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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排涝排水一体化模型在洪水风险图编制中的应用
乌景秀 ，范子武 ，杨 帆 ，刘国庆 ，贾本有 ，顾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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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城市洪涝灾害频繁发生，编制洪水风险图已成为当前国内外城市防洪减灾工作中重要内容，它可反

映区域洪涝成因、量级、特性、危及对象及应急对策等风险信息分布特征。采用水力学方法构建水力学模型模
拟研究区域洪水演进情况是洪水风险图编制常用的方法，通过构建考虑河道、城市地下管网、排水系统设施、阻
水建筑物、水利工程及调度的防洪排涝排水一体化模型，将城市防洪排涝与排水有机结合，并兼顾流域与区域
风险，通过历史降雨对模型进行校核验证，保证模型的可靠性。模拟计算了景德镇市城区因超标准洪水导致防
洪墙溃决或城市暴雨可能发生的受淹和积水情况，并根据计算结果绘制洪水风险图，对景德镇市预防外围洪
水、降低城市内涝洪水影响及土地利用和城市发展规划等提供决策依据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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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条件下极端天气频现，其中强暴雨造成我国诸多城市洪涝灾害严重，生命财产损失重大，城市
洪涝风险管理被提上日程。基于当前“洪涝风险管理”理念的指导，李帅杰等［］指出城市洪涝风险管理和防
灾减灾的手段不再局限于防洪排涝的工程措施，而是将其与非工程措施进行结合，形成城市洪涝灾害综合防
治模式，更能有效应对伴随城市化进程出现的越来越严重的洪涝灾害。洪水风险图融合了社会经济、地理和
洪水特征等信息，可服务于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和水行政管理部门，为合理制定应急响应预案、部署防汛抢险、
组织群众应急避洪转移、进行洪涝灾情评估、科学进行防洪治涝工程和非工程体系的规划、建设与管理等诸
多方面提供基本信息［ ］。国外洪水风险图绘制主体在欧洲，欧洲洪水风险图绘制活动起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随后开始蓬勃发展，并且相关研究深入到政策、研究方法等层面［ ］。我国许多城市已经开展绘制洪水
风险图用于洪水风险分析和管理［ ］。一方面，学者们开始借鉴学习国外一些成熟的风险图制作经验［ ］。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开始深入研究洪水分析的方法和风险图绘制的技术问题［ ］。洪水风险分析方法主要
有实际水灾法、水文学法、水力学法，由于城市外洪内涝洪水特性的复杂性、基础资料要求高，闸泵等水利工
程众多，城市洪水风险图编制常采用水力学方法进行洪水风险分析，洪水风险分析均基于对降雨、径流、管网
和二维区域洪水演进的数值模拟计算，因此数值模拟的精度和合理性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随着城市洪水频发，城市洪涝灾害影响程度加深，城市洪水的预报和模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国内外学者开发了 ＴＲＥＮＴ，ＨＳＦＬ００ＤＦＰ 、城市洪涝仿真等模型［ ］，同时在城市水文模拟方面也做了一些探
索性研究。由于人类活动影响，密集的建筑和复杂的地下管网模拟是城市洪涝模拟的难点，周浩澜指出在大
尺度的洪水模拟中，通过引入容积率系数修改原始二维浅水方程，以反映建筑物对城市洪水演进的影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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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计算精度与效率［ ］。因此鉴于城市系统的复杂性，城市特殊的下垫面以及市政对洪涝的影响等特点，构
建精细化的城市洪涝分析模型十分必要。本文采用大比例尺的地形资料，精确模拟城市下垫面，地下管网数
据模拟城市洪水特性、排水排涝格局，建立城市防洪排涝排水一体化的城市洪涝分析模型，包括城市产汇流
模型，一二维耦合的管网－地面模型，系统分析造成区域洪涝和城市内涝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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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排涝排水一体化模型

