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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ꎬ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共同影响下ꎬ 中国城市洪涝灾害日益严重ꎬ 已经成为影响中
国城市公共安全的突出问题ꎬ 严重制约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ꎮ 变化环境下城市洪涝致灾机理与风险评估研究
是完善城市防洪除涝减灾体系、 提升城市防洪除涝能力的重要依据ꎮ 本文阐述了气候变化和城市化发展对城市洪
涝灾害的影响机制ꎬ 系统分析了城市洪涝灾害的驱动要素和致灾机理ꎬ 梳理了城市洪涝灾害的风险评估和分区方
法ꎬ 并以济南市海绵城市示范区为例ꎬ 对城市洪涝灾害风险分区方法进行了分析和对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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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数十年来ꎬ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共同影响下 [１￣２] ꎬ 水循环过程及要素发生了剧烈变

化 [３] ꎬ 极端气候事件增多增强ꎬ 城市“ 热岛效应” 和“ 雨岛效应” 凸现 [４] ꎬ 产汇流机制改变 [５] ꎬ 城市洪涝灾害

问题日益严重ꎮ 世界气象组织( Ｗｏｒｌ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ＷＭＯ) 统计数据显示 [６] : １９７０—２００９ 年ꎬ
全球水文气象相关灾害 ７ ８７０ 起ꎬ 共计造成 １８６ 万人死亡和 １. ９ 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ꎬ 其中风暴和洪水灾害
占灾害总数的 ７９％ ꎬ 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分别占 ５６％ 和 ８５％ ꎮ 洪涝灾害频率和严重程度的上升ꎬ 对世界各
国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建设提出了巨大挑战ꎮ

中国受季风气候影响ꎬ 暴雨洪水集中ꎬ 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快速发展ꎬ 城市洪涝灾害更为严重ꎬ “ 城市看

海” 现象在中国各大城市屡次发生 [７] ꎮ « 中国水旱灾害公报: ２０１８» 统计数据显示ꎬ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中国因洪涝

灾害死亡 ２１ ７２０ 人ꎬ 直接经济损失 ３１ ６３９. ５２ 亿元ꎮ 其中ꎬ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ꎬ 济南市区遭遇超强特大暴雨ꎬ
造成 ３０ 多人死亡ꎬ １７０ 多人受伤ꎬ 约 ３３ 万群众受灾ꎬ 全市直接经济损失约 １３. ２ 亿元ꎻ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１ 日ꎬ
北京及其周边地区遭遇 ６１ 年来最强暴雨及洪涝灾害ꎬ 造成 ７９ 人死亡ꎬ １６０. ２ 万人受灾ꎬ 经济损失达 １１６. ４

亿元ꎻ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１ 日ꎬ 受冷暖气流交汇影响ꎬ 深圳市发生短时极端强降水ꎬ 全市多个区域突发洪水ꎬ 造
成 １１ 人死亡ꎻ ２０２０ 年入汛以来ꎬ 中国南方地区发生持续强降水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ꎬ 根据人民网报道ꎬ 截
至 ７ 月 １０ 日ꎬ 洪涝灾害造成安徽、 江西等 ２７ 省( 区、 市)３ ３８５ 万人次受灾ꎬ １４１ 人死亡失踪ꎬ 直接经济损
失 ６９５. ９ 亿元ꎮ 城市洪涝灾害已成为影响中国城市公共安全的突出问题ꎬ 也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因素ꎮ 科学、 系统地认识城市洪涝致灾机理ꎬ 迅速、 精确地评估灾害风险ꎬ 是完善城市防洪除涝减灾体系、
提升城市防洪除涝能力、 减轻城市洪涝灾害损失的基础和核心ꎮ 城市洪涝灾害致灾机理与风险评估研究成为
城市水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ꎮ
本文以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进展对城市洪涝灾害的影响研究为基础ꎬ 系统分析城市洪涝灾害的致灾机理ꎬ
梳理城市洪涝灾害风险评估和分区方法ꎬ 以期为中国城市防洪减灾工作提供参考和支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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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暴雨洪涝致灾机理

１. １

气候变化对城市暴雨洪涝过程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ꎬ 而气候变化及随之而来的后果被认为是当代人类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之

一

[８]

ꎮ ＩＰＣＣ 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全球气候的改变是由于全球变暖造成的温室气体的聚集增加所致ꎬ 气候变

化给全球及区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９￣１０] ꎮ 气候变化通过影响降雨、 气温和蒸发过

程ꎬ 对水文循环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土壤的下渗过程、 地表水与地下水的交互过程以及径流形成过程等ꎬ
无论是在城市区域还是其他区域ꎬ 气候变化都会带来很多环境要素的改变ꎬ 作为社会、 文化、 科技和技术的
中心ꎬ 城市区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口ꎬ 使得城市区域在面对自然灾害时显得更加敏感和脆弱 [１１] ꎮ

过去几十年间ꎬ 世界各国城市洪涝事件发生频率有所增加 [１２] ꎮ 例如 ２０１１ 年美国纽约、 ２０１７ 年美国休斯

敦等地区都发生了洪水事件 [１３] ꎬ 而在中国ꎬ 城市洪涝仍然是十分严重的自然灾害ꎬ 根据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年中国

水旱灾害公报统计数据ꎬ ２００６ 年以来ꎬ 中国每年受淹城市均在 １００ 座以上ꎬ 其中 ２０１０ 年受淹城市为 ２５８ 座ꎬ

２０１２ 年为 １８４ 座ꎬ ２０１３ 年为 ２３４ 座ꎬ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 ３５１ 个城市专项调研显示ꎬ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全国有
６２％ 的城市发生过内涝ꎬ 内涝超过 ３ 次的有 １３７ 个ꎬ 其中有 ５７ 个城市的最大淹没时间超过 １２ ｈ [１４] ꎮ

极端降水是引发城市洪涝事件最直接的驱动要素ꎬ 而气候变化直接导致全球及区域降水的改变ꎮ ＩＰＣＣ

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ꎬ 全球气候变化会导致极端事件( 极端降水、 极端气温等) 的频率和强度持续增加 [１５] ꎮ
很多研究对变化环境下全球及区域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及成因进行了分析ꎮ 例如ꎬ Ｔｒｅｎｂｅｒｔｈ [１６] 研究表明ꎬ 从

