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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洪灾害动态临界雨量确定方法研究
于梅艳

!辽宁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辽宁 沈阳!""###H#

!摘!要"!本文针对大部分山洪灾害易发小流域缺少资料的特点"尝试研究了无资料小流域山洪灾害动态临界雨

量的确定方法% 本文的山洪灾害预警指标计算理论依据充分"解决了国内山洪灾害预警指标计算结果普遍不能直

接用$需要结合专家经验进行判断的问题"可以为无资料地区山洪灾害临界雨量计算提供参考%

!关键词"!动态临界雨量&山洪灾害预警&海阳河流域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

M7L=6 ;<=07018.<97.;<8073;=;4=6<98.221.7.29>19.<49>>;4

8;L<79.<4>;;==.595701

c&d0)?,-

"O#%*$#$0 E$+'#'7'(*;&%'()!*$+(),%$-.%$8 G.8)*P*=()# :"($.%$0 ""###H# !"#$%$

'C571927! Z- 4+01,102" 4+0<04026)-,4)8- 604+8< 8=-8̀<,4,36,772)>029,3)- 68;-4,)- =788< <)3,3402<?-,6)**2)4)*,7

2,)-=,77)334;<)0< )- ,- ,4406140< 68<09,30< 8- 4+0*+,2,*402)34)*34+,4<,4,)3)-3;==)*)0-4)- 4+0683468;-4,)- =788<

128-0,20,3@/+012897068=68;-4,)- =788< <)3,34020,27?5,2-)-.)-<0h*,7*;7,4)8- 203;7433+8;7< 90*869)-0< 5)4+

0h10243* 0h102)0-*03486,:0̂;<.060-42,4+024+,- ;3)-.4+0203;743<)20*47?)3387>0< 9?4+03;==)*)0-44+08204)*,79,3)3=82

68;-4,)- =788< <)3,34020,27?5,2-)-.)-<0h*,7*;7,4)8-",-< 20=020-*0*,- 90128>)<0< =8268;-4,)- =788< <)3,3402*2)4)*,7

2,)-=,77*,7*;7,4)8- )- -8̀<,4,,20,3@

D06 A;1=5! <?-,6)**2)4)*,72,)-=,77# 68;-4,)- =788< <)3,34020,27?5,2-)-.# W,)?,-.[)>029,3)-

!!防御山洪灾害的最有效手段是及时预警#有序避

险( 临界雨量是山洪灾害预报预警的关键指标#当某

一区域或流域在某个时间段的降雨量达到一定程度#

这个区域或流域将会出现山洪灾害#这时的降雨量就

被称作临界雨量( 目前国内确定临界雨量一般采用水

位流量反推法
0"1

'灾害与降雨频率分析法'灾害实例调

查法
0C1

'比拟法等方法( 以往的经验表明在同一地区

采用不同统计归纳方法得到的临界雨量指标并不一

致#多数情况下获得的临界雨量初值不能直接应用#需

结合专家经验进一步确认#也有地区将临界雨量指标

取为下限值或自下限值开始的某一数值区间(

实际上国内广泛采用的方法都不能定量地确定临

界雨量#都没有考虑到前期影响雨量的问题( 由于洪

水不仅与当前降雨有关#还与流域前期洼蓄量'土壤湿

度等因素有关#在不同条件下#导致某一溪河发生洪水

所需的降雨量也不同#因此#临界雨量不是一个固定

值#而是动态变化的( 本文以辽宁省清原县海阳河小

流域为例#尝试研究无资料地区的动态临界雨量的确

定方法(

$&动态临界雨量的确定方法

传统临界雨量推求时#前期影响雨量采用设计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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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下土壤含水量( 本文针对无资料地区#将前期影响

雨量分为三个水平!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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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其中Q

%

为前期影响雨量#&<为流域最大蓄

水量$#并采用水位流量反推法#分别求解 H 种情况下

临界雨量(

对于每个Q

%

值情况下的临界雨量#采用试算法进

行求解#具体操作是先假定 CG+的初始雨量#并按雨量

及雨型分析得到相应的降雨过程系列#作为最初的输

入#计算预警地点的洪水过程( 比较计算所得的洪峰

流量与预警地点的预警流量( 如果二者接近#该雨量

即为时段的临界雨量#如果差异较大#需重新设定初始

雨量#反复进行试算#直至计算所得洪峰流量与防灾对

象的预警流量差值小于预定的允许值(

#&动态临界雨量确定示例

CF"!南口前村概况

南口前村位于海阳河下游( 海阳河发源于清原县

清原镇斗虎屯南部#流经清原镇'南口前镇#于清原县

南口前镇南口前村汇入浑河#流域面积 "K#:6

C

#河长

CK:6#平均比降 EFEDb( 康家堡河是海阳河的较大支

流#流域面积 $CFC#:6

C

#河长 "E:6#平均比降 C#FH#b(

流域汇流时长 $FD#+(

CFC!雨型的确定

推求设计洪峰流量时需要给出任一历时的设计平

均雨强或雨量( 通常用暴雨公式#即暴雨强度历时关

系将年最大 CG+"或 D+ 等$设计暴雨转化为所需历时

的设计暴雨( 本文采用如下暴雨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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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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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为 '#频率为 Q的平均暴雨强度#