城市的防洪排涝排水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可归纳为管网出水口水位、城市内部排水河道水位与外部排
洪河道水位，三者之间互相影响。构建相互耦合的防洪排涝排水一体化模型，可直接反应系统之间的作用，
如图 １ 所示，从而分析管网排水能力、泵站抽排能力、区域内排水河道水位、排洪河道水位、外洪河道漫溢或
溃决等对城市洪涝的影响［ ］。
模拟城市排水系统，主要由集水区、受水口、地下管网、排涝河道和泵站组成。城市地面被建筑物和道路
分割成独立的集水区。每个集水区至少有 １ 个受水口（一般位于集水区高程的最低处），受水口将集水区形
成的降雨径流经雨水竖井导入地下管网。城市常布设多个地下管网，相对独立的地下管网通过串、并联方式
构成了城市整体或局部地下管网。地下管网又以多个出水口与城市的排涝河网相连接，构成了一个正常有
序运行的城市排水系统。区域排涝系统中，排涝水量主要来自建成区管网排水、农田或可调蓄低地涝水、局
部低洼圩区电排涝水等，市政排水只是区域排涝系统的一部分。市政排水系统与区域排涝水动力学耦合模
型的关键在于：利用排涝河道是雨水管道和田间径流的承泄区这一原理，将河道水位与管道水头、概化田面
水位联系起来。排涝河道将涝水排入外河河道，外河河道承接了区域外洪水以及区域内涝水，形成防洪排涝
排水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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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防洪排涝排水系统概化
Ｆｉｇ 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水文产汇流模型
降落在城市地表的降雨转化成截留、地面填洼、渗透、直接地面径流，然后得到进入雨水口的地面径流。
径流进入雨水管道同基流会合，流过地下管网系统、辅助设施、溢流口等等，最终进入受纳水体。
１ １ １ 产流模型 城市集水区的产流过程就是暴雨的扣损过程，当降雨量大于截留和填洼量，且雨强超过
下渗速度时，地面开始积水并形成地表径流，这一过程通过产流模型进行描述。此单元确定有多少降雨经集
水区进入排水系统。产流模型针对下渗地面采用 Ｈｏｒｔｏｎ 模型计算城市降雨产流过程，针对水域面及不透水
下垫面，采用综合径流系数法进行产流计算。
１ １ ２ 汇流模型 汇流模型确定降雨由集水区进入排水系统的时间。选用 ＳＷＭＭ 模型计算汇流。该模型
为美国开发的非线性水库模型，通常与 Ｈｏｒｔｏｎ 模型连用。采用非线性水库和运动波方程（非线性水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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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坡面流，该方法需定义子集水区宽度和地面曼宁粗糙系数。分别对子集水区的各个表面进行汇流计算。
ＳＷＭＭ 径流模型，
将每个子集水区分成有填洼的不透水表面、无填洼的不透水表面、有填洼及 Ｈｏｒｔｏｎ 渗透的
透水表面。
１ ２ 城市管网排水系统模型
城市排水管网系统模型计算采用完全求解的 Ｓｔ Ｖｅｎｎａｎｔ 方程模拟管道流，对于超负荷的模拟采用
Ｐｒｅｉｓｓｍａｎｎ Ｓｌｏｔ 方法，
可仿真各种复杂的水力状况。利用贮存容量合理补偿反映管网储量，避免对管道超负
荷、洪灾错误预计。排水管网系统可真实反映水泵、孔口、堰流、闸门、调蓄池等排水构筑物的水力状况。
１ ３ 城市洪涝水动力学模型
１ ３ １ 河道 －管网一维水力模型 一维河道的洪水运动用 Ｓｔ Ｖｅｎｎａｎｔ 方程组描述，其上、下游边界的控制
条件采用水位过程控制、流量过程控制、流量 －水位关系控制等形式。由基本方程 Ｓｔ Ｖｅｎｎａｎｔ 方程、边界条
件和初始条件共同组成一维洪水运动的定解问题。在支流交汇、集中分（汇）流、洼地蓄水、断面突变、堰、闸
等局部地区，由于水流受固体边壁的影响，水流流态急变，补充内边界条件进行求解，本模型采用有限差分法
进行求解。
１ ３ ２ 二维城市洪涝淹没模型 采用守恒型式的浅水方程作为二维洪水运动的控制方程，
采用二维有限体
积法求解浅水流方程组。二维研究区域以面状对象概化。糙率根据下垫面条件的不同分别确定。网格划分
时以计算域外边界、区域内堤防、阻水建筑物、较大河渠、主要公路、铁路作为依据，采用无结构不规则网格。
１ ３ ３ 一二维耦合模型 一二维耦合模型原理采用判断试算方法，判断河道水位，河道堤防以及二维区域
地面高程，根据高程对比，确定水的流向，如当河道水位大于堤防高程以及地面高程时，河道发生漫溢，流向
是由河道向地面。若此时地面无水，河道中的水到地面是自由出流过程，若地面有水则是淹没出流。
２

