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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现代城市与历史发展进程和欧洲的比较, 说明根据我国的自然特点和社会经济状况,

城市防洪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21世纪我国的城市防洪战略只能是人与洪水协调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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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社会财富和社会文明成果的集中反映, 是第二、三产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 是

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标志。加快城镇化建设, 是我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是促进我国农村

剩余劳动力转移、解决人口结构性矛盾的根本途径。1998年全国非农业人口 2 19亿人, 其中

居住在100万人以上的 24座特大城市和20万~ 50万人的 203座中等城市中的人口分别为7 973

万人和6 161万人, 各占非农业人口的 36 4%和 28 1%。1997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7 487

万亿元, 其中城市城区 5 38万亿元, 占 72%, 表明城市集中着大量人口和财富, 随着城市化

进程的进一步加快, 人口和财富必将继续向城市集中。因此, 21世纪中国的防洪问题, 应以

解决城市, 特别是洪水威胁严重的主要城市和新兴城市的防洪问题为重点, 为社会经济的持续

稳定发展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本文主要从我国的自然、人口和历史发展等角度, 探讨我国未

来的城市防洪战略问题。

1 我国的自然条件和人口态势, 致使我国城市的防洪任务十分繁重

我国东部和南部地区地处江河中下游的冲积平原, 总面积约73 8万 km2, 只占国土面积的

8% , 人口却占全国总人口的 50% , 耕地占全国的 35%, 工农业总产值约占全国的 2/ 3。那里

的地面高程大多低于当地的洪水位, 依靠20多万 km 堤防和上游水库等工程保护安全, 是我国

受洪水威胁最严重的地区。该地区人口密度一般达 300~ 500人/ km2, 最高达 900人/ km2, 集

中了全国 80%以上的城市, 同时, 又是我国降水量大, 洪水灾害最集中、最严重的地区(图

1)。

我国的陆地面积约 960万km
2
与整个欧洲的面积( 1 016万km

2
)相差不多, 接近世界陆地总

面积的7%, 但有 70%的面积属山地丘陵, 主要分布在西部和七大江河上游以及各流域的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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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洪水灾害危险程度区划

Fig 1 Flood danger regions in China

地带。平原总面积 184 5万 km2, 占国土总面积的 19%, 主要分布在七大江河中下游。当上游

洪水到达中下游平原后, 若排泄不及, 便泛滥成灾。欧洲则以平原为主, 冰川地貌分布较广,

高山峻岭汇集南部, 海拔 200 m 以上的高原、丘陵和山地约占全洲面积的 40% , 其中海拔在

500~ 2 000 m的仅占 15%, 海拔2 000 m以上的高山仅占约 2% ; 海拔 200 m 以下的平原约占全

洲面积的 60%。全洲平均海拔 300 m, 是平均海拔最低的一个洲。欧洲平原西起大西洋东岸,

东至乌拉尔山, 绵延数千里, 形成横贯欧洲的大平原。欧洲绝大部分地区气候温和湿润, 是世

界温带海洋性气候分布面积最广的一个洲。由于平原辽阔, 从大西洋吹来的湿润的西风能无阻

地深入内陆, 北大西洋的暖流使整个西欧及北欧西部沿海地区更为温暖。欧洲河网比较稠密,

多短小而水量丰沛的河流。1995年总人口约 7 27亿, 人口分布相对均匀, 绝大多数国家人口

密度为50人/ km2。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的平原面积不足欧洲的 1/ 3, 总人口约为欧洲的 1 7倍, 平原人

口密度是欧洲的 6~ 10倍, 最高达 16倍 (图 2)。据 1997年统计, 我国现有设市的 672座城市

中, 有防洪任务的城市就有 641座, 其中 613座城市位于暴雨频发区、567座滨临江河及其支

流或其他中小河流, 这些城市中有 300多座位于我国东部江河中下游平原地区。

由于我国的大陆性季风气候特征明显, 是多暴雨的国家。不论是在南方或北方, 沿海、内

陆或高原, 都有暴雨发生, 均曾酿成洪水灾害。春夏之交, 夏季风开始在华南一带盛行, 同时

北方冷空气又较活跃, 冷暖空气常交绥于华南地区, 时降暴雨; 6、7月间随着夏季风的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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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人口密度分布

