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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定量评估分蓄洪工程启用过程中蓄滞洪区的洪水风险等级， 创建了基于力学过程的蓄滞洪区洪水风险评

估模型。 该模型采用二维水动力学模块计算蓄滞洪区的洪水演进过程， 利用洪水中人体跌倒失稳公式及洪水中房

屋、 农作物损失的计算关系式， 评估各类受淹对象的洪水风险等级。 然后将二维水动力学模块计算的洪水要素与

两个物理模型试验值进行对比， 表明二维水动力学模块的计算精度良好。 最后计算了荆江分洪工程启用时分洪区

内洪水的演进过程， 并评估洪灾中群众的危险等级和财产损失。 计算结果表明： 洪水演进至 １４０ ｈ 时， 蓄滞洪区群

众、 房屋、 水稻和棉花的平均损失率分别为 ８５％、 ５９％、 ６３％ 和 ７２％。 模型中提出的采用基于受淹对象失稳机制

的洪水风险分析方法， 比以往经验水深法划分风险等级的适用性更好， 不仅能为洪水风险管理及蓄滞洪区启用标

准制定提供参考， 也能推广应用于溃坝或堰塞湖溃决等极端洪水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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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 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活动影响了水循环要素的时空分布特征， 增加了极端降雨过程和超河道

防洪标准洪水发生的概率［１］。 １９４９ 年以来， 长江流域多次发生重大洪水灾害。 １９５４ 年， 长江发生特大洪水，
首次启用荆江分洪工程， 通过蓄滞部分洪水、 削减下游洪峰及总水量， 减轻两岸堤防及重点城市防洪压

力［２］。 ２０１６ 年， 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等影响， 长江流域暴雨频发， 长江流域多条河流出现超警戒水位， 部

分支流发生超保证乃至超历史洪水［３］。 长江防洪工程的大规模建设，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长江中下游的防

洪能力， 但河道安全泄流能力与长江洪水峰高量大的矛盾仍然突出， 分蓄洪工程是减轻两岸大堤及重点城市

防洪压力的重要工程措施之一［３⁃４］。 随着蓄滞洪区的建设与发展， 分洪工程启用不仅威胁当地群众的生命安

全， 还将造成非常严重的财产损失。 因此， 在分蓄洪工程启用过程中， 定量评估群众生命财产风险是亟需解

决的问题之一。
国内外关于洪灾风险评估方面成果颇多， 归纳了各类受淹对象洪灾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 提出了计算洪

水风险的相关曲线图或多元回归分析法等［５］。 现有洪水风险及财产损失评估， 通常采用平面二维水动力学

模型计算分蓄洪区的洪水演进过程［６⁃１０］， 再以洪水要素的时空分布确定人体危险等级以及房屋、 作物等的财

产损失率。 邹强等［２］基于最大熵原理和属性区间识别理论建立了洪水风险评估模型， 采用梯形模糊数和层

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分配评价指标的权重， 以灾害的自然属性 “危险性” 与 灾害的社会属性 “易损性”
之积来评定洪水风险， 对受淹对象的易损性评价中没有考虑其失稳的动力学机制及过程。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 等［１１］ 以

经验的水深流速关系为人体失稳标准， 将二维水动力学模型与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技术有机结合， 构建了

ＬＳＭ（Ｌｉｆ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ｏｄｅｌ）模型并估计了法国马尔巴塞拱坝溃决灾害中的伤亡人数。 洪水风险分析方法研究是当

前热点问题， 以上模型多采用最大淹没范围、 最大水深和流速分布、 洪水到达时间或者经验关系来标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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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洪水危险等级，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定性分析洪水淹没区域的受灾情况， 但忽略了受淹对象失稳的力学

机制， 难以具体量化洪水中行人的危险等级及财产损失程度。
洪水中受淹对象（包括人体、 房屋和农作物）的风险等级及损失计算主要与水深、 流速及淹没历时有

关［１２⁃１５］。 本文基于二维水动力学过程模拟分蓄洪区的洪水演进， 结合洪水要素（水深、 流速和淹没历时）的
时空分布， 考虑洪水中人体失稳的力学机制及影响房屋和农作物洪灾损失的主要因素， 具体量化各类受淹对