模型构建及参数选择

研究区域概况
景德镇市地处赣东北，位于昌江中游，受地形地势和地理位置影响，雨量充沛，是长江中下游暴雨中心之
一。昌江穿城而过，为山区性河流，比降大、汇流快、洪峰传播迅速，洪水暴涨暴落、突发性强。城区坐落在昌
江、西河、南河三条河流两岸阶地及低山丘陵地带，沿江地势较低，地面高程在 ２４ ０ ～ ３１ ０ ｍ，丘陵地带高程
为 ３０ ０ ～ ５０ ０ ｍ（黄海高程），受江河洪水威胁较大，经常发生洪涝灾害。据统计建国以来发生超过 ３０ ０ ｍ
（渡峰坑水文站，吴淞高程）水位有 １６ 年，１９９６，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年发生 ４ 次特大洪水，给城区人民造成重大损失。
据分析，当水位在 ２９ ５０ ｍ（黄海，下同）以下时，城区基本不受淹，洪水重现期约为 ５ 年；当水位达 ３０ ０ ｍ
时，沿江两岸低洼地带受淹；当水位达 ３１ ０ ｍ 时，主城区将受淹，洪水重现期为 １０ 年。
近几年景德镇市频遭洪水，尤其是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０ 年汛期，景德镇市降雨较往年多，３—７ 月全市行政区
域平均降雨量为 １ ７５９ ｍｍ，前后经历了十几次集中强降雨过程和 ８ 次大洪水过程。特别是 ７ 月 １３—１６ 日，
景德镇市遭遇了入汛以来最强的降雨，发生了近十年来最大洪水，洪峰水位 ３２ ７５ ｍ，超警戒 ４ ２５ ｍ，洪峰水
位直逼 ９８ 年大洪水。２０１０ 年后，景德镇市逐步开始设计修建堤防，目前景德镇市昌江干堤防洪标准达到 ２０
年一遇。为调节昌江上游来水，保护景德镇，在景德镇城区上游 ２０ ｋｍ 处已修建浯溪口水库，水库目前已建
成，正常运行后，景德镇城市防洪标准将提高到 ５０ 年一遇。
２ ２ 模型构建
本研究以景德镇市建成区及新城区为研究对象，共计面积 ９２ ４ ｋｍ ，研究区域见图 ２。
四周为高山，４０ ０ ｍ 高程以上面积约占一半，山区来水量大，因
２ ２ １ 水文模型 景德镇城区为山区地形，
此模型构建时需考虑城区四周山丘区汇水，沿线河道的入流采用对应频率降雨以旁侧入流的形式进入昌江、
西河和南河，水文模型分析范围主要为：昌江上游樟树坑水文站点至景德镇市城区、东河深度水文站至城区，
根据地形划分的区间汇流区域。
根据景德镇市城区１ ∶ ２ ０００地形及水系分布（见图 ２），基于 ＧＩＳ 空间数据水文分析与计算功能，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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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市城区各旁侧入流河道的集水区。采
用分布式水文模型模拟，基于子集水区空间
划分和不同产流特性的表面组成进行径流计
算。将各种频率设计暴雨过程依时段降落至
编制区域内各网格，各网格根据网格面积及
时段降雨量进行产流计算，根据下垫面土地
利用类型分析结果给定不同汇水分区的综合
径流系数，并依网格 ＤＥＭ 高程走势，通过水
力学算实现水流在各网格间进行交互，并依
地势汇流至内部河道断面，进行河道一维洪
水计算。同时，如果河道洪水超过河岸高程，
河道洪水通过溢流单元进入两岸编制区域进
行二维洪水模拟计算。
计算边界范围以外的编制区域，根据河
道的流域面积，划分子集水区，采用 ＰＤＭ 水
图 ２ 研究区域
文模型进行降雨径流计算，将降雨径流与一
Ｆｉｇ 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
维河网连接。模型将降雨和蒸发数据转换成
流域出口断面的流量，流域内某点产生的径流量取决于土壤容水能力，考虑到流域内不同点的蓄水能力不
同，模型将对蓄水量的空间变化进行概率分配，以明确表示汇集点径流量成流域地表径流总量的简单径流模
型，上层土壤的水分补给地下水，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出流总量，加上确定的流量形式（比如水库放水和取
水），径流系数根据下垫面土地利用类型给定综合径流系数，形成模型的输出。
南河、西河一维河道模型，断面测量间距为 ５００ ～ １ ０００ ｍ，
２ ２ ２ 一维模型 根据实测断面资料构建昌江、
共计 １０９ 个断面，构建闸泵等水利工程。在昌江干流已建吕蒙桥、昌江桥、珠山大桥及瓷都大桥，在西河已建
西河桥，南河干流上已建黄泥头桥、湖天桥、童街桥、前街桥、天保桥及南河铁路桥等，模型构建过程中未考虑
桥、码头、河道挖沙淘金等阻水影响，利用河道综合糙率系数反应河道实际情况河道糙率经率定，昌江糙率取
西河取 ０ ０３５，南河糙率取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０，
地下管网模型构建将管网节点、管段数据导入模型中，参数包括排水管道的类型（含雨水管道和合流管
道）、断面形式、管径、管材、管长、管底标高，及相应检查井类型、编号、路面高程等，将管网与河网连接，完成
一维模型构建。根据防洪布置情况及城市总体规划中城市排水管网的布局，结合地形、水系特点，按蓄排结
合、以排为主、因地制宜、自排与抽排相结合的原则，采用高水高排，低水低排，并适当留有蓄涝区等办法，拟
定排涝方案，确定各电排站排涝范围。景德镇城市防洪共涉及 ９ 个排涝片，城东堤有苇沱桥、西瓜洲、老鸦
滩、新厂、下窑 ５ 片；河西堤有麻园岭、人民公园、十八渡 ３ 片；三河堤为 １ 片。
关键步骤包括：线状构筑物的处理、地形处理、区
２ ２ ３ 二维模型 在景德镇市城区二维模型构建过程中，
域降雨处理、网格剖分等。景德镇市城区内线状地物处理主要为道路的处理。由于原始道路节点间距不规
则，划分网格时容易产生小网格，对模型计算不利，需要对道路的节点进行均匀化，即抽稀处理。本次道路抽
稀长度控制为 １００ ｍ 一个节点，然后根据道路测量高程点对道路进行打断，并将高程点作为分段道路的高
程，之后对交汇点进行修正，使所有交汇点都完全拟合，作城区内挡水建筑物（透水墙）处理。本区域共概化
道路２ ２７０段，红色细线为道路。
地形数据是二维模型网格剖分的基础，对洪水分析结果影响较大。本次景德镇市城区的 ＤＥＭ 为比尺
１ ∶ ２ ０００的数据，
以此数据进行地面模型的构建，景德镇市城区地面模型完成景德镇市城区模型构建后，根
据水利工程实际的调度规则进行逻辑控制，包括闸门的调度，水泵的启闭等。网格划分时以计算域外边界、
区域内堤防、阻水建筑物、较大河渠、主要公路、铁路作为依据，采用无结构不规则网格。景德镇市城区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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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模型共生成计算网格１３６ ９２４个。
２ ３ 模型验证
为确保构建的城市洪涝模型满足城市洪水风险图编制的要求，提高模型的可靠性和模拟的精度，采用历
史暴雨洪涝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选取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１７ 日（图 ３）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１１ 日（图 ４）发生的
两场暴雨进行验证分析，利用渡峰坑水文站实测数据与模型计算值进行水位、流量值对比，同时对实况暴雨
下景德镇市城市的淹没积水点及积水点位置计算值与实际值进行对比。

