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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发展过程中小流域（或集水区）的下垫面变化严重影响洪涝的致灾过程。以北京

市小哑叭河集水区为例，探讨 2016 年 7 月 19—20 日洪水形成原因，重点分析了城市化进程中集

水区土地利用变化和河道综合整治对小流域洪水过程的影响。结果表明 1980—2010 年间，小哑

叭河集水区耕地面积由 82.0%减小到 1.4%，不透水下垫面由 18.0%增加到 93.3%，使得下垫面的

蒸散能力、滞水性和渗透性等均发生明显变化，影响集水区的产流过程和坡地汇流过程；城市

河道整治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河道汇流的水力效应，径流系数增加，汇流时间缩短。这

两方面的综合影响是造成 2016年7月19—20日洪水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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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利用类型发生改变，林草

地、耕地、水田被硬质化，城市下垫面不透水面增

加，径流系数增加，汇流时间缩短，同量级降雨产

生的径流量增大。城市扩张导致的不透水下垫面比

例增大是改变城市区域水文效应主要因素之一[1]。

就产流而言，城区下垫面因城市基础设施和居民区

建设，不透水面积增加，滞水性、透水性减小[2]，表

现为径流系数增大，同等降水条件下产生的地表径

流增加[3]，洪水过程线窄而陡，洪峰停留时间缩短[4]。

研究表明，当不透水表面增加10%～100%，径流量

增加200%～500%[5]，20%的下垫面不透水面积比率

是径流量迅速增加的阈值[6]。城市化流域的洪峰流

量比非城市化流域高 30%以上，基流衰退常量低

35%～40%[7]。城市化减少基流、下渗和蒸发量[8]，

研究发现，当流域60%的林地转化为商业用地和低

密度住宅用地时，流域基流会减少31%[9]。

我国城市化进程引起的水文效应凸显，如济南

市最大径流系数由 1960—1965年间的 0.41增加到

0.82[10]。太湖流域在同等降水条件下，1996年产水

量比1986年增加1.018亿m3[11]。杭州市不透水面积

大于20%时，3年一遇降水产生的径流量是原来的

1.5 ~ 2倍[12]。城市化后流域单位线洪峰流量是原来

3倍左右，涨水时间则缩短为原来1/3，暴雨洪峰是

未开发地区的2 ~ 4倍[13]。河流下游及三角洲地区，

城市化改变土地利用类型，下垫面改变导致径流趋

向增大，大大提升“小水大灾”的发生率[14]，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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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洪水对地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直接影

响。对北方城市季节性河流，洪水携带囤积于河道

的污染物对下游受纳水体水质产生影响；因此，研

究城市化进程对北方城市小流域水文过程的影响可

为地区防洪减灾及水资源保护提供依据，为城市可

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小哑叭河发源于丰台区廊坡顶一带浅山区，上

游分南北两支，两支在下营村东汇合后称小哑叭

河，河道流经东河沿、张郭庄等村庄，在卢沟桥

西、大宁水库区尾端进入大宁水库，总流域面积

19.3 km2（图 1）。小哑叭河上游地处山区、半山区地

带，下游为平原，属季节性行洪河道。

2 场次洪水特征分析

2016年7月19—20日，北京市遭遇暴雨，此次

降水历时2 d，全市平均降水量210.7 mm，位于小

哑叭河附近的大宁调蓄水库橡胶坝雨量站和干线大

宁调压池雨量站记录的雨量为 318.5和 325.0 mm。

大宁调蓄水库上游小哑叭河出现洪水，沿河道漫流

入库。水库自20日上午10∶15分开始接纳小哑叭河

洪水，13∶58分开始的洪水过程线如图 2所示，记录

的瞬时最大入库流量58.76 m3/s，入库水量158.88万m3。

3 洪水形成原因分析

此次小哑叭河洪水是暴雨和快速城市化带来的

水文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汛期降水集中是形成本

次洪水的原因之一，此次降水历时2 d，位于橡胶

坝末端大宁水库库尾橡胶坝雨量站记录降雨开始时间

为19日6∶00，于21日0∶00结束，降雨时长42 h，总

降雨量333.5 mm，最大降雨强度35 mm/h，已有相

关文献[15]对雨情开展分析。城市化过程中，下垫面

不透水面比例增加，导致径流系数增大。加上城市

建设过程中，河道硬质化、渠道化严重，导致汇流

流速增加，汇流时间缩短，同时城市发展过程中，

因用地紧张，土地资源短缺，侵占河道问题突出，

滞水空间缩小，洪量集中。这些因素致使城市水文暴

雨径流流态、洪峰流量和洪水过程线形状均发生改

变[16]。城市化地区洪峰流量为原来的3倍，涨峰历

时缩短为原来的2/3。本研究主要从城市化进程中土

地利用变化和河道综合整治分析本次洪水形成原因。

3.1 土地利用变化引起产流过程改变

城市化前，天然流域（未被人工改造自然流域）

40％降水被蒸发，50％入渗地下水，形成地表径流

仅占10％；城市化后，不透水面积70％～90％，蒸

发和下渗大幅减小，25%的降水被蒸发，地面径流

增加至30%，入渗地下水减少到32%，同等降水情

况下径流显著增大[3]。与森林生态系统相比，不透

水面增加到10% ~ 20%，径流增加1倍；不透水增

加到35% ~ 50%，径流增加3倍；当不透水面增加到

75% ~ 100%，径流增加量超过4倍（图3）。

收集分析1980年、2000年和 2010年 3期土地

利用数据，利用DEM数据勾绘小哑叭河流域集水

区边界。1980年、2000年和2010年小哑叭河集水

区土地利用变化如图 4所示，1980—2010年间，小

哑叭河集水区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利用变化剧

烈。1980年集水区内主要是耕地和道路、屋顶等不

透水下垫面（即图4中的人工用地），其面积分别为

15.83 和 3.47 km2，占集水区面积的 82%和 18%；

2000年发生急剧变化，不透水下垫面17.73 km2，占

集水区面积的 91.8%，耕地和林地分别为 1.33和

图1 小哑叭河区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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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80年、2000年和2010年小哑叭河土地利用变化

