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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防洪减灾形势和对策的一些思考
α

徐 乾 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北京 100761)

摘要: 简要介绍了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大江大河的防洪形势。重点指出: 河道萎缩, 江河泄洪能

力下降, 行洪水位抬高, 城市水灾突出, 洪涝矛盾加重和水灾损失急剧增加的特点。探讨了防洪

减灾的目标和标准, 在进行防洪策略历史回顾的基础上, 阐述了防洪减灾对策和基本措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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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灾害既是气候、地形、地质等自然环境形成的自然灾害, 又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断

开发江河冲积平原、河谷阶地, 与洪水争夺生存空间和出路的人为灾害。20 世纪是中国洪水灾

害最为严重的时期, 又是防洪减灾工程建设规模最大、效果最好的时期。防洪减灾工作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 对我国社会经济稳定持续发展, 起了重要作用。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由于自然

环境的变化, 异常气候的出现, 以及人类活动对防洪减灾造成的不利影响, 我国又出现了一个

洪水灾害相对严重的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社会财富增加, 灾害损失越来越大。特别是 1998

年, 长江、嫩江发生特大洪水, 防汛任务的艰巨, 灾害损失的巨大, 震惊中外, 引起了各级领

导和广大社会公众的极大关注。在即将进入 21 世纪之际, 对面临的防洪形势和未来的防洪减灾

对策, 作一些思考和探讨。

1　20 世纪 90 年代防洪形势、特点和启发

111　形势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大陆南北洪涝严重而中部干旱的局面十分突出。长江流域及其以南

地区, 主要江河先后发生多次接近本世纪内曾经发生过的特大洪水。长江流域继 1991 年太湖流

域和中下游大水之后, 先后发生了 1994 年、1995 年和 1996 年洞庭湖、鄱阳湖水系大洪水, 1998

年又发生了全江型特大洪水; 珠江流域 1994 年和 1998 年接连发生了接近 1995 年的特大洪水;

闽江在 1992 年和 1998 年分别发生 50 年一遇和 100 年一遇的大洪水。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

在 1991 年发生淮河中下游和嫩江大洪水后, 又发生了 1998 年嫩江可查考的最大洪水; 在此期

间, 辽河支流浑河、黄河支流无定河、新疆塔里木河等河流均发生了本世纪内最大洪水, 同时

东南沿海台风及热带风暴频繁登陆,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20 世纪 90 年代, 洪涝灾害损失空前巨大。据统计: 1991～ 1998 年, 平均每年农田受灾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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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178617 万 hm 2, 成灾 101313 万 hm 2, 分别是 1950～ 1990 年平均数的 2129 倍和 2137 倍; 8 年

