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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坝风险管理技术 
 

中国大坝协会秘书处 

徐 耀、贾金生、郑璀莹、张 垚、杨会臣、袁玉兰、马忠丽、张 炬 

 

1调研背景概述  

截至 2012年，我国建成各类水库 9.8万座、总库容 9323亿 m3，已建、在建

坝高超过 30m的大坝有 5564座，成为世界上拥有水库大坝数量最多的国家。同

时，近年来开展了大规模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完成了全国大中型和重点小型病险

水库除险加固任务。通过工程维护和除险加固，建立以“工程安全”为中心的大

坝安全保障体系。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水库大坝安全管理的内涵已经发生

了深刻变化，大坝安

全已不仅仅是工程安

全问题，而是已经成

为社会公共安全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以人

为本的今天，在保障

工程安全的基础上，

需要更多地关注下游

生命、财产、基础设

施、生态环境安全，

将大坝工程安全和下

游公共安全作为一个

有机整体考虑，形成

系统安全的概念。大

坝风险管理正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大

坝安全管理新理念， 图 1-1 大坝风险管理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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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大坝安全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根据国际大坝委

员会的定义，大坝风险是指对生命、健康、财产和环境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和严重

性的度量，是不利事件可能性和危害后果的乘积。大坝风险管理是通过用于管理、

控制风险的一整套政策和程序，对大坝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处理和监控的系统

管理过程。 

1.1 专题研究内容概述 

风险分析与管理技术在水利工程领域中的发展，最早起源于美国。20 世纪

70年代，美国 Teton坝和 Taccoa Fall坝相继失事后，美国总统卡特 1978年在对

全美水利资源委员会的工作指示中就强调了对水利工程进行系统风险分析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推动了风险分析与管理技术在水库大坝领域的研究与应用。自

从 20世纪 80年代初美国发表了不少关于水库大坝风险分析与管理技术的原理、

方法和实例的文章以来，大坝风险分析与管理技术在世界上得到了很快发展。

大坝风险管理最早由加拿大 BC Hydro 公司于 1991 年应用到大坝安全管理中，

对大坝风险分析与管理技术的应用起到了积极地推进作用。2000 年在北京召开

的第 20届国际大坝会议上设置了大坝风险分析专题。2005年国际大坝委员会发

布了第 130号技术公报《大坝安全管理中的风险评估》，推动了世界范围内大坝

风险评估及管理技术的推广与运用。目前，风险管理技术在美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等国家发展迅速，得到了较好的运用。 

我国相关单位和学者对大坝风险管理技术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90年代初，对

风险分析方法、溃坝损失评价、大坝风险标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排序等开展

了一系列研究。2002 年，水利部组团考察了澳大利亚大坝风险评价研究情况。

2003年，水利部派出技术人员去澳大利亚学习培训，并和澳大利亚GHD公司合

作，应用风险评价技术对安徽某水库加固前后的风险情况作了系统分析。此

后，我国又与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合作，在大坝风险管理技术的各个方面取得

了很大进展，并结合一些工程实例开展了有关的应用研究。但是，总体上我国

大坝风险管理技术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特别是对

一些关键技术的研究很少涉及。因此，有必要对国内外已有的大坝风险管理技

术相关资料进行调研，特别是归纳总结国外有关的成功经验，是我国开展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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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重要基础。 

本次调研通过搜集、整理国内外学术期刊、国际会议论文集和相关研究报

告、硕士和博士论文中有关大坝风险分析与管理技术的相关内容，从风险分

析、风险评价、风险标准、风险处理等方面进行归纳、总结、提炼，以期为国

内专家了解大坝风险分析与管理技术在国内外的发展动态，为后续研究工作提

供参考。 

1.2 调研材料的主要来源 

1.2.1 国内外学术期刊论文 

ASCE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and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anadian Geotechnical Journal 

Dam Engineering 

Georisk 

水利学报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 

水力发电 

中国水利 

1.2.2 国际会议论文集 

Proceedings of ICOLD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Large Dams) Congress 

and Symposium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Dam Engineering 

Proceedings of ISSMG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oil Mechanics and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Proceedings of ANCOLD (Australian National Committee on Large Dams) 

Annu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USSD (United States Society on Dams) Annual Meeting and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CDA (Canadian Dam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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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其他 

