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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在蓄滞洪区利用洪水资源， 探讨洪水资源化收益和损失的函数关系及其定量分析方法。 以大黄堡洼为例， 建

立收益和损失的准量化函数， 基于水文和土地利用信息， 采用水力学数学模型， 澄清 ３ 种特定洪水重现期条件下收益

与损失的时空转换关系。 研究表明， 临界水深是实施洪水资源化规划和管控的关键参数； 洪水资源化的入流面积、 受

益面积、 平均水深、 最大水深与入流洪量成非线性正比关系， 并受到地形地貌和土地利用变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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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资源化是指在不成灾的情况下， 利用水库、 拦河闸坝、 自然洼地、 人工湖泊和地下水库等蓄水工程

拦蓄洪水， 延长洪水在河道、 蓄滞洪区等的滞留时间， 以恢复河流及湖泊、 洼地的生态环境， 及尽量多地补

充地下水。
蓄滞洪区是河堤外洪水临时贮存的低洼地带或湖泊。 本文关注的是低洼地带类的蓄滞洪区， 其内有数以

万计的居民和大量农田。 近年来， 人们逐渐摒弃旧有的单纯防洪观念， 开始倡导蓄滞洪区在改善民生和保护

环境中的作用［１］。 随着蓄滞洪区人口的逐年增加， 及其与周边地区经济落差的日益扩大， 蓄滞洪区自身的

经济发展成为不容回避的难题， 其解决得好坏直接影响到蓄滞洪区的正常运用， 甚至威胁到区域的防洪安

全。 因此， 选择在蓄滞洪区研究洪水资源化有着特殊的意义和重要性。 另外还应注意到， 较之其他地区， 蓄

滞洪区内已有的蓄洪、 滞洪和行洪等设施， 为实践洪水资源化提供了较好的工程基础。
以往的有关研究， 从自然地理、 人文社会和资源利用等不同角度， 采用定性［２⁃３］或定量［４⁃７］的方法， 充分

论证了在蓄滞洪区实现洪水资源化的可能性。 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付诸实施， 使洪水资源化从理

念变成实际。 在人口稠密的蓄滞洪区开展洪水资源化是把双刃剑， 收益与损失并存， 若要做到兴其利而避其

害， 必须充分了解收益和损失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规律。 本文以实际应用为目的， 从洪水资源化的收益与

损失的函数关系入手， 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分析洪水资源化的收益和损失及其时间和空间分布规

律， 为有关规划提供技术依据， 为实现洪水资源化的实时管控奠定基础。

１　 洪水资源化的收益 ／损失

１ １　 收益 ／损失的数学描述

位于某特定点， 洪水资源化的收益（Ｃｂ）和损失（Ｃｄ）随水深（ｈ）变化， 则有收益函数 Ｃｂ（ｈ）和损失函数

Ｃｄ（ｈ）。 如图 １ 所示， 洪水资源化对应某水深 ｈ 的实际收益 ＢＮ（ｈ）为 Ｃｂ（ｈ）与 Ｃｄ（ｈ）之间的面积。 图中 Ｂｍａ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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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洪水资源化收益 ／损失曲线示意

Ｆｉｇ １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ｎｄ ｌｏｓｓ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ｗａｔｅ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ｍａｘ分别为洪水资源化收益和损失的最大值。 ｈｃ称作洪水