平均每年直接经济损失达 1362 亿元。虽然灾情统计数字不无夸大之处, 但灾害损失不断增加,

则是客观存在的。

112　特点

(1) 洪涝灾害分布范围广　南方大江大河大洪水和特大洪水发生频繁; 北方局部洪涝灾害

突出; 中小河流水灾十分严重, 特别是山洪、地质灾害 (滑坡、岩崩、泥石流等) 频繁发生; 洪

涝灾害受灾面积中山丘区的山洪和平原区的内涝约占总受灾面积的 90%。由于大江大河大湖和

河口三角洲地区的主要堤防未发生溃决, 为广大平原圩垸排涝创造了有利条件, 使涝水能尽快

排出, 恢复生产; 山洪涨落迅速, 只要措施及时, 可以将水灾损失大大减轻。以上特点是统计

受灾面积很大而农业连年丰收的重要原因。

(2) 城市水灾十分突出　近 10 多年来, 城市集镇迅速发展, 一些城市扩大到防洪设施保护

范围之外; 部分市区建设在低洼易涝地带; 许多新兴城市或新设开发区缺乏防洪规划, 忽视防

洪建设; 大多数城市集镇市区排水设施简陋, 标准低, 建设滞后, 排水出路缺乏合理安排, 城

市涝水灾害特别严重; 有些靠山临河的城市, 对山洪的突然袭击缺乏对策, 不重视水土保持, 未

妥善安排山洪出路, 使市区遭受严重破坏和巨大损失。

(3) 洪涝矛盾加剧　江河汛期水位高, 堤外两侧积水排除困难; 高水行洪历时加长, 沿江

河涵闸开启自流排水时间缩短; 江河高水行洪时, 两岸机电排灌站集中排涝, 加大江河行洪负

担; 山地丘陵区河谷川地大量修建堤防, 改变了漫滩行洪快涨快落的特点, 形成堤外积水的新

涝区; 湖区圩垸内部湖泊洼地日益缩小, 有的围湖造田, 有的改为鱼场, 减少了涝水滞蓄调节

能力, 降低了圩垸排涝标准。

(4) 河道和天然湖泊萎缩、蓄泄能力下降, 同流量下河道行洪水位明显抬高, 高水行洪历

时延长, 成为全国主要江河普遍存在的问题。北方平原河道断流时间增长, 不少变为季节性河

道, 主槽退化, 河床杂草芦苇丛生, 任意取土采砂, 河道糙率加大, 一旦行洪, 河势变化多端,

水位急剧抬高, 行洪不畅, 险象环生, 防汛风险增大。

(5) 由于河道高水位行洪的机会增多, 按原有防洪规划需要分洪处理的超标准洪水机会也

增多。但是由于分蓄洪区人口稠密, 经济发展, 资财增加, 安全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分蓄洪将

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且长期难以恢复, 而灾后又缺乏明确合理的救济、恢复、重建政策和办

法, 同时由于水情极为复杂, 缺乏可操作的分蓄洪实施方案, 相邻地区又矛盾尖锐, 因此分蓄

洪区群众和地方政府宁愿严防死守, 不愿主动分洪, 其结果是强迫河道堤防超标准行洪, 形成

危险的高水位, 加重了重点保护地区的安全风险。这种情况造成了防汛调度决策的困难局面,

1996 年洞庭湖水系大水, 1998 年长江特大洪水, 都发生这种情况, 是极需总结经验研究对策的

重大课题。

(6) 水灾损失巨大, 且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随着经济发展, 社会财富的增加, 同样水情, 损

失不断增加是客观存在的。直接经济损失中 80 年代以前农业损失占绝大部分, 80 年代以后工

业、交通、城市损失所占比重逐年增加, 90 年代工业、交通、城市损失已占总损失的 20%～ 30% ,

特大洪水年份比重还要大, 城市工交防洪不容忽视。

20 世纪 90 年代, 虽然洪涝灾害频繁, 水灾损失巨大, 但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仍达

到 9% 的高速发展, 粮食产量稳定增产, 未出现过大波动。这说明: 水利工程设施和防汛指挥调

度都充分发挥了作用, 取得了巨大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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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启发

(1) 新中国成立 (1949 年) 以来, 江河治理防洪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50 年来主要江河都形

成了“蓄泄兼筹”的防洪工程体系, 常遇洪水得到有效控制, 规划安排了超标准洪水的出路, 防

止了特大洪水失控。但工程设施标准较低, 工程质量较差, 特别是堤防隐患难以清除, 病险水

库未及时处理, 不能充分发挥工程体系的整体防洪作用, 往往达不到设计防洪标准。90 年代大

江大河虽然发生了多次大洪水, 但并非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特大洪水。如 1998 年长江流域洪水

总量和控制性水文站洪峰流量均小于 1954 年洪水, 而且江、淮、太湖未出现过去多次出现过的

同期并涨的严峻局面; 嫩江特大洪水, 但第二松花江和松花江干流洪水则较小。在今后如再遭

遇近 200 年来曾经发生过的特大洪水, 现有防洪设施是难以保障安全的。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

快速发展, 特大洪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会越来越大, 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将更加深远。防洪、除

涝必须作为国家重要基础设施长期不懈地进行巩固、提高和完善。

(2) 人口增加、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盲目性和失控是加重、转移洪水灾害和造成防汛紧张

的重要因素, 但必须辩证的全面的认识这一问题。

·　一种舆论认为, 由于防洪建设的不当, 改变了自然河湖功能, 特别是长江通江湖泊的

减少和围湖造田是造成 1998 年长江大水的主要原因。对此, 必须进行辩证的分析。诚然, 修建

堤防涵闸, 限制江河洪水进入两岸平原湖区, 使行洪水位抬高, 洪水威胁加重, 但是必须看到

人口增加, 扩大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人与水争地、开发利用江河冲积平原,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

必然结果。人类与水争地扩大生存和发展空间与防洪工程建设既是必要的, 又是矛盾的。如果

掌握适度, 在开发利用江河冲积平原的同时, 又给洪水宣泄和滞蓄留有足够的空间, 是可以促

进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 如超过适当限度, 与水争地失去控制, 则可能造成巨大灾害, 阻

碍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因此, 退田还湖必须是有利于增加江河宣泄能力和增加洪水的有

