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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兜水库工程特性表

水库名称 晋江市山兜水库

主坝

坝型 均质土坝

建设地点 晋江市永和镇玉溪村 坝项高程(m) 58.82

所在河流 阳溪 最大坝高(m) 9.65

流域面积(km2) 0.44 坝顶长度(m) 275.82

管理单位名称 永和镇农业服务中心 坝顶宽度(m) 5.0

主管单位名称 永和镇人民中心 坝基地质 粉质粘土

竣工日期 1961 年 10 月 坝基防渗措施 /

工程等别 5等 防浪墙顶高程(m) /

抗震设计烈度 7度

副坝

坝型 /

多年平均降水量 1250mm 坝顶高程(m) /

设

计

洪水标准 30 年一遇 坝顶长度(m) /

洪峰流量(m
3
/s) 12.03 坝顶宽度(m) /

洪水总量(万 m3) 17.69

正常

溢洪

道

型式 开敞式明渠

校

核

洪水标准 300 年一遇 堰顶高程(m) 56.10

洪峰流量(m
3
/s) 18.19 堰顶净宽(m) 10

洪水总量(万 m3) 28.35 闸门型式 /

水

库

特

性

水库调节特性 年调节 闸门尺寸 /

校核洪水位(m) 57.34 最大泄量(m
3
/s) 9.41

设计洪水位(m) 57.00 消能型式 /

正常蓄水位(m) 56.10 启闭设备 /

汛限水位(m) 56.10

输水

涵洞

型式(低涵) 浆砌条石箱涵

死水位(m) 51.90 断面尺寸(m) 0.6×0.3

总库容(m
3
) 22.74 万 进口底高程(m) /

调洪库容(m
3
) 6.75 万 最大输水流量 m3/s 0.063/0.069

兴利库容(m3) 12.29 万 放水型式 插板门盖

死库容(m
3
) 3.7 万 启闭设备 螺杆启闭机

工

程

运

行

历史最高库水位

(m)及发生日期
/

其它

泄洪

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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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 编制目的

为了提高水库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切实做好水库遭遇突发事件时的防

洪抢险调度和险情抢护工作，力保水库安全，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减少损失，特编制本预案。

1.2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水

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有关技术规范、规程

和经批准的水库汛期调度运行计划编制本预案。

1.3工作原则

本预案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为首要目标，体现行政首长负责制、

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全力抢险、力保水库工程安全为原则。

1.4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超标准洪水、工程隐患、地震灾害、地质灾害、上游水

库溃坝、上游大体积漂移物的撞击事件、战争或恐怖事件等突发事件导致

的重大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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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概况
2.1 工程基本情况

山兜水库位于永和镇玉溪村，系属阳溪流域，坝址以上控制流域面积

为 0.44km2，兴建于 1959年 11月，1961年 10建成，是一座以农业灌溉、

防洪为主，结合供水、养殖等综合利用的小（2）型水库。

山兜水库工程等级为Ⅴ等工程，工程规模为小（2）型，大坝等主要永

久性建筑物级别为 5级建筑物。最大坝高 9.65m，设计洪水标准采用 30年
一遇，校核洪水标准采用 300年一遇。水库正常蓄水位 56.10m（黄海高程

基准，下同），死水位 51.90m，设计洪水位（P=3.33%）57.00m，校核洪

水位（P=0.33%）57.34m。水库总库容 22.74万 m3，兴利库容 12.29万 m3，

调洪库容 6.75万 m3，死库容 3.7万 m3。

该工程自建成投效以来，以农业灌溉、防洪为主，结合供水、养殖等

多方面中充分发挥了本工程的效益。水库下游涉及永和镇玉溪、葛山、后

埔 3个行政村，保护公路 3km及铁路。水库有效灌溉面积 600亩，工程效

益比较显著。

水库枢纽工程加固前主要由大坝、溢洪道、输水涵洞组成。

（1）大坝

山兜水库于 1961年建成。现状大坝为均质土坝，最大坝高 9.65m，坝

顶长 275.82m，坝顶宽度 5.0m。大坝迎水坡采用干砌石护坡，坡比为 1:2.3，
高程 51.00m为浆砌石护脚；坝顶高程 58.85m，面层草皮护坡，上、下游为

砌石路肩，背水坡 58.30m半坡半开挖半回填形成宽 5.8m的平台并新建 3.5m
宽的沥青道路，坝顶 2处被开挖建设为错车道；背水坡为草皮护坡，坡比

为 1：1.9、1：4。
（2）溢洪道

溢洪道位于大坝右岸，溢流堰型式为开敞式实用堰。溢洪道堰顶高程

为 56.10m，堰顶净宽 10.75～2.6m。溢洪道全长 150m，由进口段、控制段、

泄槽段组成，溢洪道进口段（Y0+000～Y0+044.5）长 44.5m，宽 10.8～4.1m；

控制段（Y0+044.5～Y0+045.72）长 1.22m，净宽 4.10m；泄槽段（Y0+045.72～
Y0+150）长 104.28m，净宽 4.1～2.6m，底坡 0.017～0.058。溢洪道侧墙采

用浆砌条石砌筑，底板采用浆砌条石砌筑。桩号 Y0+115存在跨溢洪道灌溉

渡槽，尺寸 0.5×0.4m（宽×高）；最大下泄流量 7.35m3/s。
（3）输水涵洞

输水涵洞分为高涵、低涵；高涵位于大坝右侧，进口为插板门盖，进

水口直径为 15cm，0.5t手摇螺杆式启闭机，洞身为浆砌条石箱涵，尺寸为

0.60×0.30m（宽×高），长度为 37m，设计过流量为 0.069m3/s。
低涵位于大坝中部，进口为插板门盖，进水口直径为 15cm，0.5t手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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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杆式启闭机，洞身为浆砌条石箱涵，尺寸为 0.60×0.40m（宽×高），长