研究报告、博士论文、专家来访的报告、网络等。 

2 选择本专题进行调研的原因、必要性及意义 

2.1 大坝风险分析与管理技术的发展沿革 

风险分析与管理技术在土木水利工程领域中的发展，最早起源于美国。早在

20世纪 60年代，美国学者 Casagrande A.就指出考虑到土木及基础工程中涉及到

各种不确定的变量，应根据工程失事造成的损失大小来确定一个合适的设计安全

度，实际上已经模糊涵盖了风险的两部分内容，即工程自身的失事概率与失事造

成的损失。1973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发表了一篇用风险分析方法

对溢洪道设计进行评估的检查报告，由此拉开了水工建筑物风险分析的序幕。

1976年美国 Teton坝和 1977年 Taccoa Falls坝相继失事后，促进了美国各界对大

坝安全的重视，推动了大坝安全管理工作的进展。1978 年，美国总统卡特在对

全美水利资源委员会的工作指示中专门强调了对水利工程进行系统风险分析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1979 年，美国政府颁布了联邦大坝安全导则（FGDS），包含

有关安全评价、大坝设计、坝址选择的不确定性的风险决策分析。同时，联邦紧

急事务管理署（FEMA）和斯坦福大学、美国垦务局（USBR）等开展合作，重

点研究大坝安全问题的风险分析方法。 

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后，美国的大坝风险分析技术得到很快发展，各个相关

机构进行了一系列水库大坝风险分析的原理与方法研究。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

会（USNRC）在 1983 年编写的《Safety of existing dams - evaluation and 

improvement》和 1985年编写的《Safety of dams - flood and earthquake criteria》

都有明确的大坝风险分类及分析评价的表述。由于没有形成正式的法律文件，美

国不同的大坝管理部门根据自身实际，制定了不同的大坝风险管理方法，评判的

标准也不相同。 

美国陆军工程师团（USACE）用相对风险指数来判别大坝风险。相对风险

指数包括两大类风险因素，即洪水漫顶和结构险情，各类风险值依靠专家判断。

USACE 将风险评价的方法作为大坝安全评价的一种工具，对所属大坝进行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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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分析，用于指导降低大坝风险的决策过程。目前 USACE认为风险分析可

用于工作的排序，也可用于传统的决策支持。 

美国垦务局（USBR）采用现场评分法来评价水库大坝的风险，将各因素构

成的险情分成低、中、高、极高 4级，各级从低至高相应赋予风险值。USBR把

风险分析和评价视为改进大坝安全管理的一种手段，是大坝管理的一部分。为了

保证大坝不出现威胁公共安全、财产和社会安全的不可接受的风险，USBR建立

了大坝安全管理程序，通过比较不同荷载作用所导致的风险和不同大坝间的风

险，对产生不可接受风险的大坝进行确认，并采取适当的措施降低这些风险。他

们把大坝风险评价作为一种决策工具，指导对风险最大工程上的投入。 

犹它州（Utah）大坝监督处应用基于风险的程序来确定大坝排序。排序的过

程是根据犹它州大坝失事统计资料进行评分。根据大坝各部分（溢洪道、闸门、

管涌、滑坡及地震等）的状况赋值 1-5，再乘以一个系数，即为该部分的得分数。

各部分的得分数相加后，再乘以风险人口得分，即为总体风险得分。犹它州州立

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系教授 David Bowles 的研究小组在大坝安全方面基于风险

方法的发展、应用做了大量工作，特别在群坝风险评价的应用方面。此外，美国

的华盛顿州、蒙大拿州等其他州也在大坝安全方面应用了基于风险的方法，把风

险分析与管理作为大坝安全程序的一个部分。 

随着大坝风险分析技术在美国的快速发展，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后，其他发

达国家也陆续开展了相关研究与应用，并制定了一系列风险评价的标准和指南。

1991年，加拿大 BC Hydro公司把风险分析方法引入大坝安全评估中。BC Hydro

风险分析有 3个主要目标：1）确定水库大坝的安全程度；2）确定水库大坝是否

安全的判别标准；3）用最经济的方法加固不安全大坝达到安全的标准。由于传

统的工程分析难以实现这些目标，所以 BC Hydro引入风险分析和管理技术。在

过去的 20年内，BC Hydro不断改进风险评价方法，特别是有关大坝风险标准的

制定，在国际上占有重要位置。BC Hydro根据业主大坝安全管理条例、下游居

民的生命财产价值、国家法律和业主的赔偿能力来制定大坝风险标准，在经济有

效地使用及管理这些大坝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BC Hydro已在数十个工程上

成功应用了风险评价技术，量化了大坝的风险，并且得到的分析结果和权威性的

工程实践相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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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澳大利亚大坝委员会（ANCOLD）颁布了《ANCOLD风险评估指