图 ３ 渡峰坑站 ２０１０ 年实测流量与模型计算值对比
Ｆｉｇ 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ｆｌｏ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ｄａｔａ ａｔ Ｄｕｆｅｎｇｋｅｎｇ ｉｎ ２０１０

图 ４ 渡峰坑站 ２０１２ 年实测流量与模型计算值对比
Ｆｉｇ 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ｆｌｏ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ｄａｔａ ａｔ Ｄｕｆｅｎｇｋｅｎｇ ｉｎ ２０１２

通过图 ３ 与图 ４ 可发现渡峰坑站计算
和实测水位过程吻合较好，平均绝对误差
０ ０７ ｍ，最大水位误差小于 ２０ ｃｍ。流量
绝对误差为实测洪峰流量的 １ ８％ （２０１０
年）和 ２ ５％ （２０１２ 年），满足洪水风险图
编制技术细则中模型验证的要求。
由于搜集到的 ２０１２ 年实况暴雨洪涝
数据资料比较齐全，对于洪涝积水点情况
分布选择 ２０１２ 年实况暴雨进行验证。景
德镇城市洪涝模型计算的 ２０１２ 年实况暴
雨淹没情况见图 ５。
表 １ 给出了 １０ 个观测的内涝点水深
图 ５ 景德镇 ２０１２ 年实况暴雨淹没范围
及模拟水深对比结果，根据对比结果可
Ｆｉｇ
５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Ｊｉｎｇｄｅｚｈｅｎ ｃｉｔｙ ｉｎ ２０１２
知，积水点分布情况及积水点水深的模拟
结果与观测结果基本吻合，满足洪水风险
图编制技术细则中城区 ７０％ 的暴雨积水点的最高水位的误差应控制在 ２０ ｃｍ 以下的城区洪水模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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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模型结果对比