２０ 世纪开始ꎬ 全球陆面降雨增加了 ２％ ꎻ Ｋｏｎａｐａｌａ 等 [１７] 根据降雨特性将全球分为 ９ 个区域ꎬ 并对全球 ９ 个区
域的降水和蒸发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ꎬ 结果表明ꎬ 全球 ９ 个区域中有 ４ 个区域的降水量变化增加ꎬ 而其余 ５

个区域显示蒸发量变化减少并伴随着平均降水和蒸发量的增加ꎻ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等 [１８] 研究表明ꎬ 由于气候变化ꎬ 美

国中西部区域强降水事件的频率和量级都呈增加态势ꎮ 很多学者对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和极端降水量的时空演
变特征及变化成因进行了分析ꎬ 研究表明 [１９￣２０] ꎬ 中国西南、 西北和东部地区的年平均降水量在过去几十年

间显著增加ꎬ 华北平原地区的极端降雨事件随机性较大ꎬ 历史上出现的最大降雨量远远高于华北平原的常见
大雨ꎮ 对于沿海城市ꎬ 暴雨、 高潮位和台风是洪涝事件主要的驱动要素ꎬ 具体表现为当区域发生暴雨时ꎬ 河
口的潮位无法预知ꎬ 当高潮位发生时ꎬ 区域产生的降雨复杂多样ꎬ 台风的发生则可能形成风、 暴、 潮“ 三碰
头” 的复合城市洪( 潮) 涝灾害ꎬ 而气候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ꎬ 会加剧沿海城市洪涝事件的发生频率和灾害
程度ꎮ 全球变暖不仅会对全球水文循环带来直接的影响ꎬ 还会加剧城市“ 热岛” 效应的产生ꎬ 即城市区域相

比于农村区域ꎬ 呈现出较高的大气和地表温度 [２１] ꎮ 目前ꎬ 城市“ 热岛” 效应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地的广泛关注ꎬ
研究表明区域水文气候条件与城市“ 热岛” 效应有着相互的影响作用 [２２] ꎬ 城市“ 热岛” 效应对区域水文循环的
影响作用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工作ꎮ
１. ２

城市化对城市流域产汇流过程的影响
城市化是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ꎬ 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ꎬ 城市人口数量迅速增长ꎮ 据统

计

[２３]

ꎬ 世界 ５２％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区域ꎬ 并预测城市人口数量会持续增长ꎬ 预计 ２０５０ 年近 ６７％ 的世界人

口将会居住在城市区域ꎮ 城市化建设改变了城市区域下垫面特征ꎬ 不透水面积的增加会导致城市区域下渗量
的减少ꎬ 植被的减少也会导致蒸散发过程的减弱ꎬ 因此导致城市区域地表产流量的增加ꎻ 与此同时ꎬ 原本糙
率较大的地表由相对较光滑的人工不透水地表所替代ꎬ 必然会导致汇流时间加快ꎬ 造成在同样的场次暴雨条
件下ꎬ 形成径流峰值高、 峰现时间提前的洪水过程线ꎬ 洪水过程线由“ 矮胖型” 转变为“ 瘦高型” ꎮ 目前ꎬ 借

助水文水动力学模型ꎬ 很多研究开展了关于城市化水文效应的研究ꎬ 普遍认为城市化的扩张增大了城市流域
的径流量和洪峰流量ꎬ 加剧了城市洪涝的灾害程度ꎬ 降低了城市流域的基流和城市周边区域地下水和地表水
的交互过程 [２４￣２７] ꎮ 另外ꎬ 城市区域人为热排放量的增加、 蒸发冷却过程的降低、 城市地表糙率的增加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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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区的地形特征等因素ꎬ 往往也会加剧城市“ 热岛” 效应ꎬ 而城市“ 热岛” 效应可能会对水文循环规律产生
一定的影响ꎬ 影响城市区域的降雨特征ꎬ 尤其是可能会导致城市区域极端暴雨的频次及强度增加ꎬ 从而造成
城市“ 雨岛” 效应ꎮ
１. ３

城市洪涝灾害驱动要素与致灾机理
变化环境下城市洪涝灾害加剧的主要原因可从致灾因子的变化、 孕灾环境的变化以及城市承载体自身对

洪涝灾害承载能力的脆弱性变化等方面进行分析 [２８￣２９] ꎮ 首先ꎬ 气候变化和城市化是城市洪涝灾害最主要的
驱动要素ꎬ 也是致灾因子发生变化所致ꎮ 其次ꎬ 孕灾环境的变化主要由于城市区域住宅、 交通、 商业以及工
业的发展ꎬ 导致城市区域透水面及水域面积大范围萎缩ꎬ 造成城市区域蓄水能力严重降低、 城市排水能力下
降的局面ꎬ 从而加剧城市内涝的风险ꎻ 城市区域下凹式立交桥等微地形ꎬ 在强降水条件下极易形成积水ꎬ 也
会加剧城市内涝的风险ꎻ 同时ꎬ 不合理的城市区域规划和建设也会加剧城市洪涝灾害的程度ꎬ 由于不合理的
城市规划和建设ꎬ 城市区域大量的水塘、 鱼塘甚至湖泊被填平ꎬ 一些河道、 沟渠被填平或被改造ꎬ 城市流域

蓄水能力和过流能力大大降低ꎬ 从而增加城市内涝风险ꎮ 另外ꎬ 城市区域承载体脆弱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城
市化的发展改变了江河湖库等众多地表水体的原始连通关系ꎬ 也改变了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转化路径ꎬ 大部分
天然河湖泄水通道被城市排水管网所替代ꎬ 绝大多数天然水循环变成了由众多水工建筑物组成的人工水循
环ꎬ 这就导致了城市区域水循环路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ꎬ 而排水管网和天然河湖往往不能够合理衔接ꎬ 加剧
了城市排水承载体的脆弱性ꎻ 另外ꎬ 排水管道系统的设计标准不能满足城市的排水需求ꎬ 管网系统的设计标
准偏低ꎬ 城市河道治理标准与城市发展衔接不到位ꎬ 也会加剧城市排水承载体的脆弱性ꎮ

２
２. １

城市洪涝灾害风险分析与评估
城市洪涝灾害风险分析
风险最早出现于西方 １９ 世纪末的经济学研究中ꎬ 而 １９９０ 年起“ 国际减灾十年” ( ＩＤＮＤＲ) 活动的开展ꎬ