南》，指出风险是溃坝可能性和产生的后果的乘积，为大坝安全评估的应用提供

了概念性基础，不仅考虑大坝工程安全，而且考虑下游地区的公共安全。1995

年之后不断进行修订，提供了大坝风险管理的一般性框架，逐步确定了风险分类、

风险分析、风险评估和风险处理过程中的主要步骤。1994 年，澳大利亚颁布了

《大坝安全管理指南》。1995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标准局颁布了《风险管理标

准》，奠定了风险分析和管理的基础。澳大利亚的大坝风险评价目前接受《水法

2000》控制。《水法 2000》明确规定由业主负责大坝安全，需要加固的大坝必须

根据溃坝影响评价确定风险人口。当今澳大利亚有相当数量的水库大坝已经做过

风险分析，如昆士兰州，已在 2/3的水库大坝上应用，群坝风险评价也已在澳大

利亚的几个大坝群中应用，已取得了很多成果。 

2000年在北京举办的第 20届国际大坝会议第一次将大坝风险分析作为会议

议题，标志着大坝风险分析与管理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认可和接受。此

后，大坝风险分析和风险管理的研究在许多国家进一步得到了迅速发展。2005

年国际大坝委员会（ICOLD）发布了第 130号技术公报《大坝安全管理中的风险

评价》，详细介绍了基本概念、风险分析、风险评价、风险控制与管理以及目前

的应用实践情况，并对其在各国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梳理，进一步推动了世界范围

内大坝风险评估及管理技术的推广与运用。 

目前，大坝风险分析与管理技术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得到了较

好的运用。这些国家已经建立了完整的法规指南体系，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完整

的分析评价方法和管理体系，包括分析组成水库大坝系统的各部分的破坏概率，

评价下游的人员、经济、社会、环境损失，建立大坝风险标准从而对大坝风险做

出判断等。在芬兰、瑞典、挪威、荷兰等国家的水利水电工程管理上也都有不同

程度的应用。世界上发达国家基本上已经或正在采用风险分析与管理技术来加强

大坝安全管理，还有些国家根据自身情况部分地采用了该技术。 

2.2 本调研的必要性和意义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紧缺的国家，水库大坝在防洪减灾及水资源利用中发挥了

总要作用，大坝安全管理的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认同。现阶段我国病险水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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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出病险正通过国家的大规模除险加固工作得到一定的缓解，但由于资金的限

制，除险加固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目前我国的大坝安全管理仍主要偏重于工程

安全管理，相应地对下游公共安全关注依然不足。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现

有的工程安全管理模式已不能满足现代管理的需要。如何提高大坝安全，平衡大

坝安全、公共安全与水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是当前水库大坝管理面临的主要问

题，而风险管理技术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因其不仅考虑了工程自身安全，

而且考虑了水库大坝的下游公共安全。为此将风险管理技术引入大坝安全管理

中，可以有效克服现有管理模式的不足，对保障大坝工程及下游公共安全、提高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水平都有现实而紧迫的意义。 

由于我国开展大坝风险管理技术研究相对较晚，有关风险分析、溃坝损失评

价、风险标准等各个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对一些关键技术的研究

很少涉及，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大坝风险管理体系。而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

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与工程应用，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水库大坝风险管理