６

Ｔａｂ １

内涝点
老鸦滩电排站
花鸟市场
解放路八角井
莲社北路 ８ 号物资局宿舍
龙船弄与罗家坦交叉处
３

０ ５７

１ １５

１ ２１

０ ６５

０ ７０

１ ３２

１ ２５

５ ２０

６ ００

年 １２ 月

Ｍｏｄｅ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内涝水深 ／ ｍ
实际值
计算值
０ ５２

２０１８

内涝点
人民公园浮桥路口
陶机四合院
西郊街道凤凰山
油榨套
广州南路燃气公司

内涝水深 ／ ｍ
实际值
计算值
４ ９０

４ ５０

０ ５３

０ ５７

２ ０６

２ ２１

０ ４８

０ ４２

０ ６８

０ ６０

城市洪涝风险分析

方案设置
景德镇市城区堤防目前在分批分期修建，主城区堤防修建完成，堤防体系修建完成后城市防洪标准可达
２０ 年一遇，
此外景德镇昌江上游有规划大型水利枢纽浯溪口水库，水库调洪直接影响景德镇防洪能力，可使
城市防洪标准达 ５０ 年一遇，本次洪水方案设置考虑 ３ 方面因素：（１）现状堤防标准下，景德镇市遭遇不同重
现期设计洪水时的风险情况；（２）规划堤防标准下，景德镇市遭遇不同重现期设计洪水时的风险情况；（３）规
划堤防标准下，浯溪口水库规划调蓄下不同重现期设计洪水的风险情况。方案设置时，设计洪水考虑昌江、
南河、西河发生超标准洪水 １ ～ ２ 个等级。城市暴雨内涝方案设置考虑外河多年平均流量与城市暴雨组合。
景德镇市城区主要洪水风险为外河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利用上述模型，结合景德镇防洪工程建设情
况，本研究开展了以下方案的模拟，具体包括 ４ 类：（１）现状工程条件下，景德镇市城区河道遭遇不同重现期
设计洪水时的风险情况；（２）规划堤防标准下，景德镇市城区河道遭遇不同重现期设计洪水时的风险情况；
（３）规划堤防标准下，昌江上游浯溪口水库规划调蓄不同重现期设计洪水的风险情况；（４）遭遇短历时强降
雨时，景德镇市城区洪涝风险情况。
３ ２ 模拟结果合理性分析
为保证景德镇防洪排涝排水模型的可靠性，从水量平衡、流态分析、淹没面积、淹没水深 ４ 个方面进行结
果合理性分析。对计算各方案进行了水量平衡统计分析，通过计算入流量、出流量和模型计算范围内淹没水
量，判断分析入流量减去出流量与区内淹没总水量的误差是否小于 １％ ，误差小于 １％ 的可以认为洪水模拟
结果合理。
检查淹没区水流流态有无紊乱分布现象，观察各方案溃口处和平缓地带的流场分布。如计算堤防发生
溃决时，溃口处进洪量大，故其流场密集向四周散开，受地势的影响，水流向地势低的方向流动，当区域内无
建筑物且地势平缓时，洪水演进稳定且平顺；当洪水到达河道堤防位置，由于堤防挡水作用，水流沿堤防流
动；当洪水遇到线状阻水建筑物（如道路等）时，受道路的阻挡，水流向地势低的方向分流，当水位增大至其
高程时，洪水越过该高地流向另一侧。通过分析，计算方案的流场均无异常，且淹没水情与下垫面匹配，流场
分布是合理的。对比相同工况条件下，不同洪水量级下的洪水淹没面积，可以发现随着洪水或暴雨量级的增
加，淹没面积、积水深度均相应增大。
选取两个方案进行景德镇市洪水分析。方案 １：现状工程条件下，昌江发生 ５０ 年一遇设计洪水，昌左堤中
渡口闸处发生溃口；方案 ２：规划工程条件下，浯溪口水库规划调蓄 ５０ 年一遇泄流过程，昌江左堤中渡口闸处溃
决。方案 １ 和 ２ 中渡口闸溃口溃决参数见表 ２，两个方案下中渡口闸处溃口流量过程见图 ６。中渡口闸溃决淹
没分布情况如图 ７ 所示，其淹没面积分别为 １６ ０５ 和 １ ５８ ｋｍ 。由此可见，现状堤防条件下，中渡口闸溃口溃决
对城区的影响最大，淹没区主要位于昌江西河、南河沿岸的西郊街道、新村街道、珠山街道、昌江街道、太白园街
道、里村街道、新厂街道等多个街道。在规划堤防建设条件下，浯溪口水库建成后，受其调蓄作用，昌江发生 ５０
３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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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年一遇设计洪水，淹没范围进一步减小，淹没情况相对严重的区域位于西河与紫晶路交汇位置附近。
表 ２ 溃口参数
Ｔａｂ ２