度为 46m，设计过流量为 0.075m3/s。
2.2 水文特性
2.2.1 水库所在流域暴雨、洪水特征

山兜水库位于永和镇玉溪村，系属阳溪流域，是一座以农业灌溉、防

洪为主，结合供水、养殖等综合利用的小（2）型水库。

水库坝址以上集水面积为 0.44km2，主河道河长 0.68km，主河道平均坡

降 47.3‰。

本流域暴雨频繁发生，集中在 4～9月的锋面暴雨和台风暴雨，特大暴

雨主要还是台风暴雨。一次暴雨持续时间一般不超过三天。特别是台风暴

雨，时间短，强度大，还伴随着大风。

2.2.2 水库所在流域水文测站
水库所在流域水文测站分布、观测项目：于 2009年，在水库的坝头处

建设一个水位、雨量站。

水库的水雨情信息均汇总到晋江市防汛指挥部设立的中心站。

2.2.3 水库报汛及洪水预报
根据水、雨、汛、险、灾情不同特点，分别按以下规定报告。

（1）水情：正常情况下水库每月 1日、11日、21日上午 8:30分前将

水位报晋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2）雨情：正常情况下通过人工和雨量自动监测仪器采集雨量，并逐

月做好记录，如遇到暴雨或持续大暴雨则不定时上报雨量情况。

（3）汛情：如因持续降大到暴雨出现汛情，水库水位超汛限及以上发

生汛情，应及时逐级上报汛情。

（4）险情：如汛情严重，出现大面积散浸、漏洞、管涌、崩岸、跌窝、

裂缝、脱坡等险情或因暴雨导致泥石流、塌方等险情，应立即报晋江市防

汛抗旱指挥部、永和镇政府，并详细报告出险时间、地点、险情、发展态

势及初步处理情况。

（5）灾情：凡发生洪涝灾害，应及时报告受灾情况，包括耕地、作物、

人畜、房屋和财产等受灾情况。

警戒险情警报一旦发布，水库管理单位应立即向晋江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及晋江市水利局报告。联络方式：

（1）将利用现有的有线电话、移动电话等有线、无线通讯工具与各抢

险单位取得联系。

（2）在非常情况下将用车辆进行联系。

经请示晋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同意后，由晋江市永和镇主要领导签发

危险险情警报，并通过有线电视、广播、警报车、敲钟、敲锣等传播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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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危险警报传播，做到危险区群众家喻户晓。

2.3 水库工程安全监测情况
2.3.1 安全监测项目

山兜水库工程安全监测项目为巡视检查、水文气象的监测。

（1）巡视检查采用人工观测，每月 3至 4次进行日常巡视检查。通过

水库管理人员经常到坝上察看，检查坝坡的完好情况、有否存在白蚂蚁活

动迹象、背水坡坡面有无潮湿、岸坡周围有无漏水、裂缝等，掌握水库安

全运行情况。同时结合日常巡视，每年汛前、汛后各进行一次全面大检查，

汛期轮流上坝值班，加强巡查力度。

（2）水文气象监测是通过水文测报系统采集所需要的水文信息，重点

实时动态信息设置雨量、水位传感器由遥测终端机实时采集并传输到中心

站。通过水文测报系统能够实时采集、存储雨量及水位数据。

2.3.2 安全检查异常现象
根据日常检查成果分析，未发现异常情况。

2.4 历次重大改建、重建、加固等基本情况
水库竣工投入运行以来，根据平时巡视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了

处理和维护。主要处理情况如下：

（1）1959年 11月新建，1961年 10月完工为小（2）型水库并投入运

行。

（2）2008年 6月，对水库进行除险加固，主要加固项目有迎水坡干砌

块石护坡、复合土工膜，更换启闭设施及插板门盖，新建砼道路及溢洪道

交通桥；新建启闭房，安装水文自动测报系统及设备房。

（3）近几年，每年对水库进行除草，对大坝进行充填灌浆、白蚁防治，

（4）2010年高涵进水口进行改造。

2.5 大坝历次安全鉴定及整改处理情况
2.5.1 大坝历次安全鉴定情况

由于早期资料保管不善，水库原有资料缺失，仅查找到水库最近安全

鉴定资料。

山兜水库 2016年安全鉴定结论如下：

山兜水库大坝工程质量评价为合格；运行管理情况评为差；防洪安全

性评为 B级；渗流安全性评价为 B级；结构安全评为 C级；抗震安全性评

为 C级；金属结构评定为 B级；综合评定山兜水库为三类坝。

2.5.2 水库具体存在问题
（1）水库下游未设置排水棱体、贴坡排水等排水设施，未设置量水堰；

迎水坡坡面局部砌缝大、杂草丛生;大坝背水坡为草皮护坡，凹陷不平，长

有大量杂草、灌木丛、局部堆有大量的建筑垃圾、废料，大量白蚁活动痕

迹；背水坡未设置排水设施；低涵出口淤积严重，低涵洞身经常处于有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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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工况；坝顶电线杆较多，坝顶背水坡下游砌石路肩破损严重，2处被破

