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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为防治洪水危害 保护城市安全 统一城市防洪规划 设计
和建设的技术要求 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适用于我国城市范围内的河 江 洪 海潮 山洪和
泥石流防治等防洪工程的规划 设计 工矿区可参照执行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应以城市总体规划及所在江河流域防
洪规划为依据 全面规划 综合治理 统筹兼顾 讲求效益
城市范围内的河道及沿岸的土地利用必须服从行洪要求
各项工程建设及其防洪标准不得低于该城市的防洪标准
重要城市的防洪工程设计在可行性研究阶段 应参照现行
水利经济计算规范 进行经济评价 其内容可适当简化
对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产生较大影响的城市防洪工程 在
可行性研究阶段应根据现行 水利水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规范 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或环境影响报告表
城市防洪工程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阶段 设计文件应包
括工程管理设计内容
地震设防区城市防洪工程设计应符合现行 水工建筑物抗
震设计规范 的规定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除执行本规范外 涉及其它专业时 还
应符合有关规范的规定

设计标准
城市等别和防洪标准
城市等别应根据所保护城市的重要程度和人口数量划分
为四等 见表
城

市

等
分

城市等别

重 要

等

表
指

标

程 度

一

特别重要城市

二

重要城市

三

中等城市

四

小城市

注

别

城市人口 万人

城市人口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
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 市 镇

城市防洪设计标准应根据城市等别 洪灾类型可按表
分析确定
防
城市等别

洪

标
防 洪

河 江 洪 海潮

准

表

标 准

重

山

洪

现 期 年
泥 石 流

一
二
三
四
注

标准上下限的选用应考虑受灾后造成的影响 经济损失 抢险难易以及投资
的可能性等因素
海潮系指设计高潮位
当城市地势平坦排泄洪水有困难时 山洪和泥石流防洪标准可适当降低

对于情况特殊的城市 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防洪标准可
以适当提高或降低
城市分区设防时 可根据各防护区的重要性选用不同的防
洪标准
沿国际河流的城市 防洪标准应专门研究确定
临时性建筑物的防洪标准可适当降低 以重现期在
年范围内分析确定
防洪建筑物级别
防洪建筑物级别 根据城市等别及其在工程中的作用和重
要性划分为四级 可按表

确定

防洪建筑物级别
城市等别

永久性建筑物级别
主要建筑物

表
临时性建筑物级别

次要建筑物

一
二
三
四
注

主要建筑物系指失事后使城市遭受严重灾害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建筑
物 例如堤防 防洪闸等
次要建筑物系指失事后不致造成城市灾害或者造成经济损失不大的建筑
物 例如丁坝 护坡 谷坊
临时性建筑物系指防洪工程施工期间使用的建筑物 例如施工围堰等

防洪建筑物安全超高
防洪建筑物的安全超高应符合表

的规定

安
建
安全
筑物
超高
名称

全

超

高

表

建筑物
级别

土堤 防洪墙 防洪闸
护岸 排洪渠道 渡槽
注

安全超高不包括波浪爬高
越浪后不造成危害时 安全超高可适当降低

建在防洪堤上的防洪闸和其它建筑物 其挡水部分的顶部
标高不得低于堤防 护岸 的顶部标高
临时性防洪建筑物的安全超高 可较同类型建筑物降低一
级 海堤允许越浪时 超高可适当降低
防洪建筑物稳定安全系数
堤 岸 坡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应符合表
堤 岸 坡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的规定
表

建筑物
级别
安全
荷载
组合
系数
基本荷载组合
特殊荷载组合

建于非岩基上的混凝土或圬工砌体防洪建筑物与非岩基
接触面的水平抗滑时稳定安全系数 应符合表

的规定

非岩基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表

建筑物
级别

安全
荷载
组合
系数

基本荷载组合
特殊荷载组合

建于岩基上的混凝土或圬工砌体防洪建筑物与岩基接触
的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应符合表

的规定

岩基抗滑稳定安全系数

表

建筑物
级别

荷载 安全
组合
系数

基本荷载组合
特殊荷载组合

防洪建筑物抗倾覆稳定安全系数应符合表

的规

定
抗倾覆稳定安全系数
安全

荷载
组合

建筑物
级别
系数

基本荷载组合
特殊荷载组合

表

总体设计
一般规定
总体设计必须在城市总体规划和流域防洪规划的基础上
根据洪水特性及其影响 结合城市自然地理条件 社会经济状况
和城市发展的需要确定
重要城市防洪工程总体设计

对超设计标准洪水应制定对策

性措施 减少洪灾损失
总体设计应实行工程防洪措施与非工程防洪措施相结合
根据不同洪水类型 河洪 海潮 山洪和泥石流 选用各种防洪
措施 组成完整的防洪体系
总体设计应注意节约用地和开拓建设用地 建筑物选型
应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 降低工程造价

总体设计应与市政建筑密切配合 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
提下 兼顾使用单位和有关部门的要求 提高投资效益
总体设计应保护生态环境 城市天然湖泊 水塘应予保
留
因防洪设施影响造成的内涝

应采取必要的排涝措施

总体设计必须收集 分析和评价水文 泥砂 河道 海
岸冲淤演变趋势 地形 地质 已有防洪设施以及社会经济 洪
灾损失等基础资料
在地面沉降地区 对地面沉降的影响应采取相应的防治
措施
在季节冻土 多年冻土及凌汛地区 对冻胀的影响应采
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主要防洪建筑物应设置观测和监测设备

