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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取了 2006年和 2007年发生在湘江流域的两次暴雨 - 洪水巨灾 ———“碧丽斯 ”和“圣帕 ”,从

暴雨成因及特征、洪水特征和灾情方面对这两次巨灾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 :湖南省湘江流域遭

受的这两次巨灾具有典型的链性特征 ,是由强热带风暴引发暴雨进而导致的洪水、滑坡、泥石流等一

系列自然灾害 ;“圣帕 ”比“碧丽斯 ”在湖南的持续时间更长 ,影响面积更大 ,降水总量更多 ;在湘江干

流和耒水流域 ,“碧丽斯 ”导致的洪峰流量和水位均要高于“圣帕 ”,在 　水流域则相反 ;“圣帕 ”导致

的灾情比“碧丽斯 ”导致的灾情小 ,特别是人员伤亡较少 ,这主要是因为 : (1)前期非常干旱 ; (2)水库

蓄水量少 ; (3)准确的预报 ,快速的预警信息发布 ,及时的转移安置 ; (4)防灾意识的增强。在此基础

上 ,对减轻巨灾的途径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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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d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catastrophes caused by typhoon“B ilis”and“Sepat”in

2006 and 2007 respectively in Xiangjiang R iver Basin from aspects of rainstorm, flood and disaster effects. And the

results are: Both the two catastrophes in Xiangjiang R iver Basin showed typ ical chain character. They are caused

by typhoon, and resulted in a series of natural disasters such as flood, landslide, debris flow. Comparing with“B i2
lis”, “Sepat”affected longer time, bigger area, and brought more rainfall. In mainstream of Xiangjiang R iver Ba2
sin and Leishui R iver Basin, peak discharge and peak stage caused by B ilis are higher than that by“Sepat”, while

in M ishui R iver Basin, the situation is just the reverse. D isaster effects caused by“Sepats”were lower than that by

“B ilis”, and also fewer casualties. Thiswas mainly due to: (1) p revious serious drought; (2) less water in reser2
voirs; (3) better forecast, rap ider alarm information release, and transfer and allocation in time; (4) enhancement

of disaster p revention awareness. Based on this analysis, this paper discussed measures for catastrophe m 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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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灾害系统是由孕灾环境、致灾因子、承灾体共同形成的地表变异系统 ,这一系统具有其特有的因突

变致灾因子形成的动力学机制、因渐变致灾因再形成的生态学机制 ,以及由灾害群聚和灾害链发共同组成的

区域灾害系统的格局与过程 [ 1 ]。区域孕灾环境的稳定性、致灾因子的风险性、承灾体的脆弱性则在一定程

度上决定着区域灾害过程的形成与造成区域灾情的大小。人类社会通过调节地球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

动及经济全球化过程 ,可增强区域自然环境的稳定性 ,减少突发性自然致灾因子发生的频率和降低其强度 ,

增强人类系统恢复力和降低其脆弱性 ,实现对区域灾害系统风险水平的控制 ,达到减灾的目的。

巨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其常常引发其他次生灾害 ,形成更为复杂的链式系统。虽然巨灾发生的概率相

对较小 ,但所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和持久的。一次巨灾的发生往往使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 ,甚至倒退 ,造成

社会动荡 ,并对受灾民众造成心理上的伤害 ,引发多种社会问题并留存长久的后遗症。例如 , 2004年 12月

的印度洋地震及其引起的海啸灾害给这一地区造成了巨大人员损失和财产损失 , 2005年 8月发生在美国路

易斯安娜州的“卡特里娜 ”飓风给美国国民造成心灵上的创伤及重大国内国际影响 ,触及美国全球战略行动

的实施 ,引起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我国也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地区 ,灾害特别是巨灾已经严

重威胁到我国的可续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立 ,寻找减轻巨灾的途径已经变得刻不容缓。因此 ,本文选取了

2006年和 2007年发生在湘江流域的两次由台风引起的暴雨 -洪水巨灾 ,从暴雨成因及特征、洪水特征和灾

情方面对这两次巨灾进行了对比分析 ,并对减轻巨灾的途径进行了探讨。

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分为 3个部分 ,一是气象水情数据 ,主要来源为湖南水文公众信息网、中国气象局、

