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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定量获取防洪保护区在多洪源和复杂边界条件下的溃堤洪水风险信息， 以非恒定流控制方程为理论基

础， 建立了多洪源一维河网水动力学模型和防洪保护区二维洪水演进模型， 利用溃坝模型实现河道与保护区的耦

联， 并采用局部网格加密和相似建筑物模拟等方法处理保护区内道路等复杂边界的导阻水作用。 利用所建模型模

拟了长江、 汉江和东荆河 ３ 种不同洪水来源， 在 ４ 种不同位置溃堤情况下汉南至白庙长江干堤防洪保护区的洪水淹

没情景， 采用基于淹没水深的损失率关系法对比分析了 ４ 种计算方案的淹没面积、 经济损失和受灾人口。 结果表

明： 模型构建合理、 稳定性和适应性好， 复杂边界对洪水演进过程影响明显， 不同洪源溃堤情形的风险信息差异

较大； 在计算条件下， 以长江发生 １９５４ 年型 ３００ 年一遇洪水向新溃口情形下的淹没损失最严重， 其淹没面积达

３ ７９０ ｋｍ２， 受灾人口为 １９６ ８ 万人， 经济损失约 ８０２ 亿元。 研究成果可为洪水风险管理与避洪转移决策提供有力的

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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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长江流域气候变化异常， 汛期降雨普遍集中， 超标准洪水发生概率增加， 防洪形势严峻［１］，
而防洪保护区建设良好， 环境水系复杂， 地物边界种类繁多， 经济发展迅速， 一旦发生溃堤险情将造成极大

损失。 现有洪水风险及损失评估一般基于水动力学模型计算得到洪水演进过程， 再根据洪水要素的时空分布

确定受灾人口、 财产损失等［２⁃３］。 因此， 为保障保护区的防洪安全， 对复杂边界条件下洪水演进过程进行较

准确的模拟计算， 进而分析洪水风险， 对避洪转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采用水动力学模型模拟溃堤洪水问题，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 姜晓明等［４］ 开发了一种基于

黎曼近似解的一、 二维耦合数学模型； 宋利祥等［５］ 建立了集成底坡项求解器的非结构有限体积二维溃坝水

流数学模型； Ｌａｉ 等［６］提出了一种新的水动力学耦合分析计算模型； 陈文龙等［７］建立了基于自适应时间步长

匹配方法和侧向连接的一、 二维耦合数学模型； 苑希民等［８⁃９］先后建立了漫溃堤联算全二维模型和珠江三角

洲多溃口一、 二维耦合模型。 以上模型在应用中均取得了较好的模拟效果， 但大部分学者都是针对简单边界

条件的河道进行溃堤风险研究， 而对于多洪源条件下发生的洪水风险研究较少， 对于复杂地物边界条件的概

化研究亦少见报道。
本文以非恒定流运动方程为理论基础， 针对多洪源情形和复杂地物边界条件， 建立了长江流域河网和汉

南至白庙长江干堤防洪保护区的一、 二维耦合模型， 采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汛期实测洪水对模型进行率定和验

证， 在此基础上对长江、 汉江、 东荆河等洪源发生设计洪水条件下向新溃口、 郑家月溃口、 上古寺溃口和高

湖台溃口分别溃决的洪水淹没风险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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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域概况

汉南至白庙长江干堤防洪保护区（简称 “保护区”）下起武汉市汉南区军山， 上至东荆河下游左岸堤防，
北依汉江， 东临长江， 西南被东荆河围绕， 区内包含杜家台分蓄洪区 （简称 “杜家台”）， 总面积约为

４ ５３４ ｋｍ２， 如图 １ 所示。 保护区地势西高东低、 北高南低， 杜家台以西地区为平原地带， 杜家台东北面为山

区地势。 沪渝高速自东向西贯穿保护区， 随岳高速与其垂直分布， 通顺河自保护区西北角近平行于东荆河北

部穿过杜家台汇入长江， 左右沿岸筑有堤防。 区内人口众多， 耕地面积辽阔， 工农业产值巨大。 区内道路、
河渠、 湖泊等内边界条件对洪水演进的影响较大， 例如， 高速公路的土基段因高于普通地面而改变洪水演进

路线； 河渠、 湖泊因具有一定的槽蓄能力， 受其倒灌、 退水等影响可以延缓洪水发展速度［１０］， 在数值模拟

时均需细致考虑。 此外， 长江各主要干堤均开展了加高加固工程， 但仍有溃堤风险， 且区外洪源丰富， 洪水

类型多样， 峰高量大， 发生时段分散， 一旦堤岸溃决， 将对保护区内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由