资源化临界水位， 当 ｈ ＝ ｈｃ时， 收益 Ｂｃ 与损失 Ｄｃ 相等。
区间［０， ｈｃ］称作洪水资源化的收益区间。

因此， 在某特定点 ｐ， 对应水深 ｈｐ 的净收益 ／损失

（ＢＮ，ｐ）则为图 １ 中的阴影部分， 可表示如下：

ＢＮ，ｐ ＝ ∫ｈｐ
０
［Ｃｂ（ｈ） － Ｃｄ（ｈ）］ｄｈ （１）

依此类推， 在某特定面积 Ｓ 上， 对应水深 ｈＳ的净收

益 ／损失（ＢＮ，Ｓ）， 则可表示如下：

ＢＮ， Ｓ ＝ ∮
Ｓ
∫ｈＳ

０
［Ｃｂ（ｈ， Ｓ） － Ｃｄ（ｈ， Ｓ）］ｄｈｄＳ （２）

式中　 Ｃｂ（ｈ， Ｓ）和 Ｃｄ（ｈ， Ｓ）分别称作面收益函数和面损失

函数， 两者之差称作净面收益 ／损失函数，式（１）和式（２）则
分别称作净点收益 ／损失方程和净面收益 ／损失方程。

目前的资料精度和观测手段尚难支持式（１）和式（２）的求解。 以实用为目的， 本文将主要探讨面收益函数

Ｃｂ（ｈ， Ｓ）和面损失函数 Ｃｄ（ｈ， Ｓ）的准量化方法， 以及净面收益 ／损失函数式（２）在特定条件下的解。
１ ２　 净面收益 ／损失函数的准量化

选择水深作为洪水资源化收益 ／损失的关键因子， 对 Ｃｂ（ｈ）和 Ｃｄ（ｈ）的量化基于如下的经验分析。 在水

深为 ０ 的地区， 洪水资源化没有收益和损失。 在水深大于 ０ 的地区， 水深在一定范围内时， 洪水资源化以收

益为主； 若水深超过这一范围， 洪水资源化则以损失为主。 本文以人类正常生产生活为主要依据， 以定性的

阶梯函数给出 Ｃｂ（ｈ）和 Ｃｄ（ｈ）， 详见表 １。 由表 １ 可见， ｈｃ为 １ ０ ～ １ ５ ｍ， Ｂｍａｘ对应的水深为 １ ０ ～ １ ５ ｍ，
Ｄｍａｘ对应的水深为 １ ５～２ ０ ｍ。

表 １　 洪水资源化面收益 ／损失准量化函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ｅｎｅｆｉｔ ／ ｌｏｓｓ ｑｕａｓｉ⁃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ｗａｔｅ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水深区间 ｈ ／ ｍ 对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分析 面收益函数 Ｃｂ（ｈ，Ｓ） 面损失函数 Ｃｄ（ｈ，Ｓ）

０ 没有水流经过 无收益 无损失

０～０ ３ 对人类生产生活有益，基本无损失 高收益 无损失

０ ３～０ ７ 对儿童及家禽安全有影响 中收益 低损失

０ ７～１ ０ 对成人和牲畜出行、农田耕种有影响 低收益 中损失

１ ０～１ ５ 对成人安全及交通有较大影响 无收益 高损失

１ ５～２ ０ 对建筑物的安全有影响 无收益 超大损失

＞２ ０ 对大部分生产生活都有大影响 无收益 巨大损失

１ ３　 水力学数学模型　
本文使用二维水力学数学模型［８］。 其主体计算模块所运用的控制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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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ｑ 为守恒向量； ｆ、 ｇ 为 ｘ、 ｙ 方向的对流通量； ｓ 为源项向量； η ＝ ｚｂ＋ｈ 为水面高程即水位， ｚｂ 为地面

高程， ｈ 为水深； ｕ、 ｖ 分别为 ｘ、 ｙ 方向的流速； ｇ 为重力加速度； ρ 为水体密度； τｂｘ
＝ ρＣ ｆｕ ｕ２＋ｖ２ 和 τｂｙ

＝

ρＣ ｆｖ ｕ２＋ｖ２ 分别为 ｘ、 ｙ 方向的床面摩阻项， 其中 Ｃ ｆ ＝ｇｎ２ ／ ｈ１ ／ ３， ｎ 为曼宁摩阻系数； －∂ｚｂ ／ ∂ｘ 和－∂ｚｂ ／ ∂ｙ 为 ｘ、
ｙ 方向的床面底坡项。 此控制方程采用水位项替代水深项， 建立 “预和谐” 控制方程， 即 Ｐ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Ｗａｔｅｒ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预平衡浅水方程） ［９］； 采用 Ｇｏｄｕｎｏｖ 型有限体积法进行数值求解［９］。 此二维水力学

模型已成功应用于国内外的实际案例［９⁃１０］。

２　 案例研究

２ １　 研究区概况

大黄堡洼蓄滞洪区位于北运河的主要泄洪尾闾青龙湾减河中下游与北京排污河之间， 地处天津宝坻区、
武清区和宁河县境内交界处。 如图 ２ 所示， 区内地形平坦， 北部高程约 ３ ２０ ｍ（国家 ８５ 高程， 以下均同）、
南部高程约 １ ２０ ｍ［４］。 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 多年平均降水量约 ６１１ ｍｍ， ７、 ８ 月份雨量集中， 占全

年降水量的 １ ／ ２ 以上。 气候特点是冬寒晴燥， 夏热多雨， 春旱多风， 冬夏两季气温变化较大。

图 ２　 大黄堡洼蓄滞洪区示意

Ｆｉｇ ２ Ｄａｈｕａｎｇｐｕ Ｗａ ｆｌｏｏｄ ｄ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２ ２　 资料收集与处理

研究数据为大黄堡洼蓄滞洪区的土地利用、 水文和水土综合信息。 土地利用信息包括大黄堡洼蓄滞洪区

内 ３０ ｍ 分辨率的 ＤＥＭ 数据， 以及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Ｌａｎｄｓａｔ 遥感影像数据。 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及人工目视解

