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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变化对城市洪涝灾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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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择经历子决速城市化过程的深圳地区一典型小流域— 布吉河流域，使用分布式水文模型就

土地利用变化对城市化流域暴雨洪水汇流过程的影响进行了模拟。模拟结果表明，土地利用结构与

格局的变化，使得暴雨洪水的最大洪峰流量和洪量加大，汇流时间变短。与]998年相比，200。年在

前期土壤较干的情况下，频率为1%,2%和5%的3种设计暴雨洪水的最大洪峰流量，其增大幅度分

别为20.2%,23.0%和28.9%。同时，土地利用状况对暴雨洪水的影响还与土壤前期湿润程度和暴

雨强度有关:随着前期土壤由较干向较湿润变化和暴雨强度的增大，土地利用状况向城市化方向的发

展对暴雨洪水的影响趋于减弱。深圳1980年以来洪涝灾害加剧的统计结果证实了这一模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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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land use change on urban flood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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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oosing Buji River Basin, a small typical river basin in Shenzhen region undertaking rapid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impact of land use change on the runoff concentration of storm flood is simulated by distributed hydro-

logical model. The modeling result shows that land use structure and pattern change results in the increase of maxi-

mum flood peak and flood discharge and the decreases of runoff concentration time. While the soil antecedent mois-

ture condition is dry, the increment of maximum flood peak of the rainfall frequency of 1%，2% and 5%a is 20.2

percent, 23. 2 percent and 28. 9 percent respectively from 1980 to 2000. Moreover, the effect of land use change

on storm flood is restricted by soil antecedent moisture condition and rainfall intensity. The increase of rainfall in-

tensity and the change of soil antecedent moisture condition changing from dry to wet decreases the influence of land

use on the storm flood. The impact of land use change on the storm flood process is approved by the statistic result
of flood disasters occurred in Shenzhen from 1980 to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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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域内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利用/覆盖的巨大变化所引起的流域水流特性的改变是相当剧烈的:(1)随着

城市的扩张，不透水面积大增，流域中原有雨水滞留能力锐减，径流系数大增;(2)城镇用地的大面积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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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粗糙度下降，加上道路和排水系统的大量修建，使汇流速度大大加快，缩短了地面径流的汇流时间;(3)

随着流域滞水能力的降低，汇流速度加快，洪水波形更容易受到短时问高降雨强度的影响，流域原有的坦化

洪水波形的能力降低，使洪水波形较流域开发前变尖陡，洪峰流量明显增加川。城市洪涝灾害问题成为城
市安全的一大障碍，探求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对流域水文过程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这一问题引起众多学者

的关注f2一‘」。
    使用美国农业部水土保持局研制的SCS模型，对纵穿深圳地区的布吉镇以及深圳经济的中心区域—

罗湖区的的布吉河流域(面积为56. 88k.')径流系数受土地利变化影响而发生的变化进行了估算。在降雨

前期土壤较干的情况下，与1980年相比，2001〕年暴雨频率为90%,50%和10%的径流系数增大幅度分别为

33.49% ,20.65%和12.57%;在降雨前期土壤湿润程度一般的情况下，该指标分别为16. 63% ,10. 34%和

6.19%;在降雨前期土镶较为湿润的情况下，该指标分别为6,87%,4.33%和2.45%，一?」。土地利用结构与
格局的变化，不仅影响流域径流系数，还明显影响着流域汇流过程。本文在已完成的相关工作的基础土，进

一步模拟了土地利用结构与格局变化对流域汇流过程的影响，以此探讨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结构与格局变

化的水灾效应，这对于城市地区防洪减灾有着重要的科学和实践意义。

1分布式水文模型的建立

    本文使用分布式水文模型对地表径流进行模拟，不考虑地表径流与地下径流的交换。在地表径流中，重

点考虑下渗部分的计算，使用SCS模型对下渗部分进行估计。模型的基本控制方程如下i8一，〕:
    根据质量守恒定律，确定了栅格的水量平衡方程:

          (Pij)1-2 +0.5dt(Ci,,+Ci,2)一(Fid)卜:一0. 5dt( Cj+Ci,)=(S乒一S�,)          (1)
式中:i为第i个栅格单元;;I为第I个时段△t;指数1,2表示At =(t:一::)时段的起始和终止;1 -2表示时段