6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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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频率为 Q的平均雨强#俗称雨力#

66O+)

!$///暴雨参数或暴雨递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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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

'#P

///频率Q#历时为'的暴雨量#66(

对于同一地区#:

P

只与重现期有关#对于同一重现

期#:

P

随地区不同而变化( 可根据地区+水文手册,查

得设计小流域的暴雨统计参数S

C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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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值#先求

得R

CG#P

#然后再由暴雨公式反求 :

P

值#计算公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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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及 $值确定之后#即可用暴雨公式进行不同历

时暴雨间的转换(

CFH!临界水位

南口前村的控制断面测量成果见图 "( 根据南口

前村的山洪灾害调查情况#结合断面测量成果#确定南

口前村所在河流控制断面处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时的临

界水位为 "EIFGI6(

图 $&南口前村沟道断面成果

CFG!临界流量

根据控制断面测量结果#采用曼宁公式法#确定南

口前村河道控制断面的水位流量关系( 根据水位流量

关系确定临界水位对应的流量( 比降采用河床比降作

水面线比降##F##EED)糙率根据沟道特征#参照天然或

人工河道典型类型和特征情况下的糙率#取值 #F#CI)

水位流量计算采用下式计算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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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U///流量#6

H

O3)

!1///过水断面面积#6

C

)

!6///水力半径#6)

!F///比降)

!$///河床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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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湿周#6(

南口前村控制断面水位流量关系转换见下表(

南口前村控制断面水位流量关系转换表

水位O6 "E$FCD "EE "EIF"" "EIFK" "EKFHC "EKFKE

过水断面

面积O6

C

IF" DDFC "C"FH C"IFG CIEFK GC$FI

湿周O6 C$ HEF" K"FC "$D "II@$ CG"FH

水力半径O6 #FHCG "FEIG "FHC "FG "F$C "FEI

比降 #F##EED #F##EED #F##EED #F##EED #F##EED #F##EED

糙率 #F#CI #F#CI #F#CI #F#CI #F#CI #F#CI

流量O"6

H

O3$

"CF# H#DFG G$IFG I$K@" ""KK@G "K$DFI

!!在水位流量关系曲线中#曲线的末端斜率较小#较

小的水位变动会引起较大的流量差异( 在用水位流量

关系图通过成灾水位查算成灾流量时#很小的成灾水

位误差就会带来很大的流量误差( 这也是预警指标误

差的主要来源( 为解决该问题#本文采用规划求解的

方法#借助0h*07实现#最终确定控制断面处临界水位

处对应的临界流量为 D#H6

H

O3(

CF$!动态临界雨量

采用文中描述的方法#分别对 Q

%

i#FC$E<#Q

%

i

#F$#E<#Q

%

i#FE$E<三种情况下的临界雨量#采用试

算法进行求解( 最终获得不同前期影响雨量情况下#

各典型时段""#6)-#"+#$FD+#D+#CG+$的动态临界雨量

"见图 C$(

图 #&典型时段动态临界雨量

%&结&论

临界雨量是山洪灾害预报预警的关键指标#是决

定预警是否及时准确的最重要因素( 本文针对大部分

受山洪灾害威胁的小流域属于无资料地区的现状#以

辽宁省海阳河小流域为例#尝试研究了无资料地区的

动态临界雨量的确定方法#为国内外广大无资料小流

域动态临界雨量的推求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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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全年和枯水期中度)严重和特大干旱年份表

典 型 年

全!!年 枯水期""C 月至次年 $ 月$

出现

次数

占总气象站

点数比例OJ

对应

年份

出现

次数

占总气象站

点数比例OJ

对应

年份

中度干旱年 CI CCFC "KIE HI H#FC "KIC

严重干旱年 HD CIFD "KII $E G$FC "KIE

特大干旱年 DH GIFG C#"# EI D"FK C#"#

F&结&语

目前#云南省正处在干旱的高发期#平均 H 年发生

大旱 C 年发生小旱( 从最近 D$ 年来的整体发展趋势

来看#干旱越来越频发( 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的快速

发展以及全球气候变暖#水资源短缺情况越来越严重(

解决水资源缺乏问题#需要从开发利用入手#采用

科学的管理方法从整体到局部'从近期到远期#制定相

关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水资源保护和管理的法律和政

策#形成完整的产业结构( 同时在水资源开发和利用的

过程中做到既不破坏生态环境又能有效改善生态环境(

水资源在开源的同时节流同样重要( 要积极倡导

节约用水和循环用水#实行不同的水资源使用标准#实

现等级用水#不同的产业'不同的部门根据自身特性使

用不同等级的水资源(

相信在人们的共同探索和努力下#人们会在不久

的将来#找到更科学合理的水资源使用和开发利用模

式#解决干旱期和缺水地区的各种水资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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