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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城市防洪形势分析及对策研究
杨桂书"王超磊"吕 军

!盐城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江苏 盐城"##(&&!$

!摘"要""盐城市是江苏省沿海地区重要的新型工业基地和新能源产业基地"长三角新兴的工商业城市%沿海湿

地生态旅游城市"素有'百河之城('生态湿地之都(的称号& 盐城市地处里下河地区东部"地势低平"受地理位置%

水文气象%地形地貌等因素综合影响历史上是一座洪涝灾害频发的城市& 近年来"盐城市依据城市防洪规划"大力

开展城市防洪工程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本文在总结盐城市区上一轮城市防洪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针对盐城

市城市防洪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以及治水的新理念"提出一系列治理对策和措施"为进一步提高盐城市城市防洪

规划和建设水平理清思路%明确方向&

!关键词""盐城#城市防洪规划#形势分析#治理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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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概况

!$!"自然地理位置和地理地貌

盐城市地处苏北沿海中部"长三角辐射区的北缘"

淮河流域尾闾"黄海之滨& 南与南通)泰州毗邻"西与

扬州)淮安相连"北与连云港隔灌河相望"地理位置为!

北纬 Q#jQ(k[Q(j#Pk)东经 !!Sj#'k[!#&j%(k"总面积

!RS'#OB

#

"总人口 P#P$%( 万人& 盐城市区作为盐城市

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亭湖区#含盐城经济技术开

发区%)盐都区#含城南新区)盐城高新技术开发区%组

成"总面积 !PR#OB

#

"总人口 !R#$# 万人& 盐城市区位

,(&,



于苏北里下河地区东部"境内地势平坦低洼"属堆积平

原"串场河以西为古泻湖平原区"串场河以东为滨海平

原区& 地面高程除新洋港以北的串场河东侧的局部区

域特别低洼在 !$#B左右#废黄河高程)下同%"局部在

Q$& [($&B外"大部分在 #$& [#$PB"呈西高东低)南

高北低&

!$#"河流水系

盐城市区地处淮河水系的下游"历史上深受淮河

洪水的侵害& 新中国成立后"整治了淮河洪水的入江

水道"开挖了苏北灌溉总渠"!&& 年一遇设计标准的淮

河入江水道东堤和里运河东堤"以及苏北灌溉总渠南

堤"基本隔断了流域洪水与里下河区域的联系"同时通

过海堤达标工程的建设"海堤具备防御 %& 年一遇高潮

加 !& 级风浪爬高的能力& 因此"防御里下河地区的区

域洪水是盐城市城市防洪的重点&

根据调查"盐城市区现状区内水域面积率为

'$'Z& 规划范围内有通榆河)蟒蛇河-新越河-新洋

港)斗龙港)东涡河)西冈河)潭洋河)西潮河等主要河

道"另有 %&& 多条汇水支河& 其中"蟒蛇河-新越河-

新洋港)斗龙港为排泄里下河地区区域洪水的入海通

道$冈沟河)东涡河)西冈河)皮岔河)潭洋河)仁智河汇

集上游客水经新洋港)斗龙港入海$通榆河为南北向调

水河道"调度南部高水经四大港入海& 河道流向正常

由西向东)由南向北"流速一般均较小&

!$Q"气象水文

盐城市区处于北亚热带向南暖温带过渡区"季风

气候明显"兼有海洋性气候特征"四季分明"雨热同季"

日照充足"无霜期长"雨水丰沛& 全市多年平均温度

!(f"最高气温 QS$!f"最低气温零下 !'$Qf"无霜期

#&S [#!PA& 主导风向为东南风和西北风"平均风速为

Q$QRBU?& 降水量年内分配不均"降水时空分布不均"

最大年降水量 !(RQBB# !SR% 年%"最小年降水量

(SP$%BB#!S'P 年%"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PBB"每年

R-S 月雨量较大"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R(Z& 多年平均

径流深 #P%BB"年平均蒸发量 SQ&BB&

盐城市每年的 R 月下半月至 ' 月上半月是梅雨季

节"多在 R 月 ## 日前后入梅"' 月 !( 日前后出梅"梅雨

期 #!A左右"梅雨量 #&& [#%&BB& 出梅后多雷阵雨"