象的洪水风险等级与洪水要素之间的关系。 提出的模型将有助于洪泛区的洪水风险管理， 也将为蓄滞洪区启

用标准制定提供参考。

１　 洪水风险评估模型

长江中下游洪水具有峰高、 量大、 历时长的特点， 加上河湖的蓄泄能力不足［３⁃４］， 所以极端洪水中， 利

用分蓄洪工程蓄滞部分洪水， 是减轻下游防洪压力的重要措施。 分蓄洪区的受淹对象主要指村庄中的居民、
房屋及田地中农作物等， 其抗洪能力主要以不同洪水条件下危险等级和损失率的形式体现。 在当前防洪形势

下， 分洪工程一旦启用， 分蓄洪区的洪水演进过程模拟和受淹对象的抗洪能力评估非常重要。 因此， 建立的

模型具体包括两部分： 采用平面二维水动力学模块， 模拟分蓄洪区洪水流动过程； 根据洪水中受淹对象失稳

的力学机制及影响洪灾损失的主要因素， 提出划分洪水中受淹对象危险等级模块。
１ １　 平面二维水动力学模块

分蓄洪区的洪水流动过程， 可以采用沿水深方向平均的二维浅水控制方程来描述， 并用基于无结构三角

网格的有限体积法离散求解［１６］。 沿水深平均的二维浅水流动控制方程， 可以写成如下守恒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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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Ｕ 为守恒向量； Ｅ、 Ｇ 分别为 ｘ、 ｙ 方向的对流通量； Ｅ～ 、 Ｇ～ 分别为 ｘ、 ｙ 方向的扩散通量； Ｓ 为源项

向量， 包括床面底坡项、 摩阻项等。 式（１）中各项可进一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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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ｕ、 ｖ 分别为 ｘ、 ｙ 方向的流速， ｍ ／ ｓ； ｈ 为水深， ｍ； ｑｓ 为单位面积上的流量源项， ｍ ／ ｓ； ｇ 为当地重

力加速度； Ｓｂｘ、 Ｓｂｙ为床面底坡项； Ｓｆｘ、 Ｓｆｙ为床面摩阻项， 表达式与曼宁糙率系数有关。
采用无结构的三角形网格， 较好地拟合不规则的边界； 利用单元中心格式的有限体积法， 有利于处理陆

地及给定流量过程的边界条件。 基于 Ｒｏｅ 格式的近似 Ｒｉｅｍａｎｎ 解与 ＭＵＳＣＬ（Ｍｏｎｏｔｏｎｅ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Ｓｃｈｅｍ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ｓ） 方法结合， 计算界面水流通量的精度较高； 结合空间方向的 ＴＶＤ （ Ｔｏ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ｉｎｇ）⁃ＭＵＳＣＬ 格式及时间方向的预测⁃校正格式， 所以在时空方向具有二阶计算精度。 引入最小水深

来判断干湿单元， 干湿界面的处理方法系统地考虑了无效干单元重新参与或不参与计算的过程， 可在一定程

度上减少计算时间。
１ ２　 受淹对象危险等级评估模块

随着中国人口和社会的发展， 分蓄洪区除了要承担分蓄超过河道安全泄量的超额洪水的任务， 也是部分

居民生产生活的场所。 区域内居民的生产方式以传统农业为主， 受淹对象主要包括 ３ 种类型： 人体、 房屋及

农作物。 模型考虑洪水中人体跌倒失稳的力学机制［１２⁃１３］， 以危险程度作为洪水风险等级的指标； 房屋倒塌

主要与内外水深差和流速有关［１４，２１］， 由此可较为准确地计算房屋损毁程度； 洪水中农作物损失计算以棉花、
水稻为对象， 计算不同淹没水深和历时［１５］下基于平均尺度的农作物损失率。



８６０　　 水 科 学 进 展 第 ２８ 卷　

１ ２ １　 洪水中人体危险等级判断

研究洪水中人体的失稳机制， 主要采用理论分析、 水槽试验以及二者相结合的方法［１２⁃１３，１７⁃１９］。 Ｋｅｌｌｅｒ 和
Ｍｉｔｓｃｈ［１７］将人体简单概化为质量与体积等值的垂直圆柱体， 假定来流沿水深均匀分布， 基于人体跌倒失稳时

