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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配合中国水利部组织编制全国主要江河防洪规划工作，对与编制防洪规划有关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研

究。提出用 20 世纪发生过的大洪水淹没范围作为界定防洪区的基础; 风险管理最重要的是规避风险和应对风险，

而规避风险的核心是约束人类不合理的经济社会活动，降低洪水灾害造成的风险; 当防洪区受到两种洪水风险威

胁时，应当采用二维概率分布核查防洪区的标准; 合理提高城市防洪标准，是城市防洪的首要任务; 要协调城市防

洪与城市建设的关系，充分发挥城市拦蓄雨洪的作用( 如保留必要的水面率、雨水利用等) ，蓄排兼顾，而不宜过分

强调城市排水; 建议根据淹没水深、淹没历时和洪水频率组成的洪水风险度因子划分蓄滞洪区风险区，并结合蓄滞

洪区自然地理条件比选安全建设模式。

关键词: 防洪; 风险管理; 防洪规划; 防洪标准; 中国

中图分类号: S422; TV1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791( 2010) 04-0490-06

收稿日期: 2009-07-26
基金项目: 科技部公益性项目“我国城市化进程和城市防洪减灾”资助 ( 2000DIB20101)

作者简介: 李原园( 1964 － ) ，男，河北涞水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水利规划方面的工作和研究。
E-mail: yyuanli@ iwhr. com

1998 年，中国一些主要江河同时发生了大洪水或特大洪水，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长江

流域遭遇了 20 世纪仅次于 1954 年的流域性特大洪水，松花江、闽江和西江等遭受了特大洪灾。水利部对此

极为关注，认为新中国成立( 1949 年) 以来，水利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江河抗御大洪水的能力却依

然普遍偏低，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很不适应，有必要进一步加强防洪建设和管理，提高主要江河的

防洪标准，降低洪水风险，实现从防御洪水向洪水管理的转变，以适应 21 世纪水利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

需要。新一轮水利建设，要求规划先行，水利部决定启动全国防洪规划编制工作［1］。全国主要江河按照统

一技术要求同时开展防洪规划编制工作，这在中国尚属首次。为配合防洪规划编制，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

计总院承担组织了多项专题研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防洪区包括洪泛区、蓄滞洪区、防洪保护区和防洪规划保留区。国外只

有“洪泛区”定义，而无防洪区概念［2-5］。因此，防洪区如何界定，防洪区洪水风险如何定义，国内外认识

不尽相同［4-7］，有必要明确概念，统一方法; 洪水风险管理包含哪些内容; 城市防洪标准与江河防洪体系是

什么关系，如何协调; 蓄滞洪区分洪滞洪风险如何确定，以及蓄滞洪区安全建设如何规划等，都需要根据中

国实际情况加以解决。通过研究，提出了技术要求，基本满足了流域和全国防洪规划以及全国蓄滞洪区安全

建设与管理规划的需要。本文浓缩地对此作了介绍。

1 关于防洪区范围界定问题

防洪区范围的界定，是防洪规划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防洪区定义为洪

水泛滥所能淹及的地区。这里没有明确是什么洪水。一般地，洪水的量级不同，洪水泛滥所能淹及的范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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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定义出来的防洪区也就不同。国外的洪泛区类似中国法律规定的防洪区，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等国将 100 年一遇洪水淹没的范围，划定为防洪保险的范围，类似洪泛区，超出该范围，不再保险。由此

可见，国外划定洪泛区或防洪区所采用的洪水，有一定频率含义。防洪区范围划分的方法通常有历史洪水

法、水文学法与水力学法等，鉴于中国的国情，笔者参照国外的经验，结合中国江河洪水的特点，认为用

20 世纪以来发生过的某次( 或某几次) 大洪水的淹没范围，作为该江河界定防洪区的基础，而不刻意强调大

洪水的频率概念是比较适宜的。例如，松花江用 1932 年、1998 年洪水，海河北系和南系分别用 1939 年和

1963 年洪水，黄河用若干次破堤泛滥的历史洪水，长江、淮河用 1954 年洪水，珠江用 1915 年、1994 年洪

水等。

2 关于洪水风险与洪水风险管理问题

2. 1 洪水风险

洪水风险是从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转移的十分重要的核心概念，笔者认为，在描述洪水风险概念时，应

