗产分布及分类情况，详见图 1 和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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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昌平区未来科学城范围内水文化遗产分布情况（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表 2 昌平区未来科学城范围内水文化遗产分类
历史存在

消失

古桥

安济桥

古城遗址

康熙行宫

老井

酸枣岭老井

古城遗址

巩华城

破损
昌平区未来科学城
水文化遗产分类
现在存在
完好

古桥

朝宗桥

老井

郑各庄老井

水利设施

沙河拦河闸

河道

温榆河、东沙河、南沙河

3.3 未来科学城水文化遗产梳理
[9]

根据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政府发布的《昌平区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名单》 统计出未来科学
城范围内涉及水文化遗产内容的共有计 5 项（不包含康熙行宫）。2 处为明代文物，2 处为清
代文物，1 处为现代文物，详见表 3 所示。
表 3 昌平区未来科学城范围内水文化遗产信息
名称

朝代

等级

巩华城

昌平区沙河镇
明

酸枣岭老井

清

信息
明永乐十九年成祖朱棣建造，城呈正方形，占地约 1.0 平方千米，城高
10.0 米，每隔 16.7 米建一垛。

市级

朝宗桥

郑各庄老井

位置

昌平区沙河镇

明正统十三年英宗朱祁镇建造，全长 130.0 米，宽 13.3 米，中间高 7.5

北二村

米，七孔联拱结构，桥两旁有石栏柱 53 对。

昌平区小汤山

清代建造，井东西长约 2.3 米，南北宽约 1 米。中间开有两个井口，每

镇酸枣岭村

个井口约为 0.35 米，两个井口间距约为 0.12 米。
清代康熙五十七年建造，被喻为龙井，井口直径约为 60.0 厘米，井深

-

7.2 米，水深 3.2 米。

昌平区北七家
镇平坊村
康熙行宫

沙河拦河闸

清代康熙年间建造，康熙出巡行宫，目前已重新建成温都水城。

现代

-

昌平区百善镇

1959-1960 年建造，拦河闸室全长 100.0 米，除 21 个闸墩外，过水断面

上东廓村

净宽 80.0 米，闸室为块石混凝土结构，闸门 4*4 米，20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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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昌平区未来科学城范围内水文化遗产现状图（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1）温榆河
经研究，温榆河自先秦的《山海经》中即有记载，至今温榆河的名称已有至少 6 个（即
浴水、湡水、清夷水、温馀水、瓜水、温榆河）
，历经历史的变迁，其结构和功能也从单一
的漕运演变至今日的兼具防洪、排水及景观功能的复合功能型河道。温榆河历史发展脉络详
见图 3 所示。

图 3 温榆河历史发展脉络图（图片来源：作者整理）

（2）巩华城
巩华城，原名为沙河行宫，是明成祖朱棣建造，为北征、巡狩和拜祭十三陵而建造的休
憩场所，详见表 4 所示。巩华城的排水系统设计思路：外部，通过地面高程坡向；内部，通
过铺设含缝隙石砖，强化下垫面下渗能力。如图 4 所示。
表 4 巩华城信息
名称

巩华城，原名，沙河行宫。

功能

北征、谒陵和巡狩休憩场所。

位置

位于沙河镇，京藏高速东侧，南北沙河中间。

占地

1.0 平方千米。

规模

城高 10.0 米，城墙南北，东西各 1.0 千米。

四个城门

南门：扶京；北门：展思；东门：镇辽；西门：威漠。

排水方式

通过地面坡度；城内铺设含缝隙石砖；城外建造深池。

水的功能

以水位垒（军事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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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巩华城现状及影像图（图片来源：作者自摄&谷歌地图）

（3）朝宗桥
朝宗桥，又名为沙河北大桥，修建于明正统十二年英宗朱祁镇建造，该桥位于昌平县城
南 10.0 公里，沙河镇北 0.5 公里，是该地区的交通要道，详见表 5 所示。朝宗桥的河道来
水方向桥墩为三角形状，起到消减上游来水对桥墩的冲击作用。
表 5 朝宗桥信息
名称

朝宗桥，又名，沙河北大桥。

位置

位于昌平县城南 10.0 公里，沙河镇北 0.5 公里。

规模

长 130.0 米，宽 13.3 米，中间高 7.5 米，七孔石桥。

功能

连接北沙河两岸的交通要道，通往塞北的交通咽喉。

消能方式

三角形桥墩疏解上游来水冲力。

图 5 朝宗桥实景图（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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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未来科学城水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1）保护与传承层面
温榆河的历史发展未被宣传于大众，城市因水而兴的特点，温榆河历史演变的历史事迹
不被后人所熟知，水文化符号没有得到良好地传承。巩华城等遗迹因为不再具有实际功能而
未被妥善保护，巩华城遗迹与建筑物、现状路之间无隔离措施等现象，导致现如今破旧不堪，
如图 6 和图 7 所示。古代桥梁逐渐被后人遗忘，历代工程措施的水文化内涵不被重视，导致
昔日宏伟壮阔的水利工程得不到世人所知，如安济桥等。

图 6 与巩华城无隔离措施的建筑物

图 7 与巩华城无隔离措施的现状路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2）标准规范层面
目前在标准规范层面，据不完全统计，仅郑州市于 2020 年发布了 DB4101/T10-2019《水
[10]