体系，并且取得了诸多良好的工程应用实践。为了更好地促进大坝风险管理技术

在我国的发展和推广应用，有必要参照国外有关成功经验，结合我国水库大坝工

程实际情况，对国内外已有的大坝风险管理技术相关资料进行调研，为国内有关

单位及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3 近年该专题发展新动向和值得关注点 

3.1 本专题发展的新方向和值得关注点 

风险管理是指通过用于管理、控制风险的一整套政策和程序，对风险进行识

别、评估、处理和监控的系统管理过程。风险管理可以实现在不同层次上的大坝

管理，例如，可以对一个地区、一个省甚至全国的水库大坝进行风险管理，也可

以只对某一个水库大坝进行风险管理。风险管理过程主要包括建立风险标准、风

险分析、风险评价和风险处理 4部分。下面主要从这 4个方面来对大坝风险管理

技术发展的新方向和值得关注点进行探讨。 

3.1.1 风险标准研究 

风险标准是指在风险评价过程中用于确定计算定量风险分析结果是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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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一个标准。大坝风险包括生命风险、经济风险、公共健康与环境风险等。

国外目前较为通行的评价标准是容许风险分析方法。该方法认为绝对安全的大坝

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所谓安全的坝是指它所承受的风险应该是社会和公众所能接

受、允许的风险。风险接受准则的确定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涉及政

治、经济、社会、工程技术、自然环境、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指标，经济

社会的发展与变化直接或间接影响风险标准的确定。 

通常政府与大坝业主会把生命风险放在首位，相关的标准也最详细最严格。

生命风险主要指溃坝对下游生命构成的风险，为溃坝可能性与可能生命损失的乘

积。国际上，有关生命风险的评价需要满足以下 3个准则： 

（1）生命单个风险标准：大坝溃决所增加的生命风险增量不应该超过某一

指定值，这一值以生命基本风险为依据。 

（2）生命社会风险标准：导致 N个或更多生命损失事情发生概率不应该超

过某一指定值，这一值是 N的函数，随 N增加而递减（F-N曲线）。 

（3）ALARP原则：风险在合理可行情况下应尽可能低，只有当减少风险是

不可行的，或投入的经费与减少的风险是非常不相称时，风险才是可容忍的。 

生命单个风险分为可接受生命单个风险和可容忍生命单个风险。可容忍生命

单个风险一般以不超过人们日常生活所面临的死亡风险为基准。例如，根据澳大

利亚统计局的统计，澳大利亚人口年最低死亡率约为 1.0×10－4/年（10～14岁年

龄段）。因此，澳大利亚大坝委员会（ANCOLD）建议，已建坝对个人或团体造

成的生命单个风险概率如果超过每年 10－4是不可容忍的。对于可接受生命单个

风险，当然越低人们越愿意接受。一般当风险达到 1.0×10－6/年时，人们不再担

心这种风险。 

生命社会风险也分为可接受生命社会风险和可容忍生命社会风险。可接受风

险和不可容忍风险之间为 ALARP 过渡带。ALARP 过渡带是指对那些处于可接

受风险和不可容忍风险之间的风险应用 ALARP原则。图 3-1为澳大利亚大坝委

员会（ANCOLD）采用 F-N线方法制定的生命社会风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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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风险标准的制定一般根据溃坝造成的经济损失比例和当时的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来确定。国际上一般都是大坝业主根据自己承受风险的能力来确定经济

风险标准，重点是根据 ALARP原则来降低经济风险。对于公共健康与环境风险

标准，由于溃坝对公共健康与环境造成的损失一般很难采用货币定量计算，国际

上相关研究还较少。 

3.1.2 风险分析研究 

根据研究目的，风险分析可以采用定性/半定量分析和定量分析。定性分析

采用语言描述形式或数值范围来描述溃坝可能性及其后果，定量分析采用数值计

算法。溃坝可能性研究主要包括溃坝模式分析与溃坝概率计算。溃坝模式分析是

大坝风险分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根据各种可能出现的外荷载，分析在荷载作用

下大坝各组成部分（包括挡水、输水、泄水建筑物及附属建筑物）可能出现的破

坏形式，并分析是否可能发展成为溃坝事件，最终形成从荷载－建筑物－破坏－

溃坝的途径。水库大坝溃决是在内部薄弱环节和外部荷载共同作用下发生的，可

能的方式很多。通常可基于历史上已有溃坝的案例，对主要的溃决模式进行归纳

总结。比如，常见的大坝溃决模式包括漫顶、渗流破坏、滑动（含倾覆）等。对

某一座水库大坝而言，所有可能的溃决模式都应该予以考虑。对于某一种溃决模

式，需要描述出溃决事件发展的过程，形成溃决途径，并对每个过程发生的可能

图 3-1 ANCOLD生命社会风险标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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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进行估算，从而得出该种溃决模式的发生概率。目前世界上溃坝概率分析还以

