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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研背景 

水库大坝始终存在失事风险，可能给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环境带来巨大的灾难。土石坝

在水库大坝中所占比例达 90%以上，出险案例多，破坏严重，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的板桥、石漫滩、沟后水库溃坝，以及美国堤堂坝溃决等都是典型的土石坝工程的失事案例。2013

年发生连续溃决并引起业界关注的黑龙江星火水库、新疆联丰水库、山西曲亭水库土石坝失事案

例也说明必须高度重视土石坝风险。 

尽管水库大坝都存在失事风险，但是，在事故发生前、事故发生中及发生后进行适当的应急

处置，却可以有效消除或延缓风险，抑或减少损失。1976 年美国 92.96m 高的堤堂坝（Teton）失

事前，依靠有效的险情处置，人员疏散及时，尽管大坝失事后堤堂河和斯内克河下游 130km 范

围内约 780km2 的地区遭洪水肆虐，造成 2.5 万人无家可归、损失牲畜约 2 万头的巨大物质损失，

但人员死亡只有 11 人，体现了险情应急处置的重要意义。2013 年山西曲亭水库险情应急处置避

免了人员死亡，则又是有效险情应急处置的一个范例。 

近年来，根据国家防洪、安全生产等统一要求，工程应急管理在各工程建设管理单位得到高

度重视，大多数水库大坝工程都根据规定制定了相应的险情处理应急预案，并建立起应急管理体

系，但是，不少预案科学性不足、覆盖面不够或操作性不强，以致于应急管理存在一定形式化倾

向。没有较好的险情应急处置技术可供推广借鉴是产生该现象的重要原因。 

中国是一个坝工大国，库容 10 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有 8.6 万座，总库容约 5600 亿 m³，水

库数量居世界之首[1]。这些大坝在防洪、发电、灌溉、洪水和航运等方面，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

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大坝和水库的存在也是一个潜在的危险源，大坝安全管理不慎或大坝失

事会给下游广大地区公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环境带来巨大的影响和灾难。目前，我国经济社

会已经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但随着国民经济总量、人口密集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水

库大坝发生溃坝等突发性应急事件造成的人口和经济损失将更加严重。因此，加强水库大坝应急

管理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土石坝是国内外水库大坝采用最多的坝型。尽管溃坝率与其他坝型相当，但因其巨大的基数，

仍是发生险情最多的坝型。土石坝险情种类较为丰富，但一般从发生险情到溃决、再到溃口流量



达峰值有一定时间，给应急处置留下了一定空间，其应急管理价值较其他坝型更为突出，国内外

水库大坝应急管理相关研究，多针对土石坝。可以说，土石坝是水库大坝应急管理面对的最主要

对象。因此，本项目一般以“水库大坝”或“大坝”指代应急管理的对象，在可能的风险等方面则侧

重考虑土石坝存在的问题。 

2 研究进展与展望 

2.1 应急管理一般概念 

2.1.1 应急管理的历史发展 

国外应急管理源于早期对各类自然灾害的应对。二战后，为服从“冷战”对抗的需要，应急

管理的重心转为民防。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国外应急管理逐渐经历了由民防到应急管理，从

自然灾害到综合性应急管理的转变过程。Wilson, J. and Oyola-Yemaiel A.在 2001 年提出，应急管

理是一种风险管理，通过这样的风险管理，人类社会可以和自然环境风险和科学技术风险共存，

与此同时人类社会可以应对由他们导致的灾难[2]。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灾害频繁的国家。历朝

历代都将灾害管理作为安抚民心、稳定社会、巩固统治的重要措施，其基本内容早期以赈济、抚

恤、救荒为主，之后逐渐完善并成为国家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应急

管理由 2003 年之前的单灾害管理为主，转变为 2003 年至 2007 年以“一案三制”为基本框架，

在 2008 年之后逐步完善深化应急管理体系建设[3]。 

2.1.2 应急管理的内容 

应急管理主要针对的事件一般而言是突发公共事件。总的来讲，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分为 5

大类，即自然灾害、灾难事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经济危机[4]。因此应急

管理研究内容就主要围绕这五类事件展开。目前应急管理研究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类： 

1）组织与政策类研究 

国际、区域、国家、地方各级应急机构建设，这是应急工作的组织保障；各级应急机构的合

作、交流、教育、培训，这些活动能够促进应急研究工作的发展并保证应急期内各类应急工作的

有效实施；要将应急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制订各类应急条例和法案。 

2）基础理论与方法类研究 

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灾害形成、演化机理，如灾害机制研究，应集中各类监测、分析、

预测、评估、仿真、优化、决策等理论与方法研究，防灾减灾工程中的基础科学问题（材料、结



构、管理）研究。 

3）技术与工具类 

防灾工程中的材料、结构等技术工具研究；新型通讯技术用于应急通讯、监测、数据采集、

数据传输等；研制先进的观测、试验、分析仪器；研制新型救援、医疗设备；计算机用于数据处

理、预测、监控、报警等；集成和构建基于地理信息系统、专家系统等的应急辅助决策支持工具。 

在应急管理中主要应用的技术手段为成像与传感技术、风险模型和 GIS 制图等[5][6]。 

4）集成应急平台 

以计算机为中心，运用应急管理理论与方法，将各种技术与工具进行有机集成，构成一个综

合集成的应急管理平台[7][8]。 

2.1.3 应急管理的阶段划分 

国际上，一般专家将应急管理分为四个方面：预防（Mitigation）、准备（Preparedness）、响

应（Response）、重建（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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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应急管理四个阶段[9] 

预防阶段（Mitigation）主要指一些可以直接消除或者降低自然和科学技术灾害对人类生命

和财产的长期风险的措施[10]。常见的预防措施（Mitigation Tool）主要有一下几种：危害识别与

定位、减灾设计和施工应用、土地使用规划、财政激励、保险、建筑结构控制[5]。 

准备阶段（Preparedness）主要指通过在应急事件发生之前采取一些措施，提高对灾害的应

对和控制能力，在灾害发生时可以采取有效措施迅速应对。准备阶段（Preparedness）主要工作

有： 

➢制订应急管理相关条例(Adopt emergency management–related ordinances) 



