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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保定市廉政教育中心（涿州基地）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涿州市码头镇

影视城路北，京港澳高速以东，距离京港澳高速影视城出口约 500 米。

项目总占地 64801.87 ㎡，总建筑面积 35716.39 ㎡，分为三个功能区，

分别为综合办公区、住宿接待区、办案区。 

保定市廉政教育中心（涿州基地）项目位于大清河系小清河分洪区

内，根据《防洪法》等有关法规，需要就建设项目对分洪区蓄滞洪影响、

洪水对建设项目的影响进行评价。受建设单位委托，江河水利开发中心

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了“保定市廉政教育中心（涿州基地）项目洪水影响

评价报告”编制任务。根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导则》(SL520－2014）

要求及评价区的具体情况，开展了现场查勘和实地调研。根据小清河分

洪区 1:10000 实测地形图和河道纵横断面图，构建了一二维耦合非恒定

流数值模型，对评价项目建设前后的洪水滞蓄和演进情况进行了多方案

数值模拟计算，从建设项目对小清河分洪区洪水的影响和洪水对建设项

目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了评价分析，并编制完成了《保定市廉政教育中

心（涿州基地）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2019 年 10 月，水利部海河

水利委员会在涿州市组织召开了审查会，会后我公司对报告进行了补充

完善，形成了本报告。 

本报告除注明外均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85 高程 ＝大沽高程–1.50m （新盖房及其上游地区） 

黄海高程＝大沽高程–1.40m （新盖房及其上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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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建设项目背景 

为了适应党风廉政教育经常化、制度化需要，中共保定市纪委、保

定市监察委员会决定在涿州市建设保定市廉政教育中心（涿州基地）项

目。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涿州市码头镇影视城路北，东侧是涿州市三中，

西部有京港澳高速，距离京港澳高速影视城路出口约 500 米。 

项目总占地 64801.87 m2，总建筑面积 35716.39m2，其中地上面积

34752.7 m2，包括：指挥中心、综合保障楼、综合服务楼、办案人员住

宿楼、陪护人员住宿楼、谈话住宿楼、武警楼、办案楼、公安值班室及

连廊；地下设备用房 963.69 m2。项目建成后，绿地面积 22700 m2，道

路及广场面积 28600 m2，水域面积 2994 m2，设置停车位 350 个。 

该项目位于小清河分洪区蓄滞洪范围内，南部有北拒马河，东部和

北部有大石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规定，在洪泛区、蓄滞

洪区内建设非防洪建设项目，需要就建设项目对分洪区蓄滞洪影响、洪

水对建设项目的影响进行评价，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提出防御措施，

以保证防洪安全和小清河分洪区安全建设工程的顺利实施。 

本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的委托单位为涿州市水务局，项目建

设单位为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报告编制单位为江河水利开发中心

有限责任公司。目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编制完成，设计单位正在

编制设计文件。 

建设项目所在位置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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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建设项目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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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评价依据 

（1）法律、法规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 7 月修订）；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 年 7 月 2 日修正）；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7 年 10 月修订）；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2011 年 1 月修订）。 

（2）技术规范、规程和技术标准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标准》（GB50201-2014）； 

②《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 44-2006）； 

③《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2013）； 

④《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 171-96）； 

⑤《蓄滞洪区建筑工程技术规范》（GB 50181-93）； 

⑥《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导则》(SL520-2014）。 

（3）规划文件和设计报告 

① 《海河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 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

会，2013 年 3 月）； 

② 《海河流域防洪规划》（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2007 年 11 月）； 

③《大清河系防洪规划报告》（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2008 年）； 

④《海河流域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规划》（海河水利委员会，2010

年 3 月）； 

⑤ 《大清河流域防洪规划报告》（河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6 年 12 月）； 

⑥《保定市廉政教育中心（涿州基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01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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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评价范围  

评价范围：评价范围为整个小清河分洪区，包括涿州市西部及北部

的千河套、胡良套，东部的涿仝套、刁窝套，以及北京境内的小清河行

洪区，计算面积为 683.8km2。 

洪水影响评价涉及的防洪设施：小清河分洪区周边堤防，包括北拒

马河右堤、小营横堤、古城小埝、白沟河左堤上延段；行洪河道，包括

分洪区出口白沟河、上游入流并穿越分洪区的北拒马河、大石河、小清

河；安全设施，包括小清河分洪区内的避水房、避水楼等。 

1.4 技术路线与评价内容 

1.4.1 技术路线 

本次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总体上依据水利部2014年3月发布的《洪水

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导则》进行编制。进行实地踏勘和基本资料收集，

依据相关规范确定工程等级及评价标准，根据有关防洪规划和洪水调

度方案确定洪水安排和主要河道水利技术指标，建立小清河分洪区一

二维耦合的非恒定流模型，对洪水流态流势和行蓄洪过程进行数值模

拟，进行分洪区内工程建设防洪影响评价。技术路线如下：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标准》（GB50201-2014）（以下

简称《防洪标准》）确定被评价工程的等别和防洪标准； 

（2）小清河分洪区和区内有关河道防洪标准依据工程现状，以及

《大清河系防洪规划报告》、《海河流域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规划》和

《北京市小清河分洪区建设规划》确定； 

（3）采用一二维耦合的非恒定流模型对分洪区蓄滞洪过程进行数

值模拟，分析北拒马河、大石河和小清河不同频率来水时小清河分洪

区运用、滞洪行洪对建设项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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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建设项目的建设方式，分析工程对小清河分洪区内水

位、滞洪面积、容积以及对流态流势的影响； 

（5）根据建设项目的建设范围及建设方式，分析工程对分洪区运

用及未来防洪设施实施方面的影响； 

（6）针对建设项目建设后周边的水位、流速，分析洪水对建设项

目的影响，并提出补救措施。 

1.4.2 评价内容 

本次评价在自然地理、水文气象、水利工程与设施、相关规划及实

施安排、洪水调度方案等调查基础上，进行水文分析、冲刷淤积分析计

算，重点采用一二维耦合非恒定流数学模型，对现状及规划条件下建设

项目建设前后，洪水在小清河分洪区的运用及滞蓄进行数值模拟。结合

模拟计算结果，评价建设项目与法规规划的适应性，评价建设项目对小

清河分洪区运用的影响、评价建设项目对主要基础设施的影响，评价项

目建设对蓄滞洪区防汛抢险和水上救生的影响，提出综合评价与结论。

对建设项目防御洪涝水标准与防御洪水措施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评

价蓄滞洪区滞蓄洪水时建设项目的淹没影响，分析建设项目及周边的冲

刷和淤积影响。初步拟定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包括工程措施和

非工程措施等。 

1.5 建设项目规模和防洪标准  

根据《工程设计资质标准》，一般公共建筑单体建筑面积 5000～

20000m2 的属于中型项目，保定市廉政教育中心（涿州基地）单体最大

建筑面积 13611.11m2，为中型项目。 

按照《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从

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本项目建成后，常驻人口超过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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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标准参考《防洪标准》中型工矿企业防洪标准，确定其防洪等级为

Ⅲ级，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与小清河分洪区设计运用标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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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2.1 建设项目概况 

保定市廉政教育中心（涿州基地）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涿州市码头镇

影视城路北，路南有东向阳、西向阳村，东侧是涿州市三中，西部为京

港澳高速，距离京港澳高速影视城路出口约 500 米。项目距离南部的北

拒马河约 1km，距离北部的大石河约 6km。项目区周边地形见图 2-1。 

该项目用地南北向长，东西向窄，自南向北分为三个功能区：综合

办公区、住宿接待区及办案区。 

综合办公区包括指挥中心、综合服务楼、综合保障楼；住宿接待区

包含谈话住宿楼、办案人员住宿楼、陪护人员住宿楼、武警楼；办案区

包括 6 栋办案楼，每栋 3-4 层。项目总体布置见附图 1。 

本项目总占地 64801.87 m2，总建筑面积 35716.39 m2，其中，地上

面积 34752.7 m2，包括：指挥中心 4326.48 m2、综合保障楼 2291.5 m2、

综合服务楼 2032.75 m2、办案人员住宿楼 3599.18 m2、陪护人员住宿楼

4456.42 m2、谈话住宿楼2572.25 m2、武警楼 1557.96 m2、办案楼13611.11 

m2、公安值班室 43.29 m2 及连廊 261.76 m2；地下设备用房 963.69 m2。

项目建成后，绿地面积 22700 m2，道路及广场面积 28600 m2，水域面积

2994 m2，设置停车位 350 个。建设项目经济技术指标详见表 2-1。 

本项目建设场地现状地面高程 30.6m～31.1m，项目建成后，室外

场地标高 31.65m，建筑物室内标高 31.95m，道路标高 31.1m～31.6m。

项目区场地设计标高见附图 2，建筑物室内和室外标高统计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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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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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建筑物室外、室内标高统计表 

编号 建筑名称 室外地面高程(m) 
首层室内 

地面高程(m) 
楼层 

(层) 

1 1#办案楼 31.65 31.95 4 

2 2#办案楼 31.65 31.95 3 

3 3#办案楼 31.65 31.95 3 

4 4#办案楼 31.65 31.95 4 

5 5#办案楼 31.65 31.95 4 

6 6#办案楼 31.65 31.95 4 

7 指挥中心 31.65 31.95 4 

8 办案人员住宿楼 31.65 31.95 5 

9 陪护人员住宿楼 31.65 31.95 5 

10 武警楼 31.65 31.95 4 

11 谈话住宿楼 31.65 31.95 4 

12 综合服务楼 31.65 31.95 4 

13 综合保障楼 31.65 31.95 4 

2.2 工程地质  

建设项目地处拒马河流域，该流域地形西高东低，西部为山区，京

广铁路西侧为丘陵地区，东部为平原。平原分布有多片洼套，较大的洼

地有千河套、刁窝套、涿仝套等，规划为小清河分洪区蓄滞洪区，其南

部的兰沟洼也为蓄滞洪区。 

北拒马河河道内及两岸河间地块均沉积了厚层卵砾石地层，呈片状

分布，厚度30~70m不等，扇区粗颗粒堆积物一直延伸至涿州市区东部，

总体趋势由西向东颗粒逐渐变细，厚度逐渐变薄，在垂直方向上岩性变

化不明显。地层岩性由第四纪多层交迭的各种砂卵石层及亚粘土组成，

广泛分布着潜水即承压水，属第一含水组、第二含水组，岩性分布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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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自西向东有较明显的分带性，颗粒由粗到细，由单层变多层，但