坏做错车道。

（2）溢洪道长有大量杂草、灌木丛，建筑物废料阻碍泄洪；底板为浆

砌石、侧墙为浆砌条石结构；侧墙及底板砂浆灰缝老化，局部挡墙已破损，

下游无消能设施。

（3）高涵进口未设置拦污栅，出口淤积严重，杂草丛生，目前已废弃；

低涵插板门盖关不紧，存在漏水，涵洞出口淤积严重，涵洞经常处于有压

运行工况，不满足原设计无压设计要求。

（4）大坝缺乏位移及渗漏观测设施。

2.5.3 整改处理情况
针对存在问题，水库管理单位于 2017年进行除险加固工程，目前水库

正在针对现状存在问题进行常态化加固工程，主要加固内容如下：

（1）大坝防渗加固设计

迎水坡高程 53.00m至坝顶利用原铺设复合土工膜，结合 53.00m高

程以下单管高压旋喷桩进行防渗。

（2）坝坡加固设计

（a）迎水坡：清除大坝杂草、灌木。

（b）背水坡：大坝背水坡清除杂草，阶梯式开挖并回填土料整坡，

草皮护坡；新建水库字体；下坝台阶采用 C20素砼浇筑，背水坡增设

贴坡排水，背水坡左侧岸结合新建 C20素砼排水沟，下游侧大口井压

盖回填。

（3）坝顶加固设计

清除坝顶路面两侧杂草，上游侧新建仿木栏杆，下游侧平整夯实后铺

设透水砖。左坝肩上游处排洪管出水口无防护，，在其两侧设M10浆
砌块石重力式挡墙。

（4）溢洪道加固设计

溢洪道加固方案为保留原溢洪道基础，拆除两侧侧墙，并重建；挡墙

背水侧回填砂性土。

（5）输水涵洞加固设计

输水涵洞的加固内容为：高涵、低涵采用重建消力井，洞身全涵段套

管进行除险加固。

（6）白蚁防治

（7）管理房

2.6 工程存在的主要防洪安全问题

水库经 2017年除险加固并完工验收，水库现状运行基本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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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险情分析

3.1 重大工程险情分析
3.1.1 可能导致水库出现重大险情的主要因素

（1）超标准洪水：水库的设计洪水标准为 30年一遇洪水设计，300年
一遇洪水校核，如遇超标准洪水造成水库工程的危险，如洪水漫坝、溃坝

或对其他水工建筑物造成损坏，使洪水给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不可估

量的损失。

（2）工程隐患：如果水库大坝出现裂缝、滑坡、涵管破裂等险情，也

有可能造成溃坝或其他水工建筑物的损坏。挡水建筑物：如发生严重的大

坝裂缝、滑波、管涌以及漏水、大面积散浸、集中渗流、决口等危及大坝

安全的可能导致垮坝的险情。泄水建筑物：如紧急泄洪时溢洪道侧墙倒塌，

底部严重冲刷等危及大坝安全的险情。

（3）地震灾害：水库近坝区或坝址区域整体或局部发生 7级以上地震，

可能造成水库大坝出现裂缝、滑坡、涵管破裂等险情，也有可能造成溃坝

或其他水工建筑物的损坏。

（4）地质灾害：水库近坝区或坝址区域发生大型以上的泥石流等灾害，

可能造成水库大坝滑坡，间接导致水库大坝出现裂缝、涵管破裂等险情，

近而造成溃坝或其他水工建筑物的损坏。

（5）战争或恐怖事件：战争或恐怖事件等恶意破坏事件可能造成水库

大坝及其他水工建筑物的致命性破坏，导致溃坝等事件发生。

（6）其它。

3.1.2 可能出现的险情及其部位

山兜水库可能出险的主要情况为大坝内外滑坡、管涌、流土。

3.1.3 可能的重大险情将对水库工程产生的危害

大坝管涌、流土，如果不能及时控制其发展，将可能形成滑坡，甚至

垮坝。

3.1.4 抢险措施

3.1.4.1 散浸、渗漏、漏洞、陷坑的抢护

散浸就是水库里的水从坝的背水坡面渗出呈窨潮现象。

渗漏是散浸进一步的发展，窨潮的地方开始有细流渗水，渗漏集中成

小股水流，就叫做漏水。

当小股流的漏水掏穿坝身形成洞穴，叫做漏洞。

在坝顶部分，迎水坡或背水坡突然下陷，叫陷坑。

抢护险情的原理：上游截渗，下游导渗，即是一方面在坝的迎水面坡

上加填粘土料，减少渗入坝身的水量，另一方面，是引导渗入坝身内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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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坝的背水坡或坝脚排出（不带土粒）。

（1）抢护散浸、渗漏的办法

1）开沟填砂石导流

在背水坡，从散浸（或渗漏）上端约 1.0m处至坝脚处，沿着坝坡每隔

6～10m开挖纵沟，或者沿散浸（或渗漏）上端开一横沟或“人”字沟，“Y”
形沟等，然后在沟内分次一层一层地填粗砂、小瓜米石、碎石，各层厚 0.2～
0.3m，沟宽 0.5～1.0m，沟底坡度，可以比坝坡小些。

2）采用反滤层

先将散浸或渗漏地区地面的湿软的草皮和松土清除干净，然后分次一

层一层地铺粗砂、小碎石，块石，每层厚约 0.2～0.3m。

也可用稻草、麦秸或其他杂草，铺在已清除干净的散浸或渗漏的地方，

上面再铺一层小树枝，小树枝上压土袋，最后再填夯实。

（2）抢堵渗洞的方法

在渗洞的出水口做反虑围井，在上游尽量堵塞洞口，稳定险情。堵塞

洞口的办法有：

1）用软楔、草捆等堵塞洞口。软楔是用绳结成圆锥形的网罩，内填充

麦秸，稻草等而做成；草捆是用绳把麦秸或稻草等，捆成一头尖一头圆的

圆锥体。抢堵时，用软模或草捆塞入（尖的那头向内）洞内，堵塞紧密后，

用土袋压在上面，然后迅速浇土填实。

2）用破棉絮堵塞漏洞的进水口，用土袋压在上面，再浇土填实。堵塞

漏洞时，要一气做成，切勿间断，同时注意安全，防止抢险人员被水带进

洞内。

3）抢筑反滤围井。在出口的周围，用土袋做成圆形的围井，分次一层

一层地铺细砂、粗砂、碎石或卵石，每层厚度均为 0.2～0.3m，丼应比出水

口大些。

如果漏洞距坝顶不远，且坝身宽大，土质较好时，可在坝顶中心线到

背水坝肩之间，开挖一道与坝轴线平行的沟，挖至露出漏洞后，即以棉絮

或其他柔软不易透水的东西堵塞紧密，然后一层一层地填好夯实。

陷坑抢护的主要办法是翻筑夯实，即先把陷坑内的松土、松块全部挖

出，发现洞穴、裂缝有腐烂物料、砖、石等杂物时，应进行彻底清除，然

后回填土料，分层填筑夯实。

3.1.4.2 管涌的抢护

因地震等作用，坝基的下层渗漏性较大，上层渗漏性较小，致使渗漏

水压力增大，渗流集中，将坝基的土粒或砂粒带出或冲出而形成管涌。如

果不及时处理，管涌扩大，坝身立即溃决。

处理办法是先在管涌水口部分筑反滤层或作围井，以平衡水的压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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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住险情，然后作根本处理，根本处理的方法有两种：

