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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适用于不同类型暴雨山

洪致灾的沟床水位预警方法，步骤如下：(1)选定

暴雨山洪灾害防治沟床断面，确定预警水位；(2)

假设沟床被暴雨山洪淹没，计算当沟床被不同深

度的暴雨山洪淹没时的沟床底部压应力，绘制沟

床底部压应力与水位变化关系图；(3)在暴雨山

洪期间，实时监测沟床底部压应力及沟床断面水

位变化，记作标记点(Fps ,Zs)，将标记点标记于

前述关系图中，根据标记点所处位置判断当前暴

雨山洪的类型，根据前述关系图由预警水位确定

不同类型的暴雨山洪的沟床底部压应力预警范

围，当实时监测到的沟床压应力达到相应类型的

暴雨山洪的沟床底部压应力预警范围时，即发布

不同类型暴雨山洪的实时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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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不同类型暴雨山洪致灾的沟床水位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1)选定沟床平坦的断面作为暴雨山洪灾害防治沟床断面，根据设计防洪水位确定预

警水位；

(2)假设沟床被暴雨山洪淹没，根据式(Ⅰ)计算当沟床被不同深度的暴雨山洪淹没时的

沟床底部压应力，然后根据式(Ⅱ)计算沟床断面水位高程，

Fp＝ρ×g×h×10-3   (Ⅰ)

Z＝Z0+h     (Ⅱ)

式(Ⅰ)和式(Ⅱ)中，Fp为沟床底部压应力，单位为KPa，g为重力常数，g取9.8N/kg，h为淹

没沟床的暴雨山洪的深度，ρ为淹没沟床的暴雨山洪的密度，计算沟床底部压应力时，分别

取ρ＝1000kg/m3、ρ＝1350kg/m3以及ρ＝2200kg/m3计算得到三组沟床底部压应力数据；Z为

沟床断面水位高程，单位为m，Z0为沟床断面底部高程，单位为m；

将沟床断面水位高程与计算得到的三组沟床底部压应力数据对应，以沟床底部压应力

为横坐标、以沟床断面水位高程为纵坐标作图，得到包括三条沟床底部压应力-水位变化关

系曲线的沟床底部压应力与水位变化关系图；

在沟床底部压应力与水位变化关系图中，将ρ＝1000kg/m3、ρ＝1350kg/m3以及ρ＝

2200kg/m3对应的沟床底部压应力-水位变化关系曲线依次记作曲线A、曲线B以及曲线C，处

在曲线A上的区域为山洪洪水区，位于曲线A及曲线B之间的区域为山洪泥沙区，位于曲线B

与曲线C之间的区域以及处在曲线B和曲线C上的区域为山洪泥石流区；

(3)在暴雨山洪灾害防治沟床断面底部安装压力传感器，在暴雨山洪灾害防治沟床断

面安装水位测量设备，在暴雨山洪期间，实时监测沟床底部压应力及沟床断面水位变化；

将实时测得的沟床底部压应力Fps及对应的沟床断面水位Zs作为标记点(Fps,Zs)，标记

于步骤(2)绘制的沟床底部压应力与水位变化关系图中，根据标记点在沟床底部压应力与

水位变化关系图中所处的位置，判断当前暴雨山洪的类型，根据沟床底部压应力与水位变

化关系图，由预警水位确定不同类型的暴雨山洪的沟床底部压应力预警范围，当实时监测

到的沟床压应力达到相应类型的暴雨山洪的沟床底部压应力预警范围时，即发布不同类型

暴雨山洪的实时预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适用于不同类型暴雨山洪致灾的沟床水位预警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3)中，在暴雨山洪灾害防治沟床断面底部安装至少1个压力传感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适用于不同类型暴雨山洪致灾的沟床水位预警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3)中，在暴雨山洪灾害防治沟床断面底部安装2～5个压力传感器，确定标记点时，

将各压力传感器在同一时刻测得的沟床底部压应力的平均值作为标记点的横坐标。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适用于不同类型暴雨山洪致灾的沟床水位