总的厚度增大，其底界深度小于 150m。 

项目区依据地基土层的工程地质特性，按地层年代和成因，表层为

人工填土，以下为第四系全新统冲洪积（Q4al+pl）成因地层。地层划分

为：①层素填土，②层粉质黏土，③层粉土，③1层粉质黏土，③2 层粉

土，④层粉质黏土，④1 层粉土，④2 层粉质黏土，自上而下分述如下（本

节中地层高程为相对高程，其国家 85 高程为相对高程加 10.52m）： 

1、人工填土（Q42+ml） 

①层素填土:黄褐;不均匀;稍密;稍湿;以粉土为主，含少量砖渣、灰

渣、植物根茎等。场地普遍分布。层厚 0.40～1.30m；层顶高程 17.68～

20.09m。物理力学较差，工程性质较差。 

2、第四系全新统一般冲洪积土（Q4al+pl） 

②层质黏土：黄褐；较均匀；硬塑～可塑；包含氧化铁、炭质、少

量钙质结核等；局部夹粉土薄层。场地局部缺失该层。层厚 0.30～3.00m；

层顶高程 17.09～19.49m。属中压缩性土。标贯实测击数平均值 11.2 击。

物理力学性质较好，工程性质较好。 

③层粉土：褐黄，局部黄褐；较均匀；中密～密实；稍湿（局部湿）；

包含云母、氧化铁；局部粉粒含量较高，局部夹粉质黏土薄层。场地普

遍分布。层厚 0.30～6.00m；层顶高程 14.93～18.17m。属中压缩性土。

标贯实测击数平均值 10.7 击。物理力学性质较好，工程性质较好。 

③1 层粉质黏土：黄褐；较均匀；硬塑；包含氧化铁、炭质、钙质

结核（局部丰集）；局部夹粉土薄层。场地局部分布。层厚 0.40～0.90m；

层顶高程 15.53～17.25m。属中压缩性土。标贯实测击数平均值 10.1 击。

物理力学性质较好，工程性质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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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2 层粉土：黄褐;较均匀;中密;湿～很湿;包含云母、氧化铁;局部粉

粒含量较高，局部稍有黏性，该层土质较软。场地局部分布。层厚 1.10～

2.60m；层顶高程 13.90～15.24m。属中压缩性土。标贯实测击数平均值 

5.0 击。物理力学性质相对较差，工程性质相对较差。 

④层粉质黏土：灰褐～黄褐；较均匀；可塑；包含氧化铁、炭质、

钙质结核（局部丰集），偶见螺壳；局部夹粉土薄层。场地普遍分布。

层厚 0.60～8.50m；层顶高程 0.28～13.12m。标贯实测击数平均值 8.0 

击。物理力学性质较好，工程性质较好。 

④1 层粉土：褐黄，局部黄褐;较均匀;中密～密实;湿;包含云母、氧

化铁;局部粉粒含量较高，局部夹粉质黏土薄层，局部混粗颗粒。场地局

部分布，层厚 0.40～2.50m；层顶高程 0.98～10.79m。标贯实测击数平

均值 11.0 击。物理力学性质较好，工程性质较好。  

④2 层粉质黏土：灰褐～黄褐；较均匀；软塑；包含氧化铁、炭质、

少量钙质结核等；局部夹粉土薄层，该层土质较软。场地局部分布。层

厚 0.50～1.50m；层顶高程 11.09～13.17m。标贯实测击数平均值 4.5 击。

物理力学性质相对较差，工程性质相对较差 

拟建场地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二组，设计基本

地震加速度为 0.15g，设计特征周期 0.55s。 

项目区各土层承载能力见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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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项目区各土层承载能力特征值 

地层名称 压缩模量 Es1-2(MPa) 承载力特征值 fa

② 层粉质黏土 9.53 150 

③ 层粉土 9.77 145 

③1 层粉质黏土 7.77 145 

③2 层粉土 6.45 115 

④ 层粉质黏土 6.22 140 

④1 层粉土 11.62 160 

④2 层粉质黏土 4.63 120 

2.3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本工程由 13 栋单体楼和一个连廊组成，工程单体多，占地面积大，

专业分包多，由于工期比较紧，各区安排同时施工。 

共分三个区施工，北区为 1#-6#办案楼；中区为办案人员住宿楼、

陪护人员住宿楼、武警楼、谈话住宿楼；南区为指挥中心楼、综合服务

楼和综合保障楼、公安值班室。工程总体施工顺序遵循先地下后地上，

先主体后装修，以混凝土结构、钢结构施工为主，其它专业配合的原则

进行部署。 

整个施工过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地下施工阶段，进场后进行工程定位轴线的测量、复核，

完成临时设施、材料堆场、场内道路的布置。组织土方清槽施工队伍进

场，并及时展开清底、钎探、验槽等工作。 

第二阶段，完成地上主体钢结构、混凝土结构的施工，实现结构封

顶。 

第三阶段，完成建筑装修工程、屋面工程和外装修的施工。 

第四阶段，完成全部系统的联合调试、各单项验收、清理保洁、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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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工程竣工验收及整体工程竣工验收和备案工作，交付给甲方。 

项目建设工期为 6 个月，计划 2019 年 12 月底完工，2020 年 1

月投入使用。项目实施进度安排见表 2-4。 

表 2-4  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2019 年 1 月～2 月 前期准备、项目立项 

2019 年 3 月～7 月 设计、招投标、资金筹措等 

2019 年 8 月～12 月 项目建设施工；设备购置、安装调试 

2020 年 1 月 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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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区域防洪基本情况  

3.1 自然地理与水文气象  

3.1.1 自然地理 

保定市廉政教育中心（涿州基地）项目所在的拒马河流域即大清河

系北支白沟河水系，以拒马河为主源，发源于河北省涞源县涞源盆地的

涞源泉，西起太行山，北与永定河支流桑干河及永定河干流相邻，南邻

大清河南支的唐河、漕河和瀑河，东至白沟河左堤，山区面积 7266km2，

平原面积 2888km2，分别占流域总面积的 72％和 28％。项目所在的小清河

分洪区，汇入或流经的河流有北拒马河、大石河、小清河，另外还有胡

良河、刺猬河、哑叭河等支流。小清河分洪区的下游出流河道为白沟河。 

小清河分洪区现有人口约 28.83 万人，包括北京市与河北省两个省

级行政区，其中河北省涿州市约 16.6 万人。 

3.1.2 水文气象 

涿州市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区，大陆性季风气候特点显著，温差变

化大，四季分明。春季日照时数逐渐延长，地面增温快，内陆低气压活

动频繁，多风、干燥。夏季受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影响，海洋吹向大陆

的夏季风盛行，湿热多雨。秋季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中心东移，西风盛

行，暑热消退，气温逐渐下降，气层比较稳定，常出现“云淡、风清、

天高、气爽”的天气。冬季受蒙古强高压的影响，自内陆吹向海洋的西

北风盛行，雨雪稀少，寒冷干燥。涿州市多年平均降雨量 567.8mm，年

平均气温 11.6℃。 

3.1.3 洪涝灾害情况 

涿州市水利志记载了最近一百年内涿州市小清河分洪区发生的 5

次洪涝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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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洪水是近代著名的大洪水。1939 年 7-8 月份连续发生多次

暴雨，降雨天数多达 30-40 天，大清河水系发生严重灾情。拒马河千河

口站调查洪峰 7100m3/s，京广铁路南岗洼段冲毁路基 140m，涿州周边

洼套一片汪洋。北部的南岗洼、长阳被水淹，良乡城中水深逾丈，涿州、

房山上百个乡受灾。 

1949 年 8 月 3 日至 9 日，涿县境内连降大雨，山洪爆发，各河水

势猛涨，境内普力坝、里池坝、拒马河路东堤坝、大清河堤，共决口 54

处，总长 886 丈。洪水进入县城北门，城西一带村庄洪水进村入室，全

县共有 204 个村受灾，灾及农田 28 万亩。 

1953 年 8 月下旬，全县连降大雨，山洪爆发，拒马河决口，145 个

村被淹 8.46 万亩，沥涝 3400 亩。 

1963 年张坊最大洪峰 9920m3/s，铁路以西南北拒马河之间全面漫

流，北拒马河洼套滞蓄约 1.4 亿 m3，东茨村于 8 月 9 日出现洪峰 2790 

m3/s；白沟站于 9 日达最高水位 16.14m，最大流量 3540 m3/s。张坊、

南上乐乡有 7 个村被洪水围困，淹没及冲毁耕地 2 万余亩，镇江营、殷

家磨、南河村护村坝出现险情，王家磨护村坝被冲毁。 

1979 年 8 月 10 日至 15 日，涿县连降大雨 271mm，雨量最大的公

社达 320mm，拒马河、胡良河普遍漫溢，小清河、白沟河水位猛涨。雨

后，涿县境内普遍积水，县城大街水深 1m 左右。全县 23 个公社，400

个大队有 73 万亩土地受灾，其中有 30 多万亩积水难排，倒塌房屋 3424

间。 

3.2 水利工程与其他相关设施 

3.2.1 水利工程 

涿州市境内河流属大清河水系，涉及北拒马河、白沟河、胡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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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河（琉璃河）、小清河等河流；涿州市境内河道总长 146.6km。由于

河道弯曲、狭窄，堤防标准较低，汛期每遇较大洪水就要漫溢泛滥，洪

水沿拒马河、琉璃河、小清河及胡良河下游两岸低洼地带形成天然滞洪

区。 

（1）北拒马河 

拒马河发源于河北涞源县西北部，自涞水县铁索崖分为两支，其北

支东流至北京市房山区镇江营村入涿州境，穿永济石桥和永乐铁路桥至

白沟河北端起点，即涿州境内的二龙坑，称为北拒马河，全长 54km，

河道紧邻涿州市区。 

北拒马河自北京市房山区镇江营以下分成北、中、南三个河汊，后

又于涿州市北坛村北处汇合。北拒马河在京广铁路西自房涿界至大石桥

有左堤 9.3km，一般堤高 2~3m，顶宽 2~4m，在京广铁路东至小营村东

有右堤，长 15.35km，顶宽 5m 左右。 

北拒马河地势平缓，河道现状防洪标准不到 5 年一遇。在京广铁路

以西河道弯曲，漫滩行洪，河床摆动不定，形成大片洼套，历史上又称

“千河套”。北拒马河永乐铁路桥下游，在张村西南，胡良河从西北汇

入，此间紧临拒马河左岸有“张村套”。北拒马河再向东流至小柳村村北，

有琉璃河（大石河）自北汇入，在佟村、任村之间的二龙坑附近，又有

小清河自北汇入，此处即是北拒马河终点。自永乐铁路桥至二龙坑长（堤）

15.35km，是大清河北支的主要行洪河道，刁窝村北有涿州市幸福渠的

引水口，建有橡胶坝和引水闸。此河段的主河槽比较顺直，宽 60~80m，

深 2~4m，河底纵坡为 1/3000~1/3500，右岸由永乐铁路桥至小柳村有堤，

长 13.8km；小柳村至二龙坑长 1.55km 为民埝。该河段左岸的大面积农

田，称“涿仝套”，右岸有“刁窝套”，自 50 年代中期，废除旧有土埝，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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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洪区，滞蓄本流域洪水，以减轻白沟河的防洪压力。 