的力矩平衡原理， 推导出相应的起动流速公式； Ａｂｔ 等［１８］利用 ２０ 位成年人及 １ 个人体模型， 开展洪水中人

体失稳的水槽试验并提出了人体发生跌倒失稳的关系曲线； Ｋａｒｖｏｎｅｎ 等［１９］ 测试了洪水中 ７ 位成年人跌倒失

稳时的水流条件， 根据试验结果建立了失稳时来流单宽流量与人体身高及体重之积成正比的经验关系。 实际

洪水中的人体主要受到重力、 浮力、 支持力、 拖曳力和摩擦力共 ５ 个力的作用， Ｘｉａ 等［１２］采用理论分析与水

槽试验相结合的方法， 考虑来流沿水深不均匀分布的特点， 根据人体脚跟处力矩平衡， 推导出人体跌倒失稳

的起动流速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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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Ｕｃ为洪水中人体滑移失稳时的临界流速； ρｆ为水的密度； ｈｐ、 ｍｐ为人的身高及体重； 采用人机工程学

计算人体受到的浮力， 由中国人的身体结构特征率定出 ａ１ ＝ ０ ６３３、 ｂ１ ＝ ０ ３６７、 ａ２ ＝ １ ０１５ ×１０－３ｍ３ ／ ｋｇ、 ｂ２ ＝
－４ ９３７×１０－３ ｍ３。 Ｘｉａ 等［１２］利用人体模型， 得到了 ４６ 组模型人体跌倒失稳时的水深及相应的流速， 根据试

验结果率定 ２ 个综合参数： α ＝ ３ ４７２ ｍ０ ５ ／ ｓ 和 β ＝ ０ １８８。
对于身高 １ ７１ ｍ， 体重 ６８ ７ ｋｇ 的成年人来讲， 利用式（３）和率定的参数绘制了临界曲线， 如图 １ 中实

线所示； 利用 Ａｂｔ 等［１８］和 Ｋａｒｖｏｎｅｎ 等［１９］真实人体失稳的水槽试验数据， 同样绘制临界曲线， 如图 １ 中虚线

所示。 可以看出， 实线偏于虚线的下方， 即相同水深条件下， 实线的起动流速小于虚线， 即以模型试验数据

率定的临界曲线为标准， 更有利于保证洪水中人体的生命安全。 为同时考虑水深和流速对人体稳定性的影

响， 量化受淹对象的危险等级， 以来流流速与临界流速的比值定义洪水中人体的危险程度：
ＤＨＰ ＝ ｍｉｎ（１ ０， Ｕ ／ Ｕｃ） （４）

式中： ＤＨＰ为洪水中人体的危险程度； Ｕ 为来流流速。 如果 ＤＨＰ值为 ０， 那么人体将处于安全状态； 如果 ＤＨＰ

值等于 １ ０， 那么人体将在洪水作用下失稳并被冲走。

图 １　 洪水中人体跌倒失稳临界曲线

Ｆｉｇ １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ｉｎ ｆｌｏｏｄｗａ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ａｄｕｌｔｓ

１ ２ ２　 洪水中房屋危险等级判断

房屋是居民生产生活中必要的基础建筑形式之一。 洪水中的房屋除了受到水流侵蚀、 冲击和静水压力等

的作用， 还有可能受到洪水中树木等漂浮物的撞击， 于是很容易发生倒塌； 不同类型房屋抵抗洪水的能力也

不同， 木屋的稳定性最差， 钢混房的稳定性最好［１４，２０⁃２１］。 现有研究表明， 认为房屋内外的水位差和近墙体的

水流流速决定了洪水中房屋的危险等级［１４，２０］。 Ｋｅｌｍａｎ［１４］提出了最大水深及流速下的房屋损毁程度矩阵， 但

对于初步评估而言， 该矩阵过于复杂。 本文利用 Ｄｅｆｒａ 和 ＥＡ［２１］ 提出的房屋损毁程度评价的矩阵， 以水深和

流速为自变量， 将简化的矩阵近似表达为

ＤＨＢ ＝ ０ ７Ｕ０ １４Δｈ０ ３４ （５）
式中： ＤＨＢ为洪水中房屋的危险程度； Ｕ 为房屋附近的来流流速； Δｈ 为房屋内外的水位差。 根据 ＤＨＢ值将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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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房屋的破坏程度划分为 ３ 个等级， 具体包括轻度损毁（ＤＨＢ≤０ ５）、 中度损毁（０ ５＜ ＤＨＢ＜０ ９８）及重度损