此可见， 保护区内、 外边界条件十分复杂， 对其开展洪水风险分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与实用价值。

图 １　 汉南至白庙长江干堤防洪保护区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ｚｏｎｅ

２　 洪水分析

洪水风险分析的基础是洪水风险计算， 研究采用水力学方法对保护区及其周边水系建立一、 二维耦合水

动力学模型进行分析计算， 并在合理的计算结果基础上进行风险分析。 一、 二维耦合模型既可以利用一维模

型计算时间代价小的优点， 又发挥了二维模型能够细致模拟的特点， 满足洪水风险计算的必要要求［１１］。
２ １ 　 洪水分析计算模型

考虑不同洪源及不同洪水量级下保护区的淹没风险， 以汉南至白庙长江干堤防洪保护区为主体研究对

象， 利用 ＭＩＫＥ 软件建模。
采用实测断面表达地形， 在相同地形分辨率的条件下， 采用一维水动力学模型模拟河流区域的时间代价

较小， 尤其在长时段长河段问题上具有优势［１２］。 研究区域长江干流螺山至汉口段、 汉江干流沙洋至河口段

以及东荆河潜江至三合垸段长度为 １９６ ｋｍ、 ２８２ ６ ｋｍ 和 １６５ ｋｍ， 河段较长， 根据河道走势与控制站点的分

布形势， 分别对三河段建立一维水动力学计算模型， 计算范围如图 ２ 所示。 利用 ６ 点中心 Ａｂｂｏｔｔ⁃Ｉｏｎｅｓｃｕ 格

式［１３］对一维圣维南方程组（１）进行离散， 并采用追赶法对离散方程组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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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Ｑ 为流量； ｑ 为侧向入流； Ａ 为过水面积； η 为水位； Ｒ 为水力半径； Ｃ 为谢才系数； α 为动量修正系

数； ｇ 为重力加速度； ｘ 为河道里程坐标； ｔ 为时间。

图 ２　 一维河网计算范围示意

Ｆｉｇ 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１⁃Ｄ ｒｉｖ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ｒａｎｇｅ

选用 ２０１０ 年一场实测洪水资料对模型参数进行率

定， 选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 ３ 场实测洪水资料对模型参数进

行验证。 主要站点的率定与验证结果如图 ３ 和表 １、 表 ２
所示。 验证结果显示， 各水文（位）站最大水位偏差为

１５ ３ ｃｍ， 流量峰值相对误差绝对值最大为 ０ ６５％； 符合

规范规定 “模型验证结果与实测洪水的最大水位误差绝

对值≤２０ ｃｍ， 最大流量相对误差≤１０％” 的要求， 说明

模型建立合理， 糙率等参数取值合适， 模型计算结果可

靠。 因此， 得到各河流干流糙率如表 ３ 所示。

图 ３　 率定验证计算结果

Ｆｉｇ ３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表 １　 河道水位峰值率定与验证结果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ｏｆ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ｅａｋ ｌｅｖｅｌ

水文（位）站
率定结果 ／ ｍ 验证结果 ／ ｍ

水位峰值计算值 实测值 差值 水位峰值计算值 实测值 差值

螺山 ３０ ２９３ ３０ ３０３ －０ ０１０ ３０ ３４２ ３０ ２３３ ０ １０９

沙洋 ４０ １９４ ４０ １９３ ０ ００１ ４０ ７９６ ４０ ６４３ ０ １５３

仙桃 ３３ ６２６ ３３ ７２９ －０ １０３ ３４ １４８ ３４ ０６９ ０ ０７９

汉川 ３０ ００７ ２９ ８８９ ０ １１８ ２８ ６３９ ２８ ４９５ ０ １４４

潜江 ３７ ３１９ ３７ １８５ ０ １３４ ３７ ９６７ ３８ ０３５ －０ ０６８

表 ２　 河道流量峰值率定与验证结果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ｏｆ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ｅａｋ ｆｌｏｗ

站名
率定结果 ／ （ｍ３·ｓ－１） 验证结果 ／ （ｍ３·ｓ－１）

流量峰值计算值 实测值 差值 百分比 ／ ％ 流量峰值计算值 实测值 差值 百分比 ／ ％
汉口 ５９ ９００ ６０ ３００ －４３９ －０ ７３ ５６ ４００ ５６ ８００ －３７１ －０ ６５