效调蓄能力, 不可盲目进行。

·　一种舆论认为, 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形成特大洪水的主要原因。森林植被对洪水的形成

和汇集有一定影响, 近年来不少地区森林过伐, 坡地过垦, 增加了水土流失, 中小河流泥沙淤

积增加, 山洪和地质灾害加重。但对大江大河流域性大洪水而言, 试验证明: 森林植被对一般

中小暴雨和汛初第一场洪水的减洪作用较为明显; 对特大暴雨、连续性暴雨和后期洪水减洪作

用显著减少, 这也是历史大洪水所证明了的。因此, 单纯依靠增加森林植被, 控制较大洪水的

危害, 是难以收效的。但是, 必须肯定恢复重建生态环境和增加森林植被对防洪减灾的重要作

用。加强水土保持、积极植树造林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是防洪减灾的基础措施, 必须坚持不懈

的长期进行。

·　在江河上修建水库和引水工程, 改变了江河径流的时空分布, 虽然满足了社会经济发

展对水资源的需求, 调节控制了某些河段的洪水, 减轻了洪水威胁; 但是由于河道下泄径流量

的减小, 径流过程的改变, 特别是洪峰流量的削减, 使原有天然河道不能适应新的水文情势变

化, 致使水流挟沙能力降低, 淤积增加, 河道萎缩, 行洪水位抬高, 河道泄洪输沙能力下降, 抵

消了一部分水库和堤防的防洪作用。修建水库、增加引水必须与河道整治措施密切结合, 整体

安排, 才能防止或减少河道功能的衰退。

·　山地丘陵区的河道, 原来大多属于漫流行洪, 河道滩地、阶地有很大槽蓄容量, 近 20

多年来在河谷川地普遍修建堤防, 保护了沿江河两岸的城镇、农田, 提高了防洪标准, 但洪水

归槽下泄, 河道槽蓄容量减少, 下游洪水来量增加; 河道行洪水位抬高, 原来规划设计的防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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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下降, 同时也增加了两岸堤外的排水负担。受这种影响, 流域防洪标准, 防洪措施安排必

须进行重新调整和平衡。

(3) 20 世纪 90 年代接连不断的发生了大洪水, 充分发挥了防洪工程措施的作用, 体现了江

河防洪“蓄泄兼筹, 以泄为主”方针的正确, 同时也暴露了许多重大问题, 致使防汛抢险极为

艰巨, 代价很高, 主要是: ①一些堤防超标准行洪, 既冒了极大的安全风险, 也打乱了上下游

防洪的总体部署; ②充分暴露了堤防质量差、隐患多带来的严重问题; ③控制性综合利用水库

防洪标准偏低, 超标准泄洪的机会很多, 往往在下游河道高水行洪十分危险的情况下, 不起作

用, 甚至加大泄量, 火上加油; ④分蓄洪区运用条件 (包括进洪、退水涵闸, 安全设施, 灾后

重建等) 不落实, 很难按规划安排进行调度运用。由于“蓄泄兼筹”方针的不落实, 沿江河的

群众和基层干部, 每次大洪水后, 在缺乏统一规划的情况下, 积极加高堤防, 虽然局部河段可

能受益, 但不能形成总体的防洪效果, 而且增加相邻地区的矛盾和重点防洪地区的安全风险。因

此, 在统一规划下, 全面落实“蓄泄兼筹, 综合治理”的防洪方针, 才能提高江河防洪能力和

缓解防汛紧张局面。

(4) 经济发展, 社会财富增加, 既为江河防洪能力的提高和防汛抢险料物的充分供应创造

了有利条件; 同时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人口剧增, 不断向江河沿岸聚集, 沿江土地

的高度开发利用, 特别是行洪河湖洲滩的乱占乱用, 又为提高防洪能力设置了许多障碍。加强

对沿江河两岸土地、江河湖泊水域的有效管理, 限制不合理的开发利用, 是提高江河防洪能力

的关键环节。

2　未来防洪对策的思考

211　从防洪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出发, 明确防洪的目标和江河防洪标准。

防洪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支撑条件, 要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安全和稳定。一方面要使人

民生命财产免受洪水危害, 减少经济损失; 另一方面要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减少投资风险, 改

善投资环境, 使经济平稳发展。同时还必须认识, 洪涝灾害是自然界的随机事件, 在一定技术

经济条件下防洪工程设施可以承受或控制一定标准的洪水灾害。但超标准的洪水灾害是永远存

在的,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不可能完全控制和消除洪水灾害。面对这种客观现实, 防洪