毁（ＤＨＢ≥０ ９８）。 由于缺乏详尽的房屋结构， 很难准确给出房屋内外的水位差， 所以模型中假设房屋内外的

水位差近似为所在三角单元水深的 １ ／ ２。 应当指出， 这种基于平均尺度的房屋损毁程度评价， 并未考虑具体

的房屋结构和类型， 但与经验水深法相比， 已有较明显的进步。
１ ２ ３　 洪水中农作物损失率计算

蓄滞洪区的开发多以农业为主， 一旦分洪， 大量农作物被淹或冲走， 是分蓄洪区洪灾损失的重要组成部

分。 各地区种植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类型不尽相同， 相应的耐水程度也不同， 因此， 在不同洪水要素及

淹没历时条件下的损失情况差别很大。 前人研究表明（见表 １）， 农作物的损失主要与类型、 品种、 生长期以

及淹没水深和历时有关。 对于特定的区域， 农作物的类型和品种可视为已知， 生长期可根据该位置的洪水期

确定， 那么分洪过程则是影响农作物洪灾损失的主要不确定因素。

表 １　 洪水中农作物损失评价的相关研究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ｎ ｌｏｓｓ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ｒｏｐｓ ｉｎ ｆｌｏｏｄｗａｔｅｒｓ

研究者 种植区域 对象 方法 考虑因素 损失计算方法

刘树坤等［１５］ 黄河滩区及分蓄洪区 水稻、棉花 调查分析 淹没水深、历时 农作物损失率与淹没等级关系

梅亚东和纪昌明［２２］ 江汉、江淮平原 水稻等 试验 淹没水深、历时、品种、生长期

Ｌ＝ａｈｂ
ｒ ｔｃ

式中：ａ、ｂ、ｃ 为待率定参数；
Ｌ 为损失率；ｈｒ为相对水深；

ｔ 为淹没时间。
金卫斌等［２３］ 洪湖分蓄洪区 水稻、棉花等 调查分析 淹没水深、历时 淹没水深、历时—损失率

Ｄｕｔｔａ 等［２４］ 日本 水稻、旱作物等 统计分析 淹没水深、历时 淹没水深、历时—损失率

　 　 以荆江分洪区为例， 该区域 ７—９ 月份种植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分别为水稻和棉花， 本文参考梅亚东

和纪昌明［２２］、 金卫斌等［２３］及刘树坤等［１５］的研究成果， 绘制了不同淹没水深和历时情况下二者的损失程度，
如图 ２ 所示。 从图 ２ 可以看出， 水深介于 ０ ５ ～ １ ０ ｍ 时， 淹没 ３ ５ ｄ 的情况下， 水稻的损失率达到 ５０％以

上， 而棉花的损失率超过了 ７０％。

图 ２　 农作物洪灾损失率

Ｆｉｇ ２ Ｆｌｏｏｄ ｌｏｓｓ ｒ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ｔｔｏｎ

２　 二维水动力学模块验证

根据两个物理模型试验结果， 检验二维水动力学模型模拟洪水演进过程的计算精度。 采用比利时鲁汶大

学土木工程实验室开展的概化街区洪水流动过程模型试验［２５］， 检验二维水动力学模块计算洪水要素（水深与

流速）的精度； 再利用意大利米兰市 ＥＮＥＬ 水力学实验室开展的 Ｔｏｃｅ 河物理模型试验［２６］， 检验二维水动力

学模块模拟复杂地形条件下水流要素的计算精度。
２ １　 概化街区洪水流动过程模拟

比利时鲁汶大学土木工程实验室开展了概化街区洪水流动过程的物理模型试验［２５］， 模型布置见图 ３。 以

ｘ＝ ０ 处的闸门为分界， 上游水库的初始水深为 ０ ４ ｍ， 下游初始水深为 ０ ０１１ ｍ。 城市区域设置为 ５×５ 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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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概化街区物理模型示意