➢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 

➢应急预案（Emergency operations plan (EOP)） 

➢预警系统（Warning systems） 

➢资源标识（Resource identification） 

➢经费获取（Grant acquisition） 

➢互助协议（Mutual aid agreements） 

➢训练演练（Training and exercises） 

➢公共教育（Public education）[10] 

应急管理准备阶段可按照图 2-2 所示划分为 4 步：风险评价、制定预案、演练预案、预案评

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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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应急管理准备阶段[5] 

响应阶段（Response），即为应急管理（Emergency Management）的第三阶段（The third phase）。

响应主要指政府以及其他相关组织机构，在灾害发生前，发生时，以及发生之后所做出的一系列

反应。响应阶段最主要的行动是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救助人员和财产，以及为恢复重建作必要

的准备。Damon Coppola 指出，紧急事件一般具有三个发展阶段。与之对应的，响应行动也应

该由政府官员根据所处的阶段而采取合适的行动。这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 

1. 危险事件之前（Prehazard） 

2. 应急行动：危险影响正在进行（Emergency: Hazard effects are ongoing） 

3. 应急行动：危险影响已经结束（Emergency: Hazard effects have ceased） 

在危险事件来临之前，应急行动迫切需要但是并未实施。应急管理机构和公共安全官员可以

有机会去采取更多措施拯救生命和财产。例如：发布警告和疏散命令；执法部门以及救火/救援



机构应严阵以待；通知医疗机构，准备足够的急救设施以应对可能的人员伤亡。 

当危机事件正在发生时，政府机构应根据不同的危害程度采取对应的响应级别，并且根据灾

害的性质，响应行动会持续几小时、数天甚至数月。下面以具体事例来说明，在 2001 年“911”

事件发生后，应急行动迅速响应：应急通讯网络迅速建立；联合医疗救援快速展开；公共安全人

员全员到岗；医院资源统一调配。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在危险事件正在发生时进行的。事实上，在

后来的调查中发现，大量的警察、救火队员、医疗救护人员在 911 事件中丧生。当世贸大厦倒塌

之后，响应阶段就进入了危险发生之后的阶段。这个阶段并不是没有了危险，只是风险略微降低。

这个阶段的工作主要集中满足幸存者的需求（心理干预）、救援被困和受伤的人员、搜寻和管理

遇难者遗体、保证现场的安全稳定（避免次生灾害）[5]。 

重建阶段（Recovery）。应急管理的最后阶段主要任务是重建。主要包括政府在应急行动期

间以及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应采取的行动。在美国，联邦政府在重建阶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从历史上看,在重大灾害后,联邦应急事物管理局（FEMA）与美国农业部以及美国住房和城市发

展部密切合作，提供食品和住房援助灾民。联邦应急管理局还与美国商务部、美国能源部和美国

中小企业管理局合作，推动劳动力恢复，保证企业再次启动并运行,让人们在一个受到影响社区

重返工作岗位。公共设施的重建主要依靠的是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会制订

经济复兴计划和社会重建计划，这些计划使得灾民在灾后可以很快恢复过来[5]。 

中国应急管理体系按照“一案三制”（应急预案和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及法制）的基本框架来

建立，在阶段上一般划分为事件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和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

建全过程等四个阶段[1]。与上述国际划分方法有一定相似性。 

2.1.4 应急管理的机构设置 

世界上主要国家都有专门的应急管理机构。 

我国在国务院成立了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承担国务院在应急管理方面的相关职责。美国

在国土安全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内设立联邦应急事务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统筹规划和管理。日本也在首相官邸成立了全国“危机管理中

心”，并且设立中央防灾会议直接向首相汇报。德国在内政部（Federal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成

立内政部危机管理与公民保护司（KM），设立联邦民事保护与灾难救助局（BBK）和联邦技术

救援署（THW）统筹协调应急管理工作，同时联邦技术救援署（THW）建立了 6 支城市快速反

应搜救队、33 支海外供水和卫生快速反应队、2 支专业队伍以及机场支持快速反应队。新加坡以

国家应急系统（NEST）为依托，以国家应急委员会为最高决策机构，由内政部牵头负责，并且



成立内政部民防部队（SCDF）。英国设立“国民应急事务委员会”。澳大利亚于 1974 年在原民防

局的基础上，成立国家救灾组织，隶属于国防部。加拿大在 1948 成立联邦民防组织，1988 年成

立应急准备局。意大利于 1992 年在内政部成立国家民事救援办公室，该机构于 2001 年从内政部

脱离，由总理直接领导。俄罗斯在 1994 年设立俄罗斯联邦紧急情况部（EMERCOM），该部部长

是俄罗斯安全会议成员，直接对总统负责。韩国设立中央、市道、郡和基层四级由政府行政首长

为首的灾害对策部，以及以总理为首的中央民防委员会领导[3]。在 1993 年，第一个应急管理国

际组织-国际应急管理协会（The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Society, TIEMS）成立[11]。 

2.2 大坝应急管理的技术体系 

2.2.1 各国制定的相关规范与导则 

（1）美国 

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FEMA）-大坝安全联邦导则（Federal Guidelines）[12] 

➢ 第 64 号《大坝安全联邦导则：大坝应急行动计划》（Emergency Action Planning for Dams 

(FEMA 64)） 

➢ 第 65 号《大坝安全联邦导则：地震分析与大坝设计》（Earthquake Analyses and Design of 

Dams (FEMA 65)） 

➢ 第 94 号《大坝安全联邦导则：大坝入库设计洪水的选择和调节》（Selecting and 

Accommodating Inflow Design Floods for Dams（FEMA 94）） 

➢ 第 148 号《大坝安全联邦导则：术语表》（Glossary of Terms (FEMA 148)） 

➢ 第 333 号《大坝安全联邦导则:大坝潜在风险分级》（Hazard Potential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Dams (FEMA 333)） 

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FEMA）-州属高风险水坝的应急行动方案（EAP—FRS） 