的目标可以考虑以下 3 个方面:

(1) 有效控制常遇洪水　使受洪水威胁地区, 即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平原、河川盆地等,

90% 以上的年份和 90% 以上的地区, 免受洪水灾害, 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 在当代社会经

济条件和科学技术水平下加强常规的防洪工程措施并配合必要的非工程措施, 是可能做到的。

(2) 对超标准的非常大洪水, 要有可行的对策　在充分利用自然河湖和常规防洪工程措施

(如水库、河道堤防等) 蓄泄能力的前提下, 采用临时分蓄洪、积极防汛抢险和相应的非工程措

施, 将洪水控制在预期安排的范围内, 防止洪水在较大范围内失控造成巨大损失或毁灭性灾害,

使经济发展不致受到过大的冲击, 社会仍然保持稳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对

大江大河超标准的非常大洪水的妥善处理和加强城市防洪, 可能是 21 世纪中国防洪的主要

课题。

(3) 建立灾后的有力保障体系　使灾后的救济、恢复、重建工作迅速而有效的进行, 保障

灾区社会稳定, 经济运行迅速恢复正常。大江大河中下游平原、湖区的洪灾安全保障体系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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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整个国家的安全保障体系之中。

212　根据客观条件, 经过充分论证, 确定近期和远景的防洪标准。

防洪标准应根据水文特性、工程措施条件和社会经济承受能力, 进行综合分析, 全面评价,

比选确定。我国大江大河的洪水, 年内非常集中, 年际变化十分悬殊, 大洪水来量大, 河道泄

洪能力不足的矛盾又非常尖锐, 防洪标准提高一个等级, 往往须增加大量工程设施; 在我国人

多地少的情况下, 增加大量工程设施占地移民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根据我国防洪的实践, 主

要江河中下游人口稠密的平原和盆地, 依靠常规工程一般可能达到 10～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 少

数重要河段和大中城市采取特殊措施, 可达到较高的防洪标准。江河超标洪水的妥善处理, 是

提高重点保护地区、大中城市和重要工矿企业防洪标准的主要手段, 也是防止特大洪水失控造

成巨大灾害的基本途径。防洪标准是一个动态指标, 随被保护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江河上

下游防洪能力的变化而变化, 每隔一段时间, 须进行新的评估和修订。在缺乏社会经济和水灾

调查分析资料的情况下, 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1995 年国家颁布的《防洪标准》仍然是确

定江河防洪标准的一个主要依据。

213　防洪对策的探讨。

(1) 防洪对策的历史回顾　根据历史论证, 人类与洪水作斗争始于农业生产的发生和人口

的定居。防洪策略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人口定居和农业发展的初期, 只能对局

部地区修建低矮堤防加以保护, 遭遇较大洪水时, 只能逃离并易地生活生产。第二阶段, 人口

增加, 生产规模扩大, 固定资产 (房屋建筑和耕地等) 难以挪动, 城市出现并不断发展, 防洪

保护的范围不断扩大, 防洪措施从局部修堤扩展到整个河段修建堤防, 临河城市筑城既为防敌

入侵, 又能起到防洪作用, 在保持河道自然流路的同时, 对局部河段进行疏导。随着社会财富

不断增长, 科学技术水平迅速提高, 改造河流, 控制洪水, 将洪水限制在人类主要生存和发展

空间之外, 便成为防洪减灾的主要指导思想, 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近代。在经济和科技发展突

飞猛进的 20 世纪,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 大规模的修建堤防、整治河道、兴修水库达到了空前水

平, 人定胜天的思想支配了人类的行动。本世纪内, 美国大规模的治理密西西比河、中国 50 年

代以来集中进行七大江河口治理都是这种策略的体现, 企图征服自然, 驯服洪水。防洪工作既

取得了巨大经济效益, 也产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第三阶段, 在人类大规模改造自然、积极兴

修防洪工程设施的过程中, 发现人与自然的矛盾在逐步加深, 虽然提高了部分地区的防洪能力,

减少了直接经济损失, 但是同时改变了自然环境和江河湖泊的自然功能, 增加了洪水威胁的程

度, 加重或转移了洪水灾害, 防洪的投入不断增加, 而减灾的效果并不明显。人们逐步认识到:

洪水的成因大大超过人类的控制能力, 就当代的技术经济条件要完全消除洪水灾害是不可能的,

洪水灾害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 依然是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人类必须以科