定性/半定量分析为主，溃坝概率主要依靠经验来估算，常用的方法是历史资料

统计法和专家经验法。而定量分析需通过可靠度理论计算来获得某一事件出现的

概率，该类分析对技术资料以及计算模型均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往往难以达到，

而且对有些中间环节也难以进行理论分析。虽然目前基于可靠度理论的定量分析

还不成熟，但是可靠度分析方法在水利水电工程中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为大坝

安全可靠度分析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溃坝影响以及后果是大坝风险分析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溃坝

洪水以及演进特性、过程和淹没范围分析与淹没范围内各种损失评估。溃坝洪水

计算指计算坝址溃坝洪水的流量及流速过程线，以及其他水力要素的变化过程

线，为下游洪水演进计算提供基本资料。由于不同坝型，溃决形式不同，溃坝洪

水可分为瞬时溃坝洪水计算和逐步溃坝洪水计算两种。混凝土坝溃坝方式一般为

瞬时溃决，多采用常规的水力学计算方法，相对比较简单。土石坝的溃决通常是

逐步发展的，而且随不同坝料、不同坝料组合、不同的填筑质量、不同的溃决部

位及溃口形状等，溃决过程会很不相同。因此，土石坝的逐步溃坝过程较之混凝

土坝的瞬时溃坝要复杂得多，研究需围绕溃口的部位和形状、溃口的冲刷和发展

及数学模型的建立等。在获得坝址处溃决流量过程之后，便可利用相应的溃坝洪

水演进模型进行溃坝洪水沿河道的演进分析。无论是坝址溃坝洪水计算还是溃坝

洪水演进计算，目前国内外已有一些简单的或较为复杂的计算方法，主要分为基

于基本物理公式的简化分析法、基于历史数据统计的经验公式法、基于严格物理

过程的数学模型法。简化分析法使用时比较容易，但是误差比较大；经验公式法

使用时也相对容易，但是适用范围受到限制；数学模型法理论上最能反映实际的

物理过程，但是一般模型参数相对较多，对技术资料要求相对较高。根据溃坝洪

水的演进分析，就可以得到洪水淹没范围从而对各种损失进行评估。溃坝损失最

严重的应是生命损失，因此本文主要针对溃坝生命损失的研究进行讨论。生命损

失的估算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风险人口、洪水严重程度、

事件发生时间和预警时间长短、公众对发生的溃坝事件严重性的理解程度等。由

于涉及因素较多，问题比较复杂，一直以来，我国对溃坝造成的生命损失的研究

较少。而国外关于溃坝生命损失已有不少研究，包括美国垦务局（USBR）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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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Dekay&McClelland法与 Graham法，芬兰 Peter Reiter提出的 RESCDAM法，

加拿大 BC Hydro提出的 Assaf法，美国犹他州立大学法等。Dekay&McClelland

法、Graham法以及 RESCDAM法均是基于溃坝历史记录数据进行经验统计与回

归分析得出的估算溃坝生命损失的方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史记录数据资料是

否详细、充足。目前，这种经验方法基本上只作初步估算用，Assaf 法和美国犹

他州立大学法指出了这种经验方法的缺点，因此很多学者正致力于以概率分析为

基础的深入研究，并把可靠度概念引入到溃坝生命损失估算之中。但是这方面的

研究成果目前并不多，实际应用中也存在许多困难。尽管如此，以可靠度为基础

的溃坝生命损失的研究仍然是生命损失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 

3.1.3 风险评价研究 

大坝风险评价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群坝风险评价与个坝风险评

价。群坝风险评价主要是对某一管辖范围内的大坝的风险进行比较，确定优先进

行个坝风险评价的工程、资金流向、加固排序等。群坝风险评价并不是要为每一

个大坝给出一个结论性的风险值，而是为了得到群坝相对风险的排序结果。个坝

风险评价通常对大坝风险分析要求详细深入，对一座大坝的风险状况要有结论性

的评价，和风险标准比较，决定大坝风险是否可容忍。 

群坝风险评价的一个典型应用就是病险水库除险的加固排序，主要依据水库

大坝的风险大小进行排序。通常将水库大坝的风险表示为溃坝概率与溃坝后果的

乘积。早上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陆军工程师团（USACE）就用相对风险指数来

判别大坝风险。随后，美国垦务局、加拿大 BC Hydro、澳大利亚大坝委员会等

都相继进行了群坝风险评价方法及应用研究，用于指导降低大坝风险的决策过

程。我国自 1998 年大洪水过后加大了对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投资力度，取了显