（1）反滤层法

与抢护散浸，渗漏的做法相同。

（2）筑围井

用土袋堆砌二、三层，把管涌水口处围住，做成向水丼一样，其高度

以涌水口处冒清水时为准。

采用以上两种办法的同时，还可以在上游抛放大量的散土或软粘土，

以防渗水。

3.1.4.3 裂缝的处理

垂直于坝轴线的横向裂缝，因横断坝身，上下游贯通，容易漏水，发

生危险，因此，无论裂缝大小都要及时处理；平行于坝轴线的纵向裂缝，

宽在 1cm以上的，也要处理。处理方法如下：

（1）挖沟回填

沿裂缝挖沟，深入裂缝一下 0.3～0.5m，宽度以不致坍塌并便于施工为

度，沟两端要比裂缝长出 1m左右。处理横向裂缝时，除沿裂缝挖沟外，并

在垂直于裂缝的方向，开挖结合槽。挖除裂缝以后，要立刻分层回填夯实。

横向裂缝的流水一端，如果已与水库连通，或者有连通的可能时，可

打木板桩为埝，埝内填土，以防水浸入。

（2）灌泥浆堵塞裂缝

露在外面的裂缝，可以直接从裂缝口灌注泥浆，藏在坝身内部的裂缝，

可以先用人工钻孔或用其他办法把裂缝找到，然后再灌泥浆。拌和泥浆的

土料，一般可用沙壤土，其稠度按含水量的 50%～70%（水、土的重量比

约为 1:1～2）。灌注泥浆时，要注意不要中断，灌完后要把钻孔填实，将

露在外面的裂缝用土覆盖住。

3.1.4.4 土坝脱坡的抢护

土坝脱坡的抢护的基本原则：降低浸润线，减轻渗水压力，以稳定坝

坡。应先进行滤水还坡，而后稳固坝身。

（1）开沟导渗、滤水还坡

从开始脱坡的顶点起至坝脚外为止，采用前面开沟导渗、抢护散浸的

办法。所开的导渗沟要与滤水坝址结合好，使水能顺利渗出。沟挖好并填

好导渗材料后，将陡立的土崖削成斜坡，换填与原坝坡相同的土料。

（2）导滤层

先沿着裂缝挖去已滑动的松湿泥土，使成倾斜面，然后在坡脚斜面上，

分次一层一层地铺粗砂、碎石、块石等，做成导滤层，并在其上还夯实。

（3）加大边坡

先将脱坡处的松土略加清除，然后开沟导渗（作法与开沟导渗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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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层填土夯实，坡底用块石固脚。填土加大的坡度，要看水情，险情来

决定。

也可以用柴捆、芦柴来代替，铺放在清好的脱坡底盘上，然后在芦柴

上铺稻草，草上填土夯实，这样一层柴一层土，把坝坡恢复成原有的形状。

3.1.4.5 水库大坝漫顶的抢护

土坝不允许漫顶溢流的，如果洪水漫溢，就会造成垮坎事故。因此，

当库水位超过允许最高洪水位，并继续上涨时，应立即采取有效保坝措施，

常用的抢险措施有：

利用防浪墙抢筑子堤，即在防浪墙后堆土夯实，做成子堤，或用土袋

在防浪墙后加高加固成子堤，速度快，效果好。如果防浪墙止水性差，为

防止漏水，可先在防浪墙迎水面铺设一层土工膜止水截渗然后在墙后铺筑

子堤。

（1）加大泄洪流量，降低库水位

当预报水库将出现超标准洪水，并有漫顶的可能情况时，应提早加大

泄洪流量，防止洪水漫顶，是保证水库安全有效措施之一，主要做法有：

1）利用已有放水建筑物加速泄洪

如果已有放水建筑物难以承担应有的泄洪流量时，可以将已有的输水

洞闸阀打开，增加泄量，起到保坝作用。

2）采取非常保坝措施

一般常用的非常保坝措施有：开挖或炸开非常溢洪道、坝头等方法。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采取的非常保坝措施，可有效地加快泄洪流量，使水

库转危为安，是一种有效地抢险应急措施。

采用爆破非常溢洪道措施，应做好以下各项准备工作：

a 事先规定出引爆信号或派出专人通知下游危险地区（含淹没地区）

的村屯及群众，在规定时间以前做好搬迁转移工作，如发生在黑夜和暴雨

洪水之时，往往通讯中断或桥梁被冲，道路交通受阻时，应选派专人排除

一切艰险，万无一失地完成全部安全转移工作。

b 准备炸药，雷管等爆破物资，做好爆破计划，选择好爆破位置，保

证爆破达到预想的效果。

在防止水库漫顶的抢险措施中，应注意切忌采用在坝顶开槽溢洪的办

法，因为这样做虽然能降低库水位，但其过后适得其反，极易加速整个坝

体的崩溃，不仅不能保住水库的安全，反而会造成垮坝失事。

3.2 大坝溃决分析
水库为小型水库，设计洪水标准 30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 300年一遇；

水库正常蓄水位 56.10m，相应库容 19.90万 m3；汛期汛限水位按 56.10m控

制时，相应的设计洪水位为 57.00m（相应库容 13.46万 m3），相应的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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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位 57.06 m（相应库容为 17.68万 m3）。大坝坝顶高程 58.85m，水库