衡阳县气象局等水文气象部门 ,包括降水量、水位、流量等信息 ;二是损失数据 ,主要来源为民政部救灾救济

司和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编制的昨日灾情和遥感监测信息 ;三是野外调查数据 ,主要为 2006年 7月 10 - 31

日和 2007年 8月 2 - 15号的野外调查数据 ,包括政府部门、保险公司和家户问卷调查和访谈。

2　巨灾特征比较

2. 1　暴雨成因

中国台风暴雨的强度主要受两方面的因素影响 ,一是中低纬环流 ,二是登陆后的下垫面覆盖及地形条

件。登陆台风与西南季风的相互作用及湘东南特殊的地形和下垫面条件是“碧丽斯 ”和“圣帕 ”在湘东南引

发持续性降水的主要原因 [ 2 ]。从中低纬环流来看 ,中国大陆北部高压和整个亚欧大气环流系统的稳定 ,使

得该低压环流系统能够长时间维持。同时 ,由于登陆台风和西南季风相互作用 ,为持续性强降雨的形成提供

了充足的水分条件 ;从台风登陆后的地形和下垫面覆盖来看 ,湘东南的特殊地形对此两次特大暴雨中心的形

成具有重要作用。湘东南东邻东北 —西南向的罗霄山脉 , 南倚准东西向的南岭山脉 , 特大暴雨中心永兴、

郴州、资兴等地正好位于两支山脉的夹角处 ,该喇叭口地形对暴雨增幅作用明显。此外 ,湘江流域属于亚热

带季风湿润气候 ,含水量高的土壤以及广泛兴修的具有广大水面面积的水库及湖泊等都是登陆热带气旋的

潜热能源 ,这些特殊的下垫面条件使得热带气旋持久存在进而导致强烈的持续性暴雨 [ 3 ]。从降水实况来

看 ,强降水中心沿着河流分布的特点明显 ,主要在耒水、　水和舂陵水流域。其中 ,受“圣帕 ”影响创造了湖

南有气象资料记录以来最大降水纪录的鲤鱼塘镇 , 3日降水量更是达到 863. 6 mm,为千年一遇。这是因为

该地区是一个近 1 km的宽河谷 ,东面是 500～600 m的高山 ,西面是 100～200 m的低山丘陵 ,这种特殊的地

理条件造就了纪录的诞生 ,也使该地区成为了湖南防洪的重点对象。

2. 2　暴雨特征

“圣帕”和“碧利斯 ”的登陆路径相似 ,都是由福建中南部登陆 ,向西北方向经江西进入湖南 ,并且在低压

环流未进入江西之前就开始影响湖南。受环流和地形及下垫面条件的影响 ,两者带来的强降水都主要集中

在湘东南 ,特别是在耒水流域、　水流域和舂陵水流域 ,并且在空间上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递减的趋势。

与“碧丽斯”相比 ,“圣帕 ”具有以下特点 :

(1)持续时间更长。台风“圣帕 ”于 2007年 8月 19日 2时在福建省惠安县崇武再次登陆 , 8月 19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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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减弱为热带低压 , 8月 20日 3时从福建省建宁县进入江西省境内 ,途经湖南、贵州 , 8月 24日晚在云贵边

界消亡 ,历时长达 6 d,突破了 2006年强热带风暴“碧利斯 ”影响我国大陆历时 5 d的最长纪录。就其在湖

南停留的时间来看 ,“圣帕 ”在湖南境内的停留时间为 102 h,几乎是“碧丽斯 ”停留时间的 2倍。

表 1 台风在湖南的持续时间及各级暴雨覆盖面积

Table 1　Duration of the typhoons in Hunan p rovince and cover areas of rainstorm s with different intensities