P 月)S 月间常有台风暴雨"梅雨和台风暴雨是形成洪

涝的主要因素& 秋冬季降水量较少"容易出现秋旱和

春旱"梅雨后少雨则会出现伏旱天气&

历史上有记载的最高水位为民国 #& 年#!SQ! 年%

的 Q$%%B"新中国成立后最高水位为 #$R%B#盐城站"

!SS! 年%"历史最低水位为 g&$R(B#!SS' 年%"多年平

均水位在 &$P [!$&B&

#&洪涝灾害成因及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的一系列流域整治工程基本隔

绝了流域洪水对盐城市区的影响"防御里下河地区区

域洪水成为盐城市城市防洪的主要任务& 特别是在

!SS! 年以后里下河大规模的圩区化治理工程实施后"

盐城市区亦实施了外围的堤防)防洪闸工程"防御城市

内涝成为盐城市城市防洪的最主要任务&

#$!"灾害成因

0$地势低洼& 由于盐城市区地理位置独特"地处

苏北里下河地区腹部下游"每到汛期上游近 Q&&&OB

#

范围内的雨涝穿城而过"致使市区外河水位上涨快)消

退慢)高水位持续时间长"市区地势低"雨水不能及时

排除"形成内涝&

C$防洪排涝设施不健全& 除流域治理的问题外"

防洪区内圩堤)河道的标准偏低)抽排动力不足和市区

防洪堤不达标&

1$城市雨水管网排水标准偏低& 根据调查老城

区排水管网排水标准在 &$% 年一遇左右"新建城区尽

管排水管网标准提高到了 ! 年一遇标准"但总体上管

径仍然偏小"排水标准偏低&

#$#"灾害特点

0$与流域洪涝同步发生& 在里下河地区所有大

涝年份中"盐城市区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

C$内涝持续时间长& 由于城市地面高程低"配套

排涝动力少"外河高水位围困时间长等因素的影响"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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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市区内涝持续时间长&

1$涝灾损失呈上升趋势&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

市区的固定资产)经济价值等在快速增加"因此"涝灾

损失呈不断增加的趋势&

6$对城市排涝影响较大的主要以 #(; 暴雨为主"

其中历时较短的强暴雨是城市积水产生的主要因素&

,&城市防洪现状及存在问题

Q$!"城市防洪现状

盐城市城市防洪工程建设自 #&&R 年启动实施以

来"盐城市根据市区水系情况"对城市防洪采取*分区

设防)分片排涝+的方式"提高城市防洪治涝标准&

经过 !& 年的建设"第
)

防洪区)

&

防洪区城市防

洪工程体系初步形成"防洪)排涝标准显著提高"为市

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目前第
(

防洪区)

第
'

防洪区防洪标准 #& 年一遇左右)排涝标准不足 !&

年一遇$第
)

防洪区"防洪已基本达到 !&& 年一遇标

准"排涝流量为 #&PB

Q

U?"接近 #& 年一遇标准$第
&

防

洪区防洪标准达到 %& 年一遇标准"排涝流量为

#!P$%B

Q

U?"接近 #& 年一遇标准&

内部河道治理方面"启动了第
)

防洪区河道整治

三年整治工程"对 %( 条骨干排涝河道开展以河道疏

浚)生态修复)截污控排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整治&

Q$#"存在问题

0$城市防洪规划范围不满足城市发展要求& 根

据盐城市城市总体规划"盐城市中心城区面积将达

(QQOB

#

"原有城市防洪规划面积 #P!$%OB

#

"不能适应

城市发展要求"急需按城市标准进行建设"适应城市发

展要求&

C$城市防洪工程现状标准不高& 防洪方面"第

(

)

'

号防洪区城市防洪工程建设相对滞后"现状防洪

标准仅 #& 年一遇$现状第
&

防洪区防洪标准仅达 %&

年一遇& 排涝方面"除第
)

)第
&

防洪区排涝能力基本

达到 #& 年一遇排涝标准外"第
(

防洪区)

'