使得灾害风险研究成为国际上研究的热点 [３０] 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灾害风险指标计划( ＤＲＩ) 、 多发区指标计划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和美洲计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的开展ꎬ 使得自然灾害风险分析与评估方法逐步完善 [３１] ꎮ 目前ꎬ
由于人们对于自然灾害风险研究侧重方向的不同ꎬ 国内外尚未形成统一的灾害风险定义ꎮ 总体来看ꎬ 自然灾
害风险的定义可以分为两种ꎮ 第一种定义主要考虑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ꎬ 如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将其定义为

“自然致灾因子或人为致灾因子与脆弱性条件相互作用导致的有害结果或期望损失( 人员伤亡、 财产、 生计、
经济活动中断、 环节破坏) 发生的可能性” [３２] ꎮ 第二种定义在概率的基础上加入了风险事件导致的后果 [３３] ꎬ
如原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将其定义为“ 面临的或未来若干年内可能达到的灾害
程度及其发生的可能性” [３４] ꎮ 城市洪涝灾害是自然灾害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ꎬ 根据自然灾害风险定义ꎬ 结合
城市洪涝灾害特性ꎬ 其风险可以定义为危险性和易损性的综合表征 [３５￣３６] ꎮ

城市洪涝灾害危险性分析是对灾害系统中致灾因子的特征进行分析ꎬ 量化不同频率灾害的强度、 历时和

影响范围等 [３７] ꎮ 目前ꎬ 关于洪涝灾害危险性分析的方法主要有数理统计法和水文频率法等ꎮ 数理统计法是
基于历史统计资料对洪涝灾害危险性进行分析ꎬ 如冯强等 [３８] 基于历史灾情数据分析ꎬ 评估了全国范围内暴
雨洪涝灾害的危险性ꎮ 由于城市洪涝灾害危险性受极端降水、 不透水面积、 下垫面低洼、 潮位( 滨海城市)
和防洪排涝能力等多种致灾因子共同影响ꎬ 多变量水文频率分析法在城市洪涝灾害危险性分析中得到广泛的
应用ꎬ 如 Ｚｅｌｌｏｕ 和 Ｒａｈａｌｉ [３９] 基于双变量 Ｊｏｅ Ｃｏｐｕｌａ 模型ꎬ 对摩洛哥 Ｂｏｕｒｅｇｒｅｇ 河口地区两大主要致灾因子降

水和潮位的遭遇风险及城市危险性进行了分析ꎮ 城市洪涝灾害易损性分析是对灾害系统中承载体遭受洪涝灾

害而造成的损害程度或可能性的分析 [４０] ꎮ 与城市洪涝灾害易损性相关的概念有很多ꎬ 如脆弱性、 暴露性、 适

应性、 恢复力、 敏感性和弹性等ꎬ 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其认识均有所差异ꎮ 城市洪涝灾害承载体包括城市人
口、 住房、 基础设施等ꎬ 各种承载体自身承载能力的不同导致其遭受洪涝灾害时损失程度存在较大差别ꎬ 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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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历史数据统计法[４１] 、 指标体系评估法[４２] 与实地调查灾损率和灾损曲线[４３] 等方法对其进行分析ꎮ

２. ２

城市洪涝灾害风险评估

关于城市洪涝灾害风险评估的研究ꎬ 目前国内外较为常用的评估方法主要有历史灾情评估法、 指标体系

评估法、 遥感影像评估法和情景模拟评估法 [４４] ꎮ 一般根据评价的空间尺度、 基础数据的完备程度、 分析结
果的时效性和评估结果的精确性选择评估方法ꎬ 也可结合多种方法进行综合评估ꎮ

(１) 历史灾情评估法ꎮ 利用历史暴雨洪涝灾后调查数据ꎬ 基于数理统计方法对城市受灾情况进行分析评

估ꎬ 是城市洪涝灾害风险评估方法中应用较早的一种研究方法ꎮ Ｂｅｎｉｔｏ 等 [４５] 通过对古洪水信息、 历史洪水
数据和雨量站数据进行分析ꎬ 基于地质学、 历史学、 水力学和统计学等多种方法对洪水风险进行评估ꎮ 历史
灾情评估法不需要精细的地理数据为支撑ꎬ 计算快捷ꎬ 但是需要长时间序列的水文基础数据ꎬ 且评价结果反
映的是区域整体风险ꎬ 不能体现城市洪涝风险的空间差异性ꎬ 一般用于防灾减灾工程设计和灾后的损失
评价ꎮ

(２) 指标体系评估法ꎮ 利用形成城市洪涝灾害的直接和间接指标ꎬ 对洪涝灾害进行估计和预测ꎬ 其理论

基础是认为洪涝灾害是致灾因子、 孕灾环境和承灾体的综合函数ꎬ 核心是指标的选取和权重的确定 [４６] ꎮ 指
标的选取与洪涝类型、 空间尺度、 研究区特征等相关ꎬ 权重确定的方法有层次分析法、 模糊逻辑、 主成分分
析、 专家打分法等 [４７] ꎮ 该方法关键在于影响因子的识别和指标权重划分方法的选择ꎬ 可以宏观反映区域风

险状况ꎬ 计算相对简单ꎬ 在国内应用较为广泛ꎮ 但是ꎬ 指标的选取可能受数据限制出现“ 以点代面” 的现象ꎬ
且研究尺度是城市及以上尺度ꎬ 不适合在尺度较小区域开展ꎬ 也不能完全反映灾害风险的空间分布特征ꎮ

(３) 遥感影像评估法ꎮ 利用暴雨洪涝期间的遥感影像数据对地面受灾情况进行估算ꎬ 在时效性和评估范

围上具有很大优势 [４８] ꎮ 然而ꎬ 该评估方法受制于遥感影像的分辨率和影像解译的准确率ꎬ 且一般获取的是
洪涝淹没的大致范围ꎬ 而不能反映淹没水深和地表流速等关键信息ꎮ