台 风 持续时间 / h
各级暴雨覆盖面积 / km2

雨量 > 50mm > 100mm > 200mm > 300mm > 400mm

“碧丽斯” 60 8. 6 5. 4 2. 5 0. 9 0. 4

“圣 帕” 102 17. 0 7. 3 3. 2 2. 2 1. 1

(2)影响范围更广 ,降雨总量更多。“圣帕 ”影响的省份主要包括福建、江西、湖南、贵州、浙江、广东、广

西和云南等 8省 (区 ) ,而“碧利斯”影响的省份主要有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和浙江等 6省 (区 )。从

湖南省范围来看 , 50 mm以上降水覆盖面积 ,“圣帕 ”几乎是“碧丽斯 ”的两倍 ,占湖南省面积的 4 /5; 100 mm,

200 mm, 300 mm和 400 mm以上暴雨的覆盖面积“圣帕 ”也比“碧丽斯 ”多 35% , 28% , 144%和 175%。这是

因为“碧利斯 ”为空心结构 ,强降水主要由风暴外围云系造成 ,不在风暴中心 ,在其南部形成了上千公里的强

降水带 ,因此其影响主要集中在湘东南 ,特别是耒水流域 ;“圣帕 ”则结构紧密 ,加之低压环流本身带来强降

水 ,所以“圣帕 ”的影响范围更广 ,延伸到了湘西北 ,降水总量也更多。

表 2 暴雨中心降水量

Table 2　Rainfall in rainstorm center　　　　　　　　　　　　mm

台 风 湘江流域 耒水 　水 舂陵水
最大降水点

降水量 地点

“碧丽斯” 146 330 169 231 631. 8 龙溪站

“圣 帕” 174 398 403 188 863. 6 鲤鱼塘

(3)降雨强度不减。“碧利斯 ”暴雨中心在郴州资兴、汝城一带。暴雨中心最大降雨量为资兴市龙溪站

631. 8mm , 3 d降雨量重现期为 500年一遇 ;资兴市兴宁站最大日降雨量为 343 mm。与此相似 ,“圣帕 ”暴雨

中心也维持在这一带 ,主要在湘江一级支流耒水、　水和舂陵水流域 ,集中分布于 　水的安仁、茶陵及耒水的

永兴、资兴。暴雨中心最大降雨量为永兴县鲤鱼塘站 863. 6 mm, 3 d降雨量重现期为千年一遇。资兴兴宁站

616 mm次之 , 3 d降雨量重现期为 500年一遇。资兴市兴宁站最大日降雨量 336 mm。

2. 3　洪水特征

与“碧丽斯 ”相似 ,“圣帕 ”所引起的持续性暴雨和陡峭的地形导致湘江流域干支流水位全面上涨 ,接近

或是超过历史最高水位。由于从湘江上游向下游暴雨降水量逐渐减少 ,而河道逐渐变宽 ,所以呈现出超警戒

水位高度由上游到下游逐渐减小的特点 [ 3 ]。

表 3 湖南湘江干流沿线主要城市洪水特征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flood characteristics cities along mainstream of Xiangjiang R iver in Hunan Province

水文站
洪峰通过时间 洪峰水位 /m

“碧丽斯” “圣帕” “碧丽斯” “圣帕”

警戒水位

/m

历史最高

水位 /m

最大洪峰流量 / (m3 ·s - 1 )

“碧丽斯” “圣帕”

耒阳 7月 16日 04时 8月 22日 13时 83. 38 82. 49 77. 5 81. 85 7 030 6 560

衡山 7月 18日 10时 8月 23日 16时 53. 78 51. 77 49 53. 98 18 600 14 500

株洲 7月 18日 18时 8月 24日 02时 42. 87 40. 92 40 44. 59 17 900 14 500

湘潭 7月 18日 22时 8月 24日 08时 40. 3 38. 43 38 41. 95 17 700 14 300

长沙 7月 19日 06时 8月 24日 08时 37. 48 35. 85 36 39. 18 18 500 -

从洪峰水位来看 ,由于“圣帕 ”和“碧丽斯 ”的暴雨中心一直稳定在耒水、　水和舂陵水流域 ,导致该地区

洪水水位持续走高 ,并长时间超过警戒水位 ,特别是耒水 ,耒阳站两次洪峰水位分别为历史第二和第一高水

位。在湘江干流和耒水流域 ,“圣帕 ”的洪峰水位比“碧丽斯 ”的洪峰水位低。这是因为 ,虽然“圣帕 ”降水面

积大 ,但是造峰暴雨相对集中 ,且面积相对不大。因而该次洪峰的造峰流量仅支流 　水、耒水及干流衡阳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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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山的区间流量 ,其他干支流贡献甚微。如老埠头水文站是湘江干流上游的主要控制站 ,集水面积 21 341