当对风险( Risk) 与危险( Hazard) 加以区别。危险是指自然事件造成危害的潜在威胁，而风险则指这种潜在威

胁的可能性。危险并不等同于风险，再大的危险，如果出现的机遇很小，其风险就不会很大。危险与风险最

大的区别不在于危害的程度，而在于后者具有危害发生的可能性或几率。洪水危险的量度一般用事件造成的

结果表示，洪水风险的量度则用洪水造成的结果与洪水频率之乘积表示。防洪中的风险内涵较为广泛，除天

然洪水产生的水文风险外，还有因人为因素导致的风险或加大风险，因洪水而引发的防洪工程破坏或失事风

险、环境与生态风险等等，本文特别关注与水文及人类活动关系密切的洪水风险。
洪水风险图是洪水风险的空间表示，流域洪水风险图上的洪水风险应理解为流域防洪系统在给定防洪能

力的条件下可能产生的潜在风险，这种风险是同频率的，具有等可能性和可比性; 而不是任何一场实际洪水

在流域上产生的风险。因此，准确确定设计洪水是绘制洪水风险图的关键。
2. 2 洪水风险管理

防洪从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转变是治水思想的重大变革，洪水管理的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构

建和谐社会。引进洪水风险概念，就是要在作出处理洪水的决策时，估计未来洪水发生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

或风险，对策措施应该包括应对这种洪水风险的余地。人类不可能完全控制或驾驭风险，而只能通过种种措

施手段，使洪水及其酿成的灾害控制到人们可以接受的程度。即是说人类必须承受适度的洪水风险。风险管

理就是要识别风险，估计风险，评价风险，规避风险与应对风险，其中最重要的是规避风险和应对风险，而

规避风险的核心是约束人类不合理的经济社会活动，降低洪水灾害造成的风险，如控制人类开发利用洪泛区

以减少洪灾风险; 应对风险的关键是转移风险和分担风险，转移风险的目的在于，以全局的观点，从流域或

区域出发，通过各种措施实施洪水风险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转移与降低，从而达到以最低的代价，获得最大限

度地减少洪灾损失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分担风险就是将风险损失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与

生态环境建设之间进行分配的过程。风险损失的分担，实质上是社会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再分配问题。因

此，风险损失的分担必须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的原则。各利益主体间的协调以及各种生态环境利益间

的协调是关键。
土地是人和洪水的载体，处理人和水的关系，无法脱离对土地的管理，管理人和水，必须管理土地。因

此，洪水管理的核心是土地利用的洪水风险管理。在防御和减少洪水对人类危害的同时，规范人类的经济社

会行为，给洪水以出路，也给人类留下发展的空间。笔者认为，土地利用洪水风险管理应锁定在水利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的交集上，通过编制土地利用洪水风险管理专项规划，将洪水风险区的土

地利用管理原则与要求融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中，从而达到对防洪区土地利用实施洪水风险

管理的目的。土地利用洪水风险管理专项规划的内容很多，但编制洪水风险图、评估土地利用对洪水的影响

以及洪水对土地利用的影响、拟订洪水风险区土地利用原则与要求，则是编制专项规划的必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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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江河保护区防洪标准问题

在根据《防洪标准》GB 50201-94 确定江河堤防保护区的防洪标准时需要对一些问题作些说明，例如: 受

堤防保护的地区，特别在广大平原地区，保护区往往被多条河流切割，形成多条河流堤防保护的地区。这些

河流堤防的防洪标准可能不尽相同，因而产生保护区防洪标准不确定的问题。笔者建议用以下方法认定重叠

保护区的防洪标准。
当一个防洪保护区受到不同设防标准的堤防保护时，其防洪标准的认定应视各堤防的标准及有关河道洪

水的相关性而定。设 P( A) 、P( B) 分别代表 A、B 两河的防洪标准( 防御洪水频率) ，P( C) 代表保护区 C 的标

准( 图 1) 。

图 1 C 地区防洪标准与两河系相应堤防标准关系图

Fig. 1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 district flood prevention standard and the corresponding dyke standards of two river systems

( 1) 当 A、B 两河洪水具有一致性，相关系数为 1. 0，A、B 两河防洪标准相同，则保护区标准为

P( C) = P( A) = P( B)