Ｆｉｇ ３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ｓｔｒｅｅｔ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屋且不能被水流淹没， 每个房屋占地 ０ ３ ｍ×０ ３ ｍ， 街道宽是 ０ １ ｍ。 将计算区域划分为 ２３ ３４６ 个网格， 闸

门及街区局部位置加密， 最小网格面积为 ２ ｃｍ２。 参考 Ｓｏａｒｅｓ Ｆｒａｚａｏ 和 Ｚｅｃｈ［２５］ 的数值模拟过程糙率取

０ ０１ ｓ ／ ｍ１ ／ ３， 取界面干湿处理时的最小水深为 ０ ００１ ｍ［１６］， 时间步长 ０ ００１ ｓ， 模拟闸门瞬间开启的水流演进

情况。
图 ４ 比较了 ５ ｓ 和 １０ ｓ 两个时刻街道中心（ｙ＝ ０ ２ ｍ）洪水要素的计算值与实测值， 可以看出： 水深的计

算值和实测值符合较好， 而流速的计算值略小于实测值。 其中 ５ ｓ 和 １０ ｓ 时水深的计算值与实测值相关系数

分别为 ０ ８８ 和 ０ ８２， 均方根误差分别为 ０ ０１８ ｍ 和 ０ ０２５ ｍ。 相应的流速计算值与实测值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 ７１ 和 ０ ７５， 均方根误差分别为 ０ ０６６ ｍ 和 ０ ０６３ ｍ。 考虑实际测量水流表面流速［２５］， 而计算值为垂线平

均流速， 故流速的计算值略小于实测值， 计算与实测流速的相关系数略低。 因此， 二维水动力学模块能精确

计算水深及流速， 模拟的洪水演进过程具有可靠性。

图 ４　 不同时刻 ｙ＝ ０ ２ ｍ 计算与实测水深及流速分布比较

Ｆｉｇ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ｓ ａｎ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ａｔ ｙ＝ ０ ２ ｍ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２ ２　 Ｔｏｃｅ 河模型洪水过程模拟

意大利米兰市 ＥＮＥＬ 水力学实验室开展了 Ｔｏｃｅ 河物理模型试验［２６］， 模型约 ５０ ｍ×１１ ｍ， 进口位于 Ｔｏｃｅ
河上游约 ５ ｋｍ， 中游有一个空水库， 沿程布置一系列观测点， Ｔｏｃｅ 河的地形及部分测点位置分布见图 ３。 根

据 Ｔｏｃｅ 河物理模型的基本条件， 设置二维水动力学模块的计算条件如下： 将计算区域划分为２１ ３９６个无结构

的三角网格。 为加快计算效率同时保证计算精度及稳定性， 进出口及水库边界的网格最密（最小网格面积为

１０ ｃｍ２）， 河道网格次之， 两岸及水库内网格最粗（最大网格面积为 ７３６ ｃｍ２）。 模型进口流量过程如图 ５ 所

示， 出口给定自由出流边界， 模型的初始条件为干河床， 即计算区域初始水深为 ０ ｍ。 参考 Ｐｒｅｓｔｉｎｉｎｚｉ［２６］ 数
值模拟过程糙率取 ０ ０１６ ２ ｓ ／ ｍ１ ／ ３， 取界面干湿处理时的最小水深为 ０ ００１ ｍ， 时间步长为 ０ ００１ ｓ。

图 ６ 给出河道沿程 ４ 个观测点水位计算值与实测值的比较， 总体而言， 洪水波到达各测点的时间基本相

同， Ｐ１、 Ｐ４、 Ｐ１３ 和 Ｐ１９（具体位置见图 ５）水位计算值与实测值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 ８４、 ０ ７５、 ０ ７０ 和 ０ ８８，
均方根误差分别为 ０ ００６ ５ ｍ 、 ０ ００６ ９ ｍ、 ０ ０１３ ４ ｍ 和 ０ ００８ ７ ｍ。 可以认为计算值与实测值吻合较好， 因