仙桃 ８ ７７０ ８ ６００ １６７ １ ９４ １０ ８００ １０ ８００ １９ ０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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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洪保护区地形复杂， 地物种类丰富， 适合采用沿水深方向积分的二维水动力学模型进行细致模拟， 从

而可以获取局部关注区域的水流细节信息［１２］。 防洪保护区的平面二维模型采用有限体积法对水流连续方程

（２）和动量方程（３）进行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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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ｈ 为水深； ｕ、 ｖ 为基于水深平均的流速； ｕ、 ｖ 分别为 ｘ、 ｙ 方向上的速度分量； νｔ 为紊动黏性系数。

表 ３　 河道糙率取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ｉｖｅｒ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ｖａｌｕｅｓ

河段
糙率取值

边滩 主槽

长江干流（螺山—汉口）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３～０ ０２６
汉江干流（沙洋—河口） ０ ０２０～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８～０ ０２１

东荆河干流（潜江—三合垸） ０ ２８０～０ ０６５ ０ ０２３～０ ０５０

考虑到保护区地势复杂， 采用非结构三角形网格［１４］

进行剖分： 平原地区起伏不大且面积较广的区域选用大

网格以减少计算耗时； 山川、 高地等地势变化剧烈的地

区选用小网格以保证计算精度； 河流、 道路、 堤防等线

状地物则进行网格局部加密以反映其导水、 阻水、 排水

等作用［１５］。 选用原始分辨率为 ５ ｍ×５ ｍ的ＤＥＭ 数据进行

基础建模， 一般网格边长小于 ３００ ｍ， 加密网格边长小于

５０ ｍ， 局部地区 ２５ ｍ 左右， 平均网格大小为 １７ ２８６ ｍ２， 模拟计算时间步长为 １ ｓ。 进一步对道路进行精细化建模，
将其划分为桥梁段和土基段， 土基段与堤防性质相似， 可用堤防模型模拟； 桥梁段则通过桥墩模型来反映。 依据

高精度数字高程数据和土地利用类型数据将保护区离散为高程点集合和糙率集合， 作为保护区洪水演进模型的基

本输入数据集。 根据保护区内湖泊、 河流、 沟渠等历史实测数据， 设置主要河渠与湖泊的警戒水位或历史最高水

位作为计算初始水位。 由于缺乏实测资料， 不能直接对模型进行率定， 因此， 借鉴荆江分洪区［１６］等区域地物糙率

的计算取值， 若网格内存在多种地物类型， 则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给该网格赋值。 在此基础上， 建立溃堤模型并

将河网溃堤河道末端与保护区二维多个计算网格边耦合连接， 在计算每一时间步中， 一维模型将溃堤流量赋给二

维网格， 二维模型将耦合网格边的平均水位传递回河道末端作为计算下一个水位或流量点的约束条件［１７］。
２ ２　 计算方案

结合历史险情、 堤基地质条件和河势条件等分析发现， 东荆河高湖台堤段、 汉江干堤上古寺及郑家月地

段和长江干堤向新堤段均处于迎流顶冲河段， 且地质条件较差， 历史上出现过较严重的清水漏洞、 散浸、 崩

岸、 堤脚崩塌等险情。 故拟定以上 ４ 个堤段为计算溃口， 如图 １ 所示。 计算洪水条件根据各洪源的历史典型

洪水设定了 ３ 种条件 ４ 种方案， 见表 ４。

表 ４　 计算方案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ｅｍｅ

方案号 洪水来源 洪水量级 上边界条件 下边界条件 溃口位置

１ 长江 １９５４ 年型 ３００ 年一遇洪水 螺山站流量过程 汉口站水位 ２９ ７３ ｍ 向新

２ 汉江 １９３５ 年型 ２００ 年一遇洪水 沙洋站流量过程 汉口站水位 ２７ ３０ ｍ 郑家月

３ 汉江 １９３５ 年型 ２００ 年一遇洪水 沙洋站流量过程 汉口站水位 ２７ ３０ ｍ 上古寺

４ 东荆河 １９６４ 年型设计洪水 潜江站流量过程 三合垸水位 ３０ ００ ｍ 高湖台

２ ３　 计算结果与风险分析

以计算方案 ２ 为例检验结果合理性， 溃口入洪总量为 ４６ ６９ 亿ｍ３， 初始底水量为 １ ６６０ 亿ｍ３， 计算结束

时刻保护区内总水量为 ４８ ３７ 亿ｍ３， 水量平衡误差为 ０ ０４％， 符合误差范围要求。 选取堤防、 道路附近等 ８
处特征点分析计算水位过程， 如图 ４、 图 ５ 所示。 各特征点的水位变化趋势总体一致， 且并未出现急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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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可认为模型计算结果较为合理； 鉴于特征点地理位置不同， 地形高低起伏不一， 洪水到达时间存在