（2）胡良河 

胡良河发源于北京市房山区，在房山区内称泉水河，胡良河流域面

积 172km2，山区面积 42.5 km2，平原面积 129.5 km2。该河由涿州市夹

河村入境，自西北流向东南，经百尺竿、下胡良、东仙坡乡诸村，流至

向阳乡的张村西南，汇入北拒马河。胡良河在涿州市境内全长 20.3km，

河槽深 2~4m，底宽 6~20m，纵坡 1/710~1/6450。 

（3）小清河 

小清河发源于北京长辛店以西山区，在里渠乡古城村北入涿州市境

内，与北拒马河汇合后，汇入白沟河，总流域面积 436km2。小清河在

涿州境内全长 9.23km。河宽仅 50~120m，深 2~3m，纵坡 1/2000，含沙

量大，最大流量 500m3/s。平时小清河的主要作用是排泄 436km2 流域面

积的沥水。在永定河发生超标洪水时，承担卢沟桥以上的分洪任务。目

前小清河房山区内的河道已经进行了治理，右堤治理标准为 50 年一遇，

左堤治理标准为 20 年一遇。 

（4）琉璃河（大石河） 

琉璃河为大清河系北支白沟河的一条支流，发源于北京市房山区西

北部的百花山南麓，河道全长 129km，总流域面积 1280km2，京广铁路

以上流域面积为 1230km2。漫水河以上为山区，河长 85km，坡陡流急，

平均纵坡 6.4‰。坨里以下为平原河道，河长 44km；其中在涿州市境内

长 7km，河槽深约 4m，宽 80~170m。大石河京广铁路以上山区河段防

洪标准为 10 年一遇，平原区河道为 20 年一遇。 

（5）白沟河 

白沟河始于河北省涿州市小柳村北（北拒马河与小清河汇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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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高碑店市白沟镇西与南拒马河汇合，河长 53km。河道为复式河槽，

主槽宽 200m 左右，两堤距 540～2840m。河道行洪区面积 61km2，河底

纵坡 1/4000。河床多为粉质砂壤土，左右堤堤身高度 4～5m。白沟河南

流经佟村至东茨村大桥，堤距不足 300m，为白沟河最窄处。东茨村大

桥上游设有东茨村水文站。沿涿州和固安边界继续南流。河道渐宽，堤

距加大。入高碑店市境内后堤距逐渐变窄，东务村南右堤上有向兰沟洼

分洪的东务村口门。之后西南流，河道渐宽，堤距加大，至安仁村南堤

扩展到 3km 以上，为最宽处。之后堤距缩窄，又渐宽，至白沟镇西与南

拒马河汇合，并建有新盖房枢纽，之后称大清河。白沟河是拒马河流域

的主要行洪河道。 

随着大清河中下游治理，对白沟河也曾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整治。但

防洪标准仍然很低。目前，白沟河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堤防断面矮小、

超高不足，堤身多数由砂质土筑成，抗风蚀和冲刷性能差，个别堤段密

实度不够，存在管涌和流土的危险，严重影响河道泄洪能力。 

为与大清河系防洪总体布局相协调，白沟河行洪控制标准采用 20

年一遇，标准洪水东茨村站设计流量 3200m3/s。规划的主要工程措施包

括复堤、穿堤建筑物加固、险工整治、河滩内村庄外移等。 

（6）小清河分洪区 

小清河分洪区涉及北京市和河北省，位于大宁水库以下，现状分洪

区边界东以永定河右堤及高地为界，西以山前高地为界，南至古城小埝

和小营横堤，洪水经古城小埝及小营横堤拦挡导入白沟河。 

小清河分洪区大部分面积处于京广铁路以东，自北向南有 4 处洼

地，分别为北京市境内的哑叭河河口洼地、刺猬河河口洼地和河北省涿

州市境内的涿仝套、刁窝套。涿仝套和刁窝套面积相对较大，位于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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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河永乐铁路桥以东、向阳村卡口段下游的左右两岸，历来是北拒马河、

琉璃河、小清河洪水及永定河分泄洪水汇聚缓滞的地区。 

京广铁路以西的千河套、胡良套等洼套分别滞蓄北拒马河北支、北

拒马河南支的洪水。 

小清河分洪区的调度运用原则为：20 年一遇标准下，主要滞蓄本

河系支流洪水与涝水，包括小清河流域的哑叭河、刺猬河、琉璃河山区

洪水和北拒马下泄的洪水以及当地涝水。50 年一遇标准下，不仅要滞

蓄本河系洪涝水，更主要的是要承接永定河 100 年一遇洪水情况下的分

洪水量 214 m3/s。 

小清河部分边界建有堤防，下游东南围堤为古城小埝与白沟河左堤

上沿段，上游起点为永定河右堤、下游终点为白沟河左堤二龙坑。二龙

坑位于东茨村以北 4km 处。白沟河左堤上沿段 8.73km，古城小埝长

5.96km。以上两段堤防的保护对象为清北 2900km2 广大地区，防止洪水

进入清北，将洪水控制在白沟河以西。北拒马河右堤和小营横堤是小清

河分洪区的南围堤，现状除了京广铁路至刁窝村北有北拒马河右堤和小

营横堤外，其余河段现状无堤防，以自然高地挡水。京广铁路以西规划

设置北拒马河南支河道右堤，目前还未实施，暂时利用 107 国道阻挡低

标准洪水。 

从整个分洪区的地势分析，小清河分洪区北部地势很高，约为 61m，

西部地势也很高，约为 35~36m，而东南角洪水出流位置，地势很低，

仅为 26m。由此可见，该蓄滞洪区属于行洪区，行洪时，水面坡降很大。 

小清河分洪区北部上游入流口门为大宁水库泄洪闸，西部无入流口

门，洪水通过河流直接进入分洪区。南围堤设有向兰沟洼分洪的口门位

置，未设口门设施。分洪区内部设有溢流堰和分洪口门，即小清河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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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刺猬河交口下游规划设置溢流堰，保证小清河河道下泄洪水不超过

500m3/s，超量洪水，利用上游小清河左堤分洪口门分洪进入小清河以东

区域滞蓄。 

项目区周边河流分布见图 3-1。 

3.2.2 其他相关设施 

小清河分洪区除了撤退路等安全建设临时设施以外，于 2004 年以

前，曾经安排修建了部分避水房和避水楼。主要位于北京市房山区，河

北省涿州市辖区相对较少。2004 年以后，避水楼房设施基本没有安排

建设。据统计，房山区范围内，共计建设避水房 8.00 万 m2，避水楼 7.46

万 m2；涿州市范围内，共计建设避水房 0.29 万 m2，避水楼 0.19 万 m2。 

建设项目附近，没有灌溉排涝等工程设施。



22 

 

图 3-1    项目区周边河流分布图 

项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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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相关规划与实施安排 

    大清河系北支防洪工程，涉及的国务院正式批准的相关规划文件包

括：《海河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 年）》（国函﹝2013﹞36 号批复）、

《海河流域防洪规划》（国函﹝2008﹞11 号批复）、《海河流域蓄滞洪区

建设与管理规划》（《全国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规划》附件，国函﹝2009﹞

134 号批复）。根据《海河流域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规划》，河北省编制

了《小清河分洪区（河北省部分）安全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3.3.1 相关流域规划情况 

根据《海河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 年）》和《海河流域防洪规

划》，大清河北支防洪标准采用 20 年一遇结合兰沟洼分滞洪达到 50 年

一遇。北拒马河按 5 年一遇治理，超过 5 年一遇洪水启用洼套缓洪，铁路

桥以上北支设计流量 660m3/s，南支设计流量 330m3/s，考虑区间汇流，

南北支汇合以下设计流量 1070m3/s。白沟河按东茨村 20 年一遇设计流

量 3200m3/s 治理。 

为与大清河系防洪总体布局相协调，白沟河行洪控制标准采用 20

年一遇，标准洪水东茨村站设计流量 3200m3/s。 

白沟河新盖房起始水位 16.5m，与新盖房枢纽水位相衔接，东茨村

水位 28.68m，白沟河二龙坑水位 29.38m。 

根据白沟河左右堤的保护对象，左堤为清北 2900km2 广大地区，右

堤是兰沟洼滞洪区的东围堤，保护对象的重要程度不同，为此，左堤规

划为 2 级，右堤规划为 3 级。白沟河左堤上延段（即小清河左堤和古城

小埝）也按 2 级堤防考虑。堤顶高程按设计水位线加堤顶超高确定。根

据左右堤的工程等级，左堤超高采用 2.0m，右堤采用 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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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小清河分洪区相关规划 

根据《海河流域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规划》，小清河分洪区的建设

内容分为工程建设和安全建设。根据《海河流域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规

划》，河北省编制了《小清河分洪区（河北省部分）安全建设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目前正在进行报批。 

3.3.2.1 小清河分洪区工程建设 

根据《海河流域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规划》，小清河分洪区工程建

设主要包括堤防建设及河道治理、进退水口门建设。 

（1）堤防建设及河道治理 

小清河干流治理。刺猬河汇流口以上小清河干流右堤按 50 年一遇

标准治理，左堤按 20 年一遇标准治理，并分别于黄良铁路以上和刺猬

河口下游预留两处分洪口门；刺猬河汇流口以下小清河干流设计行洪流

量 500m3/s。 

哑叭河治理。京港澳高速公路以东段长 2.6km 的河道，左堤按 20

年一遇洪水标准治理，设计流量 300m3/s；右堤按 50 年一遇标准治理，

设计流量 450m3/s。 

刺猬河治理。对京港澳高速公路以东 9.8km 河道按 50 年一遇洪水

标准治理，河道设计流量 340m3/s。 

古城小埝及白沟河左堤上延段局部加固。从二龙坑向北，为白沟河

左堤上延段，长 9.19km；到古城附近转为东西走向，直至永定河右堤，

为古城小埝，长 6km，有局部不满足要求，需加固。 

小营横堤加固。小营横堤自幸福渠到北茨村，全长 3.82km，按 50

年一遇洪水标准加固。 

幸福渠东岸堤防建设。新建幸福渠东岸堤防，从小营横堤西端东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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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向北，与规划的京白（沟）路结合，直至北拒马河右堤，全长 2.7km。 