文化遗产认定及价值评价导则》 和北京市正在征求意见的
《海绵城市规划编制与评估标准》
[11]

涉及到水文化相关内容，其它城市的指导性标准规范缺失，导致在编制海绵城市专项中的

水文化专题出现研究不深、编制深度不够的现象。
（3）考核机制层面
目前在考核机制层面，海绵城市建设中的水文化建设指标未被纳入到 GB/T51345-2018
[12]

《海绵城市评价标准》

，因此在工程考核环节也容易被弱化。

4 昌平区未来科学城水文化专题规划
4.1 水文化专题规划理念
（1）加强传统水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深入挖掘未来科学城传统水文化遗产，摸清传统水文化遗产内容、种类和分布等情况，
认真梳理传统水文化遗产脉络，切实保护好未来科学城范围内物质与非物质水文化遗产。
（2）加强水文化的增值属性
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造有特色的水文化娱乐场所，分层次建设不同特色的水文化宣
传载体，并兼顾水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
（3）提升水工程的文化内涵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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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东沙河、南沙河及温榆河沿岸水文化内涵，并将其树立为提升水利功能及水环境质
量的示范工程，切实令水与城共融，提升城市宜居指数，给予居民能够感受得到的幸福感。
4.2 水文化专题规划法律依据
未来科学城范围内水文化遗产大部分属于文物（除温榆河）范畴，在编制海绵城市专项
[13]

规划水文化专题过程中，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 修正)》

为基础进行规划

方案的编制，法律条文内容详见表 6 所示。
表 6 水文化专题涉及的法律条文
建设工程选址

第二十条：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不可移动文物；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对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尽

情况

可能实施原址保护。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应当上报相应政府部门。

文物已被损毁

第二十二条：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但是，因特殊情况需要

情况

在原址重建的，应当上报相应政府部门。

文物的保护及

第二十三条：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属于国家所有的纪念建筑物或者古建筑，除可以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

开发情况

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外，作其他用途的，应当上报相应政府部门。

4.3 水文化专题规划格局（初步）
4.3.1 规划思路
昌平区未来科学城水文化空间布局以研究范围内水网脉络为载体，以温榆河为骨架，以
漕运文化、城市水系文化为主体，融入城市休闲步道、滨水空间、学术研讨场地、绿色康体
公园及活力商业滨水空间等现代水文化元素，带动历史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弘扬。
4.3.2 规划格局
结合温榆河、东沙河及南沙河现状及规划用地条件，初步形成“三带一环”，即温榆河、
东沙河与南沙河水文化带，未来科学城一期水文化环的水文化空间格局，如图 8 所示。
（1）温榆河两岸：温榆河漕运文化体验带
打造具有温榆河地方特色的旅游线路，建立历史铭牌串联沿岸景观节点，并建立未来科
学城水文化影视科普基地、漕运文化展示和体验区。
（2）东沙河两岸：城市休闲步道+学术研讨场地
东沙河两岸大面积沿河住宅区和高校，居民对水系景观以及功能多样性有很大需求，规
划主要功能为城市休闲步道和学术交流场所。
（3）南沙河两岸：城市滨水空间+绿色康体公园带
南沙河两岸大面积沿河住宅和公园，居民对休闲游憩场所有很大需求，规划主要功能为
城市滨水空间和绿色康体城市公园。
（4）未来科学城一期：活力商业滨水空间
未来科学城一期有大面积商业用地，在这里工作的居民对休闲娱乐场所有很大需求，规
划主要功能为娱乐休闲和商业经营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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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昌平区未来科学城范围内水文化空间格局图（初步）

4.4 水文化专题规划方案（初步）
针对昌平区未来科学城范围内水文化遗产的现状情况，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2017 修正)》
，提出三类规划方案，即规划原址保护并镌刻历史、规划原址保护、规划立
碑镌刻，详见表 7 所示。
表 7 昌平区未来科学城水文化专题规划方案
名称

来源

现状情况

规划方案

重度破损

规划原址保护并立碑镌刻历史

完好

规划原址保护

轻度破损

规划原址保护并立碑镌刻历史

郑各庄老井

完好

规划原址保护

沙河拦河闸

完好

规划原址保护

安济桥

消失

规划立碑镌刻历史

已重新修建

规划立碑镌刻历史

巩华城
朝宗桥
酸枣岭老井

康熙行宫

《昌平区不可移动文物
普查名单》[9]

—

5 昌平区未来科学城水文化专题研究对我国水文化弘扬与传承的启示
昌平区未来科学城范围内的水文化专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其范围内所包含的水文化遗
产种类较为丰富，且在水文化弘扬与传承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也与国内其它城市具有一定的
共性，例如：1）人们对水文化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2）缺乏对水文化发展的整体规划；
[1]

3）水文化遗产尚存在保护措施不足；4）水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尚不够深入 。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是城市中水文化遗产保护、弘扬与传承的一次契机，倘若城市开发建
设中缺乏对水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城市水系的历史积淀将岌岌可危，进而对城市水文化品
质造成不可逆的影响。水文化遗产的弘扬与传承工作复杂性强，渗透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各
个环节。在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的后续工作中，各类城市开发建设行为需结合海绵城市专项规
划中水文化专题研究成果，来指导后续与水相关工程的推进，这样有利于城市水文化空间格
局的构建与统一，有利于实现城市水文化的城市发展境界。
感谢昌平区水务局石红梅同志对本文提供的素材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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