Ｄｙｋｅ ｂｒｅａｃｈ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方案 溃口 溃口底 溃决 发展 最大流量 ／
编号 宽度 ／ ｍ 高程 ／ ｍ 水位 ／ ｍ 时间 ／ ｈ （ｍ ·ｓ ）
３２
３５ ９８
２ ８
５７ ４９
方案 １ １２０
３２
３４ ０５
２ ８
１５ ８３
方案 ２ １２０
３

－１

图 ６ 溃口流量过程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ｙｋｅ ｂｒｅａｃｈ ｆｌｏｗ

图 ７ 方案 １ 和方案 ２ 溃决淹没范围
Ｆｉｇ ７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ｙｋｅ ｂｒｅａｃｈ ｉｎ ｃａｓｅ １ ａｎｄ ｃａｓｅ ２

洪水风险图编制
由模型计算得到一系列模型网格的淹没水深、到达时间和淹没历时等洪水风险要素数据，然后进行洪水
影响分析与洪灾损失计算，得到不同洪水条件下的受灾人口、受灾面积、经济损失等洪灾损失数据。编制洪
水风险图首先将行政区划图、地形图、水系图、防洪工程分布图等关注信息整合成底图；依据利用 ＧＩＳ 技术将
计算得到的洪水风险要素，在工作底图上绘制不同计算方案洪水到达时间、淹没水深、到达时间图等洪水风
险图；明确标示风险图标题、图层图例、指北针、风险图编制单位、风险图编制日期、风险图发布单位、风险图
发布日期等辅助信息及与该风险图编制相关的洪水计算条件、洪水计算方法、洪水损失统计、重要保护对象
等的相关图表或文字性说明。洪水风险图见图 ８。

３ ３

图 ８ 现状工程条件下昌江发生 ５０ 年一遇洪水时风险图
Ｆｉｇ ８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ｍａｐ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ｗｉｔｈ ５０ｙｅａｒ ｆｌｏｏｄ ｕｎｄｅ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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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４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结 语