At的平均量;(Pi,j) 1-2为第I个时段内栅格单元i的降雨量，m3C.，和Ci,2为第I个时段开始和时段末，第i
个栅格单元的邻近栅格单元的地表流人速度+m3/s; (Fjj)1-s为第1个时段内的下渗损失，m7 ; Si, i1和凡、为第
J个时段开始和时段末，栅格单元i在地表的蓄水量，包括微地形造成的蓄水和河道蓄水，矿。
    将栅格对于总输人的调蓄作用视为一个线形水库，运用线性水库的马斯京根方法，对地表栅格的流量进

行演算:

            Qi,j2=[ 2dt/(2kij+At)〕[( ii.l) 1-2怂t]+[(2k;、一At)/(2k;,i+At)]口,a            (2)
式中:Qi,，和Qi,,2为第i个时段开始和时段末，第i个栅格单元的地表出流速度，m3/s; k;、为第I个时段内第i
个栅格单元的地表蓄量系数，等于水流通过栅格单元所需的时间，s;(人户1_,为第i个时段内第i个栅格单元

的输人量，3,m，由下式计算:

                    (毛J)卜x=(P;j),_, +0.5At(C,,+C;,,)一(凡。)卜2                    (3)
    由于研究区缺乏实测数据，尤其是缺乏土壤水文特性方面的数据，同时考虑研究目标主要是反映土地利

用变化对降雨径流过程的影响，使用美国农业部水土保持局研制的SCS模型对下渗进行估计;io,u)
_ 〔尸一I-)·S  P-·s
户’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tP一!,) +5 P} +J
(4)

式中:F为到第i个时段末的累积下渗量,mm;P。为满足初损后的净雨量,mm;S为土壤的可能最大滞留量，

mm; I.为径流发生前的初损，mm;其中I,不易求，模型制作者引人下式:

l,二0.2S

该式为一个经验公式，是实际资料的最好近似。模型制作者引人下式以确定S;

      25400
J = — 一 ID件

      !Vc

其中N。是一个无量纲参数，Nc值是反映降雨前流域特征的一个综合参数，已将土壤前期湿润程度(简称
AMC，分为较干(AMCI )、一般(AMCII )、较湿(AMCIII) 3种情况)、坡度、土壤类型和土地利用现状等因素综
合在一起，可以通过查算SCS模型的土壤前期湿润程度表、土壤分类表和N,值查算表得到。

    在上述模型中，需要确定的模型参数主要为SCS模型中由土地利用、土壤类型和土壤前期湿润程度确

定的N。值。根据5C5模型制作者提供的Nc值查算表[u]，充分考虑深圳地区的白然条件，参考有关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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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CS模型应用中所确定的N。值距阵[13-15〕确定了深圳地区N。值距阵，表1为前期土壤湿度为一般情况

下的N。值。

烹，
深M地区SCS模型Nc值(AMCII j

  Nc value of SCS model i. She-hen

                Ne的土坡水文分类
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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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水文特性不均匀性的众多因素中，地形是

处于第一位的主导因子。地形数据在分布式水文模

型中占有重要地位。由DEM自动获取水系和子流

域特征是流域参数化方便而迅速的一种有效途
径〔’“一’7l。本文首先对研究区1: 10001〕的地形等高

线数据进行拼接，得到矢量化的DEM。为了在模拟

过程中与土地利用、土壤等栅格化数据进行叠加处

理.使用30m x 30m的分辨率，处理得到栅格化的

DEM。使用 R̂C/INFO软件的ArcGrid模块，对栅格

化的DEM数据，经过DEM凹陷区的处理和格网流

向的确定，最终处理得到流域的水系结构(见图1),

以此作为栅格流量演算的基础。

                        时间m

图2 布吉河流域百年一遇撰雨过程图
Fig.2  Storm Process of the reoccurrence period of 100 year;

                  in Buji凡ver Basin

2布吉河流域暴雨洪水的情景模拟

    根据深圳雨量站年最大24h暴雨量的统计结果，使用适线法计算得到布吉河流域年最大24小时暴雨量

理论频率曲线。选择暴雨频率为I%(平均100年一遇),2%a(平均50年一遇)和5%(平均20年一遇)的3

种暴雨，根据深圳河流域年最大，h设计雨型(暴雨时程分配)确定了布吉河流域暴雨过程(其中100年一

遇暴雨过程见图2)。对3种暴雨情况、4种土地利用状况(1980,1988,1994和2000年),3种土壤前期湿润

程度共36种组合情况进行了模拟。模拟的时间步长为lb,

3布吉河流域暴雨洪水模拟结果分析

3.1 模拟结果的验证

    采用深圳市城市防洪规划[(78〕中提供的的设计洪水成果，对模拟结果进行了验证。考虑到防洪规划是针
对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流域下垫面情况进行规划的，将其与1994年土坡前期湿润程度一般情况下3种频