➢ 《大坝危机发现、识别与处置策略》（Findings, Recommendations, and Strategies） 

（2）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国家大坝委员会（ANCOLD） 

➢ 《大坝安全管理导则》 

➢ 《风险评估导则》 

（3）加拿大 

加拿大大坝安全协会 



➢ 《大坝安全导则》 

加拿大电力协会 

➢ 《大坝风险管理导则》 

2.2.2 美国大坝应急管理预案 

美国联邦政府针对大坝应急管理和应急预案，发布了《大坝安全联邦导则：大坝业主应急行

动计划》（FEMA64），并由美国大坝安全跨部门委员会于 2005 年修订。该《导则》明确规定了

应急行动方案（EAP）属于正式发布和受控的文件，不同大坝的应急行动方案应具有统一性（格

式、主要部分、应对程序、用语、表达方式等）。同时还要求，应急行动方案要定期审核、更新、

演练，具体的详细程度应于大坝的风险等级相一致。《导则》还规定了应急行动方案应该是由业

主和政府应急响应机构合作制定，并由业主制订和维护，而政府机构要有相应的协调计划（预警、

启动政府应急响应程序、撤离疏散计划）与之配套。从《大坝安全联邦导则：大坝业主应急行动

计划》（FEMA64）中不难看出，应急行动方案主要目的是： 

➢大坝业主为减轻或消除大坝存在的问题应该采取的行动； 

➢大坝业主在面临与大坝安全相关的事故或紧急情况时应采取或与应急管理机构协同采取的行

动； 

➢大坝业主向下游应急管理机构发布早期预警和通知信息时应该遵循的程序； 

➢绘制帮助大坝业主和应急管理机构辨识重点基础设施和风险人口位置的洪水淹没图，需要对这

些重点基础设施和风险人口制定保护措施、预警和疏散方案； 

➢界定与管理所有事故或应急情况相关各方的责任以及如何协调各方的责任的描述[13]。 

在《大坝安全联邦导则：大坝业主应急行动计划》（FEMA64）中还对 EAP 具体内容进行了

详细的规范，说明了具体内容章节和排版： 

扉页 

封面（Cover） 

标题页（Title Page） 

目录（Table of Contents） 

应急行动计划签署页（EAP Signatures） 

第 1 部分：应急行动计划信息（EAP Information） 

1）应急行动计划的职责概述（Summary of EAP Responsibilities） 

2）通知流程图（Notification Flowcharts） 



3）目的声明（Statement of Purpose） 

4）工程概况（Project Description） 

5）应急行动计划响应程序（EAP Response Process） 

第一步：事故监测、评估和应急级别确定（Incident Detection， Evaluation， and 

Emergency Level Determination） 

第二步：通知和联系（Notif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第三步：应急措施（Emergency Actions） 

第四步：终止和善后工作（Termination and Follow-up） 

6）一般职责（General Responsibilities） 

业主的职责（Dam Owner Responsibilities） 

通知和联系职责（Notif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Responsibilities） 

疏散责任（Evacuation Responsibilities） 

监测、安保，终止和善后工作责任（Monitoring， Security， Termination， and 

Follow-up Responsibilities） 

应急行动计划协调员的责任（EAP Coordinator Responsibilities） 

7）应急准备（Preparedness） 

监控和监测（Surveillance and Monitoring） 

检测和响应时间评估（Evaluation of Detection and Response Timing） 

管控现场交通（Access to the Site） 

夜间的响应（Response during Periods of Darkness） 

周末或假日期间的响应（Response during Weekends and Holidays） 

不利天气情况下的响应（Response during Adverse Weather） 

备用电源（Alternative Sources of Power） 

应急物资和信息（Emergency Supplies and Information） 

储备的材料和设备（Stockpiling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信息协调（Coordination of Information） 

培训和演练（Training and Exercise） 

备用通信系统（Alternative Systems of Communication） 

公众意识和沟通（Public Awareness and Communication） 



8）洪水淹没图（Inundation Maps） 

第 2 部分：附录（Appendices）[13] 

根据《大坝安全联邦导则：大坝业主应急行动计划》（FEMA64）在 EAP 中对扉页的要求，

扉页中要明确大坝的坝名、识别号、业主名称、坝址位置以及包含所有参与实施方知道并了解达

成一致的职责的签署页。在通知流程图中要标明大坝安全事故的通知顺序，如果有多个流程图，

则要说明每一幅流程图对应的应急级别，还应该包含相关联系信息（姓名、职务、电话号码和无

线电呼叫号码、传真号码、电子邮件地址、直拨号码和备用联系方式等），需指定大坝业主在发

生安全事故的情况下，该联系谁；当地应急管理部门该联系谁。一般而言，大坝业主应该联系的

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工程师、管理人员、公共事务官员、当地应急机构、911 中心、州大坝安全

代表、其他监管机构以及上下游大坝业主。当地应急管理部门需要联系：其他当地响应者（警察、

消防队、国民警卫队等）、州应急管理机构、受影响的居民和企业、相应的国家气象局天气预报

办公室。在应急响应程序启动之后，首先要进行事故监测、评估和确定应急级别。这项工作必须

包括以下内容：针对已发生或潜在失事的监测措施、运行信息（水库正常和非常水位等）、监测

设施描述（水位传感器、早期预警系统等）、监测和仪器布置方案、检查程序、分析确认数据。

在异常工况或事故发现并且被确认后，大坝业主应根据起始工况或触发事件的严重性按已建立的

应急级别将事故工况进行分类：大流量（High Flow）、不会失事（Non-failure）、可能失事（Potential 

failure）、即将失事（Imminent failure），并且在 EAP 中要描述每一种应急级别怎样应用到具体的

大坝上。土石坝应急管理技术中，首要的问题是关于险性评估和应急级别的确定，以便针对应急

级别，采取不同等级的应急响应。 

表 2-1 EAP 中应急级别的确定[13] 