译， 得到 ２００９ 年大黄堡洼的土地利用情况。 水文信息包括大黄堡洼上游土门楼水文站重现期分别为 ５ 年一

遇、 １０ 年一遇和 ２０ 年一遇的设计洪水过程线。 水土综合信息指对应不同土地类型的曼宁系数。 由于对海河

流域的曼宁系数实验研究较少， 所以本研究借鉴国内外有关研究［１１⁃１２］， 经过综合分析， 获得有关数据。
２ ３　 净面收益 ／损失方程的 ３ 个特解

蓄滞洪区的洪水资源化以中小洪水为目标， 因此选定 ５ 年、 １０ 年和 ２０ 年重现期的洪水为研究对象，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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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净面收益 ／损失方程的 ３ 个特解。 求解过程为： 基于水文和土地利用资料， 将大黄堡洼蓄滞洪区划分成

１１２ ７７０ 个网格； 采用水力学数学模型， 模拟上述 ３ 个特定重现期洪水的入流过程； 根据网格水深， 以面积

加权法计算各行政村的平均水深； 基于净面收益 ／损失的准量化函数， 统计分析各行政村的收益 ／损失状况。
２ ３ １　 入流过程模拟

入流过程的模拟计算显示， 入流面积、 平均水深、 最大水深和可能的洪水资源化受益面积与入流洪水量

的多少成非线性正比关系。 图 ３ 给出入流 ３ 天后水深的空间分布， 表 ２ 给出了入流的主要统计特性。

图 ３　 不同重现期洪水入流的空间变化

Ｆｉｇ 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ｏｄ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ｆｌｏｏ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表 ２　 不同重现期洪水入流的统计特性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ｆｌｏｏｄ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ｆｌｏｏ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洪水重现期 ／ ａ 入流量 ／ 亿 ｍ３ 入流面积 ／ 亿 ｍ２ 平均深度 ／ ｍ 最大深度 ／ ｍ （入流面积 ／ 总面积） ／ ％

５ １ ３２８ １ ２５３ １ ０５５ ７ １７２ ４５ ７

１０ ２ ６７０ ２ ００１ １ ３３２ ７ ７１０ ７３ ０

２０ ４ ４５１ ２ ５７９ １ ７２４ ８ ０５８ ９４ １

２ ３ ２　 收益 ／ 损失的空间分布

根据表 １ 和图 ３ 显示结果， 给出了利用不同重现期洪水的收益 ／损失的空间分布（图 ４）。

图 ４　 利用不同重现期洪水的收益 ／损失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４ Ｂｅｎｅｆｉｔ ／ ｌｏｓｓ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ｆｌｏｏ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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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３　 行政村的收益 ／ 损失分析

行政村是洪水资源化主体， 因此各行政村的收益 ／损失状况是实施洪水资源化的重要决策信息。 某行政

村的平均水深是各不同水深的面积加权平均：

Ｈｖ ＝ ∑
ｎ

ｉ ＝ １
ＳｉＨｉ ／ Ｓ （５）

式中　 Ｈｖ 为行政村 ｖ 的平均水深； Ｈｉ 和 Ｓｉ 是村内某水深及其对应面积； Ｓ 为 ｖ 村总面积。
可据式（５）和表 １ 评估各行政村的收益 ／损失程度。 结果表明， 随着洪水利用量的增大， 收益村庄数明

显减小， 承担损失村庄数增加。 如表 ３ 所示， 大黄堡洼蓄滞洪区范围内包括 ８３ 个行政村， 当洪水重现期分

别为 ５ 年、 １０ 年和 ２０ 年时， 分别有 ２２ 个、 １５ 个和 ４ 个村庄有收益且无损失， 分别占总村庄数的比例为

２６ ５％、 ８ １％和 ４ ８％； 相应地， 分别有 ３０ 个、 ６３ 个和 ７９ 个村庄需承担洪水资源化造成的损失， 占总村庄

数的比例分别为 ３６ １％、 ７５ ９％和 ９５ ２％。

表 ３　 洪水资源化收益 ／损失村庄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 ／ ｌｏｓｓ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ｗａｔｅｒ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洪水重现期 ／ ａ 高收益无损失村庄数 占总村庄数比例 ／ ％ 承担损失村庄数 占总村庄数比例 ／ ％

５ ２２ ２６ ５ ３０ ３６ １

１０ １５ １８ １ ６３ ７５ ９

２０ ４ ４ ８ ７９ ９５ ２

３　 结　 　 论

实施蓄滞洪区的洪水资源化须详尽的收益和损失信息， 目前尚缺乏分析方法。 本文从生产实际出发， 提

出收益与损失的函数关系和量化方法， 并以大黄堡洼为例， 依据水文和土地利用信息， 辅以水力学数学模

型， 澄清了 ３ 种特定洪水重现期条件下收益与损失的转换关系。
案例研究表明， 临界水深是洪水资源化收益与损失的分界点， 若某点或面的实际水深超过该临界水深，

则洪水资源化对于该点或面变得有害无益， 此水深是有关工作中的重要参数； 洪水资源化过程是收益与损失

的时空转化过程， 识别收益与识别损失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在特定区域内和条件下， 洪水资源化的入流面

积、 受益面积、 平均水深、 最大水深与入流洪水量成非线性正比关系， 这一关系受到地形、 地貌和土地利用

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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