(４) 情景模拟评估法ꎮ 主要利用数学模型对洪涝过程进行模拟ꎬ 并采用未来预测或设计降雨数据对可能

发生的洪涝灾害事件进行评估ꎮ 该方法能够直观、 精确地给出城市洪涝灾害风险的空间分布特征ꎬ 可以为管
理者防灾减灾及风险管理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ꎬ 并为灾害风险转移提供数据支撑 [４９] ꎮ 随着数据搜集技
术和水文水动力学模型的发展ꎬ 情景模拟法将成为洪涝灾害风险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ꎮ
２. ３

城市洪涝灾害风险分区
基于数值模拟的情景分析法具有一定的物理机制ꎬ 且能够直观、 真实地反映城市实际的洪涝淹没过程ꎬ

对防洪减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ꎮ 目前ꎬ 基于数值模拟的洪涝风险评估多是对洪涝模拟得到的水文水动力学
要素进行统计分析ꎬ 并采用一定的评判标准划分风险范围ꎬ 主要有基于淹没水深和时间的阈值法、 基于流速
和水深的经验公式法和基于受力分析的物理机制法等ꎮ
基于淹没水深和时间的阈值法一般采用淹没水深和淹没时间的组合来判定风险水平ꎬ 既体现了洪水淹没
深度的直接作用ꎬ 也考虑了淹没时间的持续性作用所带来的影响ꎮ 该方法一定程度上可归为基于指标叠加的
风险分析方法ꎬ 其对洪涝风险等级划分的标准如表 １ 所示 [５０] ꎮ
表１

基于淹没水深和时间阈值法的洪涝风险等级划分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ｆｌｏｏｄ /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ｒｉｓ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ｍｅｔｈｏｄ
风险等级
红Ⅰ
橙Ⅱ
黄Ⅲ
蓝Ⅳ

积水深度 / ｍ

积水时间 / ｍｉｎ

[０. ３ꎬ ０. ４)

> １５

> ０. ４

[０. １５ꎬ ０. ３)
< ０. １５

危险程度
城市交通、 基础设施和各类建筑物受到威胁

> ３０

城市交通受到严重影响
城市交通不便
一般积水

基于淹没水深和时间阈值的风险分区方法对于平坦低洼地区较为适用ꎬ 灾害多因过度积水而造成淹没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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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ꎮ 而对于地形坡度较大的地区ꎬ 如山区、 山前平原和山地城市等ꎬ 洪水所产生的危害还包含高速水流冲击
可能造成的人或物的损失ꎬ 因此可认为洪水对人( 以及车辆、 建筑物等) 的危害程度为洪水深度以及洪水流
速的方程ꎮ 英国环保部采用洪水中人或物安全洪水的经验计算公式计算内涝风险值( ＨＲ) ꎬ 并根据风险值大
小划分风险等级ꎬ 如表 ２ 所示 [５０] ꎮ

表２

基于经验公式法的洪涝风险等级划分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ｆｌｏｏｄ /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ｒｉｓ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ＨＲ 值

风险等级

备注

< ０. ７５

[１. ２５ꎬ ２. ５)

重度风险

轻度风险

警惕性风险ꎬ 部分区域水深小但流速大或流速极小但水深较大

[０. ７５ꎬ １. ２５)

中度风险

部分危险( 例如儿童) ꎬ 区域内水深或流速均较大

> ２. ５

极度风险

大部分危险ꎬ 区域内水深和流速均较大
极度危险ꎬ 区域内水深和流域均极大

上述两种分区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地表积水或高速水流在不同水深情况下造成的洪涝风险ꎬ 但人
或物在水中的稳定状态涉及复杂的动态受力过程ꎬ 因此需要从人或物在洪水中的受力物理机制出发ꎬ 分析洪
水对人或物造成的洪涝风险ꎮ 基于物理机制的行人风险分区是以行人为分析对象ꎬ 采用人体工程学分析方
法ꎬ 对行人在洪水中因水深和流速造成的受力失稳状态进行分析计算ꎬ 进而对研究区行人受到洪涝风险进行
分区ꎮ 综合洪水中人体受力特点ꎬ 人体在洪水中的失稳方式可分为滑倒和翻倒ꎬ 其中滑倒主要是由水流流速
过快所产生的动水作用力造成的ꎬ 而翻倒主要是由水流水深过大时产生的倾覆力矩造成的ꎬ 同时考虑水深特
别大的情况ꎬ 行人也会有淹没危险ꎮ Ｍｉｌａｎｅｓｉ 等 [５１] 将人体概化为一组圆柱体ꎬ 在动水作用下其滑动和倾倒的
稳定性通过力和力矩平衡进行评估ꎬ 基于儿童和成人危险临界曲线( 水深—流速关系曲线) ꎬ 将风险划分为
高、 中、 低 ３ 个级别ꎬ 分别反映儿童安全区间、 儿童危险 / 成人安全区间和成人危险区间ꎮ

３

案例研究: 以济南市海绵城市示范区为例
本文以济南市海绵城市示范区为例ꎬ 采用 ２０１３￣０７￣２３ 和 ２０１５￣０８￣０３ 两场实测历史降雨数据及 １ 年一遇、

５ 年一遇、 １０ 年一遇和 ２０ 年一遇设计降水数据ꎬ 对城市洪涝灾害风险分区方法进行分析和对比ꎮ 济南市海
绵城市示范区位于济南中心城区南部ꎬ 地势南高北低ꎬ 且暴雨时空分布极不均匀ꎬ 年降雨量的 ７５％ 集中在

６—９ 月份ꎮ 夏季发生暴雨时ꎬ 南部山区洪水易沿着道路和河道迅速向北部洼地汇流ꎬ 形成马路行洪和内涝
积水ꎬ 造成洪涝灾害损失ꎮ

３. １

基于淹没水深与时间阈值的风险分区
图 １ 和表 ３ 分别为基于阈值法的历史降雨和设计降雨的洪涝风险分区结果和分区面积统计ꎮ 从图 １、 表

３ 中可以发现ꎬ 随着重现期的增大ꎬ 总风险区逐渐变大ꎬ 但不同风险等级的面积变化趋势不同ꎮ 红Ⅰ等级面
积随着重现期增大而增大ꎬ 橙Ⅱ是先增大后减小ꎬ 黄Ⅲ则是先减小后增大ꎬ 这主要是由于随着重现期的增
大ꎬ 低风险的区域会因为积水深度变大而向高风险区转变ꎻ 同时ꎬ 根据风险分区规则ꎬ 黄Ⅲ风险要求淹没时
间达到 ３０ ｍｉｎꎬ 而橙Ⅱ则只需要 １５ ｍｉｎꎬ 因此在较低重现期时ꎬ 黄Ⅲ风险区会大量向橙Ⅱ转换ꎬ 而蓝Ⅳ区向
黄Ⅲ转换的要求更高ꎬ 因而可能滞后于黄Ⅲ向橙Ⅱ转换ꎮ 随着重现期进一步增大ꎬ 由于蓝 ＩＶ 面积众多ꎬ 大