河洪防治
总体设计应考虑人类活动及河道变化是否影响流量与水
位关系的一致性 分析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城市防洪产生
的影响
总体设计应避免或减少对水流流态 泥砂运动 河岸等
不利影响

防止河道产生有害的冲刷和淤积

总体设计应与上下游 左右岸流域防洪设施相协调 注
意城乡接合部不同防洪标准的衔接处理
总体设计应与航运码头 污水截流管 滨河公路 滨河
公园 游泳场等统筹安排 发挥防洪设施多功能作用
位于河网地区的城市 根据市区被河网分割情况 防洪
工程布置

宜采用分片封闭形式
海潮防治
沿海城市防潮工程总体设计 应分析风暴潮 天文潮

涌潮的特性和可能的不利遭遇组合 合理确定设计潮位
海口城市防潮工程总体设计 应分析江河洪水与设计潮
位的不利遭遇组合 采取相应的防潮措施 进行综合治理
总体设计应分析海流和风浪的破坏作用 确定设计风浪
侵袭高度

采取有效的消浪措施和基础防护措施

防潮堤防布置应与滨海市政建设相配合 结构选型应与
海滨环境相协调
山洪防治
山洪防治应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 坡面汇水区
应以生物措施为主 沟壑治理应以工程措施为主
排洪渠道平面布置应力求顺直 就近直接排入城市下游
河道 条件允许时 可在城市上游利用截洪沟将洪水排至其它水

体
在城市上游修建小水库削减洪峰时 水库设计标准应适
当提高 并应设置溢洪道 确保水库安全
当排洪渠道出口受外河洪水顶托时 应设挡洪闸或回水
堤 防止洪水倒灌
泥石流防治
泥石流防治应采取防治结合 以防为主 拦排结合 以
排为主的方针 并采用生物措施 工程措施及管理等措施进行综
合治理
应根据泥石流对城市及建筑物的危害形式 采取相应的
防治措施
泥石流沟 宜一沟一渠直接排入河道 合并或改沟时应
论证其可行性 泥石流沟设计断面应考虑沙石淤积的影响 并采
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设计洪水和设计潮位
设计洪水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所依据的各种标准的设计洪水 包括
洪峰流量 洪水位 时段洪量 洪水过程线等 可根据工程设计
要求计算其全部或部分内容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洪水可采用城市河段某一控制断面洪
水
计算设计洪水必须有基础资斜 充分利用已有的实测资
料 运用历史洪水 暴雨资料 对计算设计洪水所依据的暴雨洪
水资料和流域特性资料应重点复核
洪水系列应具有一致性 当流域修建蓄水 引水 分
洪 滞洪等工程或发生决口 溃坝等情况 明显影响各年洪水的
一致性时 应将资料还原到同一基础 对还原资料应进行合理检
查
根据资料条件 设计洪水可采用以下方法进行计算
城市防洪控制断面或其上 下游邻近地点具有
年以上实测和插补延长洪水流量或水位资料 并有历史洪水调查
资料时 应采用频率分析方法计算设计洪水和设计洪水位
工程所在地区具有 年以上实测和插补延长暴雨
资料 并有暴雨洪水对应关系时 可采用频率分析法计算设计暴
雨 推算设计洪水 然后通过控制断面的流量水位关系曲线求得
相应的设计洪水位
工程所在流域内洪水和暴雨资料均短缺时 可利用邻
近地区实测或调查暴雨和洪水资料 进行地区综合分析 计算设计
洪水 然后通过控制断面的流量水位关系曲线求得相应的设计洪

水位
对设计洪水计算中所采用的计算方法及其主要环节 各种
参数和计算成果 应进行多方面分析检查 论证其合理性
设计洪水的地区组成可采用下列方法拟定
典型洪水组成法 从实测资料中选择几次有代表性的
大洪水作为典型 以设计断面的设计洪量控制 按典型洪水的各区
洪量组成的比例 计算各分区相应的设计流量
同频率组成法 指定某一分区发生与设计断面同频率
的洪量 其余分区发生的相应洪量用典型洪水的组成比例进行分
配
各分区的设计洪水过程 应采用同一次洪水过程线为典
型 以分配到各分区的洪量控制放大
对拟定的设计洪量地区组成和各分区的设计洪水过程线
应从洪水地区组成规律 水量平衡及洪水过程线形状等方面进行
合理性检查 必要时 可适当调整
当设计断面上游有调蓄作用较大的工程时 应拟定设计
洪量的地区组成 计算各分区的洪水过程线 经工程调洪后的洪水
与区间洪水组合 推求受上游工程调蓄影响的设计洪水
设计潮位
设计潮位包括设计高潮位和设计低潮位 在分析计算高
低 潮位时 应有不少于
现的特殊高 低 潮位

年的实测潮位资料 并调查历史上出

当实测潮位资料大于
差比法与附近有

年不足

年时 可采用短期同步

年以上实测资料的验潮站进行同步相关分析

计算设计高 低 潮位 采用短期同步差比法应满足下列条件
潮汐性质相似
地理位置临近
受河流径流影响相似

气象条件相似
设计高 低 潮位可采用第一型极值分布律或皮尔逊

型

曲线计算
挡潮闸设计雨型的选择 应分别研究季风雨和台风雨两种
成因对渍涝及排水的不利影响
挡潮闸设计潮型的选择 应以典型年相应时间对排水偏于
不利的潮位过程或相应时间的平均偏于不利潮位过程为主 并以
最不利的潮位过程校核
挡潮闸设计潮位的确定 应考虑建闸后形成反射波对天然
高潮位壅高的影响和低潮位低落的影响

