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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山洪灾害基本情况 
     1、山洪灾害防治的基本特点 

     2、山洪灾害防治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中国山洪灾害防治实践  
     1、山洪灾害防治规划和试点建设  

     2、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 

     3、项目建设成效  

三、中国山洪灾害防治展望  

 



摘要： 
 中国山洪灾害频繁而严重，每年都造成较多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是当前中国防洪减灾工作中亟待解
决的突出问题。 

 

 中国山洪灾害防治以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为首要
目标。以防为主，防治结合，以非工程措施为主，
非工程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 

 

 在开展山洪灾害防治试的基础上，中国将全面加快
《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的实施，启动山洪灾害
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建设，计划用3年时间，初步
建成覆盖全国1836个县的山洪灾害防治区的监测预
警与群测群防体系。  



一（1）中国山洪灾害的基本特点  

 1.分布广泛、发生频繁 



一（1）中国山洪灾害的基本特点  

 2.突发性强，预测预防难度大 



一（1）中国山洪灾害的基本特点  

 3.成灾快，破坏性强 



一（1）中国山洪灾害的基本特点  

 4.季节性强，区域性明显  

连续最大四个月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百分数 



一（2）山洪灾害防治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中国山洪灾害点多、

面广、受威胁人口多，
灾害频繁而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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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最大四个月降水量
占年降水量百分数 

一（2）山洪灾害防治存在的主要问题 

2.中国降雨时空分布不均，突发暴雨极易引发
山洪灾害 

多年平均年降

水量等值线图 



一（2）山洪灾害防治存在的主要问题 

3.防御山洪灾害的思想认识不足、意识不强  



一（2）山洪灾害防治存在的主要问题 

4.人类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活动加剧了山洪灾害  

滥砍滥伐森林 房屋选址不当 

与水争地 

与山争地 

侵占河道 

开矿、修路等
加剧水土流失 



一（2）山洪灾害防治存在的主要问题 

 

    5.山洪灾害防治基础工作薄弱 

 

          山洪灾害频发严重的区域大多是经济欠发
达地区，现有的防御手段欠缺，缺少工程防护
设施。  



二.中国山洪灾害防治实践 
          山洪灾害防治刻不容缓，经过多年的探索
实践，中国正实施一整套符合国情实际的山洪
灾害防治措施。 

2005年，水利部会同国土
资源部、中国气象局、原
建设部、原国家环境总局
编制完成了《全国山洪灾
害防治规划》   

 

 2006年，国务院批复了
《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规
划》。 

“抓紧在山洪灾
害重点防治区进
行试点，实施雨
量监测、预警系
统建设、预案编
制等见效快的非
工程措施和必要
的工程措施。” 



    为积极探索山洪

灾害防治的有效途径

和方法，为规划实施

积累经验，示范和引

导地方开展山洪灾害

防治工作，国家防办

组织编制完成了《全

国山洪灾害防治试点

县实施方案报告》。  

二.中国山洪灾害防治实践 



    试点共选择 103个县，

试点区域面积18.5万平方公

里，人口3172万人，乡镇

1413个，小流域2299个。   



 通过山洪灾害防治试点，在技术标准、建设
管理、运行维护等方面都积累了较好经验。 

二.中国山洪灾害防治实践 



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建设项目全面启动 

 2010年11月，全面启动全国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建设

工作。 

 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全国1836个县的非工程措施建设任务，

总投资约110亿元，中央补助资金近70亿元。 

 2010安排500个县，2011年安排600个县，2012年安排736

个县，2013年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二.中国山洪灾害防治实践 



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1.山洪灾害普查  

图上粗查 
普查人员首先在图上对山洪
灾害防治区进行粗查，初步
划定重点调查范围 

现场细查 
到自然村和农户居住地，现
场详细调查，获取普查所需
信息，同时划定安全区、危
险区，并将普查结果标绘在
电子地图上。 



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2. 划定危险区   

将历史洪水线以下、各溪河十 

年一遇洪水淹没线以下以及出 

现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迹 

象的区域划定为危险区。 



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3.编制基层防御预案  

       预案包括县、乡、村自然和经济社会基本情

况，山洪灾害类型、分布、历史灾害，安全区、

危险区划分及转移路线，防御组织体系及职责分

工，监测站点分布及预警方式，抢险救援队伍，

宣传培训演练安排等。  



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4.确定临界雨量、水位等预警指标  



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5.建设雨水情监测站点  



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6.配备预警设施  

危险 



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7.建设县级监测预警平台  

山洪灾害预
警 

平台软件 

3 气象服务 

1 

基础信息 

9 系统管理 

5 预报水情 
7 

应急响应 

2 
实时监测 

4 雨水情服务 

6 

预警发布 

8 信息管理 

平台主要功能 



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7.建设县级监测预警平台  

GSM/GPRS

省防办局域网

实时水雨
情库

模型演算
数据库

防洪工程数
据库

演算计算机演算计算机演算计算机

发
出
预
警
信
号

维护管理

雨量遥测站

雨量遥测站

雨
量
遥
测
数
据

雨量遥测数据

山洪灾害预警预报系统部署图

广播告警信息
县水利局局域网

县级软件平台

县水雨情数
据库

SMS

告警短信发布

水利网

发出预警信号

县用户终端

负责人手机负责人

省用户终端



县级监测预警平台实例 



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8.建立群测群防体系，落实基层责任制，开展宣传培训
演练等。  



项目建设成效  

        在2009年建设完成的103个试点县中，
有61个县共发生山洪灾害329次，通过系统
监测，及时预警，提前紧急转移受威胁群众
93万人，避免4.4万余人伤亡，一些试点县发
生了特大暴雨洪水，与历史同样量级洪水相
比较，人员伤亡大大减少。  



三.中国山洪灾害防治展望  
 1.以防为主，主要采用非工程措施  
           通过完善群专结合的防御组织体系，建立责任制，编制

可操作性强的防灾预案，宣传培训普及山洪灾害防御常识，
建设经济实用的监测预警系统，落实各项防灾减灾措施，避
免或减少山洪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 

          

        规划新建专业监测站（点）1.9万个 

        简易雨量观测点12万多个 

        滑坡、泥石流群测群防点1.2万个 

        建立监测站（点）通信系统 

        在山洪灾害防治区的各县级行政区建立监测预警平台 

        在行政村配备无线广播警报器12万余套及锣、鼓、号等
简易预警设施 



三.中国山洪灾害防治展望  

2.采用必要的工程措施 

          对山丘区内受山洪灾害威胁又难以搬迁的重要

防洪保护对象，如城镇、大型工矿企业、重要基础
设施等，根据所处的山洪沟、泥石流沟及滑坡的特
点，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因地制宜采取必要的工程
治理措施进行保护。 

 

           规划对18000条山洪沟、2462条泥石流沟、
1391处滑坡进行工程治理。 



三.中国山洪灾害防治展望  

 3.实施危险区人员搬迁 

  

          对处于山洪灾害易发区、生存条件恶劣、
地势低洼且治理困难地方的居民，考虑农村
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及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发展要求，结合易地扶贫、移民建镇引导
和帮助他们实施永久搬迁。 



三.中国山洪灾害防治展望  

 4.加强山丘区管理 

 

         加强河道管理，严格禁止侵占行洪河道
行为     

         加强山洪灾害威胁区的土地开发利用规
划与管理 

         加强对开发建设活动的管理，防止加剧
或导致山洪灾害。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