北拒马河右堤扩建。规划局部调整堤线，按 50 年一遇标准新建、

扩建北坛村北到京白路段北拒马河右堤 16km。 

北拒马河南支河道改道筑右堤。规划将北拒马河南支市区段河道向

西平移 2.5km，改线段河道起点位置为徐家庄村南拒马河南支弯道，经

大马村西再从东沙沟村与杨家庄村之间穿过至北拒马河，全长 6.35km。

为满足涿州市市区引水要求，原河道上下游需增建节制闸各一座。右岸

防洪堤起点位置为房树村西庄台高地，顺北拒马南支右岸至改线河道起

点，平行新挖河道填筑右堤至北拒马河右岸，再沿北拒马河右岸至原北

拒马河南支河口结束，南支改线段防洪堤全长 7.8km。根据《小清河分

洪区（河北省部分）安全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北拒马河南支新

挖主槽按 5 年一遇标准，原北拒马河南支主槽参加分洪设计，新挖主槽

设计流量 270m3/s。 

（2）进退水口门建设 

规划安排小清河左岸行洪区的进水口门位于刺猬河口下游小清河

干流左堤上，口门宽度 380m；为便于分洪，在刺猬河口以下（口门以

下）小清河干流上新筑一溢流堰，使小清河干流按下泄 500m3/s 控制。

溢流堰长 300m，堰高 1.50m，堰顶宽度 4m。左侧行洪区的退水口门位

于古城小埝上游官庄附近左堤上，口门宽度 45m。 

目前北京市境内的小清河、哑叭河、刺猬河治理均已完成，小清河

左堤的分洪口门、退水口门均已完成，刺猬河口以下小清河干流上的溢

流堰已完成；《小清河分洪区（河北省部分）安全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正在报批，河北省境内的防洪工程建设尚未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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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 小清河分洪区安全建设 

根据《海河流域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规划》，小清河分洪区安全建

设以永久性安置设施为主，包括安全区建设，人口迁移，高村基建设和

撤退路建设。 

（1）安全区建设 

按照《全国蓄滞洪区规划》的要求，《海河流域蓄滞洪区建设与管

理规划》在小清河分洪区设置了 3 个安全区，包括北京市的良乡卫星城

安全区、良乡卫星城未来发展区安全区和河北省的涿仝安全区。 

规划新建良乡卫星城安全区位于小清河右岸、六环路以北。该安全

区内共涉及 22 个村庄，规划安置当地无防洪风险人口或低风险人口

2.25 万人，同时，可以作为城镇发展用地。 

规划在东南召乡以北、务滋村以西高地上新建良乡卫星城未来发展

区，通过加高良务公路、琉窑路，阻止东部与南部洪水倒漾，并与京港

澳高速或京广铁路形成封闭安全区。该安全区涉及 22 个村，安置淹没

区人口 0.25 万人。 

规划新建涿仝安全区的南堤自三合庄村南向西过涿仝、台子、高庄

村南至向阳乡东侧；东围堤沿大石河右岸建堤防，至码头乡北，与北围

堤相接；北围堤自码头乡北侧向西至立辛庄东侧，向南通过西围堤与南

围堤相连，形成封闭安全区。该安全区内 8 个村庄，0.92 万人，另外接

收沙窝村等 5 个村庄向内搬迁，码头镇逐步向内搬迁，安全区内共计容

纳 1.82 万人。 

（2）人口迁移 

规划安排 4 个区域共计 16 个村庄的搬迁，人口 1.84 万人。 

下口深水区 3 个村庄的搬迁，包括大柳村、小柳村、佟村。小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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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西侧是刁窝套深水区域，该区是小清河、大石河、北拒马河的汇聚

地，也是小清河分洪区洪水的必经之路。村庄淹没水深在 3.7m 左右，

防洪风险很大。按规划将三个村庄外迁至小清河以东，搬迁人口 0.51 万

人。 

涿仝安全区周边安排沙窝村、北港、码头、北园子、徐肖街等 5 个

村庄搬迁。以上 5 个村庄距离规划的涿仝安全区较近，遇设计标准洪水

时，可以利用涿仝安全区避洪。以上 5 个村庄共计搬迁 0.60 万人。 

胡良套下口京广铁路桥上游安排邸家场、网户庄、三步桥等 3 个村

庄搬迁。搬迁人口 0.22 万人。 

北拒马河南支改道后小马村、南庄、宁村、徐家庄和东沙沟等 5 个

村庄搬迁 0.51 万人。 

（3）撤退路建设 

小清河分洪区现有 107 国道、京港澳高速公路、北京六环路以及长

寒路、官鲍路等干线，规划新建复建 32.4km 乡村撤退路，形成撤退路

网，并分别通往京广铁路以西高地和东部的永定河右堤。 

目前《海河流域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规划》中规划的安全建设内容

尚未实施。 

3.3.3 涿州市城市防洪规划安排 

由于涿州市位于小清河分洪区内，西靠北拒马河南支，北、东邻北

拒马河，现状防洪标准不足 10 年一遇。根据《海河流域综合规划

（2012~2030 年）》和《海河流域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规划》安排，涿州

市段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城市防洪工程由西部北拒马河南支防洪堤

（西防洪堤）和北、东部的北拒马河防洪堤（北、东防洪堤）组成。 

西防洪堤推荐方案起点位置为房树村西高地，顺北拒马河南支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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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改线河道起点，平行新开挖的北拒马河南支河道填筑右堤至北拒马河

右岸。西防洪堤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堤防级别为 3 级。 

北、东防洪堤的推荐方案为扩大城区防御范围，将防洪堤的范围延

长至小营横堤，将防洪堤与京白公路路基以及小营横堤结合，防御东部

洪水。起点为北拒马河右堤，终点为小营横堤，路堤结合段长度 2.7km。 

3.4 洪水调度与蓄滞洪区运用 

按照《大清河洪水调度方案》，小清河分洪区（含北拒马河洼套）

的作用是分泄永定河超标准洪水和缓蓄本地洪水。小清河分洪区的调度

运用原则为：20 年一遇标准下，主要滞蓄本河系支流洪水与涝水，包括

小清河流域的哑叭河、刺猬河、琉璃河山区洪水和拒马河经北拒马河南

北支下泄的洪水以及当地涝水。50 年一遇标准下，不仅要滞蓄本河系

洪涝水，更主要是承接永定河 100 年一遇洪水情况下的分洪水量 214 

m3/s。永定河遇 200 年一遇超标准洪水，为确保大宁水库安全，大宁水

库向小清河分洪区敞泄，最大泄量约 3130m3/s。 

3.4.1 洪水调度方案 

大清河北支设计标准以下洪水安排如下： 

（1）小清河洪水及永定河分泄洪水应尽量控制在小清河以东。北

拒马河洪水充分利用当地洼套缓洪、滞洪，减轻白沟河泄洪压力。 

（2）白沟河东茨村保证水位 28.61m（大沽高程）。当河道水位达到

保证水位且继续上涨危及左堤安全时，视险情在田宜屯或东务村附近破

白沟河右堤向兰沟洼分洪。必要时，放弃小营横堤分洪入兰沟洼。 

（3）当大清河北支发生超标准洪水时，首先利用兰沟洼滞洪，若

兰沟洼东马营最高滞洪水位达到 18.9m（大沽高程），且继续上涨危及

白沟河左堤安全时，在十里铺附近破白沟河左堤向清北地区分洪，并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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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将洪水控制在牤牛河以西地区。 

保定市廉政教育中心（涿州基地）在京广铁路以东北拒马河北侧，

项目区地势较高，按最新颁布分设计洪水分析，该区域地形高于 50 年

一遇洪水洪水洪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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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洪水影响分析计算  

4.1 设计洪水分析 

小清河分洪区主要承纳本流域北拒马河、琉璃河（大石河）、小清

河洪水，在永定河遭遇 100 年及其以上洪水时还需接纳永定河分洪洪

水。小清河分洪区滞蓄洪水通过白沟河下泄，出口以白沟河东茨村水文

站为控制站。本次洪水影响评价主要涉及拒马河张坊站、白沟河东茨村

站设计洪水成果。其中张坊站、东茨村站采用 2017 年海委印发的大清

河流域设计洪水复核成果（海规计函〔2017〕17 号）。 

4.1.1 张坊站设计洪水 

张坊水文站位于拒马河干流，控制流域面积 4810km2，始建于 1951

年，观测系列自 1951 年至今。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拒马河张坊站设

计洪水进行过三次系统分析。第一次是 1982 年，原水电部北京勘测设

计院在张坊水库可行性研究时，根据 1951~1979 年的洪水系列，提出了

张坊水库的设计洪水成果。第二次是 2000 年，水利部中水北方勘测设

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水北方公司）在进行大清河系防洪规划时，

将洪水系列延长至 1997 年，重新分析确定了张坊站设计洪水成果，并

在大清河防洪规划中采用。第三次是 2014 年水利部布置的海河流域设

计水文成果修订项目，中水北方公司又将系列延长至 2012 年，并重新

对设计洪水进行了分析计算。2012 年系列成果，设计洪峰变化不大，设

计洪量成果减少较多。其中三日洪量 2%、5%频率分别减少了 21.39％、

22.31％，六日洪量 2%、5%频率分别减少了 20.30％、21.20％。张坊站

1997 年、2012 年系列设计洪水成果对比见表 4-1。 

拒马河在张坊镇铁索崖以下分为南拒马河和北拒马河两支，南、北

拒马河分流口附近分别设有南、北落宝滩水文站。两处水文站均为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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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设置，南落宝滩站观测南拒马河资料至今，北落宝滩站仅有

1954~1964 年不完整观测资料，因此无法采用北落宝滩站实测资料分析

北拒马河设计洪水。由于张坊至落宝滩区间基本无洪水汇入，北拒马河

洪水采用张坊站设计洪水按南北拒马河分流关系间接确定。按张坊与落

宝滩站实测资料分析，大中洪水南、北拒马河两股洪水的分流比为 1:2

左右，中小洪水南支所占比例有所加大，南支所占比例在 40％左右。20

年及以上洪水南、北拒马河分流比取 1:2，20 年以下洪水南、北拒马河

分流比取 2:3。北拒马河设计洪水成果见表 4-2。 

表 4-1                  张坊站设计洪水成果表 

成果类别 项目 均值 CV CS/CV 
P(%) 