事件 情况 应急级别 

土坝溢洪 

道泄流 

库水位达到辅助泄洪道顶高程或溢洪道泄流但没有发生侵蚀现象 不会失事 

溢洪道泄流，并发生沟状侵蚀 可能失事 

如果库水位继续上涨，溢洪道泄流可能导致下游居民区被淹 可能失事 

溢洪道泄流，并出现溯源冲刷，威胁控制断面 即将失事 

土坝漫顶 
库水位只低于坝顶 XX 英尺/英寸 可能失事 

库水漫过坝顶 即将失事 

渗流 坝体或近坝区域出现新的渗流区 不会失事 



新的渗流区有浑水流出或流速增大 可能失事 

渗流流速大于每分钟 XX 加仑 即将失事 

陷坑 
在库区或坝体观测有新的渗坑 可能失事 

渗坑迅速扩大 即将失事 

坝体开裂 
坝体出现大于 XX 英寸宽的新裂缝，但是无渗漏 不会失事 

坝体裂缝有渗流 可能失事 

坝体位移 
坝坡出现可见位移或滑动 不会失事 

坝坡滑动突然或加速滑动 即将失事 

监测仪器 监测仪器读数超出预先设定值 不会失事 

地震 

测量到有感地震或报告在距大坝 XX 英里处发生地震 不会失事 

地震对大坝及附属设施造成可见破坏 可能失事 

地震导致库水从大坝不受控制泄放 即将失事 

安全威胁 
已证实的炸弹威胁，如实施将导致坝体破坏 可能失事 

炸弹被引爆，导致大坝或附属设施损坏 即将失事 

蓄意破坏 

破坏活动可能对大坝的运行产生不利影响 不会失事 

破坏活动已导致渗流发生 可能失事 

破坏活动导致库水不受控制的泄放 即将失事 

大坝应急级别确定后，应马上根据应急行动计划中的通知流程发布公告。具体的通知程序，

大坝业主应与应急管理机构紧密合作共同制定。在通知和联系时，要使用清晰、非技术性的语言，

确保接到通知的人理解大坝发生了什么，目前的应急级别以及应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在发布通知

的同时，大坝业主应采取行动挽救大坝，将对生命、财产和环境的影响降到最小。在事故期间，

应急响应有关各方应协调采取安全和安保措施来保护受影响的大坝运行区域安全，以保护运行人

员和公众，保障应急响应行动的有效展开。在制订终止和善后工作计划时，应明确大坝安全事故

和紧急情况下预期的终止和善后程序，同时要说明确定大坝事故得到解决的原则。大坝业主和应

急机构还要制定用于工况记录和决策的“大坝险情终止日志”。一般而言，由大坝业主或大坝业

主的大坝安全专家负责通知相关机构大坝情况已经稳定，政府官员宣布终止公共应急响应。事故

终止后，大坝业主应协同应急管理机构对所有参与有关的参与方进行评估。应急行动结束后的总

结检查事项包括：引发事故、事故期间和之后的事项或工况，参与应急的各方采取的重大行动以



及未来应急中可能的改进，管控事故过程、物资材料、设备、人员水平和领导力方面发现的所有

优点和缺点，确定的改进措施和为了落实建议而计划采取的工作内容。附件中还要求附有洪水淹

没图，该图要显示如果大坝出现破坏或者在洪水情况下大坝正常运行泄洪时将被淹没的区域和洪

峰行进时间以及关键位置的洪峰流量。并且根据洪水淹没图制订撤离疏散计划。该计划由政府部

门制订，按最坏的结果制订，大坝业主要在 EAP 中明确疏散行动的组织方以及对应的疏散计划[13]。 

美国国土安全演练和评估项目（HSEEP）规定了如下演练类型： 

1） 与主要管理部门一起召开专题讨论会--------每年一次 

2） 测试通知流程和应急设备/程序的演练--------每年一次 

3） 桌面演练--------每 3 至 4 年一次或在功能性演练前进行 

4） 功能性演练--------每 5 年一次 

5） 需要评估现场实际活动和部署时，必须考虑组织一次全面演练[13] 

2005 年，国际大坝协会（ ICOLD）颁布 130 公报《大坝安全管理中的风险评估》

（Bulletin130:Risk Assessment in Dam Safety Management），里面提出了对大坝进行风险评估的概

念和方法。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大坝安全联邦导则：大坝潜在风险分级》（FEMA333）将大坝

潜在风险等级分为低级、重要级、高级（LOW、SIGNIFICANT、HIGH）三种等级（备注：该分

级系统也被加拿大大坝协会所采用）[14]。潜在风险等级分级系统基于由于人为误操作或者溃坝

导致的可能的人员损失，潜在的经济损失和环境破坏以及对现有交通线的破坏来划分大坝的风险

等级。这一种分级系统可以使人们认识到，无论是水坝还是其他水工结构物，无论它多小的规模，

都会对下游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12]。 

表 2-2 潜在风险等级分级表[14] 

潜在风险等级（Hazard 

Potential Classification） 

人员损失（Loss of Human Life） 

经济、环境、交通线损失（Economic、

Environmental、 Lifeline Losses） 

低（Low） 预期没有（None expected） 

低，仅限于业主损失（Low and generally 

limited to owner） 

重要（Significant） 预期没有（None expected） 有（Yes） 

高（High） 

可能会有，一名甚至更多人员

损失（Probable. One or more 

expected） 

有（但对于该级别为非必要因素）（Yes

（but not necessary for this 

classification）） 



此外，美国内政部水和能源服务部（WPRS）还编制有《风险分析方法文件》，美国陆军工

程师团（United State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编制有《风险分析程序》用于大坝安全风险评估

[15]。 

2.3 大坝应急管理评估 

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应急行动计划很少会启用，由此导致的应急管理经验的缺乏，也

使得公共安全管理者很难评估应急管理计划优劣以及整个计划在紧急情况下的表现。因此，提出

一套合理有效的评价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表 3 所示为一份高质量的应急行动计划应该具有的

一些因素。 

表 2-3 构成高质量应急行动计划的必要因素[16] 

前期准备阶段（Preparedness） 

1. 应急事务管理者（Emergency manager） 

2. 应急事物计划委员会（Program committee） 

3. 危险识别和风险评估（Hazard identification and risk assessment） 

4. 应急响应计划（Emergency response plan） 

5. 应急响应计划审查（Plan review） 

6. 应急管理条例（Emergency management by-law） 

7. 应急行动计划培训（Training） 

8. 应急行动计划演练（Exercises） 

9. 互助协议（Mutual aid agreement） 

10. 基础设施保护方案（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11.特需人群应急计划（Planning for people with special needs） 