km2 ,在 8月 19至 26日 ,流量始终保持在 100至 200 m3 / s之间。

从洪峰流量来看 ,因为湘江中上游洪水遭遇恶劣组合 ,“碧丽斯 ”所导致的洪峰流量非常大。“圣帕 ”引

起的洪峰流量则因为受到各个骨干水库开关闸及降水特性的影响 ,峰腰陡涨陡退 ,因而洪峰虽较高 ,洪量相

对不大。此外 ,在 　水流域 ,由于“圣帕 ”所带来的暴雨雨量大且走向与汇流方向较一致 ,“圣帕 ”导致的洪峰

水位和流量都要比“碧丽斯 ”高。如 　水甘溪站 8月 23日 05时洪峰水位 57. 56 m,洪峰流量 7 380 m
3

/ s,超

历史实测资料最高水位 0. 52 m。

2. 4　灾情

“碧丽斯 ”和“圣帕 ”所引发的暴雨 -洪水巨灾都给湖南省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从灾情来看 ,既出现了城

市内涝、交通中断、工业生产停产等城市洪水灾情 ,也出现
表 4 巨灾灾情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of disaster condition for

the two typhoon catastrophes

台 风
人员伤亡 /人 农作物 /103 hm2 房屋 /万间

死亡 失踪 受灾面积 绝收面积 倒塌 损坏

“碧丽斯” 346 89 338 115 6. 9 11

“圣 帕” 5 7 253. 9 70. 6 2 2. 9

了人员伤亡、农作物被洪水淹没、房屋倒塌等 10余种农

村洪水灾情 [ 4 ] ,还出现了山区滑坡、泥石流掩埋道路、农

田、村庄等灾情 [ 3 ]。

“碧丽斯 ”强热带风暴导致的损失为 78亿元 ,远远

超过了湖南省 1985 - 2002年所有台风造成损失的总

和 [ 3 ]。全省共有 729万人受灾 ,因灾死亡 346人 ,失踪

89人 ,特别是资兴市死亡人口达到 197人 ,超过了 1994

年湘江流域特大洪水造成的 109人死亡人数 [ 5 ]
;洪水在

郴州市郴江河畔造成街道部分房内积水达 2. 5 m ,在耒阳市则出现了支流入耒水口附近街道积水深度达 3 m

多 [ 3 ]
;农作物受灾面积 338 ×10

3
hm

2
,绝收 115 10

3
hm

2
;倒塌房屋 6. 9万间 ,其中倒塌民房 1. 5万户 , 5. 5万

间 ,损坏房屋 11万间。此外 ,水力发电和输电系统、交通运输系统以及水利设施等生命线工程也遭到了严重

毁坏或中断 [ 3 ]。

与“碧丽斯 ”相比 ,“圣帕 ”导致的灾情虽然也很严重 ,但确保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没有出现群死群伤 ,

没有出现水库垮塌、堤坝溃决等险情 ,将各地灾情控制在了最低程度。全省共有 399. 7万人受灾 ,因灾死亡

5人 ,失踪 7人 ;衡东、永兴县、汝城县、耒阳市等城区内涝严重 ,其中永兴县城积水最深 7 m,被水淹没面积达

80% ;农作物受灾面积 253. 9 ×10
3

hm
2

,其中绝收面积 70. 6 ×10
3

hm
2
;倒塌房屋 2万间 ,损坏房屋 2. 9万间。

在“圣帕 ”袭击湖南的近 5 d当中 ,湖南共停产工矿企业 1 548个 ,公路中断 1 172条次 ,损坏输电线路 1 050.