著的效果，但是由于病险水库数量巨大与资金有限的矛盾，需要研究保证风险高

的病险水库优先得到加固，我国的群坝风险评价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快速发

展的。由于溃坝后果包括生命损失、经济损失和社会及环境影响，所以还应考虑

各类损失的权重，需要根据水库大坝下游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状况综合予以考

虑。目前一般还是以生命损失为主来评价溃坝后果，如何全面评价溃坝后果还需

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图 3-2为澳大利亚大坝委员会（ANCOLD）的群坝风险评价

典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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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群坝风险评价，个坝风险评价对大坝风险分析更加详细深入，涉及到的

溃坝概率分析与后果分析也非常严格。从破坏模式、溃坝概率、溃坝后果到溃坝

风险评价都是基于严格的物理分析与数学计算。目前，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美

国等国家，已将个坝风险评价应用在一些实际工程中，用以指导大坝的安全升级

计划。我国有关单位在 2000 年以后也已经开展了相关技术及应用研究。例如，

2003 年，水利部大坝安全管理中心应用个坝风险评价技术对安徽沙河集水库加

固前后的大坝风险进行了评价。图 3-3为澳大利亚大坝委员会（ANCOLD）的个

坝风险评价典型过程。 

确定研究目的和计划

……

大坝D1 大坝D2 大坝 Dn

根据图5作
出初步评价

根据图5作
出初步评价

根据图5作
出初步评价

根据风险对大坝和
溃决情况排序

根据每条准则为降
低风险方案排序

为降低风险方案的
排序设置准则

执行降低危急
风险方案

为目的设置初步
降低风险计划

确定需进一步
研究的排序

逐步进行
深入研究

完成深入研究后，不
断根据最新情况更新
降低风险计划

不断执行风险
降低计划

长期风险管理
 

图 3-2 ANCOLD群坝风险评价典型过程 

3.1.4 风险处理研究 

风险处理是选择并执行适当的方案来处理风险，是一个动态过程。如果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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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容忍，则必须立即对风险进行处理。风险处理方法包括降低风险、转移风险、

回避风险等。降低风险是指采用工程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优化方案，把水库大

坝风险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转移风险是指通过立法、合同、保险或者其他手

段将溃坝损失的责任或负担转移到另一方。回避风险是指通过降低运行水位甚至

让大坝退役来规避水库高水位运行可能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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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ANCOLD个坝风险评价典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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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病险水库大坝的风险处理主要着眼于工程措施，所采用的认定方

法和评价标准也主要与工程措施有关，这种方法不一定是最经济的。在大坝风险

管理中，工程和非工程措施的有机结合可以经济有效地降低大坝风险，溃坝应急

预案的实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对溃坝应

急预案的研究、施行已经较为普遍。实践证明，应急预案在这些国家的大坝风险

管理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有效降低甚至避免下游的溃坝损失。对应急

预案制定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已经在我国受到重视，水利部于 2007 年发布了《水

库大坝安全管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导则（试行）》，要求所有水库尽快制定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提高应对水库大坝突发事件的能力。根据近期组织的全国大型

水库大坝安全现场调研情况，虽然调研的工程都编制了应急预案，但部分工程应

急预案的编制不满足有关规定，工程管理单位与地方政府的联动机制普遍存在问

题；另一方面，相关应急预案编制大纲要求的水库洪水风险图、地震险情灾害分

析等，因涉及到开展溃坝分析等，当前多数工程单位无法满足要求。水库大坝应

急预案研究是一个涉及工程科学、管理科学、社会科学和信息科学等多学科的交

叉性研究领域，不仅从工程安全角度研究大坝自身安全的问题，而且从管理学角

度研究大坝安全与下游公众安全的一系列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协调机制的问

题。所以，以工程科学和管理科学为基础的水库大坝应急预案的研究将是大坝风

险处理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 

3.2对本专题发展的若干建议 

综上所述，虽然我国大坝风险管理技术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是与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当前我国大坝风险管理技术研究主要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发展。 