运行 55年均在正常蓄水位下运行，一般不会出现超标准洪水漫顶溃决的情

况。

3.2.1 可能导致大坝溃决的主要因素

超标准洪水、地震、地质灾害、工程隐患、战争或恐怖事件等，均可

能造成水库渗水、水库未能及时泄洪等，导致溃坝。

3.2.2 可能发生的溃坝形式

失事型式主要为管涌、渗漏、滑坡等，管涌从发生到大坝溃决，一般

是逐渐溃坝，但考虑到山兜水库大坝为均质土坝，抗冲能力较差，而溃坝

时水流冲击能力极强，从决口开始到基本形成稳定断面时为止，为时甚短，

参照类似工程，取溃决历时为 1.0小时。溃坝洪水随着向下游的传播，洪峰

不断衰减，过程线不断展宽，由于溃口不断扩大，出库流量急剧增加，同

时下游水位不断升高，对出口流量形成顶托，抑制流量继续增加，当两种

作用平衡时流量达到最大，此时溃口也达到最大，而后流量逐渐减小，但

由于下游水位顶托，流量衰减相应减慢，洪水波形成陡涨缓落波形。

3.2.3 溃坝洪水计算

土坝溃坝决口宽度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研究院实际资料分析

求得的经验公式：

  2/12/12/11.0 HBWkb 

式中：b——溃坝决口平均宽度，m；

W——溃坝时蓄水量，万 m3；

B——溃坝时坝前水面宽度或坝顶长度，m；

H——溃坝时水头或坝前水深，m；

k——与坝体土质有关的系数，对粘土 k值为 0.65，壤土 k值为

1.3。

本次分析考虑溃坝发生在汛期，坝上水位为坝顶顶高（有防浪墙，加

墙高）的漫顶水位。经测算，溃坝时决口平均宽度为 22.9m。

溃口坝址最大流量选肖克列奇经验公式：

2/3
0

4/1

27
8 bH

b
BgQM 







式中： MQ ——坝址处溃坝最大流量，m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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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溃坝时坝前水面宽度或坝顶长度，m；

b——溃坝决口平均宽度，m；

0H ——溃坝时坝前水深，m；

经估算，最大溃坝流量为 2055m3/s。

3.3 影响范围内有关情况

山兜水库一旦出现险情，将直接影响下游涉及保护永和镇玉溪、葛山、

后埔 3个行政村，保护公路 3km及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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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库抢险调度方案

4.1 抢险调度

4.1.1 水库抢险调度方案

水库溢洪道为开敞式溢洪道，水库允许的最高水位 56.40 m，溢洪道堰

顶高程 56.10m，汛限水位 56.10m。水库抢险调度方案如下：

（1）当库水位上升到汛限水位 51.90m时，如有继续上涨趋势，开启

输水涵洞闸门泄洪；

（2）当水位上升到设计洪水位 55.43m时，溢流堰泄量为 0.52 m3/s，
如有继续上涨趋势，由指挥部下达水库下游群众转移命令；

（3）当水位上升到校核洪水位 56.40m时，溢流堰泄量为 1.73 m3/s，
如水位继续上涨，则有溃坝的危险；

（4）当水库大坝出现裂缝、滑坡、渗漏、管涌和超标准洪水等可能导

致溃坝的险情时，应根据雨情、水情、工情的发展趋势，果断提前制定处

理措施，组织抢险队赶赴现场进行处理，并通知下游村民做好转移准备。

4.1.2 操作规程及调度权限

（1）当库水位达到汛限水位 56.10m时，由水库担任指挥的领导成员

组织水库工作人员巡逻防守，如有继续上涨趋势，开启输水涵洞闸门泄洪

调动抢险队伍和抢险车辆到指定地点待命;
（2）当水位达到设计洪水位 56.60m时，由水库副指挥长下达转移命

令，下游防洪区内群众按各村村级防汛转移预案，快速组织群众安全转移

至安全地带。镇政府和村干部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镇派出所要维护好防

洪区和安全转移区的社会治安稳定，做到转移工作井然有序；

（3）当水库大坝出现裂缝、滑坡、渗漏、管涌等可能导致溃坝的险情

时，由指挥长到现场指挥防汛，抢险队伍全部到位并进行抢险处理。

4.1.3 执行部门

库水位 56.10m以下时，镇水利站人员和水库管理人员；

库水位达到 56.10m时，副指挥长（水库包库责任人）到工程现场指挥

防汛，部分抢险队伍到位；

库水位达到 56.40m或大坝出现裂缝、滑坡、渗漏、管涌等可能导致溃

坝的险情时，由水库指挥长镇长到现场指挥防汛，抢险队伍全部到位并进

行抢险处理。

4.2 组织保障

4.2.1 水库防汛指挥部组建及职责

依照《防洪法》规定，防洪抢险必须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根据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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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门负责的原则，成立山兜水库防汛指挥部，办公地点设在农业服务中

心。

山兜水库防汛指挥部

指挥长：陈松柏（永和镇镇长）

副指挥长：姚卡尔（水库包库责任人）

指挥成员：指挥成员由电力、交通、通讯与信息、公安、卫生等部门

负责人、永和镇水利分管领导组成。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工程技术、治安保卫、后勤保障、水库防洪等五