利用防洪排涝排水一体化模型进行洪水演进数值模拟，能够很好地模拟出城市外河溃堤洪水演进和城
区内涝积水情况。综合考虑景德镇洪源、防洪工程以及河道防洪标准，设置了 ４ 类洪水分析方案，采用一二
维动态耦合的水力学模型进行模拟，模拟了景德镇城区不同洪涝遭遇情况下的洪水淹没范围、淹没水深、涝
水积水点位置和深度，并进行结果合理性分析。通过模拟可知，景德镇主要的洪涝风险情况为：
（１）低洼地洪水风险。景德镇市中心城区昌江两岸地势较低，无论是现状还是规划标准，一旦昌江发生
超标准洪水，昌江漫溢或溃堤洪水淹没区域主要集中在昌江景德镇市中心城区段的新村街道、珠山街道、吕
江街道、太白园街道以及昌江右岸的西郊街道区域，淹没水深比较大，由于地势低洼，洪水无法演进，是风险
较大区域。
（２）西河洪水风险。西河鲶鱼洲段堤防标准比较低，周围地势较低，现状、规划及浯溪口水库建成后，此
处区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淹没。
（３）暴雨内涝风险主要为部分泵站排水能力不足，风险区域主要集中在珠山区的新村街道、新厂街道、
吕江街道以及新厂街道，吕蒙乡的石灰窑朱家山区域内涝风险较大。最后根据模拟结果编制了淹没水深图、
洪水到达时间图、淹没历时图和淹没范围图，为景德镇市城市防洪决策、制定应急预案和防汛抢险措施、城区
防洪排涝规划和设计等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支持。
参 考 文 献：
［１］李帅杰，谢映霞，程晓陶． 城市洪水风险图编制研究———以福州为例［Ｊ］． 灾害学，２０１５，３０（１）：１０８ １１４． （ＬＩ Ｓｈｕａｉｊｉｅ，
ＸＩＥ Ｙｉｎｇｘｉａ，ＣＨＥＮＧ Ｘｉａｏｔａｏ．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ｒｉｓｋ ｍａｐｓ ｆｏｒ ｃｉｔｉｅｓ—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Ｆｕｚｈｏｕ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３０（１）：１０８ １１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向立云． 洪水风险图编制若干技术问题探讨［Ｊ］． 中国防汛抗旱，２０１５，２５（４）：１ ７，１３． （ＸＩＡＮＧ Ｌｉｙｕ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ｏｒ ｆｌｏｏｄ ｒｉｓｋ ｍａｐｐｉｎｇ［Ｊ］． Ｃｈｉｎａ Ｆ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５，２５（４）：１ ７，１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向立云，徐宪彪． 洪水风险图编制规划方法探讨［Ｊ］． 中国防汛抗旱，２０１０，２０（３）：５６ ５９． （ＸＩＡＮＧ Ｌｉｙｕｎ，ＸＵ Ｘｉａｎｂｉａｏ．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ｏｒ ｆｌｏｏｄ ｒｉｓｋ ｍａｐｐｉｎｇ［Ｊ］． Ｃｈｉｎａ Ｆ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２０（３）：５６ ５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张大伟，程晓陶，权锦． 欧洲洪水风险图编制经验的启迪［Ｊ ］．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学报，２０１４ （３ ）：２６４ ２６９．
（ＺＨＡＮＧ Ｄａｗｅｉ，ＣＨＥＮＧ Ｘｉａｏｔａｏ，ＱＵＡＮ Ｊｉｎ．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ｒｉｓｋ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４（３）：２６４ ２６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ＤＥ ＭＯＥＬ Ｈ，ＶＡＮ ＡＬＰＨＥＮ Ｊ，ＡＥＲＴＳ Ｊ Ｃ Ｊ Ｈ，ｅｔ ａｌ． Ｆｌｏｏｄ ｍａｐ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ｓｅ ［Ｊ］．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９，９（２）：２８９ ３０１
［６］ ＥＲＤＬＥＮＢＲＵＣＨ Ｋ，ＴＨＯＹＥＲ Ｓ，ＧＲＥＬＯＴ Ｆ，ｅｔ ａｌ． Ｒｉｓｋｓｈａｒ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ｆｌｏｏ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９１（２）：３６３ ３６９
［７］ ＯＳＴＩ Ｒ，ＭＩＹＡＫＥ Ｋ，ＴＥＲＡＫＡＷＡ Ａ．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ｆｏｒ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ｆｌｏｏｄ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ｕｓ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２（４）：２９３ ３０５
［８］李娜，程晓陶，邱绍伟． 上海市城区洪水风险图制作［Ｊ］． 中国防汛抗旱，２００９，１９（６）：３８ ４１． （ＬＩ Ｎａ，ＣＨＥＮＧ Ｘｉａｏｔａｏ，
ＱＩＵ Ｓｈａｏｗｅ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ｒｂａｎ ｆｌｏｏｄ ｒｉｓｋ ｍａｐ ｍａｋｉｎｇ ［Ｊ ］． Ｃｈｉｎａ Ｆ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１９ （６ ）：３８ ４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李永坤，董传红，薄丽东，等． 城市洪水风险图编制技术研究［Ｊ］． 水科学与工程技术，２０１１（５）：７４ ７６． （ＬＩ Ｙｏｎｇｋｕｎ，
ＤＯＮＧ Ｃｈｕａｎｈｏｎｇ，ＢＯ Ｌｉｄｏｎｇ，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ｆｌｏｏｄ ｒｉｓｋ ｍａｐ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１（５）：７４ ７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胡昌伟，刘媛媛，刘舒． 欧盟洪水风险图制作对我国的借鉴与思考［Ｊ］． 水利水电技术，２０１２，４３ （１２）：７４ ７７． （ＨＵ
Ｃｈａｎｇｗｅｉ ，ＬＩＵ Ｙｕａｎｙｕａｎ，ＬＩＵ Ｓｈｕ．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ｆｌｏｏｄ ｒｉｓｋ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Ｊ］．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４３（１２）：７４ ７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陈文龙，宋利祥，邢领航，等． 一维二维耦合的防洪保护区洪水演进数学模型［Ｊ］． 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４，２５ （６）：８４８
８５５． （ＣＨＥＮ Ｗｅｎｌｏｎｇ，ＳＯＮＧ Ｌｉｘｉａｎｇ，ＸＩＮＧ Ｌｉｎｇｈａｎｇ，ｅｔ ａｌ． Ａ １Ｄ２Ｄ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ｏｆ