堤

防

一般规定
堤线选择应结合现有堤防设施 综合地形 地质 洪水流
向 防汛抢险 维护管理等因素确定 并与沿江 河 市政设施相协
调 堤线宜顺直 转折处应用平缓曲线相连接
堤距应根据城市总体规划 河道地形 水面线计算成果 工
程量 造价等因素 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堤防沿程设计水位的确定 当沿程有接近设计流量的观测
水位时 可根据控制站设计水位和水面比降推算 并考虑桥梁 码
头 跨河 拦河等建筑物产生的壅水影响 沿程无接近设计流量的
观测水位时 应根据控制站设计水位 通过推求水面曲线确定 在
推求水面曲线时 其糙率选择应力求符合实际 有实测或调查洪水
资料时 应根据实测或调查资料推求糙率 所求水位应用上下游水
文站水位检验
堤顶和防洪墙顶标高按下式计算确定
式中

堤顶或防洪墙顶标高
设计洪 潮 水位
波浪爬高
安全超高

根据建筑物级别 由表

查得

设计洪 潮 水位以上超高
当堤顶设置防浪墙时 堤顶标高应不低于设计洪 潮 水位
加

防

洪 堤

防洪堤可采用土堤 土石混合堤或石堤 堤型选择应根据
当地土 石料的质量 数量 分布范围 运输条件 施工场地等因素
综合考虑 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当有足够筑堤上料时 应优先采用均质土堤 土料不足时
也可采用土石混合堤
土堤填土应注意压实 使填土具有足够的抗剪强度和较小
的压缩性 不产生大量不均匀变形 满足渗流控制要求 粘性土压
无粘性土压实后的相对密度应不低于

实度应不低于

土堤和土石混合堤 堤顶宽度应满足堤身稳定和防洪抢险
的要求 但不宜小于
路标准确定

如堤顶兼作城市道路 其宽度应按城市公

当堤身高度大于

时 宜在背水坡设置戗道 马道

其

宽度不小于
土堤堤身浸润线应根据水位 筑堤土料 背水坡脚有无渍
水等条件计算 浸润线逸出点宜在坡脚以下
土堤边坡稳定计算 可采用园弧法 迎水坡应考虑水位骤
降的影响 若高水位持续时间较长 背水坡应考虑渗透水压力的影
响 堤基若有软弱地层时 应进行整体稳定性计算
当堤基渗径满足不了防渗要求时 可采取填土压重 排水
减压以及截渗等措施 以防止产生渗透变形
土堤迎水坡应采用护坡防护 护坡形式有干砌石 浆砌石
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板等 应根据水流流态 流速等要求选用 背
水坡可采用草皮护坡
迎水坡应设置护脚 其宽度和深度可根据水流流速和河
床土质经冲刷计算确定
当堤顶设置防浪墙时 防浪墙高度不宜大于

并应

设置变形缝 缝距可采用 浆砌石结构为

混凝土和钢筋

混凝土结构为
迎水面水流流速大 风浪冲击力强的堤段 宜采用石堤或
土石堤 受潮水和海浪冲击强度大的海堤 宜用重力式浆砌石堤或
土石堤 土石堤可在迎水面砌石或抛石 在其后填筑土料 在防渗
体和堤壳之间 根据需要可设置反滤层和过渡层 或只设反滤层
防

洪 墙

城市中心区的堤防工程 宜采用防洪墙

防洪墙应采用钢

筋混凝土结构 高度不大时 可采用混凝土或浆砌石防洪墙
防洪墙必须满足强度和抗渗的要求 基底轮廓线长度应满
足不产生渗透变形的要求
防洪墙必须进行抗滑 抗倾和地基整体稳定验算 地基应
力必须满足地基承载力的要求 当地基承载力不足时 地基应进行
加固处理
防洪墙基础砌置深度 应根据地基土质和冲刷计算确定
要求在冲刷线以下
深度的要求

在季节性冻土地区 还应满足冻结

防洪墙必须设置变形缝 缝距可采用 浆砌石墙体
钢筋混凝土墙体

在地面标高 土质 外部荷载 结

构断面变化处 应增设变形缝
基础处理
当堤基渗流控制 地基稳定不满足要求时 应进行基础处
理
砂砾石堤基应进行防渗处理 处理措施应根据堤型 砂砾
石埋藏深度 厚度以及当地建筑材料 施工条件等因素通过技术经
济比较确定

垂直防渗措施应可靠而有效地截断堤基渗流 在技术可能
而又经济时 应优先采用以下措施
砂砾层埋藏较浅 层厚不大时 可采用粘土或混凝土截水
墙
砂砾层埋藏较深 厚度较大时 可采用高压定喷或旋喷防
渗帷幕
当垂直防渗不经济或施工有困难时 可采用粘土铺盖或堤
后填土压重 并设反滤体和排水体 或设与排水减压井相结合的措
施
对判定可能液化的土层 应挖除后换填好土 在挖除困难
或不经济时 应采用人工加密措施 使之达到与设计地震烈度相适
应的紧密状态 并有排水和增加压重措施
软弱土基的处理措施 应挖除软弱土 当厚度大 分布广
难以挖除时 可打砂井加速排水 增强地基强度
湿陷性黄土地基宜采用挖除 翻压 强夯等措施 清除其湿
陷性
防洪墙基础持力层范围内若有高压缩性土层 可采用桩
基

