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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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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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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洪涝灾害风险分析与评估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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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水深度 / ｍ 积水时间 / ｍｉｎ 危险程度

红Ⅰ >０. ４ 城市交通、 基础设施和各类建筑物受到威胁

橙Ⅱ [０. ３ꎬ ０. ４) > １５ 城市交通受到严重影响

黄Ⅲ [０. １５ꎬ ０. ３) > ３０ 城市交通不便

蓝Ⅳ <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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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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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２５ꎬ ２. ５) 重度风险 大部分危险ꎬ 区域内水深和流速均较大

> ２. ５ 极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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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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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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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 １ ｈ 降雨

强度 / (ｍｍｈ － １)
风险区面积 / ｈｍ２

红Ⅰ 橙Ⅱ 黄Ⅲ 蓝Ⅵ

１ 年一遇 ２６. ７ ０. ６１ ０. ３８ １. ２７ １７７. ７６

５ 年一遇 ３８. ８ １. ２４ ０. ５６ １. ２６ １７４. ９８

１０ 年一遇 ４４. １ １. ６９ ０. ５６ １. ２４ １７３. ４２

２０ 年一遇 ４９. ３ ２. ２３ ０. ５３ １. ２７ １７１. ６６

２０１３￣０７￣２３ ７１. ３ ２２. ９ １. １５ ０. ５９ １. ９２ １７７. ６２

２０１５￣０８￣０３ ６２. １ ３９. ６ ２. ０２ ０. ８１ ２. ６８ １７４. ９５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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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降雨或
历史降雨

降雨量 / ｍｍ
最大 １ ｈ 降雨

强度 / (ｍｍｈ － １)
风险面积 / 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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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年一遇 ３８. ８ － １７８. ００３ １. ５０４ １. ９８１ ０. ００６

１０ 年一遇 ４４. １ － １７６. ９２３ １. ５９７ ２. ９６６ ０. ００８

２０ 年一遇 ４９. ３ － １７５. ５４３ １. ８０９ ４. １２９ ０. ０１３

２０１３￣０７￣２３ ７１. ３ ２２. ９ １７９. ２１０ １. ３５７ ０. ９２４ 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５￣０８￣０３ ６２. １ ３９. ６ １７７. ７３２ １. ５０６ ２. ２４９ ０. ００６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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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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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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 １ ｈ 降雨

强度 / (ｍｍｈ － １)
风险面积 / ｈｍ２

低风险 中风险 高风险

１ 年一遇 ２６. ７ ９８. ９ ０. ３ ０. ７

５ 年一遇 ３８. ８ ９７. ６ ０. ５ １. ６

１０ 年一遇 ４４. １ ９６. ８ ０. ６ ２. ２

２０ 年一遇 ４９. ３ ９５. ９ ０. ６ ３. １

２０１３￣０７￣２３ ７１. ３ ２２. ９ ９９. ０ ０. ３ ０. ７

２０１５￣０８￣０３ ６２. １ ３９. ６ ９７. ５ ０. ５ １. ７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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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