此， 本文模型能较好地计算具有复杂边界实际地形上的洪水流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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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Ｔｏｃｅ 河河工模型地形及测点位置

Ｆｉｇ ５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ｏｃｅ Ｒｉｖｅ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ｓ

图 ６　 计算与实测水位比较

Ｆｉｇ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３　 模型应用

３ １　 荆江分洪区概况

荆江分洪工程位于长江流域荆江河段的右岸， 南北长 ６８ ｋｍ， 东西宽 １３ ６ ｋｍ。 ４２ ｍ 水位（吴淞冻结高

程）条件下可以有效蓄水 ５４ 亿ｍ３， 是长江流域非常重要的防洪工程。 工程建成于 １９５３ 年， 主体包括： 北闸

（分洪闸）、 南闸（泄洪闸）和 ２０８ ｋｍ 的堤防。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荆江分洪区现有 ８ 个镇、 ２１１ 个村庄、
５２ ８ 万人口， 固定资产总额大约有 ９０ 亿元人民币。 １９５４ 年， 长江发生特大洪水， 荆江分洪工程首次启用。
通过 ３ 次分洪， 蓄纳洪水 １２２ ６ 亿ｍ３， 降低沙市最高水位 ０ ９６ ｍ， 对确保荆江大堤和武汉市的安全起到关键

作用。
３ ２　 计算条件

选取堤防以内为计算区域（面积达 ９２１ ｋｍ２）， 划分 １１ １２１ 个无结构的三角形网格， 见图 ７（ａ）。 为提高

关注位置的计算精度， 同时节省计算机内存提高运行效率， 北闸（分洪口门）及马家咀狭颈处网格局部加密，
湖泊处网格局部稀疏处理， 得到计算区域内的最小、 最大网格面积分别为 ３ ７００ ｍ２和 ４２０ ０００ ｍ２。 网格节点

上的高程通过实测高程点插值得到， 见图 ７（ｂ）。 根据田地、 林地、 村庄和湖泊 ４ 种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
见图 ７（ｃ）， 糙率分别取为 ０ ０５５ ｓ ／ ｍ１ ／ ３、 ０ ０６５ ｓ ／ ｍ１ ／ ３、 ０ １ ｓ ／ ｍ１ ／ ３和 ０ ０２５ ｓ ／ ｍ１ ／ ３。 另外， 干湿界面通过最小

水深进行判断， 文中取最小水深为 ０ ００５ ｍ。 采用的进出口边界尽量与实际分洪过程相同， 假定北闸为进口

边界， 采用 １９５４ 年首次分洪过程为进口流量过程， 见图 ７（ｃ）， 平均流量为 ４ ９７０ ｍ３ ／ ｓ， 洪峰流量达 ６ ９１０
ｍ３ ／ ｓ； 南闸为出口边界， 但第一次分洪过程中， 南闸未泄洪。
３ ３　 计算结果

利用二维水动力学模块计算洪水的流动过程， 并判断受淹对象的危险等级， 结果见图 ８。 图 ８（ ａ）、
图 ８（ｂ）给出北闸开启 １２ ｈ 和 ６０ ｈ 后的水深及流速分布情况： １２ ｈ 时， 洪水波传播到马家咀， 此时最大水深

达到 ４ ｍ， 最大流速出现在北闸附近； ６０ ｈ 时， 洪水波传播到裕公镇， 分洪区内超过 １ ／ ２ 的面积均受到洪水

淹没， ４ 个湖泊的水深均达 ４ ｍ 左右。 至 ９０ ｈ 时， 整个分洪区全部被淹没， 最大水深达到 ６ ｍ。 图 ８（ｃ）、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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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荆江分洪区

Ｆｉｇ ７ Ｊｉｎｇｊｉａｎｇ ｆｌｏｏ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ｚｏｎｅ

８（ｄ）给出相应的成年人危险等级分布情况： １２ ｈ 时， 马家咀以北的大部分居民将处于危险状态（ＤＨＰ ＝ １ ０）；
６０ ｈ 时， 洪水淹没区域的居民几乎都处于危险状态。