先后差异， 因而导致水位起涨时间不同， 水流过程存在时滞变化。

图 ４　 方案 ２ 特征点分布示意

Ｆｉｇ 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Ｎｏ ２

在建模合理的基础上计算得到各方案情形下保护区的最大淹没范围， 如图 ６ 所示， 方案 １ 至方案 ４ 分别

淹没保护区面积达 ３ ７９０ ｋｍ２、 １ ０８３ ｋｍ２、 ２ ０５６ ｋｍ２ 及 ８８７ ｋｍ２， 占总面积的 ８４ ２％、 ２４ １％、 ４５ ７％及

１９ ７％。 北部山区基本免于洪灾影响， 西部边界地带因地势较高， 距离溃口位置较远， 发生溃堤洪水后受洪

水侵袭影响较小， 其余地区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洪水侵袭。 ４ 种方案的最大水深分布如图 ７ 所示， 淹没过程中

局部区域达到的最大水深值与各方案平均最大水深值如表 ５ 所示。

图 ５　 方案 ２ 特征点水位过程

Ｆｉｇ ５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Ｎｏ ２

图 ６　 计算方案淹没范围示意

Ｆｉｇ 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ｉｎｕｎｄ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表 ５　 计算方案水深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计算方案 最大淹没水深 ／ ｍ 平均最大淹没水深 ／ ｍ

１ １５ ６６ ５ ７８

２ １１ ３９ ４ １８

３ ９ ５４ ２ ３８

４ ４ ６８ １ ３２

选取保护区内 ６２ 个行政区划的中心点作为研究对

象（行政区划中心点分布情况如图 ８ 所示）， 统计分析了

各行政区划点的淹没水深、 洪水流速、 溃口位置及洪水

灾害等风险信息。
（１） 淹没水深。 各行政区划中心点的最大水深、 平

均水深以及依据水深等级划分的行政区划个数如表 ６ 所

示， 位于保护区中部的排湖风景区与位于东南部的五湖

渔场受灾最为严重， 风险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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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计算方案最大水深分布

Ｆｉｇ 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图 ８　 行政区划中心点分布

Ｆｉｇ 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ｒｅａｓ

表 ６　 计算方案水深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６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方案
最大水深 ／

ｍ
平均水深 ／

ｍ

受影响行政区划个数

水深
０～０ ５ ｍ

水深
０ ５～１ ｍ

水深
１～３ ｍ

水深
＞３ ｍ

重点受影响行政区划
（按水深从大到小排序）

１ １０ １２ ４ ０４ １１ ４ ８ ３９ 五湖渔场、邓南街办、东荆街办等

２ ６ ０７ ０ ５７ ５２ １ ３ ６ 洪北管委会、桐湖办事处、西江乡政府等

３ ５ ９７ ０ ５２ ４８ １ １１ ２ 五湖渔场、排湖风景区等

４ １ ７６ ０ １０ ５８ １ ３ ０ 排湖风景区、陈场镇政府、九合垸原种场等

　 　 （２） 洪水流速。 不同计算方案下， 各行政区划中心点的流速统计情况如表 ７ 所示， 洪水流速均小于

１ ｍ ／ ｓ， 其可能的原因是中心地带房屋建筑较多， 阻碍洪水行进过程， 洪水危害较平坦开阔地区略小， 利于

后期开展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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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计算方案流速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ｐｅｅｄ

方案
最大流速 ／
（ｍ·ｓ－１）

平均流速 ／
（ｍ·ｓ－１）

受影响行政区划个数

流速
０～０ ２ ｍ ／ ｓ

流速
０ ２～０ ４ ｍ ／ ｓ

流速
０ ４～０ ６ ｍ ／ ｓ

流速
＞０ ６ ｍ ／ ｓ

重点受影响行政区划
（按流速从大到小排序）

１ ０ ７５ ０ １３ ５１ ６ ２ ３ 沙湖原种场、马口镇政府等

２ ０ ４５ ０ ０３ ５７ ４ １ ０ 杨林沟镇政府、马口镇政府等

３ ０ ５５ ０ ０５ ５４ ７ １ ０ 沙湖原种场、排湖风景区等

４ ０ ２０ ０ ０１ ６２ ０ ０ ０ 九合垸原种场、陈场镇政府等

　 　 （３） 溃口位置分析。 对洪水演进过程和淹没结果而言， 在一定程度上， 溃口发生的位置会对其造成一

定影响。 洪水来源是首要因素， 不同洪源产生的溃口因洪源洪水特性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影响。 本次计算洪水