12. 与商界的有关协议（Engagement with business community） 

紧急避险（Mitigation） 

13. 紧急避险计划（Mitigation plan） 

14. 预警系统（Warning system） 

15. 公众宣传（Public education） 

16. 危险品运输条例（Dangerous goods routing by-law） 



17. 基于风险评估的土地规划（Risk-based land-use planning） 

应急响应（Response） 

18. 应急指挥中心（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19. 应急管理系统（Incident management system） 

20. 紧急疏散计划（Evacuation plan） 

21. 应急避险场所规划（Emergency shelter arrangements） 

22. 应急救援志愿者管理（Volunteer management） 

23.社区应急反应小组(Community emergency response teams) 

24. 搜索与营救（Search and rescue） 

25. 应急公共信息（Emergency public information） 

恢复重建（Recovery） 

26. 恢复重建计划（Recovery plan） 

27. 应变行动计划（Continuity of operations planning） 

28. 灾情估计（Damage assessment） 

29. 残骸管理与处置（Debris management） 

30. 善后（Rehabilitation） 

表 2-3 中共列出了 30 项高质量应急行动计划应具有的因素，但是不同的因素，在评价时，

权重不同。其中，应急管理条例、紧急避险计划、危险品运输条例可以通过两个指标来评价：0

表示政策还未被采用，1 表示政策已被采用；其他因素评价就比这类要复杂。例如一个应急计划

委员会，在包含市长、议员等高级官员的情况下，就要比只有市长甚至没有一个高级别官员情况

下，所起的作用要重要很多。因此，针对其他因素，采用三级评价体制，0 代表低质量，1 代表

中质量，2 代表高质量，同时，有些因素由于自身重要性，会乘以权重系数 2。如下页表 2-4 所

示[16]。 



表 2-4 应急行动计划评价体系[16] 

项目元素 

（Program element） 

评价标准（Measurement） 

细分项目 
低质量（0） 

（Low quality（0）） 

中质量（1） 

（Medium quality（1）） 

高质量（2） 

（High quality（2）） 

权重 

（Weight） 

取值范围 

（Value 

Range） 

得分（score） 

计划准备阶段 

（Preparedness） 

应急管理者 

（Emergency manager） 

无 

（None） 
兼职（Part-time） 全职（Full-time） 2 0，2，4   

应急事物计划委员会 

（Program committee） 

无 

（No committee） 

无高级代表 

（No senior representatives） 

高级别代表 

（Senior representatives） 
1 0，1，2   

危险识别和风险评估 

（Hazard identification and 

risk assessment） 

未评估 

（None conducted） 

危险判别 

（Hazard identification） 

薄弱点，风险分析 

（Vulnerability；risk analysis） 
2 0，2，4   

响应计划（Response plan） 
无 

（No response plan） 
一般应急计划（General plan） 

包括特殊风险应急计划 

（+ risk-special plans） 
2 0，2，4   

应急响应计划审查 

（Plan review）（过去一年）

（last 1yr） 

未审查 

（Not reviewed） 
审查（Reviewed） — 2 0，2   

形成法规（By law） 
未立法 

（No b-ylaw） 
立法通过（By-law passed） — 1 0，1   

训练（Training） 无训练（No training） 

重大决策人员训练 

（Training for key decision 

makers） 

志愿者和辅助人员训练 

（Training for volunteers and auxiliary 

staff) 

1 0，1，2   



演练 

（Exercises）（last 2 yr） 
无演练（No exercise） 桌面推演（Tabletop exercise） 

功能性实际全程演练 

（Functional；full-scale exercise） 
2 0，2，4   

互助协议 

（Mutual aid agreement） 
无协议（No agreement） 火灾救护协议（Fire agreement） 应急救护协议（Emergency agreement） 1 0，1，2   