护岸及河道整治
一般规定
在城市市区的河 江 岸 海岸 湖岸被冲刷的岸段
影响到城市防洪安全时 应采取护岸保护 护岸布置应减少对河
势的影响 避免抬高洪水位
护岸选型应根据河流和河 海 岸特性 城市建设用地
航运 建筑材料和施工条件等综合分析确定 常用护岸类型有坡
式护岸 重力式护岸 板桩及桩基承台护岸 顺坝和短丁坝护岸
等
护岸设计应考虑下列荷载
自重和其上部荷载
地面荷载
墙后主动土压力和墙前被动土压力
墙前水压力和墙后水压力
墙前波吸力
地震力
船舶系缆力
冰压力
沿海护岸可参照现行 港口工程技术规范 的规定
坡式护岸
坡式护岸常用的结构形式有干砌石 浆砌石 抛石 混
凝土和钢筋混凝土板 混凝土异形块等 其形式选择应根据流速
波浪 岸坡土质 冻结深度以及施工条件等因素 经技术经济比
较确定 当岸坡高度较大时 宜设置戗道

坡式护岸的坡度和厚度 应根据岸边土质 流速 风浪
冰冻 护砌材料和结构形式等因素

通过稳定分析计算确定

砌石和抛石护坡 应采用坚硬未风化的石料 砌石下应
设垫层 反滤层或土工织物
浆砌石 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板护坡应在纵横方向设变
形缝 缓距不宜大于
坡式护岸应设置护脚 基础埋深宜在冲刷线以下
若施工有困难可采用抛石 石笼 沉排 沉枕等护底防冲
措施
重力式护岸
重力式护岸宜在较好的地基上采用 在较差的地基上采
用时 必须进行加固处理 并应在结构上采取适当的措施
重力式护岸结构形式选择 应根据岸边的自然条件 当
地材料以及施工条件等因素 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常用重力式
护岸形式有

整体式护岸 空心方块及异形方块式护岸和扶壁式

护岸
重力式护岸基础埋深 不应小于
况下 处理同

在有冲刷的情

条

抛石基床的厚度应根据计算确定 对于岩石和砂卵石地
基不宜小于

对于一般土基不宜小于

在下列情况

下可考虑设置抛石基床
当采用水下安装时
当地基承载力满足不了要求时
当为了墙身能在施工水位以上砌筑或浇筑时
重力式护岸沿长度方向必须设变形缝 缝距可采用 浆
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结构为
砌石结构为
下列位置必须设置变形缝
新旧护库连接处

在

护岸高度或结构型式改变处
护岸走向改变处
地基土质差别较大的分界处
重力式护岸应设排水孔 孔后应设置反滤层或水工织物
重力式护岸后土压力按主动土压力计算 护岸前土压力
可按

被动土压力取值
回填土与护岸背之间的摩擦 应根据回填土内摩擦角

护岸背形和粗糙度确定 可按如下规定采用
仰斜的混凝土或砌体护岸采用
俯斜的混凝土或砌体护岸采用
垂直的混凝土或砌体护岸采用
卸荷平台 板 以下的护岸采用
重力式护岸壁后地面无特殊使用要求时 地面荷载可取
重力式护岸壁前正向行进波高小于

时 可不考

虑波吸力
设计重力式护岸时 应进行下列计算和验算
护岸的倾覆稳定
护岸的水平滑动稳定
沿抛石基床面的水平滑动稳定
基床和地基应力
护岸底面合力作用位置
整体滑动稳定
护岸前冲刷深度
板桩式及桩基承台式护岸
在软弱地基上修建港口 码头 重要护岸 宜采用板桩
式及桩基承台式 其构造和计算可参照现行 港口工程技术规
范 的有关规定

板桩式及桩基承台式护岸型式选择 应根据荷载 地质
岸坡高度以及施工条件等因素 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桩板墙宜采用预制钢筋混凝土板桩 当护岸较高时 宜
采用锚定式钢筋混凝土板桩 在施工条件允许时 也可采用钢筋
混凝土地下连续墙
钢筋混凝土板桩可采用矩形断面 厚度经计算确定 但
不宜小于

宽度由打桩设备和起重设备能力确定 可采用
有锚板桩的锚碇结构型式应根据锚碇力 地基土质 施

工设备和施工条件等因素确定
板桩墙的入土深度 必须满足板桩墙和护岸整体滑动稳
定的要求
护岸整体稳定计算可采用圆弧滑动法 对板桩式护岸
其滑动可不考虑切断板桩和拉杆的情况 对于桩基承台式护岸 当
滑弧从桩基中通过时 应考虑截桩力对滑动稳定的影响
顺坝和短丁坝护岸
顺坝和短丁坝护岸应设置在中枯水位以下 可按以下情
况选用
在冲刷严重的河岸

海岸 可采用顺坝或丁坝保

滩护岸
在波浪为主要破坏力的河岸 海岸 通航河道以
及冲刷河岸凹凸不规则的河段 宜采用顺坝保滩护岸
在受潮流往复作用而产生严重崩岸 以及多沙河
流冲刷严重河段 可采用短丁坝群保滩护岸
顺坝和丁坝按建筑材料不同可以分为土石坝 抛石坝
砌石坝 铅丝石笼坝 混凝土坝等类型 坝型选择可根据水流速
度的大小 河床土质 当地建筑材料 以及施工条件等因素综合
分析确定

顺坝和丁坝均应做好坝头防冲 坝身稳定积坝根与岸边
的连接 避免水流绕过坝根冲刷河

海 岸

河道急弯冲刷河段宜采用顺坝护岸 其平面布置应与河
道整治线一致
顺坝顶纵向坡度应与河道整治线水面比降一致
短丁坝护岸宜成群布置 坝头连线应与河道整治线一致
短丁坝的长度 间距及坝轴线的方向 应根据河势 水流流态及
河床冲淤情况等 由分析计算确定
验证