率的暴雨洪水的模拟结果进行比较，具体选择布吉河流域布吉河河口和布吉河笋岗两个控制断面的2Ah最

大洪峰流量进行比较(表2)。表中的模拟相对误差基本上在10%以下，说明本研究的模拟结果基本可靠，
模型可以用来对深圳这样缺乏水文数据的地区进行暴雨洪水的模拟，并进一步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暴雨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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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影响机制。

            表2 设计基雨洪水最大洪峰流f的验证

Table 2 Validation of the maximum几。)」peak discharge of designed storms

暴雨频率
断面 方法 月一 一 一 一 . ~~‘~ - 一 一 一 - - ~ ~一 -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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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模拟结果分析
    模拟得到了3种暴雨情况,4个时期、3种土壤前期湿润程度共36种情况的流域出口断面的24h洪峰流

量结果(见表3)，其中前期土壤较干情况下的洪峰流量过程曲线见图3，以此讨论下垫面情况(包括土地利

用变化以及土壤前期湿润程度变化)和暴雨强度对洪水的影响。

          表3 设计母雨洪水的最大洪峰流f和24小时洪f

Table 3   Maximum flood peak flow rate and discharge in 24h of designed stones

暴雨

频率

最大洪峰流量/(m3·。一， 24h洪量/100m3

年份
AMCI AMCII     AMCIII AMCI AMCII AMCTIT

】%

    1980

    1988

    1994

    2口0

1980-2I兀旧

438.7

515.2

551.7

549.7

20.2%

366.5

440.2

AMCI-

AMCIII

34.7%

25.4%

19.8%

19.4%

1058.8

1167.6

1254.5

1270.2

16.6%

AMCI-"

AMCIII

39.7%

35.2%

31.1肠

30.5%

887986

1756.3

1802.0

1821.8

1828.4

3.9%

1562.9

1607.7

2%         1994        478.0      599.0      619.9     22.9%     1069.5     1415.3       1626.5     34.2%

              2000        476.2      600.4      613.4     22.4%     1085.5     1425.1       1633.0     33.5%

          1980-2000     23.0%      11.1%      1.3% — 18.2%      8.6%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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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2000

260..33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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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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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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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表中1%,2%,5%为降雨频率;19802000代表1980年变化为200(年的土地利用状况时最大洪峰流量(或24小时洪量)的相对变化

徽;AMCI-AMCII】代表前期土壤较干〔AMCI)变化为较iN7Y1(AMCIII )的情况时最大洪峰流量(或24小时洪量〕的411对变化量;5%-.1%代表

频率为5%的暴雨变化为I%的暴雨时最大洪峰流量(或24小时洪量)的相对变化量。

    首先比较最大洪峰流量出现的时间。3种频率暴雨的最大雨强均出现在第10个时刻。在前期土壤较

千(AMC[)的情况下，3种暴雨洪水的最大洪峰流量在1980年出现在第12个时刻，相对最大雨强出现的时

间滞后2h，在1988,1994和2000年，最大洪峰流量均出现在第11个时刻，滞后Ih。在土壤前期湿润程度一
般和较湿润(AMCII和AMCIII)的情况下，最大洪峰流量在1980年出现在第I1个时刻，在1988,1994和
2000年均出现在第l0个时刻，由于模拟时间步长的限制，与暴雨过程相比，已经没有明显的滞后现象，即最

大雨强出现的同时即出现最大洪峰。在土壤前期湿润程度一般和较湿润的情况下，4种土地利用状况的最

万方数据



自 然 灾 害 学 报 12卷

大洪峰流量出现时问相比前期土壤较干的情况均缩短了l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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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比较不同情况下最大洪峰流量的变化。