1 2 5 10 20 

1997 年 

系列成果 

洪峰（m3/s） 1450 1.9 2.5 13933 10544 6450 3786 1720 

洪量 3d 1.2 1.8 2.5 10.88 8.32 5.2 3.14 1.5 

（亿 m3） 6d 1.65 1.65 2.5 13.63 10.59 6.84 4.31 2.2 

2012 年 

系列成果 

洪峰（m3/s） 1400 1.95 2.5 13800 10400 6300 3640 1610 

洪量 3d 0.92 1.85 2.5 8.59 6.54 4.04 2.41 1.12 

（亿 m3） 6d 1.28 1.7 2.5 10.92 8.44 5.39 3.35 1.67 

比较 

洪峰       -0.95% -1.37% -2.33% -3.86% -6.40% 

洪量 
3d       -21.05% -21.39% -22.31% -23.25% -25.33% 

6d       -19.88% -20.30% -21.20% -22.27% -24.09% 

表 4-2                北拒马河设计洪水成果表 

项目 
不同频率设计值 

1％ 2% 5% 10% 

洪峰（m3/s） 9200 6933 4200 2184 

洪量 

（亿 m3） 

3 天 5.73 4.36 2.69 1.45 

6 天 7.28 5.63 3.59 2.01 

4.1.2 白沟河东茨村站设计洪水成果 

白沟河东茨村站为大清河流域北支洪水的主要控制站，其设计洪水

有关单位做过多次工作。1990 年河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编制的《大

清河流域设计洪水分析报告》将洪水系列延长至 1986 年作为设计洪水

成果，该成果经海委审查后，已经在《海河流域防洪规划》中采用。2014

年水利部布置的海河流域设计水文成果修订项目，中水北方公司又将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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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列延长至 2012 年，并重新分析提出了新的设计洪水成果。两次设

计洪水成果对比见表 4-3。 

2012 年系列成果与 1986 年系列成果比较，20 年一遇洪水设计洪峰

减少了 15.09％，三日洪量和六日洪量分别减少了 25.37％和 25.47％；

50 年一遇洪水设计洪峰减少了 15.12％，三日洪量和六日洪量分别减少

了 25.43％和 25.39％。 

表 4-3                  东茨村站设计洪水成果表 

类别 项目 
特征值 不同频率（％）设计值 

均值 Cv Cs/Cv 1 2 5 10 20 

1986

年系

列 

洪峰流量

（m3/s） 
730 1.8 2.5 6614 5066 3168 1913 913 

三天洪量

（亿 m3） 
1.1 1.8 2.5 9.97 7.63 4.77 2.88 1.38 

六天洪量

（亿 m3） 
1.65 1.7 2.5 14.06 10.87 6.95 4.32 2.16 

2012

年系

列 

洪峰流量

（m3/s） 
620 1.80 2.5 5620 4300 2690 1620 776 

三天洪量

（亿 m3） 
0.82 1.80 2.5 7.44 5.69 3.56 2.15 1.03 

六天洪量

（亿 m3） 
1.23 1.70 2.5 10.49 8.11 5.18 3.22 1.59 

比较 

洪峰流量

（m3/s） 
      -15.03% -15.12% -15.09% -15.32% -15.01% 

三天洪量

（亿 m3） 
      -25.38% -25.43% -25.37% -25.35% -25.36% 

六天洪量

（亿 m3） 
      -25.39% -25.39% -25.47% -25.46% -26.39% 

4.1.3 设计洪水组成 

小清河分洪区洪水以白沟河东茨村站为总控制，且北拒马河来水占

主要部分，东茨村以上的洪水地区组成，按北拒马河落宝滩站与东茨村

站同频率、落宝滩～东茨村区间洪水相应考虑。对于落宝滩～东茨村区

间的胡良河、琉璃河、小清河之间的组成，在 50 年一遇设计洪水时，

经分析三日、六日洪量其同频率组成的比例关系和面积组成比例关系差

别不大，因此直接采用各区面积组成进行洪量组成分配。小清河分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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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沟河东茨站洪水组成成果见表 4-4。 

各区域不同频率洪量确定后，还需进行设计洪水过程线分析计算。

其中北拒马河落宝滩洪水以 1963 年 8 月张坊站实测洪水过程为典型，

琉璃河、胡良河洪水以1963年8月漫水河站实测洪水过程为典型缩放；

小清河采用概化过程线计算设计洪水过程线。 

表 4-4                 东茨村控制站设计洪水组成表 

项目 分区或控制站 
流域面积

(km2) 

不同频率洪水组成(亿 m
3
) 

1% 2% 5% 10% 20% 

三日洪量 

东茨村   7.44 5.69 3.56 2.15 1.03 

落宝滩与东茨村同频 4810 5.73  4.36  2.69  1.45  0.67  

琉璃

河、小

清河与

东茨村

相应 

小计 1858 1.71  1.33  0.87  0.70  0.36  

胡良河 172 0.16  0.12  0.08  0.07  0.03  

琉璃河 1280 1.18  0.92  0.60  0.48  0.25  

小清河 406 0.37  0.29  0.19  0.15  0.08  

其中刺猬河 145 0.16  0.12  0.08  0.07  0.04  

其中哑巴河 72 0.06  0.05  0.03  0.02  0.01  

其中小清河路西 33 0.03  0.02  0.01  0.01  0.00  

其中小清河平原 156 0.12  0.09  0.06  0.05  0.03  

六日洪量 

东茨村   10.49  8.11  5.18  3.22  1.59  

落宝滩与东茨村同频 4810 7.28  5.63  3.59  2.01  1.00  

琉璃

河、小

清河与

东茨村

相应 

小计 1858 3.21  2.48  1.59  1.21  0.59  

胡良河 172 0.30  0.23  0.15  0.11  0.05  

琉璃河 1280 2.21  1.71  1.09  0.83  0.41  

小清河 406 0.70  0.54  0.35  0.26  0.13  

其中刺猬河 145 0.28  0.21  0.14  0.11  0.06  

其中哑巴河 72 0.11  0.09  0.06  0.03  0.02  

其中小清河路西 33 0.06  0.04  0.03  0.02  0.01  

其中小清河平原 156 0.25  0.20  0.12  0.11  0.05  

4.1.4 永定河向小清河分洪洪水 

按照《永定河防御洪水方案》， 遇 100 年一遇洪水，卢沟桥拦河闸

控泄 2500 m3/s ，其余洪水经小清河分洪闸入大宁水库，经大宁水库与

稻田水库和马厂水库联调后，大宁水库泄洪闸控制下泄 214m3/s 入小清

河分洪区。200 年一遇洪水，卢沟桥拦河闸控泄 3000m3/s，其余洪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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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清河分洪闸控制进入大宁水库，超过水库承受能力，为保水库大坝安

全，大宁水库泄洪闸需敞泄，最大泄量 3130m3/s 入小清河分洪区。 

按小清河分洪区建设规划安排，小清河分洪区规划运用标准为 50

年一遇，按当地 50 年一遇洪水组合永定河 100 一遇大宁水库向小清河

泄洪 214m3/s 进行工程建设。本次洪水影响评价也采用上述洪水组合进

行洪水数值模拟分析，即小清河分洪区当地 50 年一遇以下洪水不考虑

永定河分洪洪水；小清河分洪区 50 年一遇洪水组合永定河 100 年一遇

大宁水库向小清河分洪洪水；小清河分洪区 100 年一遇洪水组合永定河

200 年一遇大宁水库向小清河分洪洪水。 

4.2 一二维非恒定流模型构建 

4.2.1 模型计算原理 

本次小清河蓄滞洪区采用一二维嵌套的水力学模型进行洪水演进

分析，根据一维河道横断面资料以及二维地形数据，利用 mike 软件建

立一二维非恒定流耦合模型。 

（1）一维非恒定流计算原理 

基本方程： 

采用圣维南方程组，包括连续方程和动量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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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 为流量，m3/s；q 为侧向入流，m3/s；A 为过水面积，m2；

h 为水位，m；R 为水力半径，m；C 为谢才系数；α 为动量修正系数。 

 



35 

方程离散： 

圣维南方程中的连续性方程和动量方程通过有限差分法进行离散，

计算网格由流量点和水位点组成，其中流量点和水位点在同一时间步长

下分别进行计算，见图 4-1。计算网格由模型自动生成，水位点是横断

面所在的位置，相邻水位点之间的距离可能不同，流量点位于两个相邻

的水位点之间。计算网格点的分布遵循以下规则：①河段上下游端点为

计算水位点；②支流入流点为计算水位点；③实测断面资料点为计算水

位点；④模型根据 maxΔx 值自动插入的点为计算水位点；⑤建筑物点

为计算水位点；⑥两个水位点之间只存在一个计算流量点。 

 

图 4-1  河道断面计算网格 

Mikell 所用的有限差分格式为 6 点中心 Abbott-Ionescu 格式，见图

4-2 和图 4-3。 

1）连续方程 

在连续方程中引入蓄存宽度 s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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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连续方程转变为： 

q
t

h
b

x

Q
s =

∂
∂+

∂
∂

                      （4-3） 



36 

由公式可以看出仅流量 Q 与 x 有关，方程很容易得到以 h 点为中

心的 6 点隐式格式，见图 4-2。应用该离散格式，则连续方程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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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 近似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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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joA , 为网格点 j-1 与 j 之间的水面面积； 1, +joA 为网格点 j 与

j+1 之间的水面面积； jx2∆ 为网格点 j-1 与 j+1 之间的距离。 

将式（3）、式（4）代入方程（2）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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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程简化为：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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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α、β、γ为 b 和δ的函数，其值决定于 h 点在时间 n 处及

Q 点在时间 n+1/2 处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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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以 h 点为中心点的 6 点隐式差分格式图 

2）动量方程 

动量方程集中在流量点，其网格形式为以 Q 点为中心点的差分格

式，见图 4-3。 

依据 6 点中心 Abbott-Ionescu 差分法，动量方程可以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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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动量方程的 6 点中心 Abbott-Ionescu 差分计算 

对公式（8）中的二次项引入以下公式： 

n
j

n
j

n
j

n
j QQQQQ )1(12 −−= + θθ                  （4-11） 

式中：θ角的值通过 HD 参数文件“默认值”中的“THETA”系数来

给定，默认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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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动量方程可以表达为： j
n
jj

n
jj

n
jj hQh δγβα =++ +

+
++

−
1
1

11
1   （4-12） 

其中： 

)(Afj =α ； 

),,,,,( RACxtQf n
jj ∆∆=β ； 

)(Afj =γ ； ),,,,,,,,,,,( 21
11

21
11

+
++

+
−−∆∆= n

j
n
j

n
j

n
j

n
jj QhQQhvqtxAf θαδ  

在默认的条件下，软件在一个时间步长里用两次迭代来对这些方程

进行求解。初次迭代起始于第一个时间步长，第二次迭代采用第一次计

算值的中心差值来进行计算。 

（2）二维非恒定流计算原理 

基本方程： 

Mike21 FM 二维非恒定流计算模块的原理基于二维不可压缩流体

雷诺平均应力方程，服从布辛涅斯克（Boussinesq）假设和静水压力假

设， dh += η 。 

描述平面二维水流连续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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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平面二维水流的动量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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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u、v为基于水深平均的流速；t 为时间；x，y 和 z 为笛卡尔