量达到黄Ⅲ要求的区域发生转化ꎬ 并且超过了黄Ⅲ向橙Ⅱ转换的速度ꎻ 橙Ⅱ区域则大量的转化为红 Ｉ 区域ꎬ
面积会出现微小的减少ꎮ 对比两场实测降雨的风险分区结果可以发现ꎬ 降雨量较大的 ２０１３￣ ０７￣ ２３ 场次降雨
的总风险区面积和各风险等级面积均小于 ２０１５￣０８￣０３ 场次降雨ꎬ 主要原因在于后者的最大 １ ｈ 降雨强度显著
大于前者ꎬ 降雨的时程分配较为集中ꎬ 短时间内产生大量径流ꎬ 造成排水系统超载溢流ꎬ 使地表形成较大范
围的积水ꎮ

７１８

水

图１

科

学

进

第 ３１ 卷

展

基于阈值法的历史降水和不同重现期设计降雨洪涝灾害风险分区

Ｆｉｇ. １ Ｒｉｓｋ ｚ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ｔｕ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ｍｅｔｈｏｄ
表３

基于阈值法的风险分区面积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ｉｓｋ ａｒｅ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ｍｅｔｈｏｄ
设计降雨或
历史降雨

降雨量 / ｍｍ

１ 年一遇
１０ 年一遇

５ 年一遇

２０ 年一遇

２０１３￣０７￣２３
２０１５￣０８￣０３

３. ２

最大 １ ｈ 降雨
强度 / ( ｍｍｈ － １ )

风险区面积 / ｈｍ２
红Ⅰ

橙Ⅱ

黄Ⅲ

蓝Ⅵ

２６. ７

０. ６１

０. ３８

１. ２７

１７７. ７６

４４. １

１. ６９

０. ５６

１. ２４

１７３. ４２

３８. ８
４９. ３
７１. ３
６２. １

１. ２４

２２. ９
３９. ６

２. ２３
１. １５
２. ０２

０. ５６
０. ５３
０. ５９
０. ８１

１. ２６
１. ２７
１. ９２
２. ６８

１７４. ９８
１７１. ６６
１７７. ６２
１７４. ９５

基于经验公式的风险分区
基于经验公式的历史降雨和设计降雨的洪涝风险分区结果和分区面积统计如图 ２ 和表 ４ 所示ꎮ 从表中可

以看出ꎬ 随着设计降雨重现期的增大ꎬ 轻度风险区域的面积逐渐减少ꎬ 而中度及以上程度的风险区域的面积
逐渐增多ꎮ 两场历史降雨中ꎬ 由于 ２０１３￣０７￣２３ 场次的降雨量大于 ２０１５￣ ０８￣ ０３ 场次ꎬ 但后者的最大 １ ｈ 降雨
量要大于前者ꎬ 使得前者的轻度风险区域面积大于后者ꎬ 而中度及以上程度的风险区域面积要小于后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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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于经验公式的历史降水和不同重现期设计降雨洪涝灾害风险分区

Ｆｉｇ. ２ Ｒｉｓｋ ｚ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ｔｕ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
表４

基于经验公式的风险分区面积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ｉｓｋ ａｒｅ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
降雨量 / ｍｍ

最大 １ ｈ 降雨
强度 / ( ｍｍｈ － １ )

轻度风险

中度风险

重度风险

极度风险

１ 年一遇

２６. ７

－

１７９. ７７３

１. １１２

０. ６０５

０. ００３

１０ 年一遇

４４. １

－

１７６. ９２３

１. ５９７

２. ９６６

０. ００８

５ 年一遇

２０ 年一遇

２０１３￣０７￣２３
２０１５￣０８￣０３

３. ３

风险面积 / ｈｍ２

设计降雨或
历史降雨

３８. ８
４９. ３
７１. ３
６２. １

－
－

２２. ９
３９. ６

１７８. ００３
１７５. ５４３
１７９. ２１０
１７７. ７３２

１. ５０４
１. ８０９
１. ３５７
１. ５０６

１. ９８１
４. １２９
０. ９２４
２. ２４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基于物理机制的风险分区
利用暴雨洪涝模型计算得到研究区每个网格随时间变化的流速和水深ꎬ 采用人体洪水风险计算模型计算

研究区每个网格在不同时刻的风险值ꎬ 并取该网格在模拟期内的最大风险值作为该网格的洪涝风险ꎮ 该方法
计算时将每个网格的水深和流速按时间一一对应ꎬ 综合考虑水深、 流速以及外部环境对行人风险的影响ꎬ 更

加符合洪水中行人遭遇风险的实际情况ꎮ 图 ３ 和表 ５ 分别为实测历史降雨和设计降雨条件下基于物理机制的
行人风险分区结果和分区面积统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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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理机制的历史降水和不同重现期设计降雨洪涝灾害风险分区

Ｆｉｇ. ３ Ｒｉｓｋ ｚ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ｔｕ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表５

基于物理机制的风险分区面积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ｉｓｋ ａｒｅ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设计降雨或
历史降雨

降雨量 / ｍｍ

１ 年一遇
１０ 年一遇

５ 年一遇

２０ 年一遇

２０１３￣０７￣２３
２０１５￣０８￣０３

３. ４

最大 １ ｈ 降雨
强度 / ( ｍｍｈ － １ )