4 km ,工业交通运输业直接经济损失 12. 55亿元。全省损坏小型水库 6座 ,堤防 3 230处 ,水利设施直接经

济损失 10. 42亿元。

2. 5　灾情差异分析

这两次巨灾是在特大暴雨、陡峭地形等自然因素与工程因素、灾害预警系统完善以及人们防灾意识薄弱

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 3 ]。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差异也就决定了两次巨灾的灾情差

异。“圣帕”导致的灾情要比“碧丽斯 ”小的主要原因包括 :

2. 5. 1　前期非常干旱

湘江流域普遍发生了 20年一遇的大旱 ,局部发生了 50年一遇的特大干旱。2007年 1月 1日 8时至 8

月 21日 8时 ,全省累计平均降雨 874 mm,较历年同期均值 1 073 mm偏少 18. 5%。入汛以来 (4月 1日 8时

至 8月 21日 8时 )累计平均降雨 616 mm,较历年同期均值 834 mm偏少 26%。湘江流域自衡山以上集水面

积自 6月下旬断雨脚 , 7月份平均降水量偏少历年均值 80%以上 , 8月中上旬又连续干旱少雨 ,加之水库底

水偏少、蒸发量大、需水量相对集中 ,导致部分河、溪断流 ,水库干涸 , 8月 19日的平均土壤含水量不到 40

mm。

2. 5. 2　水库蓄水量少

水库是防汛的重要工程措施 ,拦洪削峰作用巨大。2007年 6月底以来 ,由于降水偏少 ,湘江来水量较历

年同期均值严重偏少 ,湘江控制站湘潭站 7月份来水量为 22. 4亿 m3 ,较历年同期均值 52. 4亿 m3 偏少

57. 3% ,其中重旱区潇水双牌水库入库站道县站 7月 1日以来来水量为 3. 4亿 m
3

,较历年同期均值 8. 9亿

m
3 偏少 61. 8%。至 8月 1日 8时 ,湘江流域的双牌、欧阳海、东江、水府庙分别较去年同期偏少 52. 0% ,

3911% , 10. 3%和 3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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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3　准确的预报 ,快速的预警信息发布 ,及时的转移安置

巨灾一般具有突发性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警示处在危险中的人们躲避灾害显得尤为重要。在抗击

“圣帕 ”过程中 ,手机短信气象服务平台、山洪多发点的 3 000个防汛广播站以及高音喇叭、铜锣、口哨等预警

设施发挥了重大作用。湖南省气象局及时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 80县次、橙色预警 41县次、红色预警 42县

次 ,为 61 660人次省市县乡村防汛责任人及时发送预警短信 ,并向 8 239 191个手机用户免费群发预警短

信。湖南省充分运用手机短信预警等预警设施和 4 800多个山洪地质灾害易发村的应急系统 ,提前避险转

移了 42万多人 ,避免了群死群伤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2. 5. 4　防灾意识的增强

防灾意识的增强也“圣帕 ”导致的灾情比“碧丽斯 ”小的原因之一。前期积累的防御山洪地质灾害的经

验 ,特别是“碧丽斯 ”的惨痛教训 ,使得从政府到个人都充分认识到防御山洪地质灾害的重要性。2007年 5

月 20日 ,湖南省召开了全省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座谈会 ,重点就是增强防灾工作的预见性、科学性 ,把握

防灾抗灾的主动权 ,并进行了一场紧急避灾转移演练。台风尚未登陆 ,湖南省政府就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

立足于最不利的情况 ,提前做好一切应对准备。全省及时启动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应急机制 ,坚持防重于抢的

抗灾理念 ,对所有可能存在安全威胁的群众提前进行大转移 ,停止所有矿山作业 ,启动旅游安全措施 ,强化水

库保安和城市保安措施。全省共出动驻湘部队和民兵预备役人员 15 000余人 ,整个湘江流域共有 31000多

名干部、71 000万劳动力参加防守。另外 ,个人防灾意识的增强 ,是此次手机预警能够发挥作用 ,转移安置工

作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

3　建立区域综合减灾范式 ,提高应对巨灾的能力

虽然湖南应对巨灾的能力有所提高 ,但还远远不足。只有建立区域综合减灾范式 ,进行合理的减灾规

划 ,才能够提高应对巨灾的能力 ,将巨灾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并最快的进行经济恢复、环境恢复等灾后重建