学的态度, 从长远发展和全局利益考虑, 既要适当控制洪水改造自然, 又必须适应洪水与自然

协调共处, 约束人类各种不顾后果破坏生态环境和过度开发利用土地的行为, 采取全面综合措

施, 将洪水灾害减少到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适宜程度。按照这种思想, 江河防洪减灾的

基本原则应是: 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 改造自然控制洪水与适应自然利用洪水相结合,

以达到防洪减灾的总体目标和最大效益。

(2)防洪的工程措施　防洪减灾工程措施的核心是贯彻江河防洪“蓄泄兼筹, 以泄为主, 综合

治理”的方针, 点、线、面措施相结合, 即推行水土保持, 控制水土流失, 减轻山洪和山地灾害; 进行

中小河流治理, 减少干流广大平原、湖区的洪水压力; 加强堤防, 整治河道, 提高河道泄洪排沙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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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修建控制性调洪水库和临时分蓄洪工程, 削减洪峰流量和分泄超量洪水。这些措施必须在防

洪综合规划的基础上建设, 相互补充, 密切配合, 否则可能造成上下游左右岸的矛盾, 甚至加重某

些河段的防洪负担。各种工程措施中, 堤防建设和河道整治是基础, 必须保证工程质量, 在设计标

准下安全行洪; 河道整治必须充分利用水沙特性因势利导, 河道疏浚是整治河道的重要手段之

一, 但在北方水少沙多的河道上进行, 必须经过试验研究, 充分论证, 慎重对待。在我国人口多, 洪

水威胁区人口密度大、土地开发利用程度极高、防洪工程措施发展很不平衡的情况下, 依靠工程

措施提高防洪能力, 减少灾害损失, 依仍是当前防洪的主要方向。

(3) 防洪的非工程措施　我国的防洪减灾实践证明, 在洪涝灾害损失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仅

仅依靠防洪工程措施对较大洪水, 特别是超标准洪水, 是很难起到减灾明显效果的, 防洪的非

工程措施显得日益重要, 必须不断加强和完善。在提高水情预报、防洪警报, 完善防洪法规, 加

强河湖水域管理, 健全防汛调度、抢险救援工作诸方面近 10 多年来有很大的进步, 但对洪水可

能泛滥成灾地区的有效管理和灾后保障体系方面, 工作尚在起步阶段。根据具体条件, 区别不

同情况, 对洪水严重威胁地区按照受灾风险程度实行有效管理, 仍然是防洪减灾的必要措施, 也

是有可能做到的。我国受洪水灾害严重威胁地区的管理, 应根据受灾机会的多少、发生灾害的

先后次序和严重程度, 分类采取措施, 制订不同管理办法。

根据历年受洪水灾害的实际情况分析, 除山地、丘陵区受涨落很快的山洪和河川漫滩行洪

所造成的短期淹浸地带外, 主要江河经常可能受洪灾的耕地约 400 万hm 2, 按汛期淹没先后可分

为 4 类情况: ①江河大堤之间行洪河滩和生产民垸, 大约 66167 万 hm 2, 其中黄河、长江干流约

占 33133 万 hm 2, 每年汛期最先淹没; ②支流尾闾低标准堤防保护区和沿江河湖区的低矮圩垸,

约 100～ 133133 万 hm 2, 往往较早溃堤受灾; ③大江大河规划安排的临时分蓄洪区或分洪道, 全

国大江大河共安排 100 多处, 耕地约 200 万 hm 2, 在江河行洪水位达到安全保证水位或可能发生

溃堤危险时分洪运用; ④大江大河特大洪水备蓄区, 仅长江、黄河、淮河等河流所设置已有 10

余处、耕地面积 20～ 33133 万 hm 2, 这些地区是在发生特大洪水时, 分蓄规划安排的分蓄洪区已

难以蓄纳的超标准洪水, 使用机会非常稀少。这 4 种地区中每年都有部分面积被淹, 最近几年

汛期防汛和科研部门通过遥感技术 (包括航测) 获得的最大淹没范围绝大部分都在这些地区。这

些地区正是通过对土地开发利用有效管理, 减少洪灾损失的主要对象。这 4 种地区受洪水灾害

的机会不同,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同, 因此必须因地制宜采用不同措施, 区别对待。第一类