防洪区排

涝标准不足 !& 年一遇&

1$排水管网标准不高& 老城区排涝系统老旧"大

部分仍在使用早年建设的管网系统"排水标准为 &$%

年一遇$新建城区排水管网总体上管径仍然偏小)排水

能力较低"不能与区内的河道)泵站相匹配&

6$汇水河道水系不畅& 防洪区内的排涝河道基

本仍为原农区河道"除第
)

防洪区外多年未进行治理"

普遍存在河道淤积)过水断面束窄等问题"加之在城市

建设过程中河道被填埋)占用"束窄现象严重"均削弱

了河道的汇水排涝能力"亦限制了外围排涝泵站功能

的发挥&

F&城市防洪形势分析

($!"区域洪水威胁依然存在"亟须提高城市防洪

标准

""里下河地区近年按*上抽)中滞)下排+的思路持

续实施了大纵湖)射阳湖退圩还湖工程"四港干河整

治"开辟入海第五港"区域骨干中小河流治理)闸下港

道治理工程等"提高了里下河地区防洪治涝能力"降低

了区域高水位发生的概率"但区域圩区联圩和泵站建

设工程造成了外部骨干河道水位出现快速上涨现象"

对防洪预警和应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急需加快城市

防洪工程建设步伐"提高城市防洪标准&

($#"极端恶劣气候频发"亟须提高城市治涝标准

由于人类活动影响"*厄尔尼诺+现象频发"气象

不确定因素增多"发生大范围)长历时强降雨"从而导

致城市受淹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台风暴雨造成的短

历时)突发性)强降雨"往往带来的降雨量更大"破坏性

更强& 近年来"受极端气候影响"盐城市区 #(; 降雨在

!&& [#&&BB的降雨频率较高"造成的城市内涝灾害损

失逐年增加"给城市防洪带来了严峻考验&

($Q"城市化发展进程加快"亟须加快城市防洪建

设进度

""盐城市近年来发展迅速"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经济

产值逐年提高"重要性也越来越高"根据盐城市城市总

体规划"#&Q& 年主城区面积将达到 (QQOB

#

"人口规模

约 #%& 万"而现有的城市防洪区除第
)

)

&

防洪区外"

,*',



其余防洪圈尚未建立"防洪排涝标准较低与城市发展

的步伐及要求相差较大"急需加快城市防洪工程建设

步伐"为盐城沿海大城市的发展提供水利保障&

($("加快水利现代化建设"亟须提高城市防洪管

理水平

""随着城区范围扩大"局部暴雨的日益频发"水文站

网等管理设施覆盖范围偏小)密度不够"不满足水利现

代化对防汛监测和预警的要求& 原有部分管理设施老

旧"需进行自动化)信息化改造"并进一步建设视频监

控)安全监测)预报预警等现代化)信息化管理设施&

G&主要治理对策

盐城市城市防洪规划修编参考已建成的第
)

)

&

防洪区建设经验"防洪区建设采取*按区设防)分片排

涝+的治理思路"外围以*挡+为主防御区域高水"内部

建站以*抽+为主排除区内涝水"挡排结合"同时大力

整治并严格保护现有河道水面"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加

强相关非工程措施建设等"以达到规划目的&

%$!"工程措施

0$设立防洪圈& 盐城市城市防洪采取建设大包

围方式进行防洪"依区域骨干河道新洋港)斗龙港)皮

岔河)新民河)潭洋河等外围河道设立 !& 个防洪圈"缩

短防洪阵线长度减少防洪压力& 通过整治防洪圈外行

洪河道"加高培厚外围堤防"修建圩外行洪河道沿岸口

门防洪闸"将洪水挡在规划包围圈外&

C$建设排涝泵站& 在利用和改造已有防洪堤的

基础上"在外围行洪河道上建设排涝站"控制排涝期间

防洪区内最高水位在平均地面高程以下"确保防洪区

内不受淹&

1$整治和保护河道& 为保证防洪区内的滞蓄水

面"保留区内的所有河道"并按河道重要性划分为骨干

和一般两类"骨干河道主要承担城市排涝)汇水作用"

禁止非法占用"按计划对其进行整治"逐年进行清淤)