0.24 km2，分别占6.9%和1.3%；2010年不透水下垫面

17.92 km2，占 93.3%，耕地和草地分别为 0.27 和

1.01 km2，占集水区面积的1.4%和5.3%。

1980—2000年20年间，土地利用变化最大的是

耕地，100%的耕地全部发生转化，总趋势为耕地向

不透水下垫面和林地转化。81.54%的耕地转化为人

工表面，12.44%转化为其他用地，6.02%转化为林

地。详细的土地变化矩阵如表1所示。

1980—2010年间，变化剧烈是耕地，有81.38%

的耕地转变为不透水下垫面，另外12.53%的耕地转

变为其他用地，耕地仅存6.09%。不透水下垫面中

有6.32%转为草地，5.69%转出成为其他用地。详细

变化矩阵见表 2。

小哑叭河在 2000—2010年间土地利用变化如

下：林地99.40%转出成为耕地，0.60%转变化其他

用地。耕地中76.01%转变成为草地，21.48%的耕地

转变为不透水下垫面，还有0.55%的耕地转变成了

其他用地。不透水下垫面中只有1.06%的建设用地

转变成了其他用地。详细变化矩阵见表 3。

城市道路、硬化路面的增加，径流系数增加

（表4），相同降水量情况下，径流量增加[2]。北京城

市中心区降水量、径流总量、地表径流量及地表径

流系数均大于城外平原，而蒸发量、地下径流量及

地下径流系数均小于周围郊区，郊区大雨径流系数

<0.2，而城区一般为0.4 ~ 0.5之间[18]，降雨-径流关

图3 随不透水面增加水文过程改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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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小哑叭河1980—2010年生态系统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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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图显示，汇流时的洪峰流速由20世纪50年代的

0.3 ~ 0.5 m/s增加到0.6 ~ 0.7 m/s[19]。

3.2 河道渠道化引起汇流过程改变

城市化对汇流过程的影响表现为汇流时间减

小，峰值出现时间提前，洪峰流量增大（图5）。汇

流时间受水流速度影响，水流速度受地表粗糙程度

影响，城市中硬化路面比例较大，粗糙度小，降雨

后雨水汇流时间缩短。研究表明：当不透水地面比

例为20％时，平均洪水流量17.8 m3/s，洪水汇流时

间为3.5 h；当不透水地面比例为40％，平均洪水流

量 57.8 m3/s 时，洪水汇流时间缩短为 0.4 h[2]。同

时，城市建设过程中，排水管网遍布，降雨形成的

地表径流快速进入城市排水系统，雨水汇流速度越

来越快，汇流时间越来越短，使河道流量峰值形成

时间前移，洪峰流量也越来越大[20]。洪水过程线变

高、变陡、变尖和变瘦，洪峰出现时间提前[2]，这

种快速汇流显著增加城市下游和沿线低洼地区及河

道防洪压力[3]。

城市化进程中对河道的改造和治理，如截弯取

直、疏浚整治、布设边沟及下水道系统，也增加了

河道汇流的水力效应，汇流速度增大，时间缩短，

加上人工河道的调蓄能力减小，场次洪水洪峰流量

增大，总量增加，峰现时间提前，行洪历时缩短，

洪水过程线呈现峰高坡陡的尖瘦形状[18，21]。小哑叭

河集水区上游浅山区人口密度相对较小，流经下营

村后，在东河沿、张郭庄村河道人工化严重，裁弯

取直，河道两侧完全由硬质直立挡墙代替自然河

道。河道硬质化、渠道化阻挡了地表水和地下水、

土壤水与地下水之间的连接，割断了它们之间的关

系，河道下渗几乎为零。小哑叭河道多处见到设置

的边沟、雨水管和排洪沟雨洪出口。排水系统改

善，滞水时间缩短到天然河道的1/8，由于洪水滞

时缩短及不透水面积而导致径流量增加，洪峰流量

可增大为原来的24倍[22]。同时，城市发展过程中，

土地资源短缺，常有侵占天然河道、洪水滩地现象

发生，这也就减少了洪水滩地蓄滞洪容量，导致河

道调蓄能力减弱[21]。

4 结论

（1）1980—2010年间，小哑叭河集水区耕地面

积由82.0%减小到1.4%，不透水下垫面由18.0%增

加到93.3%，土地利用变化剧烈。下垫面变化造成

径流系数变化是造成2016年7月19—20日洪水的主

要原因之一。

（2）城市河道整治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加

了河道汇流的水力效应，汇流速度增大，汇流时间

缩短，河道的调蓄能力减小，是造成2016年 7月

19—20日洪水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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