来源有长江洪水、 汉江洪水和东荆河洪水， 由于长江洪水洪峰流量可达 ５０ ０００ ｍ３ ／ ｓ 以上， 远大于汉江洪水

与东荆河洪水， 其可能产生的淹没面积与所导致的洪灾损失亦远大于其他洪水。 分析方案 ２ 和方案 ３ 的计算

结果发现， 分洪道堤防和杜家台外堤阻隔作用明显， 洪水淹没分界线清晰， 若位于分洪道一侧的汉江堤防发

生溃口， 可考虑分洪道附近受灾人员就近向分洪道另一侧转移。

图 ９　 洪水影响统计

Ｆｉｇ 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ｉｍｐａｃｔｓ

（４） 洪灾损失分析。 基于上述研究， 利用 ＧＩＳ 工具， 通过空间地理关系叠加分析洪水淹没图层与社会经济

图层， 计算淹没区内经济财产类型， 建立基于淹没水深的洪灾损失率关系， 估计洪水可能造成的直接灾害损

失［１８］。 各计算方案产生的洪灾损失及影响如图 ９ 所示。 总体上， 方案 １ 至方案 ４ 计算得到的最大淹没面积分别

为 ３ ７９０ ｋｍ２、 １ ０８３ ｋｍ２、 ２ ０５６ ｋｍ２和 ８８７ ｋｍ２， 经统计与空间图层叠加分析计算得到受影响人口为 １９６ ８ 万人、
５０ ９ 万人、 １０７ ７ 万人和 ３２ ７ 万人， 预计受影响的 ＧＤＰ 分别为 ８０２ 亿元、 １７５ 亿元、 ４０７ 亿元和 ６８ 亿元。 以市

为单位统计分析洪灾影响与损失如图 ９（ｂ） —图 ９ （ｄ）所示。 各方案中市（区）的淹没面积、 受影响人口和受影

响 ＧＤＰ 等指标总体变化趋势一致。 方案 １ 中， 仙桃各项指标均远高于其他市、 区， 受影响 ＧＤＰ 损失占比超过

５７％， 淹没面积近 ２ ３００ ｋｍ２， 受影响人口达 １３５ ２ 万人， 产生的风险最大。 受溃口位置约束和杜家台围堤阻挡

的影响， 方案 ２ 中杜家台以北的汉川和蔡甸为重灾区， 两市（区）淹没面积达总淹没面积的 ７６％， 损失占比

８０％， 受灾人口达 ３８ ２ 万； 而方案 ３ 中杜家台以南的仙桃受灾严重， 其受影响 ＧＤＰ 达总损失的 ９７％， 影响人

口约 １０５ 万， 因通顺河与杜家台分洪道的引流作用， 蔡甸和汉南受洪水影响较小。 方案 ４ 进洪量最小， 受灾区

域有限， 仅潜江和仙桃中地势较低的乡镇被洪水淹没， 总体损失与风险相对较小。
研究计算选用的洪水量级均高于 １００ 年一遇条件， 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 对于较低量级的情形， 洪水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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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面积和洪灾损失难以超过研究方案的计算结果， 因此， 在避洪转移路线与安置区规划工作中， 可以根据这

一结果适当调整现有安置点或增设新安置点， 以充分利用保护区内现有地域资源， 缩短转移时间与里程。

３　 结　 　 论

（１） 模型构建合理， 计算稳定， 计算结果可靠， 区内地物等复杂边界的概化处理方法可以反映其实际

特点， 在确定洪源、 地貌特征、 地区特点等基础上， 所构模型可用于模拟保护区内的水流运动过程。
（２） 不同洪源的计算结果因洪源洪量大小不同而差异较大， 相同洪源不同溃口位置的计算结果因复杂

地物内边界影响洪水演进过程而差别较大。
（３） 比较 ４ 种计算方案， 仙桃市、 蔡甸区受灾程度严重， 产生的损失较大， 受灾人口较多， 需重点考

虑其人员避洪转移问题。
（４） 研究成果可以为当地洪水管理与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可作为避洪转移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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