必要时应通过水工模型试验

丁坝坝头水流紊乱 受冲击力较大 应特别加固 宜采
用加大坝顶宽和边坡系数 扩大护底范围等措施
河道整治
河道整治必须按照水力计算确定的设计横断面清除河道
淤积物和障碍物 以满足洪水下泄要求
裁弯取直及疏浚 挖槽 的方向应与江河流向一致 并
与上 下游河道平顺连接
在城市防洪工程中的河道裁弯取直 应达到改善水流条
件 去除险工和有利于城市建设的目的
裁弯取直应进行河道冲淤分析计算 并注意水面线的衔
接 改善冲淤条件

山洪防治
一般规定
山洪防治工程设计 应根据地形 地质条件及沟壑发育
情况 因地制宜 选择缓流 拦蓄 排泄等工程措施 形成以水
库 谷坊 跌水 陡坡 排洪渠道等工程措施与植树造林 修梯
田等生物措施相结合的综合防治体系
山洪防治应以各山洪沟汇流区为治理单元 进行集中治
理和连续治理 尽快收到防治效果 提高投资效益
山洪防治应充分利用山前水塘 洼地滞蓄洪水 以减轻
下游排洪渠道的负担
排洪渠道 截洪沟的护砌形式可按本规范第
节的
规定采用
小

水 库

当采用小水库调蓄山洪时 应与城市供水 养鱼 旅游
相结合 进行综合利用
小水库设计应适当提高防洪标准 并满足有关规范的要
求
谷

坊

在山洪沟整治中 应充分利用谷坊截留泥沙 削减洪峰
防止沟床下切和沟岸坍塌
选择谷坊类型应考虑地形 地质 洪水 谷坊高度 当
地材料等因素 可采用的谷坊有土谷坊 土石谷坊 砌石谷坊 铅
丝石笼谷坊 混凝土谷坊等

当沟床整段受冲刷时 应连续设置谷坊群 各谷坊间沟
床设计纵坡应满足稳定坡降要求
谷坊位置应选在沟谷宽敞段下游窄口处 增大拦蓄泥沙
容积
谷坊高度应根据山洪沟自然纵坡 稳定坡降 谷坊间距
等条件确定 谷坊高度以

为宜 如大于

应按塘

坝要求进行设计
谷坊间距 在山洪沟坡降不变的情况下 与谷坊高度接
近正比 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

谷坊间距
谷坊高度
沟床天然坡降
沟床稳定坡降
谷坊溢流口应设在中部或沟床深槽处 当谷坊顶部全部

溢流时 必须做好两侧沟岸防护
谷坊应建在坚实的地基上 岩基要清除表层风化岩 土
并应验算处基承载力
基埋深不得小于
谷坊下游一般应设置消能设施 护砌长度可根据谷坊高
度 单宽流量和沟床土质计算确定
浆砌石和混凝土谷坊 应隔

设一道变形缝 谷

坊下部应设排水孔排除上游积水
土谷坊和土石谷坊 不得在顶部溢流 宜在坚实沟岸
开挖溢流口或在谷坊底部设泄流孔 同时应做好基础处理 防止
淘刷破坏
跌水和陡坡
跌水和陡坡是调整山洪沟或排洪渠道底纵坡的主要构筑

物 当纵坡大于

时 应采用跌水 当纵坡为

时

应采用陡坡
跌水和陡坡设计 应注意水面曲线衔接 水面曲线计算
可采用分段直接求和法和水力指数积分法
跌水和陡坡进出口段 应设导流翼墙与上下游沟渠护岸
相连接 平面布置宜采用扭曲面连接 也可采用变坡式或八字墙
式连接
进口导流翼墙的单侧平面收缩角可由进口段长度控制 但不
宜大于
其长度 由沟渠底宽 与水深 比值确定
当

时

当
当

时
时

出口导流翼墙的单侧平面扩散角 可取
跌水和陡坡进出口段护底长度应与翼墙平齐 在护砌始
末端应设防冲齿墙 跌水和陡坡下游应设置消能或防冲措施
跌水高差在

以内 宜采用单级跌水 跌水高差超过

宜采用多级跌水
陡坡段平面布置应力求顺直 陡坡底宽与水深的比值
宜控制在

之间
陡坡护底在变形缝处应设齿坎 变形缝内应设止水或反

滤盲沟 必要时可同时采用
陡坡护底设置人工加糙 加糙形式及其尺寸应经水工模
型试验验证后确定
排洪渠道
排洪渠道渠线布置 宜走天然沟渠 必须改线时 宜选
择地形平缓 地质稳定 拆迁少的地带 并力求顺直
排洪明渠设计纵坡 应根据渠线 地形 地质以及与山
洪沟连接条件等因素确定 当自然纵坡大于

或局部高差较

大时 可设置陡坡或跌水
排洪明渠断面变化对 应采用渐变段衔接 其长度可取
倍
水面宽度之差的
排洪明渠进出口平面布置 宜采用喇叭口或八字形导流
翼墙 导流翼墙长度可取设计水深的

倍

排洪明渠的安全超高可按本规范表

的规定采用

在弯曲段凹岸应考虑水位壅高的影响
排洪明渠宜采用挖方渠道 修建填方渠道时 填方应按
堤防要求进行设计
排洪明渠弯曲段的弯曲半径 不得小于最小容许半径及
渠底宽度的
式中