第６期

９
乌景秀，等：防洪排涝排水一体化模型在洪水风险图编制中的应用
ｆｌｏｏｄ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ｉｎ ｆｌｏｏ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ｚｏｎｅ［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２５（６）：８４８ ８５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付成威，苑希民，杨敏． 实时动态耦合模型及其在洪水风险图中的应用［Ｊ］． 水利水运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５）：３２ ３８． （ＦＵ
Ｃｈｅｎｇｗｅｉ，ＹＵＡＮ Ｘｉｍｉｎ，ＹＡＮＧ Ｍｉｎ． Ａ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ｆｌｏｏｄ ｒｏｕ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ｌｏｏｄ ｒｉｓｋ
ｃｈａｒｔｉｎｇ［Ｊ］． Ｈｙｄ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３（５）：３２ ３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张念强，马建明，陆吉康，等． 基于多类模型耦合的城市洪水风险分析技术研究［Ｊ］． 水利水电技术，２０１３，４４（７）：１２５
１２８． （ＺＨＡＮＧ Ｎｉａｎｑｉａｎｇ，ＭＡ Ｊｉａｎｍｉｎｇ，ＬＵ Ｊｉｋａ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ｆｌｏｏｄ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ｅｌ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Ｊ ］．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３，４４ （７）：１２５ １２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叶爱民，刘曙光，韩超，等． ＭＩＫＥ ＦＬＯＯＤ 耦合模型在杭嘉湖流域嘉兴地区洪水风险图编制工作中的应用［Ｊ］． 中国防
汛抗旱，２０１６，２６（２）：５６ ６０． （ＹＥ Ａｉｍｉｎｇ，ＬＩＵ Ｓｈｕｇｕａｎｇ，ＨＡＮ Ｃｈａｏ，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ＫＥ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ｆｌｏｏｄ ｒｉｓｋ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ａｔ Ｊｉａｘ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Ｚｈｅｎ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Ｃｈｉｎａ Ｆ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２６ （２ ）：５６ ６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耿艳芬． 城市雨洪的水动力耦合模型研究［Ｄ］．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２００６． （ＧＥＮＧ Ｙａｎｆｅ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ａｉｎ ｆｌｏｏｄ［Ｄ］． Ｄａｌｉａｎ：Ｄａｌ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周浩澜，陈洋波． 城市化地面二维浅水模拟［Ｊ］． 水科学进展，２０１１，２２（３）：４０７ ４１２． （ＺＨＯＵ Ｈａｏｌａｎ，ＣＨＥＮ Ｙａｎｇｂｏ． ２Ｄ
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ａｔｅ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ｉｚｅｄ ａｒｅａｓ［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２２（３）：４０７ ４１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张晓波，盛海峰  城市市政排水与区域排涝水动力耦合模型研究［Ｊ ］ 人民长江，２０１５ （１８ ）：１５ １９，４７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ｂｏ，ＳＨＥＮＧ Ｈａｉｆｅｎｇ． Ａ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Ｊ ］．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２０１５（１８）：１５ １９，４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ｆｌｏｏｄ ｒｉｓｋ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ＦＡＮ Ｚｉｗｕ ，ＹＡＮＧ Ｆａｎ ，ＬＩＵ Ｇｕｏｑｉｎｇ ，ＪＩＡ Ｂｅｎｙｏｕ ，ＧＵ Ｆａｎｇｆａｎｇ
（１．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２９，Ｃｈｉｎａ；２．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Ｒ ＆ Ｄ Ｔｅ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Ｃｏ． ，Ｌｔｄ．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２９，Ｃｈｉｎａ）
ＷＵ Ｊｉｎｇｘｉｕ １

１

１

：

，
，

１

１

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ｆｌｏｏｄ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ｆｌｏｏｄ ｒｉｓｋ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ｎｏｎ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ｉｌｅ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ｒｉｓｋ ｍａｐ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Ｗｅ ｃａｎ ｂｕｉｌ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ａｋｉ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ｕ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ｔｏ ｖａｌｉｄ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ｓｏ ａ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Ｂ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ｐｉｐ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ｗａｔｅｒ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ｗ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
ｂｒｅａｃｈ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ｆｌｏｏｄｅｄ ｉｎ Ｊｉｎｇｄｅｚｈｅｎ ｃｉｔ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ｏｖｅｒｐｒｏ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 ａｎｄ ｄｒａｗ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ｒｉｓｋ
ｍａｐ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ｈ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
Ｊｉｎｇｄｅｚｈｅｎ ｆｏｒ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ｌａｎｄ ｕｓａｇ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

，

，

，

，

，

，

，

，
，
，

，

，

：ｆｌｏｏｄ ｒｉｓｋ；ｕｒｂａｎ ｆｌｏｏｄ ｈａｚａｒ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ｍｏｄｅｌ；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