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计算当沟床被不同深度的暴雨山洪淹没时的沟床底部压

应力时，淹没沟床的暴雨山洪的深度的最大值应保证沟床断面水位高程≥设计防洪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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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不同类型暴雨山洪致灾的沟床水位预警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山区流域暴雨山洪灾害预警领域，涉及一种适用于不同类型暴雨山洪

致灾的沟床水位预警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山洪灾害是指由于降雨在山丘区引发的洪水灾害及由山洪诱发的泥石流、滑坡

等，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的灾害，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破坏力大等特点

(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编制技术大纲，2003)。近几十年来，山洪灾害已成为世界各类自然

灾害中的一个主要灾种，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社会经济损失巨大，引起了各国政府和世界

组织的高度关注(孙东亚等，2012)。许多发达国家为了避免山洪造成灾害，常将居民及其他

承灾体迁移出致灾区域。由于我国山区面积比重大、人口多，山洪造成的灾害损失往往十分

严重，给我国山区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我国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中，

有1500多个分布于山区，有山洪灾害防治任务的山丘区(即山洪灾害防治区)面积约为463

万km2，约占我国陆地面积的48％，居住人口约5.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4.2％。山地区域

因受降雨、地形及人类活动等影响，频繁发生突发性、局地性极端强降雨引发的山洪灾害，

造成的死亡人数占全国洪涝灾害死亡人数的70％以上(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简要报告，

2005；王光谦，2008；沈盛或，2014)。

[0003] 山区沟床比降大、暴雨洪水响应时间极短、流速高、冲击力大，对坡地产生极高的

坡坏力，挟带大量泥沙向沟床输送，造成沟床淤高、水位陡增，形成漫滩洪水，导致附近的建

筑和基础设施被洪水淹没或被泥沙淤埋，造成严重的山洪灾害。

[0004] 长期以来，暴雨山洪灾害防治研究常以临界降雨特性及洪水量与水位关系为条件

判据，例如，实测雨量统计法(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2003；陈桂亚等，

2005)、水位-流量反推法(叶勇等，2008)、暴雨临界曲线法(江锦红等，2010)、临界雨量洪水

预警(Le  et.al.，2008)、降雨-水位关系预警(吴承卿，2016)等。然而，暴雨山洪过程受泥沙

来量的影响，常表现为山洪洪水、山洪泥沙和山洪泥石流，但现有暴雨山洪水位预警方法无

法区分暴雨山洪的类型，而不同类型的暴雨山洪所携带的泥沙具有很大差异，这会显著影

响沟床监测断面的水位-流量关系，从而制约监测断面水位预警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基于单

一水位的预警方法会产生的误报和漏报的问题。

[0005] 举例而言，如图1所示的某山区河流，其暴雨山洪灾害以山洪洪水为主，由图2可

知，其水位-流量关系较为稳定单一，根据不同水位与累计人口的关系，可保证水位预警防

灾的可靠性和准确性。然而，图3所示的某山区河流，由于洪水期间泥沙大量淤积，导致场次

洪水的20年一遇(P＝5％)的暴雨洪水产生了千年一遇(P＝0.1％)的洪水位828.5m，超过了

原山洪洪水对应的洪水位(即设计洪水致灾水位825.0m)3.50m，如图4所示，结果导致房屋

被淤埋，造成了严重的山洪灾害。由此可见，暴雨山洪挟带泥沙的不同，会显著影响沟床监

测断面的水位-流量关系，从而制约了现有暴雨山洪灾害水位预警方法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因此，若能提供在快速识别暴雨山洪类型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的暴雨山洪都能准确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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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床水位预警方法的方法，为山洪灾害的防治提供更科学、可靠和合理的指导，对于有效减

少暴雨山洪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社会经济损失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适用于不同类型暴雨山洪致灾

的沟床水位预警方法，以解决现有暴雨山洪预警方法无法区分暴雨山洪类型而造成的容易

出现误报和漏报的不足，提高暴雨山洪致灾预警的准确性，为山洪灾害的防治提供更科学

和可靠的指导。

[0007] 本发明提供的适用于不同类型暴雨山洪致灾的沟床水位预警方法，步骤如下：

[0008] (1)选定沟床平坦的断面作为暴雨山洪灾害防治沟床断面，根据设计防洪水位确

定预警水位；

[0009] (2)假设沟床被暴雨山洪淹没，根据式(Ⅰ)计算当沟床被不同深度的暴雨山洪淹没

时的沟床底部压应力，然后根据式(Ⅱ)计算沟床断面水位高程，

[0010] Fp＝ρ×g×h×10-3     (Ⅰ)