基础设施保护方案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无方案（No action） 

基础设施保护识别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identified） 

基础设施保护行动计划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plan） 
2 0，2，4   

特需计划 

（Planning for special 

needs） 

无特需计划 

（No special needs 

planning） 

特需计划制定 

（Special needs planning） 
— 1 0，1   

与商界协议 

（Business engagement） 

无协议 

（No engagement） 

教育科普材料 

（Educational materials） 

应急计划合作 

（Engaged in planning） 
1 0，1，2   

紧急避险 

（Mitigation） 

紧急避险计划 

（Mitigation plan） 

无计划 

（No plan） 

计划提出并完善 

（Plan developed） 
— 2 0，2   

预警系统 

（Warning system） 

无预警系统 

（No warning system） 

广播 

（Loudspeakers） 

通知 911，安装警报器 

（Reverse 911；sirens） 
1 0，1，2   

公众教育 

（Public education） 

无公众教育 

（No public education） 

网站信息 

（Web site information） 

讲座；讲习班 

（Seminars；workshops） 
1 0，1，2   

危险品运输路线规章 

（Dangerous goods routing 

by-law） 

未设计运输路线 

（No routes designated） 

设计危险品运输路线 

（Routes designated） 
— 1 0，1   

基于风险评价的土地利用

计划 

（Risk-based land-use 

planning） 

无基于风险评价的土地

利用计划 

（No risk-based land-use 

planning） 

基于风险评估的土地使用计划 

（Risk-based land-use planning） 
— 1 0，1   



应急响应 

（Response） 

应急指挥中心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无应急指挥中心 

（No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设计有应急指挥中心 

（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 

designated） 

装备，行动流程，人员齐备 

（Equipment；operating procedures；

staffing） 

2 0，2，4   

应急管理系统 

（Incident management 

system） 

无系统 

（No system） 

计划中描述有基本的系统 

（Basic system described in plan） 

受培训的救援人员与系统 

（System with training for emergency 

personnel） 

1 0，1，2   

撤离疏散计划 

（Evacuation plan） 

无撤离计划 

（No evacuation plan） 

疏散引导 

（Decision guidelines） 

流程细节 

（Detailed procedures） 
1 0，1，2   

应急避险场所 

（Emergency shelter 

arrangements） 

无应急避险场所 

（No shelter 

arrangements） 

设计有应急避险场所 

（Shelters designated） 

社区机构配置有应急避险场所 

（Shelter agreement with community 

agency） 

1 0，1，2   

志愿者管理 

（Volunteer management） 

无协调规划 

（No coordination plan） 

协调规划 

（Coordination plan） 
— 1 0，1   

社区应急反应小组 

（Community emergency 

response teams） 

无应急反应小组 

（No CERT teams） 

应急反应小组 

（CERT teams） 
— 1 0，1   

搜索与救援 

（Search and rescue） 

无计划 

（No plan） 

计划提出并完善 

（Plan developed） 
— 1 0，1   

应急公众信息 

（Emergency public 

information） 

无计划 

（No planning） 

官方设计公众信息 

（Public information officer 

designated） 

计划完善的公众信息 

（Public information plan developed） 
2 0，2，4   



恢复重建 

（Recovery） 

恢复重建计划 

（Recovery plan） 

无恢复重建计划 

（No recovery plan） 

重建计划提出并完善 

（Recovery plan developed） 
— 1 0，1   

应变计划 

（Continuity planning） 

无计划 

（No planning） 

关键基础服务计划 

（Plan for critical services） 
— 1 0，1   

灾情评估 

（Damage assessment） 

无计划 

（No planning） 

恢复计划中提到 

（Noted in recovery plan） 

计划改进 

（Plan developed） 
1 0，1，2   

残骸管理 

（Debris management） 

无计划 

（No planning） 

恢复计划中提到 

（Noted in recovery plan） 

计划改进 

（Plan developed） 
1 0，1，2   

善后 

（Rehabilitation） 

无计划 

（No planning） 

恢复计划中提到 

（Noted in recovery plan） 

计划改进 

（Plan developed） 
1 0，1，2   



2.4 大坝应急管理状态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对水库大坝安全技术

的深入探索以及社会、经济及环境的不断变化，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技术和安全管理水平也不

断向前发展。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过溃坝的惨痛教训，也积累了大量大坝应急管理方面的经

验和教训。险情预计和应急处理预案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有 30 多年的历史，如法国要求对高

于 20m 的大坝和库容超过 1500m³的水库，均需要设置报警系统，并提出垮坝后库水的淹没

范围、冲击波到达时间、淹没持续时间和相应的居民疏散计划等。葡萄牙大坝安全条例（1990）

要求大坝业主提交有关溃坝所引起洪水波传播的研究报告，编制下游预警系统、应急计划和

疏散计划。澳大利亚国家大坝委员会主持制定了《大坝安全管理导则》，在 1990 至 1994 年

又进行了全面的修订，修订本对大坝安全的要求不仅在于大坝的设计和施工，还形成了一个

大坝长期安全巡检复查的体制。《大坝安全管理导则》已在全澳大利亚各州实施，各州以立

法的形式予以确定[17]。 

加拿大联邦没有统一的《水法》，联邦政府也没有专门机构管理水，而是由各省独立管

理。每一个省都有自己的《水法》，《水法》中包含了关于大坝安全管理的内容。不列颠哥伦

比亚省《水法》中规定，大坝所有者必须取得用水许可，并且设立省级的水权监管员监督大

坝业主对大坝安全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负责大坝运行许可证的签发，大坝业主负责大坝

的安全。魁北克省也设立了水权监管员。加拿大实行大坝安全业主负责制，大坝业主负责大

坝的安全，而大坝安全状况的检查和安全评价则由大坝业主出资，聘请独立的、有从业执照

的专业工程师完成，并对大坝的安全评价结论负责，一旦出现错误，由保险公司赔付(加拿

大的执业工程师事先都买有从业保险)。1989 年成立了由业主、工程师、咨询公司等自愿加

入的加拿大大坝安全协会(CDA)。随后，协会出台了加拿大《大坝安全导则》，1999 年进行

了修订。《大坝安全导则》共分 11 章：即总则、大坝安全审查、运行、维护和监测、紧急预

案、地震、洪水、泄流设施、土工技术的考虑、混凝土结构、水库和环境、编写说明。导则

规定必须对每座水库大坝制定紧急预案，包括施工期大坝和围堰，、并对预案进行测试、发

布和维护。预案主要包括大坝潜在应急风险确认、评估、制定预防措施、通知程序、通知流

程图、通讯系统、现场交通、夜间响应、不利气候条件下的响应、设备来源、堆石和材料准

备、应急电源、淹没图、预警系统等[17]。 

总结国外大坝安全应急管理现状，可以概括出以下四点发展趋势： 

➢在机构设置方面，由大坝业主负责水库大坝的安全监测和安全检查，监管机构负责制



定有关的标准和准则，并监督业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准则。 

➢在管理办法方面，重视大坝安全的社会和环境影响 

➢采用水库安全风险分析方法进行大坝安全管理。 

➢实行水库运行许可证制度[17]。 

我国已将水库大坝洪水灾害等突发公共事件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技术列为2006-2020

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研究领域和优先发展主题[1]。目前，我国水库

大坝的安全监管实行当地行政领导负责制，日常管理主要依托当地水利行政主管部门和水库

大坝管理单位进行。在制度上，我国水库大坝应急管理已逐步受到重视；在技术上，水库大

坝安全管理也取得了进步。尤其是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的开发和实施，为全国水库大坝应

急管理工作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基础。但是，在应急管理的信息共享、应急事件监测预警、