疏浚"提高河道的调蓄能力"并按水生态要求进行综合

治理& 一般河道承担防洪区的汇水)调蓄作用"需逐步

恢复标准"不得随意填埋&

6$构建独立排区& 对于防洪区内部悦达汽车工

厂等特别重要的工矿)企业和低洼易淹小区"构建独立

排区"自成排涝体系&

G%#&非工程措施

0$建立健全防汛决策指挥系统& 决策指挥系统

由信息采集系统)网络#通信%系统)数据汇集平台)数

据库)应用支撑平台)用户应用和安全体系及安全管理

服务系统等组成& 防汛防旱指挥系统应用软件主要包

括以下功能模块!汛情监视)水雨情信息)工情信息)险

情信息)数据分析)洪水预报)防汛会商)洪水风险)文

件交换)数据维护)短信平台)防汛管理维护系统&

C$制定防洪治涝预案& 根据河道堤防"外围闸)

站等可能出现险情的工段"制定抢险方案& 成立防汛

抢险机动大队"储备抢险物资& 由人民政府组织民政)

公安)交通等部门"负责群众撤离转移)抢险救灾物资

供应和运输"做好灾民生活供给)医疗防疫和治安保卫

等工作& 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会议等各种媒体向社

会广泛宣传国家的防洪防汛法规"发动组织"群策群力

共同投入到防洪工作&

1$城市开发建设控制要求&

!

开发建设项目须符合防洪标准"不应对防洪规

划实施造成负面影响&

"

城市建设涉水项目严格执行水行政许可制度"

推行水域占用补偿机制"维持城市基本的洪涝滞蓄

水面&

#

加快旧城改造"地面低于 !& 年一遇洪水位

##$Q&B%的小区改造要优先考虑"确保 !& 年一遇洪水

不受淹&

$

对低洼易淹小区)城市地下空间)高架立交等

城市易积水地段"应落实自保措施&

+

城市建设应避免将城市重要建筑)重要设施和

居民集中的住宅用地布置在低洼易淹地区"低洼易淹

区可结合城市建设要求设置成绿地)公园等&

,

压缩地下水开采"控制地面下沉&

-

控制竖向标高& 对照盐城具体情况"竖向标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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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如下!防洪区内主要交通道路和停车场不低于

Q$&B$防洪区内居民住宅室内地坪标高不低于 Q$&B"

室外地坪不低于 #$Q&B$铁路)主要桥梁等建筑物按

Q$&B加安全超高&

.

城市排水管网规划建设应与城市防洪规划相

适应"入河排水口管底高程不低于 &$&B&

6$加强管理& 加强工程管理和依法管理& 落实

分级管理责任制"分部门责任制"技术人员责任制"汛

期加强对防洪堤#闸%)排涝泵站和机电设备等防洪工

程的监测和防护$加强水行政审批制度管理"对防洪区

内的涉水工程推行防洪影响评价报告书和规划同意书

制度"按照国家)省)市相关法律规定"对影响到防洪排

涝安全的需强制拆除&

%$Q"海绵城市建设

在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采用源头削减)中途转输)

末端调蓄等多种手段"通过渗)滞)蓄)净)用)排等多种

技术)实现城市的良性水文循环"提高对径流雨水的渗

透)调蓄)净化)利用和排放能力"维持或恢复城市的

*海绵+功能&

*&结&语

城市是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交通)信

息和网络的枢纽& 盐城市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在取

得了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滋生了较为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洪涝灾害日趋严重"极大地威胁人们生命财产的

安全"必须加强城市防洪排涝工程体系建设"构建适应

城市发展趋势"保障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防洪排涝安

全体系& 盐城市城市防洪规划"根据城市特点合理确

定城市防洪治涝标准"科学布局城市防洪治涝工程体

系"统筹推进工程与非工程措施"加快构建高标准的城

市防洪减灾体系"为盐城城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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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经过理论分析和实际情况"工程采取 R%Z贷款)

Q%Z资本金的投资结构是比较适宜的& 对以城市供水

#调水%为主的水利建设项目"由于在确定供水水价时

考虑的因素较多"水价往往不能理想地按成本加利润

的要求予以确定"因此贷款比例不宜超过 R%Z& 水利

工程供水是一种特殊商品& 水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

水市场是准市场"水资源的分配必须接受国家宏观调

控"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原则.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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