[0011] Z＝Z0+h     (Ⅱ)

[0012] 式(Ⅰ)和式(Ⅱ)中，Fp为沟床底部压应力，单位为KPa，g为重力常数，g取9.8N/kg，h

为淹没沟床的暴雨山洪的深度，ρ为淹没沟床的暴雨山洪的密度，计算沟床底部压应力时，

分别取ρ＝1000kg/m3、ρ＝1350kg/m3以及ρ＝2200kg/m3计算得到三组沟床底部压应力数据；

Z为沟床断面水位高程，单位为m，Z0为沟床断面底部高程，单位为m；

[0013] 将沟床断面水位高程与计算得到的三组沟床底部压应力数据对应，以沟床底部压

应力为横坐标、以沟床断面水位高程为纵坐标作图，得到包括三条沟床底部压应力-水位变

化关系曲线的沟床底部压应力与水位变化关系图；

[0014] 在沟床底部压应力与水位变化关系图中，将ρ＝1000kg/m3、ρ＝1350kg/m3以及ρ＝

2200kg/m3对应的沟床底部压应力-水位变化关系曲线依次记作曲线A、曲线B以及曲线C，处

在曲线A上的区域为山洪洪水区，位于曲线A及曲线B之间的区域为山洪泥沙区，位于曲线B

与曲线C之间的区域以及处在曲线B和曲线C上的区域为山洪泥石流区；

[0015] (3)在暴雨山洪灾害防治沟床断面底部安装压力传感器，在暴雨山洪灾害防治沟

床断面安装水位测量设备，在暴雨山洪期间，实时监测沟床底部压应力及沟床断面水位变

化；

[0016] 将实时测得的沟床底部压应力Fps及对应的沟床断面水位Zs作为标记点(Fps,Zs)，

标记于步骤(2)绘制的沟床底部压应力与水位变化关系图中，根据标记点在沟床底部压应

力与水位变化关系图中所处的位置，判断当前暴雨山洪的类型，根据沟床底部压应力与水

位变化关系图，由预警水位确定不同类型的暴雨山洪的沟床底部压应力预警范围，当实时

监测到的沟床压应力达到相应类型的暴雨山洪的沟床底部压应力预警范围时，即发布不同

类型暴雨山洪的实时预警。

[0017] 上述预警方法的步骤(3)中，最好是在暴雨山洪灾害防治沟床断面底部安装至少1

个压力传感器，为了避免压力传感器出现故障的情况，优选在暴雨山洪灾害防治沟床断面

底部安装2～5个压力传感器，为了提高沟床底部压应力测量的准确性，该步骤在确定标记

点时，将各压力传感器在同一时刻测得的有效的沟床底部压应力的平均值作为标记点的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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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

[0018] 上述预警方法的步骤(1)中，所述设计防洪水位通常是已知的，例如在设计城市或

城镇时已经确定，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即可确定，在没有设计防洪水位的情况下，可根据根据

漫滩区保护对象，参照现有方法确定设计防洪水位；预警水位低于设计防洪水位，具体的预

警水位需要根据暴雨山洪灾害防治沟床断面所涉及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区域进行确定。