险情灾情分析评价、应急决策指挥调度等方面，单纯的防汛指挥系统远远无法满足水库大坝

应急管理控制中高度智能、高度信息化的需求。当前，防汛指挥系统用于水库应急管理和指

挥调度主要存在的局限有： 

➢侧重于水情、雨情、气象、工情、灾情等防汛信息管理，相对缺少险情发展趋势的预

测评价技术，缺少应急救援社会资源信息、应急救援行动指挥信息的综合管理。 

➢应急管理的指挥调度决策大多依靠对讲机、电话、传真等相对较孤立的方式下达，应

急情况下易出现通讯拥塞、沟通不畅等情况。同时，直接面向灾区灾民的指挥调

度信息发布设施不健全，应急事件发生后，难以及时向灾区灾民快速发布疏散撤

离信息。 

➢缺乏应急管理指挥调度决策支持，缺少对灾区灾害情况前瞻性的应急评估，缺乏对灾

区灾害情况前瞻性的应急评估，缺乏对物质资料的调配、人员救助行动计划优化

调整的决策支持。 

➢缺乏突发性灾害综合管理的理念，跨部门间的应急响应合作存在薄弱环节，应急事件

联动处理能力差[1]。 

2.5 专家观点 

水利部刘宁副部长针对唐家山堰塞湖、舟曲泥石流、红石岩堰塞湖的应急工作均提出过

相应的观点[18]。 

针对唐家山堰塞湖刘宁副部长建议： 

（1）排险减灾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常态与应急管理手段； 



（2）多目标实时决策是统筹常态与应急管理措施的有效方法； 

（3）动态优化方案、合理分担风险是常态管理在应急状态下的展现[18]。 

针对易贡滑坡堰塞湖，刘宁副部长强调： 

（1）科学定位抢险救灾目标是综合管理多目标决策的首要问题； 

（2）加强日常专业抢险队伍综合建设管理可为应急处置提供必要的准备力量[18]； 

在总结舟曲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时，刘宁副部长指出： 

（1）常规管理与应急管理在抢险救援中要有机衔接； 

（2）在城市布局、建设发展中要考虑突发自然灾害导致的公共应急管理需求； 

（3）山区城镇监测预警体系建设是防御突发自然灾害的重要措施； 

（4）有效解决应急处置的制约问题需要在日常管理中加强能力储备[18]； 

在“2014 全国大中型水电站风险管理年会暨企业安全与应急处置研修班”开班式上，

国家能源局电力安全监管司副司长池建军做了《水电安全与应急管理形势与任务》的讲话，

讲话提到水电安全和应急工作重点任务主要有以下四点： 

（1）贯彻落实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2）不断强化电力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3）重点加强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4）高度重视流域梯级水电站运行安全和应急工作[15] 

在“2014 全国大中型水电站风险管理年会暨企业安全与应急处置研修班”培训期间，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裁助理、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云华在《雅砻江流域水

电开发应急管理和实践》中对水电开发企业应急管理提出以下七点建议： 

（1）提高企业应急管理能力水平。 

（2）加强突发事件预防与预警能力。 

（3）建立完备高效的应急指挥体系。 

（4）建立健全应急运行机制。 

（5）完善应急预案体系。 

（6）推进应急保障建设。 

（7）组织做好应急演练和培训工作[15]。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樊启祥在《中国三峡集团水电工程开发安全生产与应

急管理实践》中提到，一个运行良好的应急管理体系的基本特征是： 

（1）应急机构运转顺畅，机制合理，职责明确，可落实； 



（2）应急管理标准制度健全，应急管理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标准对照； 

（3）应急预案完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强，对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和处置的指导作用效

果明显； 

（4）应急保障充分，应急救援基地、工程抢险网络和应急资源配置布局合理，反应迅

速，装备先进，救援能力满足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要求； 

（5）应急技术支撑能力强，专项处置技术、信息监测技术、指挥系统等研究和设施完

善，为应急管理体系持续运转完善以及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15]。 

2.6 展望 

当前国内已初步建立起公共安全的应急管理体系框架，该体系框架与国外具有一定相似

性，建立、健全应急管理责任体系和应急预案体系也已成为安全生产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得到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 

土石坝险情应急管理是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的一个组成部门，也是大坝安全应急管理的重

要组成部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应该注意的是，尽管我国已按照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的统一

框架建立起了应急管理体系，并在一些工程应急处置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和发达国

家相比，我国土石坝应急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实用性和精细程度都还有一定差距，

仍需要开展大量系统性研究工作。 

2.6.1 应急管理体系方面 

在应急管理体制上，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协调跨单位、跨区域、跨部门等问题，从而

做到应急管理的分级、有序和高效。 

（1）从应急预案上看，专项预案之间、管理单位预案与地方预案之间、部门预案与地

方预案之间衔接不畅，关联性不强，系统规划和协调不足，水利、电力、安监等部门都各自

发布了应急预案编制导则大纲，要求不完全一致，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单位在编制、报批、

演练等方面必须多面应付、工作量偏大，而实际上又有一定形式化现象，不少应急预案科学

性不足、覆盖面不够或操作性不强。 

（2）从应急体制上看，地方应急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与部门应急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

之间、大坝管理单位之间、发电企业等社会团体之间、发电企业与部门、地方、和流域等的

应急管理机构之间综合协调机制还需增强，各应急管理主体的法律地位、权利和责任分配还

不明确。工程属地的主体作用体现不足，直接导致大坝的应急管理体系实际上以大坝运行管



理单位为主体，在发电企业中，则以电力生产安全为重点，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中涉及单位间

协调的常难以落实，最明显的体现是发电企业编制防洪等应急预案时，涉及地方的相关问题

一般都无法落实和演练。 

（3）从应急机制上看，预测预警和恢复重建机制较弱，而应急处置机制强。从预测预

警出发的应急响应等级确定方法不明确，不少预案照搬安全生产事故的分级标准，而由于事

件发生过程中，损失还无从计量，导致应急处置初期定级过低，响应不足，后期则响应过度。

也有一些公共安全事件发现较晚，发现时已是重大事件。由于国务院应急管理机构和中央各

部门应急反应快、处置能力强，在实际操作中，应急处置存在不分级、分阶段进行，不少公

共安全事故直接上报至中央各部门处置，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 

（4）从应急法制上看，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相关法规较多，规定不一，但跨地区、跨部

门的应急管理法规还存在缺陷。 

2.6.2 应急管理技术方面 

在应急管理技术上，面临两大突出挑战，一是对于大型工程、高坝，如何破解河流梯级

开发带来的安全管理难题，二是针对量大面广的土石坝工程，如何在科学的研究基础上建立

简洁、快速、实用的分析方法，并依据该分析方法提出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应急预案范本，以