在相同暴雨强度和土壤前期湿润程度下，与1980

年相比，200(〕年最大洪峰流量有明显的增加，在前

期土壤较干(AMCI)的情况下增加最为明显，频率

为1%,2%和5%3种设计暴雨洪水的最大洪峰流

量增加幅度分别为20.2%,23.0%和28.9%a;随着
土壤前期湿润程度的增加，最大洪峰流量的变幅迅

速减少，在前期土壤较湿润(AMCIII)的情况下，3
种设计暴雨洪水的最大洪峰流量增加幅度分别为

1.6%,1.3%和2.6%。

    在相同暴雨强度和土地利用状况下，随着前期

土壤由较干向较湿润的情况变化，最大洪峰流量也

有较大增幅。前期土壤较千(AMCI)的情况与较湿

润(AMCIII)的情况相比，1980,1988,1994和2000

年4个不同时期设计暴雨频率为1%的洪水的最大

洪峰流量的变幅分别为34.7%,25.4%,19.8%和
19.4%,暴雨频率为2%的相应变幅分别为39.5%，

29.0%,22.9%,22.4%，暴雨频率为5%相应变幅

分别为48.9%,38.7%,30.2%,30. 0%。
    通过以上分析，同样可以得到在相同土壤前期

湿润程度和土地利用状况下，暴雨强度对洪水的影

响。随着暴雨强度的加大，最大洪峰流量明显加

大:在前期土壤较干(AMCI)的情况下，1980,1988,
1994和200(〕年频率为1%的暴雨洪水相比频率为

5%的暴雨洪水的最大洪峰流量增加幅度分别为

40.7%,37.9%,33.3%和33.4%，在前期土壤较湿

润(AMCIII)的情况下，4个时期的该指标分别为
24.2%,24.4%,23.4%和23.4%。

    研究最后统计了36种情况下的24h洪量，见

表3。从表中结果可以得到暴雨强度、土壤前期湿

润程度和土地利用状况对洪量的影响与对洪峰流

量的影响一致的规律。随着暴雨强度的加大，前期

土壤由较干向较湿润程度变化，向城市化方向发展

的土地利用状况的变化，都将导致暴雨洪水的洪量

增大。同样，每个因子对洪量变化的影响均受到其

他两个因子的制约。

              4        8       12       16       20     24

                              时间lh

                      (c)5%暴雨频率

    图3设计暴雨洪水24 h洪峰流量过程曲线(AMCI)

Fig.3日ood peak discharge of 24 h of designed storms (AMC[)

4景观城市化过程的水文效应

    深圳地区近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飞速，城市洪水水文效应明显，洪涝灾害日益严重。深圳地区遭遇洪水

的次数明显增加。据统计，1980一1987年发生洪水4次，平均每年0.5次;1988一1993年，发生洪水6次，平

均每年1.0次;1994 -2000年，发生洪水8次，平均每年1.15次。同时洪涝灾害带来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迅速增大:1981一1990年，共发生6次水灾，死亡人数13人，直接经济损失28370万元人民币，1991 -2000

年，共发生12次水灾，死亡人数54人，直接经济损失260378万元(见表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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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深圳地区洪涝灾害统计表(1980 -2000年)
Table 4 Flood disasters occurred in Sherahen from 1980 to 2000

V411990
洪水编号 洪水成因 灾 情

7 28” 布吉河上游大暴雨，数小时暴雨量高达 深圳东门老街受淹，新园招待所洪水人侵，水深达Im,
石，”夕mm c

                _ 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 - . 一 一 -. 一
2(M】

1991 I-20” 茅洲河流域特大淤雨.日降雨量376... 江河泛滥，松岗区受淹 松岗墟镇街道水深约lm,受淹历
时4昼夜。当年该地区农业大减产。

1983 “99” 台风在深圳市释陆，带来暴雨和几十年少见 宝安西部海堤发生多处决口，沙井、福水一带受咸涝。造
的大海潮。 成1924h甜鱼塘、墓围受浸漫项,660h澎稻田受淹，台风

                                      袭击期间有了人死亡，60多人受伤，经济损失9000多万

1987 "5.20" 宝安酉部特大暴雨，芋洲河上游光明农场一
带,8h内降雨406.m石岩水库一带,5h内
降雨270m."