图 ８　 不同时刻水深、 流速及成年人危险等级分布

Ｆｉｇ 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ｅｐｔｈｓ，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ｌｏｏｄ ｈａｚａｒｄ ｄｅｇｒｅｅ ｆｏ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为进一步描述分洪区内各类受淹对象风险程度的变化过程， 分别在埠河镇和黄金口镇附近设立监测点

Ｐ１ 和 Ｐ２， 具体位置见图 ８（ａ）， ２ 个监测点不同受淹对象危险程度随时间的变化过程见图 ９。 从图 ９（ａ）可以

看出， 埠河镇附近的监测点 Ｐ１ 在 １３ ｈ 时水深达到 １ ８ ｍ， 此时人体陷入极度危险的情况， 农作物（以棉花为

例）及房屋危险程度较低。 因农作物的损失程度与淹没历时有关， 所以随着时间的变化， 其危险等级逐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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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监测点不同受淹对象危险程度随时间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９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ｈａｚａｒｄ ｄｅｇｒｅｅ ｆｏ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ｃｒｏｐｓ

加； 而房屋的危险等级主要与水流条件有关， 因此， 随着水位的稳定， 其危险程度也趋于稳定。 图 ９（ｂ）显
示 Ｐ２ 在 ２２ ｈ 时开始受到淹没， 其受到淹没的时间晚于 Ｐ１ 点 １７ ｈ。 各类受淹对象的变化过程与 Ｐ１ 点类似，
故不再赘述。 由此可见， 随着时间的增长， 这种极端洪水条件的分洪过程， 使分洪区内出现了高流速、 大水

深的危险情况， 直接威胁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为估计时段内不同受淹对象损失率的变化过程， 提出平均损失率的计算方法。 首先分别计算不同土地利

用类型的总面积， 确定各土地类型上的受淹对象。 农田的受淹对象为棉花和水稻， 村庄的受淹对象为人体和

图 １０　 不同受淹对象平均损失率随时间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１０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ｌｏｏｄ ｌｏｓｓ
ｒ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ｃｒｏｐｓ

房屋。 然后分别计算出淹没区域中， 受淹对象处于危险

状态的面积。 最后计算受淹对象处于危险状态下的面积

与相应的土地利用类型总面积的比值， 以此作为受淹对

象的平均损失率。 从图 １０ 可以看出， 随着洪水的演进，
计算区域的平均洪灾损失率逐渐增加。 至１４０ ｈ， 成年人

的损失率达到 ８５％， 房屋的损失率有 ５９％。 水稻和棉花

损失率的变化略有不同， 最终损失分别达到了 ６３％和

７２％。 由此可见， 分洪工程的启用将严重威胁群众的生

命安全， 造成大量财产损失。

４　 结　 　 论

（１） 建立了基于力学过程的蓄滞洪区洪水风险评估模型， 主要包括： 模拟洪水流动的二维水动力学模

块， 人体、 房屋及农作物 ３ 类受淹对象危险等级评估模块。 根据洪水中人体跌倒失稳的力学公式、 房屋危险

等级及农作物损失计算公式， 评估相应受淹对象的洪水风险或损失。 提出平均损失率的计算方法， 从宏观角

度描述洪灾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２） 利用概化街区和 Ｔｏｃｅ 河物理模型试验数据， 检验了二维水动力学模块模拟复杂地形条件下洪水演

进的计算精度。 结果表明： 洪水波到达各测点的时间与观测值基本相同， 计算与实测的水位（或水深）及流

速值符合良好， 相关系数均达到 ０ ７ 以上。 本文模型能较好地模拟具有复杂边界的实际地形上的洪水流动

过程。
（３） 利用模型计算了荆江分洪工程启用时的洪水演进过程并评估了相应的洪水风险， 结果表明： 至

１４０ ｈ， 蓄滞洪区内群众、 房屋、 水稻和棉花的平均损失率分别为 ８５％、 ５９％、 ６３％和 ７２％。 与根据经验水

深判断洪水风险等级的方法相比， 模型中提出的方法考虑了水深、 流速及淹没历时等综合影响， 可实现洪水

风险的快速评估， 并推广应用于溃坝或堰塞湖溃决等极端洪水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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