[0019] 上述预警方法的步骤(2)中，计算当沟床被不同深度的暴雨山洪淹没时的沟床底

部压应力时，淹没沟床的暴雨山洪的深度的最大值应保证沟床断面水位高程≥设计防洪水

位。

[0020] 上述预警方法的步骤(3)中，由于沟床底部压应力与水位变化关系图中，只有位于

曲线A上的区域是山洪洪水期，也就是说，当暴雨山洪为山洪洪水时，标记点(Fps,Zs)是处于

曲线A上的，因此当暴雨山洪的类型为山洪洪水时，确定的沟床底部压应力预警范围是一个

点值。

[0021] 上述预警方法的步骤(3)中，根据沟床底部压应力与水位变化关系图，由预警水位

确定不同类型的暴雨山洪的沟床底部压应力预警范围的方法为：在沟床底部压应力与水位

变化关系图中作出预警水位线，将预警水位线与曲线A、曲线B以及曲线C的交点对应的沟床

底部压应力值依次记作FpA、FpB、和FpC。当暴雨山洪的类型未山洪洪水时，沟床底部预警压

力为FpA，当暴雨山洪的类型的山洪泥沙时，沟床底部预警压应力范围为大于FpA且小于FpB，

暴雨山洪的类型的山洪泥石流时，沟床底部预警压应力范围为FpB～FpC。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3] 1.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暴雨山洪水位预警的新方法，该方法以沟床底部压应力与水

位变化关系图为基础，结合监测断面的底部压应力和水位变化关系，可快速准确地判断当

前暴雨山洪的具体类型，山洪灾害防治提供了基础信息，在准确识别暴雨山洪类型的基础

上，结合监测断面的山洪预警水位阈值和沟床底部压应力实时过程，可及时发布不同类型

暴雨山洪灾害的预警信息，弥补了现有暴雨山洪水位预警方法无法区分暴雨山洪类型(山

洪洪水、山洪泥沙、山洪泥石流)的不足，避免了现有采用单一水位预警的方法可能产生的

误报、漏报现象的问题。

[0024] 2.本发明提供的方法不但操作简单，而且适用于不同类型暴雨山洪致灾的沟床水

位预警，还能提高暴雨山洪致灾预警的准确性，为山洪灾害的防治提供更科学和可靠的指

导，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山洪灾害防治，能有效减少暴雨山洪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社会经济损

失。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以山洪洪水为主的某河在暴雨山洪期间的照片。

[0026] 图2是图1所示的河流的某断面的断面水位-人口-流量山洪灾害预警关系图。

[0027] 图3是以山洪泥沙为主的某河在暴雨山洪期间的照片。

[0028] 图4是图3所示的河流的某断面的断面水位-流量关系图。

[0029] 图5是实施例中在选定的沟床断面布置压力传感器和水位计的示意图。

[0030] 图6是实施例中绘制的沟床底部压应力与水位变化关系图。

[0031] 图7是实施例中根据沟床底部压应力与水位变化关系图结合预警水位确定预警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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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适用于不同类型暴雨山洪致灾的沟床

水位预警方法作进一步说明。有必要指出，以下实施例只用于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不能

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所属领域技术人员根据上述发明内容，对本发明做出一

些非本质的改进和调整进行具体实施，仍属于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3] 实施例

[0034] 本实施例中，适用于不同类型暴雨山洪致灾的沟床水位预警方法的步骤如下：

[0035] (1)选定沟床平坦的断面作为暴雨山洪灾害防治沟床断面，根据设计防洪水位将

预警水位设定为855.5m。

[0036] (2)假设沟床被深度为0.5～5.0m暴雨山洪淹没，根据式(Ⅰ)计算当沟床被不同深

度的暴雨山洪淹没时的沟床底部压应力，然后根据式(Ⅱ)计算沟床断面水位高程，并将沟

床断面水位高程与计算得到的三组沟床底部压应力数据对应，列于表1中。

[0037] Fp＝ρ×g×h×10-3     (Ⅰ)

[0038] Z＝Z0+h     (Ⅱ)

[0039] 式(Ⅰ)和式(Ⅱ)中，Fp为沟床底部压应力，单位为KPa，g为重力常数，g取9.8N/kg，h

为淹没沟床的暴雨山洪的深度，ρ为淹没沟床的暴雨山洪的密度，计算沟床底部压应力时，

分别取ρ＝1000kg/m3、ρ＝1350kg/m3以及ρ＝2200kg/m3计算得到三组沟床底部压应力数据；

Z为沟床断面水位高程，单位为m，Z0为沟床断面底部高程，单位为m。

[0040] 表1沟床底部压应力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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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0042] 以沟床底部压应力为横坐标、以沟床断面水位高程为纵坐标作图，具体是以沟床