风险面积 / ｈｍ２
低风险

中风险

高风险

２６. ７

９８. ９

０. ３

０. ７

４４. １

９６. ８

０. ６

２. ２

３８. ８
４９. ３
７１. ３
６２. １

９７. ６

２２. ９
３９. ６

９５. ９
９９. ０
９７. ５

０. ５
０. ６
０. ３
０. ５

１. ６
３. １
０. ７
１. ７

几种分区结果对比与分析
从不同风险分区方法的结果可以看出ꎬ 三者对洪涝风险的分区结果之间均有一定的重叠ꎬ 一些明显的低

洼区域和排水系统较差的道路均表现出较高的洪涝风险ꎬ 对由内涝积水引起的风险均具有较好的评估结果ꎮ
不同历史实测降雨和设计降雨的洪涝风险分区结果显示ꎬ ３ 种方法中除基于阈值法的风险分区结果存在不同
等级风险区之间转换而趋势多变外ꎬ 不同等级的风险区面积总体随着设计降雨重现期的增大而增大ꎬ 且与降
雨的最大 １ ｈ 降雨量具有很好的相关性ꎮ

基于淹没水深和时间的阈值法基本上能识别出诸如十字路口、 局部地形洼地和排水管网溢流点处的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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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ꎬ 对指导防洪排涝和管网改造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ꎬ 但多数地形坡度较大的道路均显示无风险或低风
险ꎬ 这与济南市南部山区出现马路行洪造成车辆、 人员损失的报告不符ꎬ 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研究区的洪涝风
险ꎮ 基于经验公式的方法不仅能识别出阈值法中的低洼积水区域ꎬ 也能考虑到坡度较大的道路行洪风险ꎬ 能
够显示出部分坡度较大和上游集水区来流较多的道路风险ꎮ 该方法简单实用ꎬ 可以用于快速洪水评估ꎬ 但最
大风险值区域太小ꎬ 且对一些坡度较大区域的洪涝风险有可能低估ꎮ 基于物理机制的分区方法能够识别出主
要的低洼易涝点和大坡度区域ꎬ 但对于风险的评估略显保守ꎬ 识别出的高风险区范围显著大于中风险区
范围ꎮ
相较于其他两种风险分区方法ꎬ 基于物理机制的风险分区法能够涵盖绝大部分经验法的最大风险区域ꎬ
且与阈值法的分区结果具有较大的重叠性ꎬ 对风险识别的代表性最好ꎮ

４

结

语

受季风气候影响ꎬ 中国暴雨洪水集中ꎬ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ꎬ 中国城市洪涝灾害日趋严
重ꎬ 已成为影响城市公共安全的突出问题和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ꎮ 变化环境下城市洪涝致灾机
理与风险评估研究是完善城市防洪除涝减灾体系、 提升城市防洪除涝能力的重要依据ꎮ

(１) 气候变化和城市化是城市洪涝灾害最主要的驱动要素ꎮ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增多增强ꎬ 加剧

城市洪涝的发生频率和灾害程度ꎮ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城市下垫面发生剧烈变化ꎬ 大部分河、 湖、 库、 洼
地被填或被改造导致城市蓄水能力和过流能力降低ꎬ 不透水面积增大导致径流系数增大ꎬ 汇流速度加快ꎬ 进
而增加了城市洪涝灾害风险ꎮ 此外ꎬ 城市除涝标准、 管网排水标准和河湖防洪标准的不协调及与城市发展的
不衔接ꎬ 使得城市洪灾灾害承灾体的脆弱性增加ꎮ

(２) 城市洪涝灾害风险评估方法有历史灾情分析法、 指标体系评估法、 遥感影像评估法和情景模拟评估

法等ꎮ 其中ꎬ 基于情景模拟的洪涝灾害风险评估方法能够直观、 精确地给出城市洪涝灾害风险的空间分布特
性ꎬ 可以为管理者防灾减灾及风险管理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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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ｙꎬ ２０１８ꎬ ５６４: １０８５￣１０９８.

[１３] ＷＵ Ｚ Ｎꎬ ＺＨＯＵ Ｙ Ｈꎬ ＷＡＮＧ Ｈ Ｌꎬ ｅｔ ａｌ. Ｄｅｐｔｈ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ｆｌｏｏｄ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ｒｅｔｕ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 Ｊ] .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２０２０ꎬ ７１６: １３７０７７.

[１４] 李超超ꎬ 程晓陶ꎬ 申若竹ꎬ 等. 城市化背景下洪涝灾害新特点及其形成机理[ Ｊ] . 灾害学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４(２) : ５７￣ ６２. ( ＬＩ Ｃ
Ｃꎬ ＣＨＥＮＧ Ｘ Ｔꎬ ＳＨＥＮ Ｒ Ｚꎬ ｅｔ ａｌ. Ｎｅｗ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
ｔｅｘｔ ｏｆ ｒａｐｉ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４(２) : ５７￣６２.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１５] ＩＰＣＣ.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４: ｉｍｐａｃｔｓꎬ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ａｒｔ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Ｍ]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４.

[１６] ＴＲＥＮＢＥＲＴＨ Ｋ 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Ｊ]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１ꎬ ４７(１) : １２３￣１３８.

[１７] ＫＯＮＡＰＡＬＡ Ｇꎬ ＭＩＳＨＲＡ Ａ Ｋꎬ ＷＡＤＡ Ｙꎬ ｅｔ 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ｉｌｌ ａｆｆｅｃ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ｉｎｇ ｃｈａｎ￣
ｇｅｓ ｉｎ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２０２０ꎬ １１: ３０４４.

[１８]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Ｚ Ｔꎬ ＰＯＴＴＥＲ Ｋ Ｗꎬ ＬＩＥＢＬ Ｄ Ｓ.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ｌｏｏ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 Ｗｉｓ￣
ｃｏｎｓｉ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７(８) : ８８８￣８９４.

[１９] ＺＨＡＮＧ Ｑꎬ ＳＩＮＧＨ Ｖ Ｐꎬ ＬＩ Ｊꎬ 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ｓ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
ｄ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２ꎬ ４３４: ７￣１８.

[２０] ＪＩＡＮＧ Ｆ Ｑꎬ ＨＵ Ｒ Ｊꎬ ＷＡＮＧ Ｓ Ｐꎬ ｅｔ 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６０—２００８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ꎬ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１１(１ / ２) : １３３￣１４８.

[２１] ＺＨＡＯ Ｌꎬ ＬＥＥ Ｘꎬ ＳＭＩＴＨ Ｒ Ｂꎬ ｅｔ ａｌ. Ｓｔｒｏｎ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ｔｏ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Ｊ] . Ｎａｔｕｒｅꎬ ２０１４ꎬ
５１１: ２１６￣２１９.