倍 最小容许半径可按下式计算
最小容许半径
渠道中水流流速
渠通过水断面面积

当排洪明渠水流流速大于土壤最大容许流速时 应采取
防护措施防止冲刷 防护形式和防护材料 应根据土壤性质和水
流流速确定
排洪渠道进口处宜设置沉砂池 拦截山洪泥砂
排洪暗渠纵坡变化处

应注意避免上游产生壅水 断

面变化宜改变渠底宽度 深度保持不变
排洪暗渠检查井的间距 可取
化处应加设检查井
排洪暗渠为无压流时

暗渠走向变

设计水位以上的净空面积不应

小于过水断面面积的
季节性冻土地区的暗渠基础埋深不应小于土壤冻结深
度 进出口基础应采取适当的防冻措施
排洪渠道出口受河水或潮水顶托时
止洪水倒灌

排洪明渠也可采用回水堤与河

宜设防洪闸 防
海 堤连接

泥石流防治
一般规定
条
包括泥流 泥石流 水石流 是指流动体重度大于
的山洪
泥石流作用强度分级 应根据形成条件 作用性质和对
建筑物的破坏程度等因素按表
确定
泥石流作用强度分级
级

规

形 成 区

泥 石 流

别

模

特

性

征

质

大型滑坡 坍塌 粘性 重度
大 堵 塞 沟 道 坡 大于
型
陡 沟道比降大
严
重

表

可能出现年平均单位面
最大流量积物质冲出量

破坏作用
以冲击和淤埋为
主

危害严重

破坏强烈 可淤
埋整个村镇或部
分区域 治理困
难

沟坡上中小型滑 稀性或粘性
中 坡坍塌较多 局 重度
型
部淤塞沟底堆积
中 物厚
等

有冲有淤 以淤
为主

破坏作用

大 可冲毁淤埋
部分平房 及桥
涵 治理比较容
易

小
型

沟岸有零星滑
坍

轻
微 质

稀性或粘性

有部分沟床 重度

以冲刷和淹没为
主 破坏作用较
小 治理容易

泥石流防治工程设计标准 应根据城市等别及泥石流作
用强度选定 大型 严重 的宜采用表
的上限值 小型 轻

微 的宜采用下限值 泥石流防治应以大中型泥石流为重点
泥石流防治工程设计 应预测可能发生的泥石流总量 沿
途沉积过程 冲淤变化及沟口扇形地的变化 并考虑撞击力及摩擦
力对建筑物的影响
泥石流流量计算 应采用配方法和形态调查法 计算时两
种方法应互相验证 也可采用地方经验公式
泥石流防治工程设计 应根据山洪沟特性和当地条件 采
用综合治理措施 在上游宜采用生物措施和截流沟 小水库调蓄径
流 泥沙补给区宜采用固沙措施 中下游宜采用拦截 停淤措施 通
过市区段宜修建排导沟
拦 挡

坝

拦挡坝类型选择 应根据地形 地质 泥石流性质和规
模 等因 素 来 确 定 常 用 拦 挡 坝类 型 有 重 力 坝 土 坝 格 栅 坝
等
拦挡坝坝址应选择在沟谷宽敞段下游卡口处 拦挡坝可
单级或多级设置
拦挡坝坝高应根据以下情况确定
以拦挡泥石流固体物质为主的拦挡坝 对间歇性
泥石流沟

坝的库容不应小于拦蓄一次泥石流固体物质总量 对

常发性泥石流沟 其库容不得小于拦蓄一年泥石流固体物质总量
以淤积增宽沟床 减缓冲刷沟岸为主的拦挡坝 其
坝高应使淤积后的沟床宽度相当于原沟床宽度的两倍以上
以拦挡淤积物稳固滑坡为主的拦挡坝 其坝高应
满足拦挡的淤积物所左生的抗滑力大于滑坡的剩余下滑力
拦挡坝基础埋深 应根据地基土质 泥石流性质和规模
以及土壤冻结深度等因素确定
拦挡坝背水面宜垂直 泄水口宜有较好的整体性和抗磨
性 坝体应设排水孔

拦挡坝稳定计算 其稳定系数应符合本规范表
中基本荷载组合的规定 验算冲击力作用下的稳定性 其稳定系
中特殊荷载组合的规定
数应符合本规范表
拦挡坝下游应设消能设施 宜采用消力槛 其高度一般
消力池长度应大于泥石流过坝射流长度

高出沟床
一般可取坝高的

倍

为拦挡泥石流中的大石块宜修建格栅坝 其栅条间距可
按下式计算
式中

栅条间的净距离
计划拦截的大石块直径
停

淤 场

停淤场宜布置在坡度小 地面开阔的沟口扇形地带 并
利用拦坝和导流堤引导泥石流在不同部位落淤

停淤场应有较大

的场地 使一次泥石流的淤积量不小于总量的

设计年限内

的总淤积高度不超过
停淤场内的拦坝和导流坝的布置 应根据泥石流规模
地形等条件确定
拦坝的高度应为

坝体可直接利用泥石流冲积物

对冲刷严重或受泥石流直接冲击的坝 宜采用混凝土 浆砌石 铅
丝石笼护面

坝体应设溢流口排泄泥水
排导沟

改沟 渡槽

排导沟是排泥石流的人工沟渠 排导沟应布置在长度短
沟道顺直

坡降大和出口处具有堆积场地的地带

排导沟进口应与天然沟岸直接连接 也可设置八字型导
流堤 其单侧平面收缩角宜为
排导沟以窄深为宜 其宽度可比照天然流通段沟槽宽度

确定 排导沟宜设计较大的坡度

排导沟沟口应避免洪水倒灌和

扇形地发育的回淤影响
排导沟设计深度应为设计泥石流流深加淤积高和安全超
高 排导沟口还应计算扇形地的堆高及对排导沟的影响 排导沟
设计深度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