底部压应力为横坐标、以沟床断面水位高程为纵坐标，将表1中的三组沟床底部压应力数据

与其对应的沟床断面水位高程标识于同一直角坐标系中，在坐标系中形成三组点，将各组

点分别用直线连接，得到包括三条沟床底部压应力-水位变化关系曲线的沟床底部压应力

与水位变化关系图。

[0043] 在沟床底部压应力与水位变化关系图中，将ρ＝1000kg/m3、ρ＝1350kg/m3以及ρ＝

2200kg/m3对应的沟床底部压应力-水位变化关系曲线依次记作曲线A、曲线B以及曲线C，处

在曲线A上的区域为山洪洪水区，位于曲线A及曲线B之间的区域为山洪泥沙区，位于曲线B

与曲线C之间的区域以及处在曲线B和曲线C上的区域为山洪泥石流区，如图6所示。

[0044] (3)如图5所示，在暴雨山洪灾害防治沟床断面底部安装压力传感器，在暴雨山洪

灾害防治沟床断面安装水位计，在暴雨山洪期间，实时监测沟床底部压应力及沟床断面水

位变化。

[0045] 将实时测得的沟床底部压应力Fps及对应的沟床断面水位Zs作为标记点(Fps,Zs)，

标记于沟床底部压应力与水位变化关系图中，根据标记点在沟床底部压应力与水位变化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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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图中所处的位置，判断当前暴雨山洪的类型。根据沟床底部压应力与水位变化关系图，由

预警水位确定不同类型的暴雨山洪的沟床底部压应力预警范围，由于预警水位为855.5m，

如图7所示，曲线A、曲线B和曲线C上，与预警水位855 .5对应的沟床底部压应力值分别为

39.2KPa、52.9KPa和84.9KPa，因此可确定山洪洪水的沟床底部压应力预警值为39.2KPa，山

洪泥石流的沟床底部压应力预警范围为大于39.2KPa且小于52.9KPa，山洪泥石流的沟床底

部压应力预警范围为52.9～84.9KPa。

[0046] 以下举例说明确定暴雨山洪的类型和预警的过程：

[0047] 比如，在暴雨山洪期间，某一时刻测得的沟床底部压应力Fps为22.8KPa，对应的沟

床断面水位Zs为853.5m，将(22.8，853.5)作为标记点标记于沟床底部压应力与水位变化关

系图，见图7中的实心五角星形标记点，由于该标记点处于曲线A与曲线B之间的区域中，由

此可确定暴雨山洪类型的山洪泥沙，在后续实时监测过程中，标记点(Fps,Zs)始终位于曲线

A与曲线B之间的区域中，说明该暴雨山洪的类型未发生变化，始终为山洪泥沙，当压力传感

器实时测得的沟床底部压应力值增加到大于39.2KPa且小于52.9KPa这一范围时，即实时发

出预警。

[0048] 又比如，在暴雨山洪期间，某一时刻测得的沟床底部压应力Fps为22.8KPa，对应的

沟床断面水位Zs为853.5m，将(22.8，853.5)作为标记点标记于沟床底部压应力与水位变化

关系图，见图7中的实心五角星形标记点，由于该标记点处于曲线A与曲线B之间的区域中，

由此可确定暴雨山洪类型的山洪泥沙，在后续实时监测过程中，发现某一时刻测得的沟床

底部压应力Fps为30KPa，对应的沟床断面水位Zs为853.1m，将(30，853.1)作为标记点标记于

沟床底部压应力与水位变化关系图，见图7中的空心五角星形标记点，由于该标记点处于曲

线B与曲线C之间的区域中，由此可确定暴雨山洪类型已由山洪泥沙转变为了山洪泥石流，

并且在后续的实时监测过程中，发现标记点(Fps,Zs)始终位于曲线B与曲线C之间的区域中，

说明该暴雨山洪的类型稳定在了山洪泥石流这一类型上，当压力传感器实时测得的沟床底

部压应力值增加到52.9～84.9KPa这一范围时，即实时发出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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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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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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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2

CN 110241773 A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