19RS 7.19 '8805"号台风在深圳东面的惠来县登陆

t989 5.20"

兀 。

山洪暴发，河流泛滥。有29个村庄受淹,50(X】多间民屋进
水，149间房屋倒塌,2.4万村民被洪水围困，受淹稻Ill莱
地3500多h.'万多亩，鱼塘1300多lm'" 造成6人死亡、
16人受伤。洪水直接经济损失6370多万元。

探圳河水位暴涨，加上涨潮顶脱，致使市区低洼地方受淹
宝安县观谰镇也发生暴雨山洪。

市区、南山区、宝安县等地受淹t受淹村庄58个，房屋7200
多问，工厂厂房175间，直接经济损失多达13000万元。

1992 .件 18"

受"8903"号台风外附影响，市区及宝安西部
发生攀雨和特大暴雨。di区降雨227.m,南
山区降雨377.m，宝安新安镇降雨449..a

7月18日上午“9206"号台风在珠海登陆后
立即折向深圳市。龙华高峰水库8h降雨
380.m,观澜镇降雨246mm"

观澜河河水暴涨河堤决口卜观澜墟镇水深2米，松元、新
田、桂花、福民、库坑等村庄一片汪洋，直接经济损失5368
万元

992 9.7" 在“9215号热带风暴气流和北方冷空气共 市内福田、岗厦、皇岗以及罗湖区的草埔、水贝都出现洪涝
同影响下，M411市部分地区发生暴雨和大暴 灾害。经济损失10400万元。
雨，铁岗水库降雨 I lomm，平湖镇降雨
124.m,葵涌镇降雨104.m,

1993 '6.16" 布吉河上游发生大暴雨。5卜内降雨 布吉镇、福田区部分地区受淹;宝安区黄田机场受淹，机场
256.m。布吉水文站24h雨量334..,3d雨 关闭4h;广深铁路火车运行中断11h40mino造成11人死
最为370.m。 亡，直接经济损失高达73701)万元。

993 9.26- 受 9318"号强台风影响，从26日8时至27 市区部分地区受淹受灾人口、3万人.死亡14人，损毁房
日8时，深圳水库降雨339.m，水库尾一带 屋6500间，倒塌房屋200余间，直接经济损失76400万兀。
降雨达429.m,深圳河上游香港新界地带降
雨高达600mme

994 7.22 7月21日20时至22日2。时，24h市内降雨 市区深南路以南街道受淹，水深40 -90cme受灾人口7.8
303..。 万人，死亡7人，直接经济损失20000万元。

1994 ‘日. 6' 市区发生特大暴雨，深圳水库日降雨量 深圳水库水位超过防线水位1m,迫使深圳水库排洪，火车
360..o 站、和平路、建设路受淹，水深1.3一1.6m,受灾人口2万

                                        多人，死亡4人，直接经济损失5001〕万元。

1995 “5 12

1995 8. 31 "

1997 7. 19

受" 9505 "热带气旋影响，西部地区降雨
108mm,

受9509"台风影响，西乡镇降雨117- .东
部地区降雨170一250.m,

梧桐山脉lOOkm2范围内突然发生特大暴
雨，梧桐山北越。三洲田水库24h降雨量高
达497.m,横岗、龙岗、坪山一带24h平均降
雨390.m;梧桐山南趁，莲塘至盐田一带
24h降雨250-o

  9710”号台风19时30分在香港登陆,20
时30分经深圳湾再次在宝安区登陆，风力8
-9级，阵风10级，并伴有大暴雨。深圳全
市普遍降雨 loo..以上，公明镇降雨
269.m.

5月24口凌晨.深圳市普降暴雨，局部地区
降特大暴雨。盐田沙头角为这次暴雨的中
心，录得降雨量413.m,深圳水库降雨
38S...龙岗区横岗镇降雨343mm,

直接经济损失30610万元。

出现山体滑坡。死亡4人，伤3人，直接经济损失3001，万元。

山洪暴发,130多处山体滑坡;深惠、深汕高速公路中断
10h,横坪公路全线瘫痪;共有144个自然村受灾,600多家
工厂、商店受水浸;山洪摧毁水利工程多处尤以三洲田水
库为甚，水库上坝公路全线摧毁。

1997 "8.2 宝安供电中断49h航空班机中断36航班，直接经济损失
12500万元。

1998 5_24'" 罗芳村、新秀村以及香港新界打鼓岭一带洪水泛滥o黄贝
岭以东地区计有10.6万居民受影P角2万多人被洪水围
困;483间商店和3490间民房被淹;有8人死亡;直接经济
损失18300万元。