排导沟设计深度
泥石流设计流深
其值不得小于泥石流波峰高
度和可能通过最大块石尺寸的
倍
泥石流淤积高度
安全超高

采用本规范表

的数值 在

弯曲段另加由于弯曲而引起的壅高值
城市泥石流排导沟的侧壁应加以护砌 尤其在弯曲地段
排导沟护砌材料应根据泥石流流速选择 可采用浆砌块石 混凝
土或钢筋混凝土结构
排泄泥石流的渡槽应符合下列要求
槽底设置
的摩损层 侧壁亦应加厚
渡槽的荷载 应按粘性泥石流满槽过流时的总重
乘

的动载系数
通过市区的泥石流沟 当地形条件允许时 可以采用改

沟将泥石流导向指定的落淤区 改沟工程由拦挡坝和排导沟或隧
洞组成

防

洪

闸

一般规定
防洪闸系指城市防洪工程中的挡洪闸 分洪闸 排洪闸
和挡潮闸等
兼有城市防洪功能的其它水闸和船闸的工程设计 应符
合本规范的有关规定
建在季节性冻土地区的防洪闸 必须考虑土壤冻胀和冰
凌对建筑物的影响
防洪闸设计除执行本规范外 尚应符合现行 水闸设计
规范 的规定
建在湿陷性黄土 膨胀土 红粘土 淤泥质土和泥炭土
等特殊地基上的防洪闸 还应符合有关规范的规定
通航河道修建防洪闸 除满足防洪要求外 还应符合航
运部门的有关规定
闸址选择
闸址选择应根据其功能和运用要求 综合考虑地形 地
质 水流 泥沙 潮汐 航运 交通 施工和管理等因素 经技
术经济比较确定
闸址应选择质地均匀 压缩性小 承载力大 抗渗稳定
性好的天然地基 应避免采用人工处理地基
闸址应选择在水流流态平顺 河床 岸坡稳定的河段
泄洪闸宜选在河段顺直或截弯取直的地点 分洪闸应选在被保护
城市上游 河岸基本稳定的弯道凹岸顶点稍偏下游处或直段 闸
孔轴线与河道水流方向的引水角不宜太大 挡潮闸宜选在海岸稳

定地区 以接近海口为宜 并应减少强风强潮影响 上游宜有的
冲淤水源
水流流态复杂的大型防洪闸闸址选择 应有水工模型试
验验证
总体布置
防洪阐的总体布置应结构简单 设计合理
安全可靠

运用方便

经济美观
防洪闸应根据其功能和运用要求 合理布置 有通航

排冰 过木要求的闸孔 应采用开敞式 当洪

潮 水位高于泄

洪水位 又无通航要求时 宜采用胸墙式
防洪闸底板标高 应综合考虑地形 地质 水流 排涝
航运等条件 结合堰型和门型选择 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闸孔的总净宽必须根据设计水位和设计流量确定 过闸
单宽流量应满足下游河床地质条件要求 闸室总宽度应与上 下
游河道相适应
挡潮闸总净宽 应使闸内设计暴雨径流量在规定的时间内顺
畅排出闸外
闸孔的孔径应根据防洪闸使用功能 闸门型式 施工条件等
闸的孔数较少时 宜用单数孔

因素确定

防洪闸的胸墙和岸墙顶标高不得低于岸

堤 顶标高

泄洪时不得低于设计洪水位加安全超高 关门时不得低于设计挡
洪 潮 水位加波浪高和安全超高
闸顶标高的确定 还应考虑以下因素
在有泥砂淤积的河道上 应考虑泥砂淤积后水位
抬高的影响
建在软弱地基上的防洪闸 应考虑地基沉降的影
响
挡潮闸还应考虑关闸时潮位壅高的影响

防洪闸与两岸的连接 应保证岸坡稳定和侧向防渗的要
求 有利于水闸进 出水流条件

提高消能防冲效果 并减轻闸

室底板边荷载的影响
闸门和启闭机设计必须满足安全可靠 运转灵活 维修
方便 动水启闭的要求
消能防冲布置应根据地基情况 水力条件及闸门控制运
用方式等因素来确定 宜采用底流消能 护坦 消力池 海漫 防
冲槽等的布置应按控制的水力条件确定
防渗排水设施的布置 应根据地质 闸上下游水位差
消能措施

闸室结构和两岸的布置等因素综合考虑 形成完整的

防渗排水系统
防洪闸上 下游的护岸布置应根据水流状态 河岸土
质的抗冲能力以及航运要求等因素确定
有过鱼要求的防洪闸 应结合岸墙 翼墙设置鱼道 但
不得影响闸的防洪功能
防洪闸结合城市桥梁修建时 闸孔

桥孔布置和结构

形式应互相适应
水力计算
防洪闸单宽流量 应根据下游河床土质 上下游水位差
下游尾水深

河道与闸室宽度比值等因素确定

闸下消能设计 应根据闸门控制运用条件 选用最不利
的水位和流量组合进行计算
海漫的长度预防冲槽埋深 应根据河床土质 海漫末端
单宽流量和下游水深等因素确定
结构与地基计算
闸室 岸墙和导流翼墙必须进行稳定计算 稳定安全系
数应符合本规范表