[２２] ＬＩ Ｄꎬ ＬＩＡＯ Ｗ Ｌꎬ ＲＩＧＤＥＮ Ａ Ｊꎬ ｅｔ 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ｒ ｉｍｐｅｒｖ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ꎬ ２０１９ꎬ ５
(４) : ｅａａｕ４２９９.

[２３] ＵＮ. Ｗｏｒｌ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２０１１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Ｒ]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 ＨＡＢＩＴＡＴꎬ ２０１２.

[２４] ＨＯＵ Ｊꎬ ＨＡＮ Ｈꎬ ＱＩ Ｗꎬ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ｒａｉｎ ｓｔ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ｓｌｏｐｅｓ ｏｎ ｌｏｗ ｉｍｐａ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ａｎ ｉｄｅａｌｉｚｅｄ ｕｒｂａｎ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９ꎬ ５７９: １２４１７６.

[２５] ＤＡＭＯＤＡＲＡＭ Ｃꎬ ＧＩＡＣＯＭＯＮＩ Ｍ Ｈꎬ ＰＲＡＫＡＳＨ ＫＨＥＤＵＮ Ｃꎬ ｅｔ 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ｂ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ｗ ｉｍｐａ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０ꎬ

４６(５) : ９０７￣９１８.

[２６]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Ｃ 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ｖ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１ꎬ ９２(６) : １４３８￣１４４８.

[２７] ＱＩＮ Ｈ Ｐꎬ ＬＩ Ｚ Ｘꎬ ＦＵ Ｇ 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ｏｗ ｉｍｐａ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２９: ５７７￣５８５.

[２８] 张建云ꎬ 宋晓猛ꎬ 王国庆ꎬ 等. 变化环境下城市水文学的发展与挑战: Ｉ: 城市水文效应[ Ｊ] . 水科学进展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５

(４) : ５９４￣６０５. ( ＺＨＡＮＧ Ｊ Ｙꎬ ＳＯＮＧ Ｘ Ｍꎬ ＷＡＮＧ Ｇ Ｑꎬ ｅｔ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５(４) : ５９４￣６０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２９] 徐宗学ꎬ 程涛ꎬ 任梅芳. “ 城市看海” 何时休: 兼论海绵城市功能与作用[ Ｊ] . 中国防汛抗旱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７(５) : ６４￣６６. ( ＸＵ
Ｚ Ｘꎬ ＣＨＥＮＧ Ｔꎬ ＲＥＮ Ｍ Ｆ. Ｆａｒｅｗｅｌｌ ｔｏ ｕｒｂａｎ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ａ ｂｒｉｅｆ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ｓｐｏｎｇｅ ｃｉｔｙ[ Ｊ] . Ｃｈｉｎａ
Ｆｌｏｏｄ ＆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７(５) : ６４￣６６.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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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黄崇福ꎬ 刘安林ꎬ 王野. 灾害风险基本定义的探讨[ Ｊ] . 自然灾害学报ꎬ ２０１０ꎬ １９(６) : ８￣ １６. ( ＨＵＡＮＧ Ｃ Ｆꎬ ＬＩＵ Ａ Ｌꎬ
ＷＡＮＧ Ｙ.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ｂａｓｉｃ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ｉｓｋ[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ꎬ ２０１０ꎬ １９(６) : ８￣１６.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３１] 黄蕙ꎬ 温家洪ꎬ 司瑞洁ꎬ 等. 自然灾害风险评估国际计划述评: Ⅱ: 评估方法[ Ｊ] . 灾害学ꎬ ２００８ꎬ ２３ (３) : ９６￣ １０１.

( ＨＵＡＮＧ Ｈꎬ ＷＥＮ Ｊ Ｈꎬ ＳＩ Ｒ Ｊ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ＩＩ: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８ꎬ ２３(３) : ９６￣１０１.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３２] ＵＮＤＰ.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ｉｓｋ: 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Ｒ]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ꎬ ２００４: ９８￣９９.

[３３] 马保成. 自然灾害风险定义及其表征方法[ Ｊ] . 灾害学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０(３) : １６￣２０. ( ＭＡ Ｂ Ｃ.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ｉｓｋ[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０(３) : １６￣２０.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３４] 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 中国自然灾害区划研究进展[ Ｍ] . 北京: 海洋出版社ꎬ １９９８. ( Ｃｏｍ￣
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Ｏ￣
ｃｅａ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８.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３５] 黄国如ꎬ 罗海婉ꎬ 陈文杰ꎬ 等. 广州东濠涌流域城市洪涝灾害情景模拟与风险评估[ Ｊ] . 水科学进展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０ (５) :
６４３￣６５２. ( ＨＵＡＮＧ Ｇ Ｒꎬ ＬＵＯ Ｈ Ｗꎬ ＣＨＥＮ Ｗ Ｊꎬ ｅｔ ａｌ.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ｆｌｏｏｄ ｉｎ Ｄｏｎｇｈａｏｃｈｏｎｇ
ｂａｓｉｎꎬ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Ｊ]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０(５) : ６４３￣６５２.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３６] 李超超ꎬ 田军仓ꎬ 申若竹. 洪涝灾害风险评估研究进展[ Ｊ] . 灾害学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５ (３) : １３１￣ １３６. ( ＬＩ Ｃ Ｃꎬ ＴＩＡＮ Ｊ Ｃꎬ
ＳＨＥＮ Ｒ Ｚ.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ｒｉｓｋ[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５ (３) : １３１￣ １３６.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３７] 徐奎. 沿海城市暴雨潮位关联特性及洪涝风险分期控制研究[ Ｄ] . 天津: 天津大学ꎬ ２０１４. ( ＸＵ Ｋ.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ｊｏｉ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ｉｄ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ｇ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ｒｉｓｋ ｉｎ ａ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ｃｉｔｙ[ Ｄ] .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３８] 冯强ꎬ 王昂生ꎬ 李吉顺. 我国降水的时空变化与暴雨洪涝灾害 [ Ｊ] . 自然灾害学报ꎬ １９９８ꎬ ７ (１) : ３￣ ５. ( ＦＥＮＧ Ｑꎬ
ＷＡＮＧ Ａ Ｓꎬ ＬＩ Ｊ Ｓ.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ｙ￣ｒａｉｎ ｆｌｏｏ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ꎬ １９９８ꎬ ７(１) : ３￣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３９] ＺＥＬＬＯＵ Ｂꎬ ＲＡＨＡＬＩ Ｈ.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ｍ ｓｕｒ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ｉｎ ａ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９ꎬ ５６９: ６４７￣６６５.