坐标；η为河底高程；d 为静水深； dh += η 为总水头；u、v 为 x、y 方

向的速度分量；g 为重力加速度；ρ 为水的密度；sxx、sxy、syx、syy为辐

射应力的分量；pa为大气压强； 0ρ 为水的相对密度；S 为点源流量大小；

us、vs为源汇项水流的流速。 

侧向应力项包括粘滞摩擦、湍流摩擦、差异平流，其值由基于水深

平均的流速梯度的涡黏性公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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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求解： 

计算区域的空间离散是用有限体积法（Finite Volume Method)，将

连续统一体细分为不重叠的单元，单元可以是三角形或四边形。离散求

解的模型数值解法示意图见图 4-4。控制方程离散时，结果变量 U、V

位于单元中心，跨边界通量垂直于单元边。有限体积方法中法向通量的

计算是，在沿外法向建立起单元水动力模型，并通过求解一维的问题而

得到。模型采用的时间差分格式见图 4-5。 

 

图 4-4   非结构网格的模型数值解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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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时间差分格式示意图 

（3）一二维耦合 

MikeFlood 是把一维模型和二维模型连接在一起，进行动态耦合的

模型系统。共有 5 种方式用来连接 mike11 和 mike21，本次用到的连接

方式有标准连接、侧向连接和侧向建筑物连接。 

对于非结构化网格，标准连接方式是将连接线映射到一个或多个单

元格的边上，成为耦合线，因此从 mike21 看来，标准连接可以看做是

一个边界条件。Mike21 将耦合单元格边上的平均水位返回到 mike11。 

侧向连接的方式，也就是说一维及二维模型连接是建立在一维水动

力模型的一个分支与二维水动力模型的一些网格单元或者是 FM 模块

的单元接口。当选择侧向连接方式时，MIKE FLOOD 模型认为水流是

从沿垂直于河流流动的方向流出一维模型的模拟区域，通过一个堰流公

式计算出流入到二维模型的水量。该堰的几何参数由一维河流断面岸堤

几何设置及同一地点的二维地形的最高点确定的。MIKE FLOOD 中提

供多种堰流公式模拟不同的一个漫堤状况。 

侧向建筑物连接是显式的，在计算引擎中相当于标准连接。 

各种连接方式主要是通过流域中控制水流运动的堰、闸及行洪区

口门体现，其过流流量满足水力学上的计算公式等。下面分别对闸和

堰为例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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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门计算： 

闸下水流分为自由出流和淹没出流两种状态，不同状态采用不同

的计算公式。水闸计算各参数所表示的指标见图 4-6。 

 

图 4-6  水闸计算各参数所表示的指标标识图 

不同状态采用不同的计算公式： 

当水流为自由出流时： 

12gybwCQ d=
                                          

（4-16） 

其中  b—闸门宽度(m)； 

1

1
y

w
C

C
C

c

c

d

+
=

 

cC —收缩系数，一般取值在 0.61-0.63。Mike 11 中默认值为

0.63。 

当水流为淹没出流时： 

)(2 21 hhgwbCQ d −= µ                                

（4-17） 

其中  µ —淹没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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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hh 、 —闸上、下水位(m)。 

堰流计算： 

堰流计算各计算参数所表示的指标标识见图 4-7。 

 

图 4-7  堰流计算各计算参数所表示的指标标识图 

堰流计算公式 1： 

堰流计算公式 1 是在标准堰流公式的基础上简化得到的，表达式

为： 

385.0])(1[)( k

wus

wdsk

wus
HH

HH
HHcwQ

−
−

−⋅−⋅=
                    （4-18） 

式中，Q —过堰的流量(m3/s)； 

      w—堰宽度(m)； 

      c—堰流系数； 

      k—堰流指数； 

      usH —堰上水位(m)； 

      dsH —堰下水位(m)； 

      wH —堰顶高程(m)。 

堰流计算公式 2(Honma)： 

计算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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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 —通过堰的流量(m3/s)； 

      w—堰宽度(m)； 

      1C —第一堰系数； 

      2C —第二堰系数，其中
12 )2/3( CgC = ； 

      usH —堰上游水位(m)； 

      dsH —堰下游水位(m)； 

      wH —堰顶高程(m)。 

4.2.2 模型计算范围与地形剖分 

（1）计算范围 

本次评价模型的计算范围，西起北京房山区京港澳高速和涿州市山

前高地，北起大宁水库，东至永定河右堤，南至古城小埝及小营横堤，

包括区间的小清河、大石河、胡良河、北拒马河和小清河行洪区，计算

面积 683.8km2，详见图 4-8。 

（2）模型的概化 

1）一维河道模型的概化 

以小清河、刺猬河、哑叭河和大石河河道各个过水断面的水位、流

量过程为重点，采用一维算法进行模拟。利用河道横断面资料建立一维

河道模型，以左、右岸堤线作为河道的两岸边界线。小清河起点为大宁

水库，终点为白沟河东茨村，计算河段全长 40km，共 74 个断面；刺猬

河上起京港澳高速，下至小清河入口，全长 9.8km，共 16 个断面；哑

叭河上起京港澳高速，下至小清河入口，全长 3.9km，共 11 个断面；

大石河上起马各庄村，下至北拒马河入口，全长约 40km，共 34 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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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各横断面之间的间距 250-1000 之间不等。河道概化基本信息见表

4-5，河道概化截图见图 4-9。 

 

  

图 4-8  小清河行洪区计算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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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河道概化基本信息 

序号 河道名称 河段 
计算河段长

度（km） 

断面数 

（个） 

断面平均

间距

（m） 

测量年份 

1 小清河 大宁水库-东茨村 40 74 550 

北京市内为

2010 年，河

北省内为

2003 年 

2 刺猬河 
京港澳高速-入小清河

河口 
9.8 16 600 规划断面 

3 哑叭河 
京港澳高速-入小清河

河口 
3.9 11 350 规划断面 

4 大石河 京广铁路-入北拒马河 34.0 34 1000 实测断面 

 

 

图 4-9  小清河河道概化图 

 

小

清 

河 

大 

石 

河 

刺猬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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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域地形剖分 

2013 年中水北方公司测量了小清河行洪区地形图，2014 年河北省

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测量了北拒马河北支、中支和南支河道地形。

本次模型计算主要采用了以上两个测量成果。模型采用三角形非结构网

格，最大单元面积 235539m2，并对河流和重点模拟区域进行加密处理，

最小单元面积为 28 m2。通过以上网格划分和处理，模型范围内设置了

33882 个结点，65908 个单元。网格划分结果见图 4-10。根据泛区地形、

北拒马河上游三支河道地形以及涿州桥至东茨村段的横断数据等地形

资料，建立泛区及河道地形模型，见图 4-11。 

4.2.3 模型参数与边界条件 

（1）糙率 

糙率是反映地面阻水状况的一个综合参数，它与地面的粗糙程度

及地表构筑物有关。本次计算根据以往模型计算的经验，视网格内的

河道状况、作物组成、村庄分布以及树丛、道路、堤埝分布等情况综

合确定。详见表 4-6。 

表 4-6           二维模型计算糙率取值表 

序号 类型 糙率 

1 房屋 0.1 

2 果林 0.065 

3 条田、台田 0.065 

4 河床 0.035 

（2）边界条件 

路堤及桥涵：模型范围内现有 107 国道、京广铁路、京港澳高

速、京白公路、黄良路等多条重要交通道路。项目区南侧为影视城

路，西侧有京港澳高速和京广铁路。模型中道路路面高程均按实际测

量高程输入模型。道路上现有的大型桥梁按实际尺寸放入模型，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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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涵进行适当概化。现有大中型桥涵技术指标见表 4-7。 

表 4- 7               跨河桥梁统计表 

名称 位置 
桥底高程

（m） 

桥面高程

（m） 

桥长

（m） 
备注 

涿州桥 107 国道过北拒马河公路桥 32.2 33.7 497 已建 

大石桥 涿州市大石桥村南北拒马河上 29.75-31.47 33.0 107.7 已建 

京广铁路桥 京广铁路跨北拒马河铁路桥 32 34 310 已建 

北拒马河大桥 京白公路跨北拒马河公路桥 30.68 32.28 600 已建 

 大石河京广铁路桥 31.7 33.7 198 已建 

挟河桥 
107 国道跨夹括河桥 

（三河庄以南） 
31.5 32.8 60 已建 

琉璃河南桥 
107 国道跨夹括河桥 

（琉璃河镇以西） 
29.9 30.7 19.5 已建 

琉璃河桥 107 国道跨胡良河桥 34.5 36.1 390 已建 

大石桥 京港澳高速跨大石河桥 33.1 34.6 660 已建 

北拒马河桥 京港澳高速跨北拒马河大桥 31.6 33 725 已建 

入流条件：入流条件也称模型的上边界条件。入流包括北拒马河、

大石河、胡良河、小清河、刺猬河和哑巴河等河流来水。入流洪水过程

按着张坊与东茨村同频率，其他河流相应的原则进行组合。50 年一遇

洪水时，北拒马河设计洪峰流量为 6933m3/s，六日洪量为 5.63 亿 m3；

20 年一遇洪水时，北拒马河设计洪峰流量为 4200m3/s，六日洪量为 3.59

亿 m3。 

模型下游边界条件：遇设计标准及其以下洪水时，小清河分洪区的

洪水出口为白沟河，按设计流量 3200m3/s 泄洪，遇超标准洪水时，在

小营横堤扒口 500m 向兰沟洼分洪。白沟河东茨村断面水位泄量关系和

小营横堤分洪口门作为模型的下游边界。白沟河东茨村断面水位泄量关

系见表 4-8。 

表 4-8          白沟河东茨村断面水位泄量关系 

水位 22.23 24.24 24.88 25.46 25.94 26.76 27.42 

流量 50 270 650 900 1050 1600 2100 

水位 28.08 28.57 29.44 30.2 30.89   

流量 2600 3100 4100 5100 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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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模型网格剖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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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模型区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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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设项目对防洪的影响分析计算 