的规定

当地基受力层范围内夹有软弱土层时 应对软弱土层进
行整体稳定验算 对建在复杂地基上的防洪闸整体稳定计算 应
专门研究
防洪闸的地基沉降 只计算最终沉降量 应选择有代表
性的计算点进行计算 并考虑结构刚性影响进行调整 最终沉降
量可按分层总和法计算
防洪闸应避免建在软硬不同的地基及地层断裂带上 否
则必须采用严格的工程措施 以防止不均匀沉降
对重要的防洪闸或采用新结构及地基十分复杂的防洪闸
宜设置必要的观测设备

交叉构筑物
桥

梁

本节桥梁系指在城市防洪工程中

河道和排洪沟渠与

堤防 公路和城市道路交叉处设置的桥梁
桥梁的设计洪水标准

不应低于所在河道或排洪沟渠

的防洪标准
桥梁纵轴线宜与河道正交 桥墩轴线宜与水流方向一
致
桥闸 桥带闸 除满足排泄设计洪水流量要求外 还
应考虑壅水影响
无通航河道桥下净空不得小于表

的规定 同

时梁底缘不应低于堤顶
桥
桥
梁

梁

部 分

下

高出计算水位

净

空

表
高出最高流冰量

底

支承垫石顶面
拱

脚

桥闸全开时的闸门底缘
注

无铰拱的拱脚可被设计洪水淹没 但不宜超过拱圈高度的

且拱顶底面

至计算水位的净高不得小于
计算水位系指设计洪水位加壅水高 波浪高和安全超高

桥梁引道与堤防交叉处不宜低于堤顶 否则应设置交
通闸

桥闸底板顺水流长度

除满足上部桥梁和启闭机布置

要求外 底板的地下轮廓和边墙布置还应满足防渗要求 同时闸
下游应采取消能及防冲措施
桥墩上应设置水标尺

以观测水位及冲淤变化

涵洞与涵闸
涵洞 闸 单孔孔径不得大于

多孔跨径总净宽不

得大于
为防止河水或潮水倒灌
涵洞 闸 应与堤防

闸门应设在涵洞出口处
公路 城市道路正交 当上游

水流流速或含砂量较大时 可与沟渠水流方向一致 不宜强求正
交
涵 洞 闸孔数及孔径 应根据排洪流量 闸门型式
启闭设备能力等因素确定
涵洞 闸 地下轮廓线布置 必须满足不产生渗透变
形的要求
涵洞 闸 纵坡在地形较平坦地段 洞底纵坡不应小
在地形较陡地段 洞底纵坡应根据地形确定 当纵坡

于
大于

时 洞底基础应设齿墙嵌入地基
无压涵洞内顶面至设计洪水位净空值可按表

的规定采用
无压涵洞净空值
进口 净空
净高
或内径

涵洞
类型

圆 管 型

拱

表
型

箱

型

当涵洞长度为
当大于

于

时 其内径 或净高 不宜小

时 其内径不宜小于

涵洞进口段应采取防护措施 护底始端设防冲齿墙嵌
入地基 其深度不宜小于
进口导流翼墙的单侧平面收缩
角一般为
进口胸墙高度应按挡土要求确定 胸墙与洞身连接处
宜做成圆弧形 以使水流平顺
涵洞出口段应根据水流流速确定护砌长度 护砌至导
流翼墙末端 并设防冲齿墙嵌入地基 其深度不应小于
出
口导流翼墙单侧平面扩散角可取
洞身与进出口导流翼墙和闸室连接处应设变形缝 设
在软土地基上的涵洞 洞身较长时

应考虑纵向变形的影响

涵闸工作桥桥面标高 应不低于设计洪水位加波浪高
和安全超高 并满足闸门检修要求
建在季节冻土地区的涵洞 闸
基底的埋深

进出口和洞身两端

应考虑地基冻胀的影响
交 通 阐
堤防与道路交叉处 路面低于设计洪水位时宜设置交

通闸
闸址选择应根据交通要求 综合考虑地形 地质 水
流 施工

管理以及防汛抢险等因素 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交通闸孔径应根据交通运输要求 闸门型式 防洪要

求等因素确定
交通闸底板标高应在满足道路要求的前提下 尽量抬
高 以减少闸门关闭次数
交通闸闸门型式选择
一字形闸门宜用于闸前水深较大 孔径较小 关
门次数相对较多的交通闸

人字形闸门宜用于闸前水深较大

孔径也较大

关门次数相对较多的交通闸
空间受限制

横拉闸门宜用于闸前水深较小 孔径较大 闸外
关门次数相对较多的交通闸
叠梁闸门宜用于闸前水位变化缓慢 关门次数较

少 闸门孔径较小的交通闸
闸底板上 下游两端应设齿墙嵌入地基 其深度不宜
小于

闸侧墙应设竖直刺墙伸入堤防 长度不宜小于
闸室布置必须满足抗滑 抗倾以及渗流稳定的要求
渡

槽

排洪沟渠跨越铁路 公路 灌溉渠道沟壑时 宜设置
渡槽
渡槽平面布置应与上

下游沟渠顺直连接 如确有困

难 亦应在进出口段前后设置一顺直段
渡槽内的水面应与上

下游沟渠水面平顺连接 渡槽

规定
设计水位以上的安全超高值应符合表
渡槽进出口渐变段长度应符合以下规定
渡槽进口渐变段长度 一般为渐变段水面宽度差
的

倍
渡槽出口渐变段长度 一般为渐变段水面宽度差

的

倍
渡槽出口护砌形式和长度 应根据水流流速确定 护

底防冲齿墙嵌入地基 深度不应小于

附录

本规范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须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作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作的 正面词

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作

的 正面词采用 宜 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它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的规定

或 应按

执行

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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