指导基层工作。 

（1）梯级水库群应急管理 

梯级开发是水能水资源利用的普遍形式和科学形式，是同等条件下调节能力最强，对河

流生态影响最小的开发形式。梯级开发形成的梯级水库群可控性较天然河道大幅提高，通过

统一、有效的安全管理和调度运行，梯级水库群可以同时取得很高的安全性和运行效益。随

着水利水电开发不断深入，我国主要江河上的梯级开发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一批 200m~300m

级高坝、特高坝顺利建成，形成较大的龙头水库，流域综合开发与利用效益十分显著，但同

时，流域公共安全管理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 

应该说，梯级水库群的风险是低于单个工程的，但是，考虑到梯级水库群一旦发生整体

风险，破坏后果难以承受，因此，梯级开发条件下大坝（土石坝）的应急管理尤为重要。 

流域开发实际上是一个渐进发展过程，经济、社会条件和技术条件也导致现实中的流域

梯级开发与理想中的流域化规模开发存在一定差异。第一，我国流域开发的投资主体呈现多

元化现象，水库群中水库、水电站常分属不同行业、不同利益主体，除防汛调度外，流域各

梯级间安全管理协调模式尚不明朗和完善。水库之间的相互影响可能导致水库群的系统安全



风险累积，或导致已发生风险不能通过应急处置而有效控制。第二，由于社会经济条件、工

程技术和对安全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流域梯级水库群的规模和状态存在一个发展过程，各

工程建设更多考虑当时经济投入水平、技术条件，同时，我国流域梯级开发规划、过程本身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工程建设和运行之初多考虑流域已开发格局，而难以完全考虑将来状

态，因此，在流域梯级开发整个过程中，流域的安全状态存在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各阶段安

全水平存在一定差别。尽管流域梯级开发完成后，人工化的流域将获得更高的调节性能和安

全性能，但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完全人工化调控不可实现，以及自然条件中的极端

天气和地质现象的客观存在，实际中的梯级水库群仍面临较严峻的安全状态。第三，流域中

不同梯级的建设管理单位对安全的认识水平有所不同，同时，按照我国目前采用的技术标准，

装机和库容较小的梯级、支流上的梯级，其设计、建设的安全裕度，以及与其他梯级的安全

管理方面的协调程度都有较大差异，而梯级水库群的安全易受安全储备较低的工程的限制。

同时，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期的度汛风险标准一般远低于运行阶段、土石坝等坝型在建设期和

竣工初期（包括首次蓄水期）的风险远高于后期，一旦发生事故，将在以下梯级造成异常流

量和水位过程，并引起安全问题。 

做好梯级水库群安全与应急管理，在建设中需均化各梯级风险，在运行中平衡效益与风

险，并抑制风险。破解梯级水库群的安全和应急管理难题，需集中研究在考虑调度运行状况

的条件下科学度量梯级水库群中各梯级风险和流域整体风险水平，并以之指导流域规划建设

和调度运行的方法。难点在于工程的实时风险水平的确定和风险的传导机制。 

（2）实用化的应急预案编写指南 

土石坝应急预案编写中涉及到的很多技术问题，如坝体安全预警、库区地质灾害预警、

地质灾害和地震涌浪分析、大坝控制面积内暴雨产流、暴雨洪水演进、溃口洪水计算、溃坝

洪水演进等的分析都直接影响到应急预案的操作性，这些问题都有较强的技术性。对上述技

术问题开展深入的基础性研究，通过一定概化分析，提出影响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影响模式，

建立简洁易用的分析方法，满足专业技术水平有限的大坝管理单位基层人员的使用需要，是

保证应急预案操作性的关键。 

以坝体安全预警为例，对不少土石坝工程（即使大型工程），安全监测虽能保证一定的

时间间隔，但其数据整理和分析常需按年度聘请其他咨询单位进行，现场工作人员专业水平

很难透过监测仪器读数变化判断出可能的出险，常常在坝后已涌浑水后才能报险，因此，应

急响应往往启动较晚。建立基于简单监测信息和大坝外观检查等信息的大坝安全性评价技术

和安全性判断指标及阈值，才能为现场工作人员及大坝安全监控系统的判断提供依据，使应



急响应的启动有据可依。 

地质灾害特别是近坝库岸边坡失稳是引起坝前水位大幅高速变化，并导致工程失事的重

要诱因之一。水电开发历史上典型的例子是意大利瓦伊昂拱坝失事案例。库岸边坡失稳原因

较复杂，既与岸坡结构面和材料强度等密切相关，又受水文地质条件、天气等因素影响，现

有边坡稳定和应力变形分析方法难以描述边坡失稳过程及其对水库水位的影响。从物理上

看，坝前水位变幅和变速主要取决于两类因素，一是可能滑入库区的滑体体型和入水速度，

二是库区平面形状和立面高程分布。虽然无论失稳过程、涌浪传播的模拟，还是涌浪在坝前

爬高等的模拟等在学术上都是前沿难题，但是在考虑一定裕度的条件下，通过概化处理，可

能建立起较为简化、有一定概率水平的坝前水位变动情况，特别是水位变幅的估算方法。建

议开展相关研究，提出地质灾害引起的坝前水位变幅和变速的简化分析方法。 

大坝溃坝洪水流量过程，特别是溃口洪水流量过程是评价梯级开发条件下水电工程致灾

损失，研究应急处置方法的关键难点。溃口洪水流量过程与坝型、溃坝模式（原因）密切相

关，由于溃坝过程的复杂性，土石坝在漫顶条件下的溃口流量过程是关注最多，研究难度也

相对较大。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国内外在总结溃坝案例现场调查资料和溃坝机理模型试

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多个数学模型，这些模型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参数的模型，较为

简单，对溃坝机理涉及较少；另一类为基于物理过程的模型，在土力学、水力学和泥沙运动

力学等多学科融合的基础上，根据溃口逐步冲刷的机理建立模型，通过迭代求解溃口洪水过

程。在梯级水库群风险分析及梯级间风险转移分析、应急处置和调度中，迫切需要一种能参

数化、解析化描述的溃口流量过程分析模型，也即介于上述两类模型之间的既反映溃坝机理，

又易于参数化描述、解析化计算的分析模型。建议开展研究，提出具有上述特征的溃坝洪水

流量过程快速分析方法，以提高应急预案编制、应急处理决策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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