( 2) 当 A、B 两河洪水具有一致性，相关系数为 1. 0，而 A、B 两河防洪标准不同 ［假定 P( A) ＜ P( B) ］，

则保护区标准就低不就高，即取 P( B) ，则

P( C) = P( B)

( 3) 当 A、B 两河洪水完全不遭遇，完全不一致，相关系数为 0，则保护区标准为

P( C) = P( A) + P( B)

( 4) 当 A、B 两河洪水具有一定相关性，相关系数 0 ＜ r ＜ 1. 0，则保护区标准可用二维联合分布概率密

度函数计算，例如两河洪水相关系数 r = 0. 5，要使保护区达到 100 年一遇标准，则当 B 河堤防为 125 年一遇

( P = 0. 8% ) 时，A 河堤防标准需要 480 年一遇( P = 0. 26% ) 才行。其它标准组合可从图 1 上曲线查出。
以淮河流域淮北大堤保护区为例( 图 2) ( 仅仅作为示例，一些数据仅供参考) 。淮北大堤由颍淝、淝涡、

涡东等 3 个圈堤及淮北大堤北堤组成，包括淮河干流左堤，颍河左堤，西淝河左堤，涡河右堤，涡河左堤，

保护区内面积 16500 km2。显然，淮北大堤保护区受到淮河干流及颍河、西淝河与涡河 3 条支流堤防的保护，

因而产生保护区重叠问题。
3. 1 颍淝圈堤保护区

颍淝圈堤保护区南边受淮河干流堤防保护，防洪标准约 40 年一遇; 西侧受颍河下游左堤保护，左堤属淮

北大堤，故标准为 40 年一遇; 东侧受西淝河右堤保护，属一般堤防，约 20 年一遇。假定淮北支流与淮河干流

洪水具有一致性，按就低不就高的原则，初步确定颍淝圈堤保护区标准即西淝河右堤标准，约 20 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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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淝涡圈堤保护区

淝涡圈堤保护区南边受淮干堤防保护，防洪标准约 40 年一遇; 西侧受西淝河左堤保护，东侧受涡河右

堤保护，由于这两段堤防均属淮北大堤，标准均为 40 年一遇，因此，基于淮河干支流洪水一致性的假定，

该保护区标准可定为 40 年一遇。
3. 3 涡东圈堤保护区

涡东圈堤保护区南边受淮干堤防保护，标准约 40 年一遇; 西侧受涡河左堤保护，左堤属淮北大堤，故

标准为 40 年一遇; 东侧到新汴河与溧河洼，其间还有浍河、北淝河、沱河等支流通过，防洪标准一般约 20
年一遇。按以上原则，该保护区标准可定为 20 年一遇。

由此可见，当保护区发生重叠时，其防洪标准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能笼统地说因为淮北大堤防洪标准

约 40 年一遇，而将淮北大堤保护区的标准也都定为 40 年一遇。最好说淮北大堤保护区标准为 20 ～ 40 年一

遇。( 以上数字仅代表前几年情况)

图 2 淮北大堤保护区示意图

Fig. 2 Map of the flood prevention area by the Huaibei ( Huaihe River north) embankment

4 关于城市防洪减灾对策问题

城市防洪减灾对策因城市的多样性而变得很复杂。中国有 600 多座设市城市，每个城市的情况和洪水特

点都不一样，如何从中提炼出共性，是研究并制定城市防洪减灾对策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应根据城市

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洪水特征对城市进行分类，然后分类提出概括性的、具有共性的城市防洪减灾对策。例

如，城市防洪标准普遍偏低，城市处在很大的洪水风险中，合理提高城市防洪标准，是城市防洪的首要任

务; 要协调城市防洪与城市建设的关系，充分发挥城市拦蓄雨洪的作用( 如保留必要的水面率、雨水利用

等) ，蓄排兼顾，而不宜过分强调排水; 城市防洪应在江河水系防洪系统的基础上采取自保措施，要十分重

视堤防束水的集聚效应，慎重对待修建城市堤防，妥善处理沿河上下游的洪水关系; 要从全局出发解决平原

水网地区洪水出路问题，统一规划平原水网地区的城市圈( 圩) 堤，不能保护一地，危及四方; 城市生命线工

程防洪标准不应低于主城区防洪标准; 沿海地区修建海堤的关键不在高度，而在质量; 防御山洪应以非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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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为主，工程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应尽量避开高风险区等。