个组。各组的具体责任是：

一、办公室：

1、文秘组：由永和镇党政办（科室）（联系电话：88082141）负责。

任务是：做好有关文件、材料转发和整理以及领导视察讲话的录音等工作，

并负责做好前线指挥人员车辆、食宿安排等后勤工作。

2、雨、水、灾情收集组：由农业服务中心（联系电话：88092146）负

责。任务是：负责雨、水、灾情的收集和上报工作，保证信息的上通下达，

并用图文相结合形式，标明各灾区的灾情抢险队伍驻地位置、负责人姓名、

队伍人数等。

3、宣传报道组：由文体服务中心（联系电话：88092146）负责组织。

主要任务是：宣传报导抗洪抢险实况，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宣传

手段，做好宣传工作，发布汛情公报，安定民心，表扬好人好事，鼓舞抗

洪抢险队伍士气。

二、工程技术：

1、水文气象组：由农业服务中心（联系电话：88092146）负责。主要

任务是：收集气象资料，随时掌握天气、雨情和水情，分析其态势，及时

提出抗洪抢险意见，供领导决策。

2、工程抢险技术组：由晋江市水利局派出专家组，晋江市建设、交通、

水利等部门抽调工程技术人员组成，主要任务是：城区、房屋、桥梁、堤

防等出现险情时提出分析意见，并对发生的重大问题制定出抢险实施方案。

负责抢险工作的技术指导，并监督抢险实施方案的完成。

三、治安保卫：

1、治安保卫、交通保障组：由永和镇派出所、永和镇交警中队负责。

主要任务是负责维护抢险工地及区域的治安保卫工作，保障抢险队伍的交

通畅通无阻。

2、交通运输组：由永和镇政府负责。主要任务是：解决抢险所需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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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运输车辆和船只；组织维修、养护抢险队伍所通过的道路；用图纸和文

字相结合的形式标明车辆、船只待命的地点和数量；组织车辆维修组到抢

险工地抢修车辆。

3、群众转移安置、抗洪抢险组：由永和镇政府组织抗洪抢险救灾突击

队负责。主要任务是：撤离或转移被洪水围困的群众；转移国家或群众的

财产、物资；工程、房屋抢险。

四、后勤保障：

1、抢险物资供应组：由永和镇政府组成。主要任务是：负责供给抗洪

抢险物资和必要的生活用品。抢险物资不足部分可及时向上级政府与防汛

主管部门申请调拔。

2、供电组：由永和镇供电所负责。任务是：在抗洪前线组成一支供电

抢修队伍，及时排除故障，确保抗洪抢险所需电力供应。

3、通讯组：由永和镇的电信局、移动公司负责。主要任务是：确保抗

洪抢险期间的通讯畅通无阻（包括有线、无线通讯）。

4、卫生救护组：由永和卫生院负责。主要任务是：设立若干个抗洪抢

险队伍医疗救护点；组织好卫生防疫工作，防止传染病的传播。

五、水库防洪：

1、防洪工作小组：由王活泼 担任组长，各组、站人员担任成员。

2、职责：根据应急指挥部的部署，履行本部门的工作职责，配合水库

防汛抢险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做好防洪抢险各项工作，负责防洪工程安全

检查，储备工程防汛抢险物资，及时提供水情、雨情、工情、险情，认真

做好上传下达工作，加强与各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的沟通与联系，做好洪

水和水库调度工作。

4.2.2 应急抢险专家组成员

水库抢险专家组由晋江市水利局有关专家组成，必要时可请省、市权

威专家。

4.2.3 抢险队伍

一是由水库管理单位工程技术人员组成常规专业抢险队伍，由山兜水

库副指挥长姚卡尔（水库包库责任人）负责指挥，负责水库工程抢险工作。

二是以水库下游部分村庄、永和镇各村基干民兵组建应急抢险队伍，

由指挥长陈松柏负责指挥，如遇险情，按照指挥部命令，投入抢险，确保

水库及上下游安全。

三是以晋江市防汛抗旱抢险机动队（必要时请当地驻军协助）为主，

组建快速抢险队伍，由陈一啸（晋江水利局挂钩领导） 负责指挥，负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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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抗洪抢险。

市、镇防汛联络方式

单位名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手机 传真电话

晋江市政府 李自力 13906995583

晋江市防汛办 尹继雄 85695090 13905970428 85683334

晋江市水利局
蒋东晓

82005989 85683334
陈一啸 13905073107

永和镇镇长 陈松柏 13665999999 88082830

永和镇防汛水利领导 王活泼 13599718079 88082830

水库包库责任人 姚卡尔 13959705111 88082830

水库管理员 王礼疆 15805030789 88094006

主要防汛抢险队伍联络方式

村镇 为主人员 人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村委会电话

镇 玉溪工作点

玉溪村巡逻队

10 吴清泉 18905053166 88082201

村 10 王建兴 13905961037 88082201

合计 20

4.3应急响应条件

4.3.1 应急预案的启动条件

按洪水和暴雨的严重程度和范围，将响应工作由低到高分为Ⅳ、Ⅲ、

Ⅱ、Ⅰ四级。

1、Ⅳ级响应。出现下列情况之一，为防洪Ⅳ级响应：

（1）市气象局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且暴雨可能对晋江市造成灾害。

（2）发生一般洪水，库水位到达或超过汛限水位 55.60m。

Ⅳ级响应行动：

（1）山兜水库管理单位组织水库工作人员对水库及周边进行安全检

查、巡逻防守，排查安全隐患，及时处理安全隐患。

（2）水库管理单位按排人员 24小时值班，由水库管理单位专人负责

水文、雨情及水库其他建筑的观察。

（3）库水位如有上涨趋势，水库开启输水涵洞闸门调洪。

（4）抢险物资集结待命。

2、Ⅲ级响应。出现下列情况之一，为防洪Ⅲ级响应。

（1）市气象局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且暴雨已经对晋江市造成较大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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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生较大洪水，库水位到达或超过 56.10m，预报的过程历时总雨

量达到或超过 200mm。

（3）水库出现险情。

Ⅲ级响应行动：

（1）水库管理单位派专人负责水、雨、汛、险、灾情信息的报告传送，

上报晋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晋江市水利局、永和镇。

（2）副指挥长联络下游各村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并启动村级防汛应

急预案。抢险队伍集结待命。

（2）水库管理单位要按排人员 24小时值班，由水库管理单位专人负

责水文、雨情及水库其他建筑的观察，并负责随时和晋江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主管部门及各相关单位的联系。