Fig 2 Population density in China

推进, 冷暖空气又交绥于江淮地区, 形成江淮梅雨; 7、8月随着夏季风的进一步北移, 多雨

带移到华北和东北地区, 出现北方盛夏暴雨季节。西南地区受西南夏季风的影响, 也时降暴

雨, 东南沿海在 8、9月份, 常受热带气旋、东风波和热带云团的影响, 形成台风暴雨。我国

还时常出现由多个暴雨天气系统叠加而形成, 或降水天气系统受到阻滞、暴雨雨区停滞少动,

或沿流域缓慢向下游移动, 有利形成暴雨的地形, 暴雨笼罩面积大、历时长和雨强大, 往往形

成特大洪水。同时, 我国的暴雨强度较大, 图 3是我国最大雨量历时关系图, 从图中可以看

出, 我国有的暴雨已经接近世界上发生的最大值。由于我国暴雨具有季节性、频发性和大强度

表 1 中国与欧洲最大河流水文特征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hydrolog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rgest rivers in China and Europe

河 名 多瑙河 长 江

水文测站 罗马尼亚多瑙河口 安徽大通

控制面积/ km2 817 000 1 705 000

多年平均流量/ (m3 s- 1) 6 430 28 900

最大实测流量/ (m3 s- 1) 17 000 92 600

最小实测流量/ (m3 s- 1) 1 700 6 020

最大实测流量/最小实测流量 10 0 15 4

的特点, 使我国各主要江

河的流量丰枯变化较大,

表1为我国最大河流与欧

洲最大河流的水文特征比

较 , 从中可以看出我国

的河流无论是洪水的量级

还是洪水的丰枯变化程度

都远大于欧洲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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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最大雨量历时关系

Fig 3 Relationship between maximum precipitation and its duration in China

因此, 我国的自然条件和人口形势, 决定了我国的城市防洪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2 我国的城市发展, 不可能消除洪水灾害

我国的降水年内分配高度集中, 降水一般发生在雨季, 往往一个月的降水量可占全年降水

量的 1/ 3, 甚至超过一半, 而一个月的降水量又往往主要由几次或一次大的降水过程产生。大

部分河流的河川径流量主要由降水补给, 年径流量的分布特点基本上由年内降水量分布特点所

决定。因此, 我国江河丰枯流量变化大, 河道水面面积丰枯变化差异很大, 每遇灾害性洪水发

生, 洪水的泛滥范围进一步扩大。

由于我国水患灾害十分严重, 为了消除水患, 古代的城市基本上都采用坚筑基岸, 高筑城

墙的方法来防御洪水。每当发生大洪水, 河水泛滥, 各城市坚闭城门, 防御外部洪水侵入城

内。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口正在从农村迁移到城市, 1975年全世

界只有不到4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据世界银行预测到 2025年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比例将达到

60% , 其中有 90%的城市人口将集中在发展中国家。1950年世界上 100个最大城市中只有 41

个在发展中国家, 1995年已经增加到 64个, 这个比例还在上升。据 !中国统计年鉴∀[ 1]统计,

1978年我国总人口 9 63亿, 市镇人口1 72亿, 1999年总人口 12 59亿, 市镇人口 3 89亿, 22

年间总人口增长了 2 96亿, 其中市镇人口增长了 2 17亿。据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统计,

1989年我国城市数目为 450个 (其中 5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392个) , 非农业人口1 91亿, 工业

总产值前 50名的城市中, 5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仅有 2个; 1998年城市数目就已经增加到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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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其中 5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为 582个) , 非农业人口 2 57亿, 国内生产总值前 50名的城市

中, 5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上升到 7个。这些数字表明, 我国的城市化速度正在不断加快, 市