5 关于蓄滞洪区安全建设问题

蓄滞洪区安全建设模式可包括区外安置、区内安置、临时避洪与自保安置 4 种，在选用安建模式时应根

据国情、水情、人情、地情，因地制宜地妥善处理人、地、水三者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应在蓄滞洪区分类

的基础上，根据蓄滞洪区的具体情况进行洪水风险分区，再对安建模式进行比选。建议根据淹没水深、淹没

历时和洪水频率组成的洪水风险度因子划分蓄滞洪区风险区，并结合蓄滞洪区自然地理条件、洪水预见期长

短、有无城镇或岗地依靠等因素，比选安全建设模式。
蓄滞洪区存在的关键问题是 “三农”问题没有很好解决，而要解决 “三农”问题，必须在推进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大环境中，以解决蓄滞洪区农民的生活和生产出路为切入点才有可能。很重要的是蓄滞洪区

建设要有新思路，要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关键是蓄滞洪区建设规划要与乡镇规划紧密结合。

6 结 论

( 1) 防洪区定义为洪水泛滥所能淹及的地区，分为洪泛区，蓄滞洪区，防洪保护区和防洪规划保留区。
用 20 世纪以来发生过的某次( 或某几次) 大洪水的淹没范围，作为该江河界定防洪区的基础，而不刻意强调

大洪水的频率概念是比较适宜的。
( 2) 危险与风险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危害的程度，而在于后者具有危害发生的可能性或概率。洪水危险

的量度一般用事件造成的结果表示，洪水风险的量度则用洪水造成的结果与洪水频率之乘积表示。防洪从控

制洪水向洪水管理转变是治水思想的重大变革，洪水管理的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作出处理洪水

的决策时，应该包括应对这种洪水风险的余地。应对风险的关键是转移风险和分担风险，分担风险就是将风

险损失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之间进行分配的过程。土地是人和洪水的载体，

处理人和水的关系，无法脱离对土地的管理，管理人和水，必须管理土地。因此，洪水管理的核心是土地利

用的洪水风险管理。
( 3) 当一个防洪保护区受到不同设防标准的堤防保护时，其防洪标准的认定应视各堤防的标准及有关河道

洪水的相关性而定。当两河洪水具有一定相关性，则保护区标准应当用二维联合分布概率密度函数计算。
( 4) 合理提高城市防洪标准，是城市防洪的首要任务; 要协调城市防洪与城市建设的关系，充分发挥

城市拦蓄雨洪的作用( 如保留必要的水面率、雨水利用等) ，蓄排兼顾，而不宜过分强调排水。
( 5) 蓄滞洪区安全建设模式可包括区外安置、区内安置、临时避洪与自保安置 4 种，在选用安建模式

时应根据国情、水情、人情、地情，因地制宜地妥善处理人、地、水三者间的关系。可根据淹没水深、淹没

历时和洪水频率组成的洪水风险度因子划分蓄滞洪区风险区，并结合蓄滞洪区自然地理条件、洪水预见期长

短、有无城镇或岗地依靠等因素，比选安全建设模式。蓄滞洪区建设要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关

键是蓄滞洪区建设规划要与乡镇规划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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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thinking on major issues in China floo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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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efforts were made to study several major issues in formulating the flood prevention plan of
China's seven large river basins． The planning activity was organized by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Our re-
search recommendations were adopted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plan formulation． For example，we propose using the
severe floods submerge areas of the 20th century as benchmark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future flood prevention areas．
Our viewpoint i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n the flood risk management is to actively circumvent risks and
respond to risks． The core of circumvention risk is to restrict those unreasonable social economic activities of human-
kind，and thus reducing the flood risk． The design standard of a flood prevention area needs to be verified using a
two-dimensional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method when the area is potentially threatened by two kinds of flood risks． Ra-
tionally upgrading the flood prevention standard is the priority in urban flood control． It is essential to better coordinate
urban flood control and development，and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urban damping effect on rainwater including reten-
tion of necessary water areas and utilization of rainwater． We should have well-balanced consideration to both options
of storing and draining rainwater，rather than overemphasizing on the drainage option alone． We recommend that com-
parison and selection of safe development scheme for a flood retention area should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he risk
zone that is divided using the integrated flood risk factor based upon the duration，frequency and depth of inundation，

as well as the area natural and geographic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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