（3）副指挥长到水库坐镇指挥，并根据实际情况，调动抢险队伍和抢

险车辆到抢险地点。

3、Ⅱ级响应。出现下列情况之一，为防洪Ⅱ级响应。

（1）市气象局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且暴雨已经对晋江市造成较严重灾

害。

（2）市域发生大洪水，库水位到达或超过大坝设计洪水位 57.00m，预

报的过程历时总雨量达到或超过 300mm。

（3）水库出现严重险情。

Ⅱ级响应行动：

（1）水库管理单位第一时间上报晋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晋江市水利

局，联系当地附近的防汛抢险队伍在第一时间赶到水库现场投入抢险；联

系晋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晋江市水利局，动用晋江市防汛抢险队组成第

二支抢险队，在最短时间内赶到水库现场投入抢险，必要时向附近部队请

求增援。

（2）指挥长下达转移命令，下游防洪区内群众按各村村级防汛转移预

案，快速组织群众安全转移至安全地带。镇政府和村干部要安排好群众的

生活，镇派出所要维护好防洪区和安全转移区的社会治安稳定，做到转移

工作井然有序。

（3）水库管理单位要按排人员 24小时值班，由水库管理单位专人负

责水文、雨情及水库其他建筑的观察，并负责随时和晋江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主管部门及各相关单位的联系。

4、Ⅰ级响应。出现下列情况之一，为防洪Ⅰ级响应。

（1）市气象局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且暴雨已经对晋江市造成严重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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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域发生特大洪水，库水位到达或超过大坝校核洪水位 57.00m，

会超过水库的本身的防洪设计，预报的过程历时总雨量达到或超过 450mm。

（3）水库即将发生垮坝危险。

Ⅰ级响应行动：

（1）经请示晋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同意后，由永和镇主要领导签发危

险险情警报，并通过有线电视、广播、警报车、敲钟、敲锣等传播媒介作

危险警报传播，做到危险区群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并由镇村负责启动

村级防汛转移预案，组织沿线受影响镇村群众疏散转移。

（2）水库管理单位要按排人员 24小时值班，由水库管理单位专人负

责水文、雨情及水库其他建筑的观察，并负责随时和晋江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主管部门及各相关单位的联系。

由防汛指挥部宣布启动本《预案》。

4.3.2 应急预案的结束条件

当应急响应条件变化时，晋江市防指应视情调整防洪应急响应级别；

当应急响应条件消失时，晋江市防指应视情宣布终止防洪应急响应。

当过程雨量结束，库水位下降，险情已经排除后。但水库工作人员仍

应密切监视水库雨、水、工情，并通过输水涵洞继续排水，将水位控制在

汛限水位以下。完全排除了险情或险情已经结束，由指挥部予以宣布对外

发布。

4.3.3 决策机构与程序

启动和结束应急预案的决策机构是晋江市防汛抢险应急指挥部。

山兜水库管理单位根据水库的水情、险情、灾情的实际情况，向晋江

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会报，经批准后，决定应急预案的启动与结束。

4.4 险情监测、巡查和报告

4.4.1 险情监测与巡查

4.4.1.1 水库工程险情监测、巡查的部位、内容、方式、频次等

水库工程险情监测、巡查的部位主要为：水工建筑物、混凝土建筑物、

金属结构、启闭机、水流形态、水库附属建筑物、动力、照明、交通、通

讯、安全防护，避雷设施和观测设备等。

水库工程险情监测、巡查的内容主要为：

（1）对水工建筑物的检查和观察中，应注意坝身有无裂缝、塌坑、滑

坡及隆起现象，有无害虫及害兽活动；迎水坡有无风浪冲刷；背水坡有无

散浸及集中渗漏；坝头岸坡有无绕渗；坝址有无流土管涌迹象；排水导渗

设施有无堵塞、破坏、失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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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混凝土建筑物的检查和观察中，应针对不同的工程部位和容易

发生的问题，注意有无裂缝、渗漏、剥蚀、冲刷、磨蚀、气蚀及脱碱等现

象；伸缩缝止水有无损坏、填充物有无流失；基座岩体是否稳固；反滤排

水设备的渗水有无骤增骤减及浑浊现象，坝头岸坡及岸趾有无集中渗漏等。

（3）对金属结构的检查和观察，应结合构建部位受外界因素影响条件，

注意结构有无变形、裂纹、锈蚀、气蚀、油漆剥落、磨损、振动以及焊缝

开裂、铆钉或螺栓松动等现象。

（4）对启闭机的检查和观察，除按金属结构的检查和观察内容外，主

要应注意启闭机运转是否灵活，有无不正常音响和振动，丝杠是否弯曲、

磨损、锈蚀；机械转动部分润滑油是否充足以及机电安全保护设施是否完

好等。

（5）水流形态的观察，主要应注意进口段水流是否平顺，堰后水流形

态是否正常，水流是否平稳；有无不正常流态和冲刷淤积现象。拦污栅、

漂浮物有否雍水或堵塞现象等。

（6）检查水库附属工程、动力、照明、交通、通讯、安全防护，避雷

设施和观测设备等是否完好。

水库工程险情监测、巡查的方式主要为：人工巡查和设备监测。

水库工程险情监测、巡查的频次严格按照水库工程管理规定执行，监

测主要分：坝体表面水平位移、沉降监测每月观测 3次；渗流量观测根据

实际情况尽可能每月观测 1次。

日常检查频次每月不得小于 2次，检查日期一般为每月的 10号和 20
号，且检查日期间隔不得大于 10天；定期检查分汛前检查和汛后检查，频

次一般汛前检查为 3月上旬，汛后检查为 10月中旬；特别检查指遇台风暴

雨过程的前后、地震等需及时监测，频次不限；大坝巡查频次则根据库水

位的变化相应调整。

4.4.1.2 规定监测、巡查人员组成及监测、巡查结果的处理程序

监测、巡查人员由水库管理单位负责调配，人员组成以山兜水库管理

单位有关人员为主，必要时可从其他部门抽调人员补充。

巡查结果必须要以书面形式形成文字材料存档和逐级上报，遇重大险

情可先电话上报晋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但原则上不得越级上报。

4.4.2 险情上报与通报

报告灾情的内容主要包括洪水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雨情、

水情、伤亡人数、损失程度、救灾情况及生产生活上急需解决的问题等。

险情上报的范围由水库管理单位直接上报晋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及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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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市永和镇政府，原则上不得越级上报。