2000 ” 13 特大暴雨袭击深圳。市气象台录得的24h， 引起山体塌方和洪水 全市交通堵塞 并造成6人死亡，5
雨量为344.m,打破了深圳自1952年有气 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5100万元。
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大俏

据文献[19一21]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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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深圳市气象站提供的1956一2000年的年降

雨数据，得到了该降雨序列的趋势线(见图4)，说明深

训地区降雨量的变化没有明显的增大或减少的趋势，

降雨不是深圳地区洪涝灾害变化的主要原因。而深圳

地区20a来经历了快速土地利用结构和格局的变化，遏
以城镇用地的大量增加和生态用地·农业用地的大面理
积减少为主要特征的快速景观城市化过程，是诗成竺贪
市洪涝灾害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使城市化流域
的径流系数增大，进而使最大洪峰流量到来的时间提

早、汇流时间缩短，最大洪峰流量和洪量加大，给防洪

应急处置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城市洪涝灾害已经成为
深圳地区生态环境方面的主要问题之一。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95

                  年份

1990  1995  20M

5 结论

图4             1956-200(】年深圳地区年降雨盆变化
Fig.4  Change of year巧precipitation of Shenzhen

                from 1956 to 2000

    (1)土地利用状况是影响暴雨洪水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下，以城镇用地大面

积出现、生态用地和农业用地大面积减少为主要特点的土地利用的变化，对暴雨洪水过择能产生显著影响，
使得最大洪峰流量和洪量加大，汇流时间变短。与1980年相比，2000年深圳地区在前期土壤较干的情况
下，频率为1%a,2%和5%的3种设计暴雨洪水的最大洪峰流量增加幅度分别为20.2%,23.0%和28.9% e

    (2)暴雨强度和土壤前期湿润程度对暴雨洪水过程同样存在明显的影响，随着暴雨强度的加大和土壤

前期湿润程度由较干向较湿润程度变化，同样使得暴雨洪水的洪峰流量和洪水流量加大。
    (3)土地利用状况、土壤前期湿润程度和暴雨强度等任一因子对暴雨洪水的影响均受到其他两个因子

的制约。一方面土地利用状况对暴雨洪水过程的影响受到另两个因素的制约，即由暴雨强度增大和/或前期

土壤由较干向较湿润变化，使得土地利用状况对暴雨洪水的影响减弱。另一方面，土地利用状况的变化同样

也制约着暴雨强度和土壤前期湿润程度对暴雨洪水过程的影响作用。由于前期土壤由较干向较湿润变化，

土地利用状况向城市化方向发展使得暴雨强度对暴雨洪水的影响减弱;由于暴雨强度增大，土地利用状况向

城市化方向发展使得土壤前期湿润程度对暴雨洪水的影响减弱。
    (4) 1980年到2000年深圳地区洪涝灾害的统计结果表明，深圳地区城市洪涝灾害日益严重。深圳地

区年降雨数据的变化说明降雨不是深圳地区洪涝灾害日趋严重的主要原因，以城镇用地的大量增加和生态

用地、农业用地的大面积减少为主要特征的快速景观城市化过程是城市洪涝灾害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它导

致了城市化流域的径流系数增大，进而使最大洪峰流量到来的时间提早、汇流时间变短，最大洪峰流量和洪

量加大，城市洪涝灾害已经成为深圳地区生态环境方面的主要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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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减灾战略动态 ·

    2003年国际减灾日主题

面对灾害，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

    今年是“国际淡水年”。“国际减灾战略”今年的活动将围绕与水有关的灾害进行。由于

人类活动导致承灾体易损性增大和生态自然平衡的改变，气象成因的灾害(包括洪水、干旱、

滑坡、热带气旋、咫风和台风等)比以往明显增多，也影响了更多的地区。因此，减灾工作只有

有效地融入可持续发展这一宏伟目标中，才能建设灾后有自我恢复能力的社区。灾害所造成

的影响(包括致死人数和经济、社会财产损失)，其数据令人震惊，但至今还很少有人为保护我

们免遭灾难而对此采取了实际措施。

    今年的减灾活动一直延续至明年的“世界水日”(2004年3月22日)。国际减灾日(2003

年10月8日)当天，“国际减灾战略”的办事机构和“世界气象组织”将共同举办庆祝活动，关

注承灾体对与水有关的各种灾害的易损性。

— 摘自《黑龙江防灾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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