4.3.1 分析计算方案 

小清河分洪区的作用是缓蓄本地洪水和分泄永定河超标准洪水。50

年一遇标准，在滞蓄本河系洪涝水条件下，按组合永定河 100 年一遇分

洪洪水考虑。 

目前北京市境内的小清河、哑巴河、刺猬河、大石河已经治理完成，

小清河左堤上的分洪口门、退水口门也已建成，安全区建设尚未实施。

河北省境内规划的防洪工程（涿州西防洪堤、北拒马河右堤、小清河治

理工程、涿仝安全区、村庄搬迁）均未实施，北拒马河河道大石桥以西

防洪标准不足 5 年一遇，大石桥以东不足 10 年一遇。河北省境内小清

河分洪区现状堤防不完整，涿州城西北拒马河南支右堤基本无正式堤防，

依靠 107 国道挡水。北拒马河在京广铁路以东只有右堤，洪水漫滩行洪。

遇较大洪水时，张村、涿同、刁窝等洼套可起缓洪滞洪作用。 

保定市廉政教育中心（涿州基地）在京广铁路以东，北拒马河北侧，

项目区与河道之间有影视城路、东向阳村、西向阳村，项目区距离北拒

马河约 1km，主要受北拒马河洪水威胁。 

小清河分洪区设计运用标准为 50 年一遇，保定市廉政教育中心（涿

州基地）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与小清河分洪区的设计运用标准一致。

目前小清河分洪区（河北省部分）围堤工程和安全建设工程均为按规划

条件实施，综合考虑洪水标准、项目区淹没情况和防洪工程条件，本次

评价分析共模拟计算以下 4 个计算方案。 

本次评价分别选取项目区、项目区东部、项目区西部、影视城路路

南共四处位置，分析建设项目对周边洪水的影响。水位分析点的位置，

见图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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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计算方案见表 4-9。 

表 4-9                  洪水模拟计算方案 

洪水标准 方案编号 防洪工程条件 备注 

50 年一遇 

方案一 现状防洪工程 
项目区 

未被洪水淹没 

方案二 规划防洪工程已实施 
项目区 

未被洪水淹没 

100 年一遇 方案三 规划防洪工程已实施 建设项目未实施 

100 年一遇 方案四 规划防洪工程已实施 建设项目已经实施 

 

 

图 4-12  项目周边水位分析点位置示意图 

4.3.2 方案一：现状条件，50 年一遇洪水模拟计算分析 

方案一模拟计算现状防洪工程条件下，小清河分洪区遇 50 年一遇

洪水时蓄滞洪区的运用情况。 

（1）洪水演进形势 

根据 50 年一遇洪水的模拟成果，在现状防洪工程条件下，小清河

分洪区整体淹没情况见图 4-13，项目区周边淹没情况见图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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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清河分洪区洪水主要来自北拒马河、大石河、小清河和胡良河。

北拒马河洪水主要由南北两支下泄，南支洪水自南向北漫流，在东沙沟

村与北支洪水汇合，之后，水流又分成两股，一股水流漫过北拒马河北

支的左堤，向北和向东行，再纳入胡良河洪水后过大石桥进入到 107 国

道与京广铁路之间的胡良套滞蓄；一股水流则继续沿主河道向下游行洪。

之后两股水流在胡良套汇合滞蓄，由于受到京广铁路桥的束缚，行洪形

势有所减缓。洪水过京广铁路桥后，一部分水流沿地形在张村套滞蓄，

主流洪水则继续沿北拒马河主河道向下游行洪，继而穿过京港澳高速跨

北拒马河大桥，过梁家场村北之后，流向变为向东和向南，下行 3~4km

之后到达刁窝套以北的涿仝套。之后，北拒马河洪水与小清河、大石河

洪水相遇，进入白沟河，后经新盖房分洪道泄入东淀。 

遇 50 年一遇洪水，各河均已超过了其泄洪能力，西部北拒马河、

胡良河的洪水自西向东呈带状流向白沟河，小清河向左堤以东分洪，大

石河漫溢行洪。 

保定市廉政教育中心（涿州基地）位于京港澳高速以东北拒马河北

部约 1km，该段河道无左堤，洪水过京港澳高速跨北拒马河大桥后，向

左岸漫溢，河道内最高洪水位 30.67m，左岸的东向阳、西向阳村临河的

村基高程不足 29.0m，村庄被洪水淹没。洪水淹没东向阳、西向阳村后，

向北继续漫溢，小部分洪水沿着低洼地带漫溢至影视城路以南，最高水

位 30.51m，此处影视城路路面高程 30.8m 左右，洪水被影视城道阻挡，

不再向北漫溢，廉政教育中心（涿州基地）所在场区未被洪水淹没。项

目区周边水位统计见表 4-10。 

（2）水位计算结果分析 

现状防洪工程条件下，遇 50 年一遇洪水时，东茨村最高水位为

27.36m，相应最大泄量为 1989m3/s，京港澳高速跨北拒马河大桥桥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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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最高水位 30.67m。 

（3）蓄水容积分析 

现状防洪工程条件下，遇 50 年一遇洪水，小清河行洪区内淹没面

积为 199.81km2，最大滞洪容积为 3.074 亿 m3。 

表 4-10                  项目周边水位统计 

位置 地面高程(m) 水位(m) 水深(m) 备注 

项目区 30.6 — — 未被洪水淹没 

项目区东部 30.6 — — 未被洪水淹没 

项目区西部 30.8 — — 未被洪水淹没 

影视城路路南 30.5 30.5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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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现状条件，50 年一遇最大水深图 

项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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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现状条件，项目区周边 50 年一遇最大水深图 

项目区 

影视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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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方案二：规划条件，50 年一遇洪水模拟计算分析 

方案二模拟计算规划防洪工程条件下，小清河分洪区遇 50 年一遇

洪水时蓄滞洪区的运用情况。 

规划防洪工程条件下，涿州西防洪堤、北拒马河右堤、小清河治理

工程、涿仝安全区、村庄搬迁均已完成。 

（1）洪水演进形势 

根据方案二洪水模拟成果，规划防洪工程条件下，小清河分洪区整

体淹没情况见图 4-15，项目区周边淹没情况见图 4-16。 

与方案一相比，受涿州西防洪堤的阻挡，涿州城区西部 107 国道与

西防洪堤之间的区域不再被洪水淹没；107 国道以下的北拒马河右堤达

到规划设计标准后，右堤以南的区域不再被洪水淹没；涿仝安全区建成

后，安全区内的村庄不再受洪水淹没。 

规划防洪工程条件下，遇 50 年一遇洪水，京港澳高速跨北拒马河

大桥下游最高水位 30.75m，与方案一相比，水位增加了 8cm；影视城

路路南最高洪水位 30.59m，洪水仍然被影视城路阻挡，不能向北漫溢，

廉政教育中心（涿州基地）所在场区不会被洪水淹没。 

项目区周边水位统计见表 4-11。 

表 4-11                  项目周边水位统计 

位置 地面高程(m) 水位(m) 水深(m) 备注 

项目区 30.6 — — 未被洪水淹没 

项目区东部 30.6 — — 未被洪水淹没 

项目区西部 30.8 — — 未被洪水淹没 

影视城路路南 30.5 30.59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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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位计算结果分析 

规划防洪工程条件下，遇 50 年一遇洪水时，东茨村最高水位为

28.20m，相应最大泄量为 2738m3/s，京港澳高速跨北拒马河大桥桥下河

道最高水位 30.75m。由于建设项目场区未被洪水淹没，项目建设前后，

东茨村水位、流量不会发生变化。 

（3）蓄水容积分析 

规划防洪工程条件下，遇 50 年一遇洪水，小清河行洪区内淹没面

积为 186.63km2，最大滞洪容积为 3.118 亿 m3。建设项目场区未被洪水

淹没，项目建设对小清河分洪区的淹没面积、滞洪容积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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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规划条件，50 年一遇最大水深图 

项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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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  规划条件，项目区周边 50 年一遇最大水深图

项目区 涿仝安全区  

影视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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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方案三：规划条件，项目建设前 100 年一遇洪水模拟计算分析 

方案三模拟计算规划防洪工程条件下，小清河分洪区遇 100 年一遇

洪水时蓄滞洪区的运用情况。 

小清河分洪区设计标准为 50 年一遇，保定廉政教育中心（涿州基

地）设计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方案三的 100 年一遇标准属于超标准

洪水，仅用来分析小清河分洪区遇超标准洪水时，项目建设前，项目区

的淹没情况。 

（1）洪水演进形势 

规划防洪工程条件下遇 100 年一遇洪水，小清河分洪区整体淹没情

况见图 4-17，项目区周边淹没情况见图 4-18。 

规划防洪工程条件下，遇 100 年一遇洪水，京港澳高速跨北拒马河

大桥下游最高水位 31.35m。洪水通过京港澳高速大桥后，在涿仝安全

区与高速路基之间，向北漫溢，过影视城路后，建设项目周边被洪水淹

没。项目所在位置最高洪水位 30.96m。 

项目区周边水位统计见表 4-12。 

表 4-12                  项目周边水位统计 

位置 地面高程(m) 水位(m) 水深(m) 备注 

项目区 30.6 30.96 0.36  

项目区东部 30.6 30.94 0.34  

项目区西部 30.8 30.98 0.18  

影视城路路南 30.5 31.07 0.57  

（2）水位计算结果分析 

规划防洪工程条件下，遇 100 年一遇洪水时，东茨村最高水位为

28.69m，相应最大泄量为 3219m3/s，京港澳高速跨北拒马河大桥桥下河

道最高水位 31.35m，涿仝安全区西部边界水位 30.3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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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蓄水容积分析 

规划防洪工程条件下，遇 100 年一遇洪水，小清河行洪区内淹没面

积为 246.94km2，最大滞洪容积为 4.210 亿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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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规划条件，100 年一遇最大水深图 

项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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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8  规划条件，项目区周边 100 年一遇最大水深图

项目区 
涿仝安全区  

影视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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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方案四：规划条件，项目建设后 100 年一遇洪水模拟计算分析 

由方案三可知，项目建设前，小清河分洪区遇 100 年一遇超标准洪

水，建设项目所在位置被洪水淹没。建设项目所在位置现状地面高程

30.6m～31.1m，项目建设后，室外标高 31.1m～31.65m，比现状地面高

0.5m～1.05m。考虑到建设项目性质的特殊性，方案四模拟计算规划防

洪工程条件下，项目建设后，建设项目对小清河分洪区 100 年一遇超标

准洪水的影响以及洪水对建设项目的影响。 

（1）洪水演进形势 

在规划防洪工程和项目建设的条件下，遇 100 年一遇洪水，项目区

周边淹没情况见图 4-19。 

与方案三相比，京港澳高速跨北拒马河大桥下游最高水位没有变化，

仍然是 31.35m，影视城路路南的洪水演进没有变化。受项目区阻水的

影响，项目区西部的洪水不能向东北方向流动，该区域的水位 31.07m，

与方案三相比增加了约 9cm，与项目区最低标高相差仅 3cm；项目区东

部洪水位降低了 2cm；影视城路路南的洪水位，增加了 1cm。建设项目

的建设，对周边洪水有一定的影响，但仅局限在其周边 0.8km 以内。 

项目区周边水位统计见表 4-13，项目建设前后的水位变化见表 4-

14。 

表 4-13                  项目周边水位统计 

位置 地面高程(m) 水位(m) 水深(m) 备注 

项目区 31.1～31.6 — — 
项目建成后， 

未被洪水淹没 

项目区东部 30.6 30.92 0.32  

项目区西部 30.8 31.07 0.27  

影视城路路南 30.5 31.08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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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100 年一遇洪水规划防洪工程条件下项目周边水位比较 