[４０] 李鹤ꎬ 张平宇ꎬ 程叶青. 脆弱性的概念及其评价方法[ Ｊ] . 地理科学进展ꎬ ２００８ꎬ ２７(２) : １８￣ ２５. ( ＬＩ Ｈꎬ ＺＨＡＮＧ Ｐ Ｙꎬ
ＣＨＥＮＧ Ｙ Ｑ.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Ｊ]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２００８ꎬ ２７ (２) : １８￣ ２５. (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

[４１] 蒋勇军ꎬ 况明生ꎬ 匡鸿海ꎬ 等. 区域易损性分析、 评估及易损度区划: 以重庆市为例[ Ｊ] . 灾害学ꎬ ２００１ꎬ １６(３) : ５９￣
６４. ( ＪＩＡＮＧ Ｙ Ｊꎬ ＫＵＡＮＧ Ｍ Ｓꎬ ＫＵＡＮＧ Ｈ Ｈ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ｚｏｎｉｎｇ: ｔａｋ￣
ｉｎｇ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１ꎬ １６(３) : ５９￣６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４２] 李林涛ꎬ 徐宗学ꎬ 庞博ꎬ 等. 中国洪灾风险区划研究[ Ｊ] . 水利学报ꎬ ２０１２ꎬ ４３(１) : ２２￣３０. ( ＬＩ Ｌ Ｔꎬ ＸＵ Ｚ Ｘꎬ ＰＡＮＧ Ｂꎬ
ｅｔ ａｌ. Ｆｌｏｏｄ ｒｉｓｋ ｚｏｎ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２ꎬ ４３(１) : ２２￣３０.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４３] 尹占娥ꎬ 许世远ꎬ 殷杰ꎬ 等. 基于小尺度的城市暴雨内涝灾害情景模拟与风险评估[ Ｊ] . 地理学报ꎬ ２０１０ꎬ ６５(５) : ５５３￣
５６２. ( ＹＩＮ Ｚ Ｅꎬ ＸＵ Ｓ Ｙꎬ ＹＩＮ Ｊꎬ ｅｔ ａｌ. 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 ｂａｓｅｄ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 ｗａ￣
ｔｅｒ￣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Ｊ] .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１０ꎬ ６５(５) : ５５３￣５６２.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４４] 唐川ꎬ 朱静. 基于 ＧＩＳ 的山洪灾害风险区划[ Ｊ] . 地理学报ꎬ ２００５ꎬ ６０(１) : ８７￣９４. ( ＴＡＮＧ Ｃꎬ ＺＨＵ Ｊ. Ａ Ｇ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ｌ ｔｏｒｒｅｎｔ ｒｉｓｋ ｚｏｎａｔｉｏｎ[ Ｊ] .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ꎬ ２００５ꎬ ６０(１) : ８７￣９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４５] ＢＥＮＩＴＯ Ｇꎬ ＬＡＮＧ Ｍꎬ ＢＡＲＲＩＥＮＤＯＳ Ｍꎬ ｅｔ ａｌ. Ｕｓｅ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ꎬ ｐａｌａｅｏｆ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ｒｉｓｋ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Ｊ]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ｓꎬ ２００４ꎬ ３１(３) : ６２３￣６４３.

[４６] ＤＵＴＴＡ Ｄꎬ ＨＥＲＡＴＨ Ｓꎬ ＭＵＳＩＡＫＥ Ｋ. 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ｆｌｏｏｄ ｌｏｓ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３ꎬ ２７７
(１) : ２４￣４９.

[４７] ＫＡＮＤＩＬＩＯＴＩ Ｇꎬ ＭＡＫＲＯＰＯＵＬＯＳ Ｃ.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ｆｌｏｏｄ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Ａｔｈｅｎｓ[ Ｊ]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ｓꎬ ２０１２ꎬ ６１
(２) : ４４１￣４６８.

[４８] 徐宗学ꎬ 程涛ꎬ 洪思扬ꎬ 等. 遥感技术在城市洪涝模拟中的应用进展[ Ｊ] . 科学通报ꎬ ２０１８ꎬ ６３(２１) : ２１５６￣２１６６. ( ＸＵ 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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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ꎬ ＣＨＥＮＧ Ｔꎬ ＨＯＮＧ Ｓ Ｙ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ｆｌｏｏ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
ｔｉｎꎬ ２０１８ꎬ ６３(２１) : ２１５６￣２１６６.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４９] ＲＥＮＮ Ｏ.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ｏｎ ｒｉｓｋ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Ｒ] . Ｇｅｎｅｖ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ｓｋ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ｕｎ￣
ｃｉｌꎬ ２００８: ３￣７３.

[５０] 程涛. 济南市海绵城市示范区暴雨洪涝模拟与削减措施效果研究[ Ｄ]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ꎬ ２０１９. ( ＣＨＥＮＧ Ｔａｏ.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ｏｄ /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ｏｎｇｅ ｃｉｔ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Ｊｉｎａｎ Ｃｉｔｙ [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１９.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５１] ＭＩＬＡＮＥＳＩ Ｌꎬ ＰＩＬＯＴＴＩ Ｍꎬ ＲＡＮＺＩ Ｒ.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ｆｌｏｏｄｓ[ Ｊ] .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５ꎬ ５１(１) : １８２￣１９７.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ｆｌｏｏｄ /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ＸＵ Ｚｏｎｇｘｕｅ１ꎬ２ ꎬ ＣＨＥＮ Ｈａｏ１ꎬ２ ꎬ ＲＥＮ Ｍｅｉｆａｎｇ１ꎬ２ ꎬ ＣＨＥＮＧ Ｔａｏ１ꎬ２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５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ｄ Ｓｐｏｎｇｅ Ｃｉｔ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５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ｙｅａｒｓꎬ ｕｒｂａｎ ｆｌｏｏｄｓ /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ｉ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 ｂｉ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ｉｍ￣
ｐａｃ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ａｎｄ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ｆｌｏｏｄ /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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