3.2.1 溃坝概率研究 

在溃坝概率的量化方面，由于溃坝模式和破坏路径的复杂性，国内外大多数

研究主要依据历史资料统计法和专家经验法来确定大坝溃坝概率。这类经验方法

具有简单、实用的优点，但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为了尽量减少溃坝概率的主观

性影响，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运用可靠度理论进行大坝溃坝概率计算方法的研究，

已由最初仅考虑水文的不确定性，发展到了综合考虑水文、水力以及边界条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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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条件等多因素的不确定性，分析方法也由单一方法发展为多种方法。具体的

计算方法主要有直接积分法，统计参数解析法，结构可靠度方法（包括一次二阶

矩法 （FOSM）、改进的一次二阶矩法（AFOSM）和 JC法）和随机模拟法（MC

法）等，各方法均有其特定的适用条件。目前，在洪水漫顶、渗流等几种简单模

式的溃坝概率计算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在溃坝模式、溃坝概率计

算方法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此外，将模糊数学方法与可靠度研究结合起来计

算溃坝概率也是最近发展的一个研究方向。如由于实际工程中不可能给出所有设

计变量的精确值，且只会考虑主要因素的影响，即存在设计参数的模糊性；传统

风险分析以极限状态作为系统是否失事的判断标准，但实际系统并非如此，即存

在失效准则的模糊性。 

3.2.2 溃坝模型及溃坝洪水研究 

溃坝洪水计算，分为瞬时溃坝洪水计算和逐步溃坝洪水计算两种。一般混凝

土坝溃坝为瞬时溃决。对混凝土拱坝，可能是瞬时全溃；对混凝土重力坝，可能

是某个或几个坝段的溃决。以上不同溃决方式的溃坝洪水可采用常规的水力学计

算方法。土石坝的溃决一般是逐步发展的，坝体被洪水逐渐冲溃。溃坝的发生、

发展和溃决程度等受诸多因素（如溃坝原因、坝体尺寸和材料、库容及下游水位

等）影响，模拟难度非常大。尽管如此，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内外的土石坝溃坝

模拟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出现了多个溃坝模型。土坝的溃坝模型通常可分

为两大类：第一类模型称为基于参数的模型，主要是利用一些关键参数（如溃口

最终宽度、溃口历时等），通过简单的时变过程（如溃口尺寸线性发展）模拟溃

口的发展；还有一些模型通过建立库容和坝高等关键参数与溃口发展速度、最大

溃坝洪水流量之间的回归方程来模拟溃坝。总的来说，这类模型比较简单，对数

据输入要求较少，使用较方便，但由于未涉及实际溃坝机理，准确度不够，计算

结果也不太稳定，可用于初步计算。第二类模型称为基于物理过程的模型，通过

综合水力学、泥沙、土力学等学科知识构建一个时变过程以模拟实际溃坝过程和

溃坝洪水过程线，比较典型的有 P-T模型、BEED 模型和 BREACH模型等。尽

管土石坝的溃坝模拟已经取得了很大发展，但总体上说该技术仍不成熟，绝大多

数现有模型没能区分溃坝水流对坝体的冲刷速度和水流的输沙能力两者的区别，

尽管它们在物理意义上差别很大。一些研究者认为，现有模型中采用的牵引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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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法对非粘性土的冲刷可能正确，但却不一定适用于粘性土坝的溃坝模拟。 

在获得坝址处溃决流量后，便可利用相应的溃坝洪水演进模型进行溃坝洪水

演进分析，从而编制溃坝洪水风险图。溃坝洪水演进采用一维或二维水动力学方

法模拟洪水淹没过程，计算淹没水深、淹没范围、淹没流速等洪水淹没要素；采

用 GIS叠置分析方法并结合洪水演进计算的结果计算淹没损失。用于溃坝洪水演

进分析的模型有美国国家气象局开发的 DAMBRK 模型、FLDWAV 模型及丹麦

水科学研究所开发的MIKE模型。2010年水利部发布了《洪水风险图编制导则》，

规定了包括溃坝洪水风险图在内的各类洪水风险图编制的原则和技术要求。对于

一般水库，在工作实践中常采用一维模型进行洪水演进分析，但难以满足洪水风

险图的精度。国内部分科研单位对二维溃坝洪水模拟技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建

立起相应的模型，已在部分工程中得到了应用，提高了洪水风险图的编制质量，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2.3 溃坝损失研究 