位置 建设后水位(m) 建设前水位(m) 水位变化(m) 

项目区东部 30.92 30.94 -0.02 

项目区西部 31.07 30.98 0.09 

影视城路路南 31.08 31.07 0.01 

（2）水位计算结果分析 

与方案三相比，方案四中，东茨村最高水位、最大泄量没有变化，

分别为 28.69m、3219m3/s，建设项目对东茨村出流没有影响；京港澳高

速跨北拒马河大桥桥下河道最高水位没有变化，仍然为 31.35m，建设

项目对北拒马河右堤没有影响；涿仝安全区西部边界水位仍然为

30.32m，建设项目对安全区西围堤没有影响。 

（3）蓄水容积分析 

方案四中，小清河分洪区遇 100 年一遇洪水，淹没面积为 246.78km2，

与方案三相比，减小了 0.14 km2,不足淹没面积的千分之一；最大滞洪容

积为 4.210 亿 m3，与方案三相比没有变化，因此该项目的建设对小清河

分洪区整体的运用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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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9  规划条件，项目区周边 100 年一遇最大水深图

项目区 涿仝安全区  

影视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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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洪水对建设项目的影响分析计算 

保定廉政教育中心（涿州基地）设计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室外

场地设计标高为 31.65m。该项目位于北拒马河北岸，距离北拒马河约

1km，项目场区与北拒马河之间有影视城路、东向阳和西向阳村。 

50 年一遇洪水，按规划防洪工程条件分析，项目区段北拒马河洪

水可控制在影视城路以南，项目区南侧最高洪水位为 30.59m，低于项

目区室外场地标高 1.0m 以上，评价项目满足设计标准防洪要求，建设

项目也不存在冲刷、淤积问题。 

100 年一遇超标准洪水，按北拒马河南侧规划堤防仍能挡水条件分

析，项目区周边将被洪水淹没，项目区周边最高洪水水位 30.94-31.07m，

项目区室外标高 31.65m，比周边最高水位高 0.58m，建筑物首层室内标

高 31.95m，比周边最高水位高 0.88m。在考虑西向阳村和影视城路阻水

作用的条件下项目区周边 100 年一遇洪水波浪侵袭高度不足 0.20m，项

目区室外和室内标高均满足 100 年一遇防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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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设项目对防洪的影响评价 

5.1 法规规划适应性评价 

5.1.1 建设项目防御洪水标准符合《防洪标准》规定 

建设项目防御洪水标准为 50 年一遇，符合《防洪标准》的规定，

并与小清河分洪区滞洪运用标准一致。 

5.1.2 建设项目对相关规划实施的影响 

按照《海河流域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规划》及《小清河分洪区（河

北省部分）安全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小清河分洪区内，北拒马

右堤将进行治理，并建设涿仝安全区。建设项目距离北拒马河左岸约

1km，距离涿仝安全区西部边界约 1.3km，处于 50 年一遇洪水非淹没

区，对周边的洪水没有影响，对拒马河右堤治理和安全区建设的实施没

有影响。 

5.2 对河道行洪影响评价 

5.2.1 建设项目对骨干行洪河道行洪的影响评价 

项目区周边主要河流是北拒马河、大石河以及下游出口的白沟河，

北拒马河行洪标准为 5 年一遇，大石河山区段防洪标准 10 年一遇，平

原段防洪标准为 20 年一遇，上述标准洪水时，项目区不上水，因此，

建设项目对骨干行洪河道的行洪没有影响。50 年一遇标准洪水时，项

目区不上水，对上述河流的行洪没有影响。 

5.2.2 建设项目施工期防洪评价 

该项目位于蓄滞洪区内，项目建设工期为 6 个月，计划 2019 年 

12 月底完工，跨汛期施工。项目施工场地位于小清河分洪区 50 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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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非淹没区，汛期施工对小清河分洪区的运用没有影响。  

5.3 河势稳定影响评价 

遇 50 年一遇洪水时，项目区未被洪水淹没，不会对北拒马河的河

势稳定产生影响；遇 100 年一遇超标准洪水时，北拒马河河道水位无壅

高，因此对北拒马河河势稳定也没有影响。 

5.4 建设项目对蓄滞洪区运用的影响评价 

建设项目位于小清河以西、北拒马河以北的区域，该区域主要受北

拒马河洪水的影响，启用标准为 5 年一遇。该标准洪水情况下，项目区

不上水，因此建设项目对小清河分洪区启用时机没有影响；50 年一遇

标准洪水时，项目区不上水，对蓄滞洪区的淹没面积、滞洪容积没有影

响；100 年一遇时，建设项目仅对局部区域有影响，对整个蓄滞洪区的

淹没面积、滞洪容积没有影响。 

5.5 防洪设施的影响评价 

建设项目距离北拒马河左岸约 1km，距离涿仝安全区西部边界约

1.3km。遇 50 年一遇设计洪水时，项目区未被洪水淹没，对北拒马河右

堤和涿仝安全区围堤的堤前水位没有影响。遇 100 年一遇超标准洪水

时，北拒马河河道水位没有壅高，涿仝安全区西部围堤堤前水位有所降

低，因此对堤防和安全区的安全没有影响。 

5.6 其他设施影响评价 

建设项目所在场区为涿州市规划建设用地，没有灌溉、排涝设施，

因此不会对灌溉、排涝产生影响。 

50 年一遇洪水时，项目区不上水；100 年一遇洪水时，建设项目对

周边洪水位的影响仅局限在项目周边 0.8km 内，对京港澳高速、京广铁

路、京石客运专线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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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防汛抢险和水上救生影响评价 

建设项目紧邻涿州影视城路，50 年一遇标准洪水时，项目区位于

非淹没区，对水生救生没有影响；100 年一遇超标准洪水时，项目区内

的人员可通过涿州影视城路向西侧高地撤离，不影响水上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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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洪水对建设项目的影响评价 

6.1 建设项目防御洪水标准与措施分析 

6.1.1 建设项目的防洪标准与小清河分洪区启用标准相协调 

建设项目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符合《防洪标准》的规定。小清

河分洪区设计滞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建设项目与其所在河系及蓄滞洪

区标准的设防标准是协调的。 

6.1.2 建设项目的防御洪水措施 

建设项目采用加高地面高程的方式防御洪水，且位于 50 年一遇洪

水非淹没区，不需要防御设计标准洪水。 

遇 100 年一遇超标准洪水，项目区周边被洪水淹没，最高洪水水位

31.07m，比项目区设计室外标高 31.65m 低 0.58m，比建筑物设计室内

标高 31.95m 低 0.88m，满足 100 年一遇防洪要求。 

6.2 淹没影响评价 

在现状和规划防洪工程条件下，建设项目均位于小清河分洪区 50

年一遇洪水非淹没区，不受洪水淹没影响。 

遇 100 年一遇超标准洪水，项目区室外场地不会被洪水淹没。 

6.3 冲刷与淤积影响评价 

遇 50 年一遇设计洪水和 100 年一遇超标准洪水，项目区均不会被

洪水淹没，因此不会受洪水冲刷和淤积的影响。 

6.4 对项目施工的影响评价 

遇 50 年一遇洪水，项目区位于非淹没区，因此洪水对项目的施工

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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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 

7.1 消除或减轻建设项目对洪水影响的工程措施 

小清河分洪区设计运用标准为 50 年一遇，建设项目位于小清河分

洪区 50 年一遇洪水非淹没区，对小清河分洪区的运用没有影响，因此

不需要采取其它工程措施减轻建设项目对洪水的影响。 

7.2 消除或减轻洪水对建设项目影响的工程措施 

遇 50 年一遇洪水，项目区未被洪水淹没，洪水对建设项目没有影

响，不需要采取额外的工程措施防御洪水。 

遇 100 年一遇超标准洪水，项目区周边被洪水淹没，项目区设计室

外标高高于周边洪水位，不需要采取额外的工程措施防御洪水。 

7.3 非工程措施 

项目建成后，管理部门在汛期应关注防汛，减轻超标准洪水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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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论与建议 

8.1 结论 

保定市廉政教育中心（涿州基地）位于小清河分洪区，涿州市码头

镇影视城路北，东侧是涿州市三中，西部有为京港澳高速，距离南部的

北拒马河约 1km。项目总占地 64801.87 ㎡，总建筑面积 35716.39 ㎡，

项目区设计标高 31.65m。 

经洪水模拟分析计算和综合评价，提出评价结论如下： 

1、建设项目对洪水的影响 

（1）建设项目防御洪水标准为 50 年一遇，符合《防洪标准》的规

定。并与小清河分洪区滞洪运用标准相协调。 

（2）建设项目对相关规划的实施不会产生影响。项目距离北拒马

河左岸约 1km，距离涿仝安全区西部边界约 1.3km，建设项目对北拒马

河右堤和安全区围堤的堤前水位没有影响，因此对拒马河右堤治理和涿

仝安全区建设没有影响。 

（3）建设项目位于小清河分洪区 50 年一遇洪水非淹没区，对小

清河分洪区的运用没有影响，对北拒马河行洪没有影响。 

（4））建设项目对小清河分洪区内的防洪工程设施没有影响。 

（5）建设项目对小清河分洪区内的水上救生和防汛抢险没有影响。 

（6）建设项目对项目周边的灌溉和排涝设施、高速公路、铁路没

有影响。 

2、洪水对建设项目的影响 

（1）50 年一遇洪水，项目区南侧最高洪水位为 30.59m 低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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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室外场地标高 1.0m 以上，评价项目满足设计标准防洪要求，建设项

目也不存在冲刷、淤积问题。 

（2）遇 100 年一遇超标准洪水，项目区周边最高洪水位 31.07m，

比项目区设计室外标高 31.65m 低 0.58m，比建筑物设计室内标高

31.95m 低 0.88m，满足 100 年一遇防洪要求。 

8.2 建议 

（1）建设项目建成后，管理部门在汛期应关注防汛，做好超标准

洪水的撤离方案。 

（2）建设项目施工所需物料运输车辆需要利用影视城大道或蓄滞

洪区内撤退路通行，建议施工单位提前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络，充分了解

道路承载能力，避免重载车辆损坏撤退路，确保施工车辆顺利通行。加

强施工管理，随时清理施工物料，严禁废弃物料丢入河道或蓄滞洪区内。 

（3）应做好地下建筑部分的防渗处理，防止地下建筑物的结构安

全和正常使用受到小清河分洪区蓄滞洪水的危害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