工作 ,实现高效率的减灾。区域综合减灾范式包括整合灾前、灾中、灾后的全部减灾行动 ,不仅重视灾中灾害

应急工作 ,还应重视灾前备灾和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针对灾前备灾 ,应加强灾害预报科学技术研究以完善

灾害预报体系 ,进而建立灾害预警机制和灾害转移机制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高度重视流域生态系统综合管

理 ,保育和恢复生态系统 ,增强孕灾环境的稳定性 ;安全地开展工程建设 ,高标准的完成防灾工程建设 ,定时

监测和维护防灾设施 ;充分发挥水库的作用 ,做到防洪和抗旱并举 ;加强灾害风险教育与公众减灾意识的普

及 ,提高人们的防灾意识 ;大力推进巨灾保险与再保险事业的发展 ,建立完善的巨灾风险转移机制 ,以及最优

化地进行救灾物资储备等。针对灾中应急 ,应构建综合且系统的灾害应急管理体系 ,加强因灾转移与安置的

科技支撑 ,并不断提高应急响应能力。针对灾后恢复重建 ,应加强政府部门的引导与协助作用 ,发挥社区自

救与互救的作用。

区域减灾范式包括整合“纵向 ”与“横向 ”的协调 ,以及综合协调全面的减灾协调工作 ,不仅重视减灾“纵

向到底 ,横向到边 ”的协调工作 ,还应重视减灾法制与机制的综合协调。减灾应该是在纵向上国家、地区、社

区各级政府部门以及人民群众形成合力 ,横向上各个相关部门形成合力。对于自然灾害而言 ,灾害发生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 ,特别是对于自然灾害链 ,通常由多种致灾因子引起 ,往往造成巨大损失 ,只有通过国家、地区

以及社区各个部门之间的统一协调才能在整个灾害链过程中开展高效率的减灾工作。针对开展减灾工作的

各级政府部门 ,应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 ,形成完整的综合灾害风险行政管理体系 ;与此同时 ,要根据致灾因子

的区域分异特征 ,有针对性地加强潜在致灾因子的防治与预报工作 ,并且应特别强调各个部门之间的协作 ,

如气象部门、水文部门、交通部门、电力部门、保险部门、卫生部门等相关部门之间的协作。只有将上述两个

方面的减灾工作很好的协调才能够建立起完善的综合减灾范式 ,并提高应对巨灾的能力 ,最终如期地达到把

巨灾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的目标。

4　结论及讨论

(1)湖南省湘江流域遭受的这两次巨灾具有典型的链性特征 ,是由强热带风暴引发暴雨进而导致的洪

水、跨堤坝、滑坡、泥石流、内涝等一系列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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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圣帕 ”比“碧丽斯”在湖南的持续时间更长 ,影响面积更大 ,降水总量更多 ,并且降水强度不减 ;在

湘江干流和耒水流域 ,“碧丽斯 ”导致的洪峰流量和水位均要高于“圣帕 ”,在 　水流域则相反。

(3)巨灾是在强热带风暴引发的暴雨、湘江流域上游陡峭的地形条件等自然因素以及工程建设不尽合

理、灾害预警机制不够完善和人们防灾意识薄弱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圣帕 ”导致的灾情

比“碧丽斯”导致的灾情小 ,特别是人员伤亡较少。

(4)“圣帕 ”导致的灾情比“碧丽斯”导致的灾情小的原因主要有 4个 :一是前期非常干旱 ;二是水库蓄水

量少 ;三是准确的预报 ,快速的预警信息发布 ,及时的转移安置 ;四是防灾意识的增强。

(5)只有建立区域综合减灾范式 ,进行合理的减灾规划 ,才能够提高应对巨灾的能力 ,将巨灾带来的损

失降到最低 ,并最快的进行经济恢复、环境恢复等灾后重建工作 ,实现高效率的减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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