地区都是行洪河道的组成部分, 土地的开发利用必须服从行洪的需要, 应尽可能的减少固定居

住人口, 严格控制有碍行洪的各类建筑, 必须遵照《防洪法》和《河道管理条例》进行严格管

理; 对阻碍行洪的已有居民、生产圩垸 (或生产堤) 应平垸行洪尽量迁移拆除, 恢复河道行洪

能力; 对行洪障碍较小而又难以拆迁的居民和生产圩垸, 要规定其低于大堤防洪标准的防守标

准, 安排临时撤退道路和避洪处所; 灾后救济和重建政府补助标准应低于大堤保护区内的标准,

并强制实行洪灾保险, 促其外迁; 严格限制迁入人口和固定资产的建设。第二类地区, 受灾比

较频繁, 依靠工程措施提高防洪除涝能力相当困难, 应控制其土地、水域的开发利用, 对已开

发利用的土地应调整其生产结构, 对居民住房和固定设备进行改造, 提高其适应洪涝灾害的能

力, 减少灾害损失, 推行洪水保险。第三类地区, 按规划安排分蓄洪, 是牺牲局部保护大局的

措施, 介于防洪的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两者之间, 必须妥善处理防洪与居民生产、生活的矛

盾, 原则上既要保障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又要为它们的生产发展, 生活环境改善创造条件。要

达到这一目标, 必须考虑以下措施: ①必须对每一分蓄洪区在防洪规划中的地位、作用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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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加以明确, 据此完善必要的工程配套措施, 如进洪退水涵闸, 排水沟河等; ②根据具体条

件, 确定居民原地居住生产、生活还是移民建镇重新安排, 据此对生产方式、经济发展等作出

规划, 并安排相应的生活、生产所需设施建设, 保证分洪运用时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平时生活

生产的便利; ③建立适合分蓄洪区生活生产的行政管理体制机构, 进行有效的管理; ④建立灾

后居民救济、恢复、重建的社会保障机制, 明确资金来源, 使用管理办法, 同时建立强制性的

防洪保险和减轻各种税负, 使灾后政府和居民能共同负担灾后损失; ⑤严格控制分蓄洪区的人

口迁入和不利于分蓄洪区运用的各类设施建设。第四类地区是非常性防洪措施, 其目的是防止

规划安排以外的特大洪水和意外事故失控的措施, 使用机会极少, 主要措施应是结合居民居住

条件的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时适当考虑分蓄洪时减少财产损失的各项措施, 如修建楼房, 安排

临时撤退的通路桥梁等。

(4) 城市防洪是未来防洪的重点对象, 要在邻近主要江河防洪措施的基础上, 分别形成比

较完整的独立系统　在建立城市防洪体系时必须使防治外洪 (江河洪水和山洪) 与内部排水系

统相结合, 统一标准、统一工程部署, 统一管理调度; 城市防洪工程体系必须与市政工程相结

合, 充分发挥工程的综合利用功能; 要特别注意城乡接合部的薄弱环节; 受超标准洪水威胁的

低洼市区, 在固定设施建设时, 要考虑暂短洪涝淹没的承受能力; 市区内部河湖水系的整治和

临近市区河湖洲滩的利用, 一定要有利排洪、排涝和超标准洪涝的处理。

(5) 必须妥善处理洪涝关系　我国广大平原湖区, 已基本形成洪涝分排的局面。原有治涝

标准一般在 5～ 10 年一遇, 随着经济发展, 排涝标准的提高势在必行, 要适应这种情况, 似应

注意: 大江大河支流的整治, 特别要重视跨省区边界河流的排水出路; 加紧改造南方圩区电力

排灌系统的改造和提高; 大江大河设计洪水中应适当考虑支流整治后增泄和电力排灌站排涝增

加的水量; 要适当控制圩区内湖和平原河道两侧低洼地的开发利用; 要制定特大洪水江河高水

行洪时洪涝统一调度的原则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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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 is paper in troduces b rief ly the flood con tro l reg im es in Ch ina′s m ajo r

rivers in the n inet ies of the 20th cen tu ry, and focu ses on their m ain characterist ics,

such as channel cou rse sh rink, reduct ion of river d ischarge capacity, upgrade of riv2
er stage, seriou s u rban flood disasters, aggravat ion of flood and w ater2logging and

rap id increase of f lood disaster lo sses, etc. Based on the h isto rica l review of flood

con tro l st ra teg ies, the target and standard of f lood2con tro l and disaster m it iga t ion

are discu ssed, and the coun term easu res of f lood2con tro l and disaster m it iga t ion are

also ou t lined.

Key words: f lood2con tro l and disaster m it iga t ion; reg im e; coun term easu re;

f lood2con tro l st ra tegy

142　第 3 期 徐乾清: 对未来防洪减灾形势和对策的一些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