镇人口增长占总人口增长的73%以上, 城市非农业人口目前正以每年 700万人左右的速度在快

速增长。城市化的发展以中小城市的快速发展为代表, 中小城市的数量、人口和经济实力的增

长最快。同时, 城市化改变了城市的暴雨洪水规律, 加大了洪涝强度。以北京市为例, 据 42

个雨量站 1983- 1988年汛期雨量资料的统计, 城区雨量较郊区增大 6% ~ 13% ; 通榆河乐家花

园站 20世纪 60年代前后与 80年代三次降雨总量或最大 1 h雨量都十分接近的洪水比较, 1983

年洪水的洪峰流量几乎是 60年代两次洪水的二倍; 百万庄小区的下渗实验表明, 60 min人工

降雨, 新沥青路面下渗 2 88 mm, 草地下渗 46 9 mm, 城市化大大改变了地表径流与地下径流

的分配比例。

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 城市数量和规模的加大, 致使城市范围日益扩大。城市化的发展使

城区局部暴雨频次增多, 雨量加大; 洪水径流量增加, 汇流加快, 洪峰加大。如采用传统完全

防御外部洪水侵入的防洪战略, 则会使洪水的活动范围缩小为原来的 1/ 10, 甚至是几十分之

一。换言之, 防御同样量级的外部洪水城墙(或堤防)的高度就要成倍的增加。而随着城市化的

不断发展, 这样做的结果, 不但不会提高防洪标准, 即使维持原有的防洪标准也十分困难。所

以无论从经济、技术或风险的角度, 都是不合理的, 也是难以做到的。因此, 我国的城市发展

状况, 决定了城市防洪不可能完全消除洪水灾害。

3 我国的自然特点和社会发展状况, 决定了 21 世纪中国的城市防洪

战略, 只能是人与洪水的协调共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城市防洪任务不仅十分繁重, 而且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

展, 城市的防洪形势将愈加严峻。因此, 城市的防洪建设, 必须根据我国的自然特点和社会发

展状况, 制定我国城市 21世纪的防洪战略。

(1) 服从防洪规划, 给洪水必要的活动空间 元代沙克什所著的 !河防通议∀[ 3]
中, 曾经

提到 #夫战国之时作堤, 去河犹二十五里。虽屡迁徙而不为患。及乎汉世, 尚然近者百步, 远

者数里。以今验之, 则郡邑民房皆在旧日古堤之间耳, 又安得不为患也。∃ 可见, 由于人类社

会经济活动对自然界影响的规模和程度不断增加, 城市范围的逐步扩大, 人与洪水争地的矛盾

日益突出。面对新的世纪, 城市建设必须服从防洪规划, 明确划定防洪保留区、蓄滞洪区及河

道范围, 严禁侵占蓄洪、行洪或调蓄内涝的湖泊洼地, 不得向河滩地盲目发展, 给洪水特别是

城市外的洪水以必要的活动空间。

( 2) 主动适应洪水, 提高城市综合防洪能力 要清醒地认识到防洪减灾的能力受各种条件

的限制,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人类不可能完全消除洪水灾害, 人类在积极地、适度地改造

自然的同时, 必须顺应客观规律, 主动地适应洪水[ 4] , 在城市集镇规划时, 要考虑建设必要的

城市雨洪调蓄设施, 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空间调蓄雨洪, 减轻内涝灾害[ 5]。各种地面固定设施要

有适应洪水短暂淹没的能力, 供电、供水、通讯网络、对外交通干线和重要地下设施要提高抗

御洪涝能力, 以保证洪水期间, 城市的正常运转。

( 3) 合理选择综合防洪措施, 有效降低洪水风险 我国的江河洪水峰高量大, 灾害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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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防洪建设, 应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 合理选择综合的防洪措施。防洪建设的目的是有效

地减少洪水灾害而不是完全消除灾害, 因此, 所采取的各种措施除要充分考虑如何提高标准

外, 还要考虑如何合理地承担洪灾损失。目前我国的城市防洪堤防在防洪体系中仍起主导作

用, 但同时也成为汛期防洪的主要对象。堤防的建设除考虑给洪水必要的活动空间, 留出足够

的行洪通道外, 堤防的高度也应根据安全、经济及潜在的风险等因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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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urban flood mitigation strategy in the 21th century

SHI Hai feng, ZENG Zhao jing, ZHANG Ji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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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comparing the history, present condition of Chinese cities and that of European cities,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at the urban flood mitigation will be a hard long term task in China and Chinese urban

flood mit igat ion strategy will only be the coordinat ion between human act ivities and flood in the 21th centu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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