溃坝损失研究目前主要包括经济损失和生命损失两方面，国外研究已有 30

余年的历史，而国内研究才刚刚起步，目前还没有形成公认的，比较成熟的理论

方法。关于经济损失评估，国内外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主要是将经济损失分为

洪水淹没损失、库区坍岸损失、溃坝工程损失 3大类。其中洪水淹没损失又可分

为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和非经济损失 3种，每一种经济损失根据具体情

况选用相应的计算方法。国外近年来重点关注生命损失分析模型的研究，已经取

得较大进展，从最初的基于溃坝历史数据的经验公式方法到当前以可靠度为基础

的计算模型。估算方法考虑的关键因素包括风险人口、溃坝洪水的严重程度、警

报时间、公众对溃坝事件严重性的理解程度等。我国的溃坝生命损失评估比国外

较晚，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尚未有学者对此做出系统的研究。此外，我国和国

外的情况有很大差别，我国人口多、密度大，国外的研究成果不能直接用于我国。

基于上述考虑和目前我国在溃坝损失后果方面的研究现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

应重点关注溃坝造成的下游生命损失。在当前情况下我国生命损失估算方法应注

重经验公式和可靠度分析两个方向的研究，但鉴于可靠度分析需要在很多细节问

题上做深入的研究，短期内较难见成效，因此可首先开展估算生命损失经验公式

的研究。尽管如此，以可靠度分析为基础的溃坝生命损失的研究仍然是生命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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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 

3.2.4 大坝风险标准研究 

开展风险管理技术研究及应用较早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基本都已

经建立了本国的大坝生命风险和经济风险标准，但对环境风险、社会风险仍未研

究制定相应的定量评价标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传统文化背景、社会价值

观、管理体制、保险制度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大坝业

主对风险标准的认识及相应制定的生命风险和经济风险标准也不尽相同。我国的

水库大坝风险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特别是对风险标

准的研究很少涉及。因此，参照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开展水库大坝风险标准

研究，确定哪些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不可容忍的，非常必要。特别是我国

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如何制定不同经济发展水平

地区的风险标准，应引起充分重视。 

3.2.5 应急预案研究与编制 

应急预案的研究与编制已经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2007 年水利部颁布

了《水库大坝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导则》（试行）。应急预案的编制是一项综合

性很强的工作，需要许多关键技术的支撑，包括应急调度技术、突发时间预测和

预警技术、溃坝洪水分析技术、突发事件后果评价技术、突发事件应急措施及预

案组织体系、运行机制和保障体系、应急预案的可行性与有效性评价技术等。目

前这些关键技术尚未成熟，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并取得突破。为深入研究上述这

些关键技术，应以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有步骤、有重点地结合具体工程

实例进行试点研究，根据这些试点地反馈情况，加以整理、完善、推广，提高应

急预案的实施应用水平。 

3.2.6 基于风险的大坝安全评价体系研究 

传统的大坝安全评价方法着重于工程自身的安全，未考虑非工程措施对大坝

安全的作用。引入风险概念后，由于采用风险作为大坝安全的衡量标准，工程安

全评价同时关注下游公共安全，即同时要考虑工程安全与大坝溃决、下游损失之

间的关系。因此，仅开展传统大坝安全评价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和水库下游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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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身安全程度的要求，必须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风险评价方法体系，建立基于

风险的大坝安全评价体系。 

3.2.7 我国大坝风险管理体系研究 

大坝风险管理是贯穿于大坝生命全过程的动态管理，在大坝生命的每个阶

段，都需要应用风险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进行风险分析、应用风险标准评价风险程

度、应用风险处理降低和控制风险。总体上我国大坝风险管理体系研究还处于起

步阶段，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我国亟待基于风险分析、风险

评估、风险处理等研究，并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参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国的风险管理体系，研究形成一套真正适合我国的大坝风险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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