险情上报、通报的方式一般采用书面形式汇报，遇重大险情可先电话

汇报，并定时做好续报。

险情上报、通报的程序：险情发生后，要按照分级负责、条块结合，

逐级向上汇报。水库防汛指挥部得到洪水灾害报告后，应及时向晋江市防

汛抗旱指挥部汇报。

险情上报、通报的频次视险情的程度而定。险情一般分为一、二类险

情。一类险情主要是大坝大面积滑坡，坝体发生严重渗漏并出现浑水并导

致局部坍塌，溢洪道堵塞，水库水位接近校核洪水位并可能漫坝等，这些

险情十分危险，很可能导致垮坝事件发生，因此必须立即报告，并尽快采

取转移下游群众和降低库水位等应急措施。二类险情一般是水库局部的险

情，但险情会发展，需要及时报告，请有经验的专家到现场分析判断。

险情上报、通报的联络方式：晋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电话

电话：0595-85685090 传真：0595-85683334
防汛应急状态信息传递流程图

4.5 应急转移

4.5.1 受威胁区域范围

当山兜水库发生危险时，下游受到威胁的区域有玉溪村及福田村，需

要转移安置。

水库管理人员

永和镇政府

晋江市防汛办

晋江市水利局分管领导 到现场协助处理 晋江市防汛办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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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受威胁区域人员转移安置

根据受威胁区域现有交通状况、村庄分布和安置点的分布情况，

制定应急转移方案。

表 4-1 各威胁区域撤退点一览表

序号 受威胁区域 紧急撤退点 备注

1 玉溪村 村委会

4.5.3 人员转移警报发布条件、形式、权限及送达方式

在水库水位达到警戒水位 55.43m（大坝设计洪水位）以上，且还有上

涨趋势，由晋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向永和镇防汛指挥办公室下达准备转移

命令，永和镇防汛办公室以广播或铜锣（连续敲打 3声）为号，涉及各村

干部迅速到转移对象家中宣传，并启动村一级防汛预案，发动群众全面撤

退至制定划区地点。

4.5.4 受威胁区域人员和财产转移、安置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永和镇的转移安置部门为永和镇防汛指挥办公室，责任人为永和镇的

水利分管领导：王活泼（联系电话：13599718079）。

当大坝发生裂缝、滑坡、管涌、流土、而不至溃坝时，转移少数特靠

近河床的山兜村的险户，人口 5人，转移地点为 村委会 ；当大坝发生决

口、漫溢可能溃坝时，转移下游沿河可能淹没的沿岸险村、险户人员及其

重要财产，主要为：观音宫片，详见表 4-2.
表 4-2 涉及各村转移安置情况一览表

序号 村级
计划转移

人口

转移

路线
安置点 负责人 联系电话

1 玉溪村 5 村道 村委会 王建兴 13905961037

当确信将要溃坝时，转移安置将要淹没的沿岸险村社临户群众及其重

要财产。下游沿河受影响村落最主要为永和镇的玉溪村及福田村，下游永

和镇其余村落及部分村落均会受到影响，接到报险通知后，各受影响村镇

应尽快按各村抢险预案尽快撤离已出现地段及沿河两岸居民。

4.5.5 人员和财产转移后的警戒措施

当受威胁区域人员和财产转移后，应设立警戒措施。由各安置责任部

门负责指挥设立警戒标志，专人把守，实施警戒，避免人员进入警戒区域

出现危险。

4.6 队伍保障

一是由水库管理单位工程技术人员组成常规专业抢险队伍，由山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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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副指挥长姚卡尔（水库包库责任人）负责指挥，负责水库工程抢险工作。

二是以水库下游部分村庄、永和镇各村基干民兵组建应急抢险队伍，

由指挥长陈松柏负责指挥，如遇险情，按照指挥部命令，投入抢险，确保

水库及上下游安全。

三是以晋江市防汛抗旱抢险机动队（必要时请当地驻军协助）为主，

组建快速抢险队伍，由陈一啸（晋江水利局挂钩领导） 负责指挥，负责水

库抗洪抢险。

4.7 物资保障

根据水利部《防汛物资储备定额编制规程》（SL298-2004），山兜水

库储备的防汛物资按下式计算：

库库库 MS 

321 库库库库  

式中：S 库——应储备防汛物资单项品种数量；

M 库——防汛物资储备单项品种基数；

库 ——水库现状综合调整系数；

1库 ——大坝安全状况调整系数；

2库 ——坝长调整系数；

3库 ——坝高调整系数；

山兜水库属小型水库，2016年鉴定为三类坝，主坝工程现状综合调整

系数=2.5×0.76×0.8=1.52，水库需备齐防汛物资清单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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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兜水库防汛物资储备清单

坝类

抢险物料 救生器材 小型抢险机具

袋类

(条)

土工布

(m
2
)

砂石料

(m
3
)

块石

(m
3
)

铅丝

(kg)

桩木

(m
3
)

救生衣

(件)

抢险救生

舟(艘)

发电机组

(kw)

便携式工

作灯(只)

投光灯

(只)

电缆

(m)

主坝 2280 1216 304 228 304 0.76 30.4 / 7.6 7.6 1.52 76

取值 2300 1220 305 230 305 0.8 31 / 8 8 8 80

备注：委托内厝石子场储存砂石料、块石等相应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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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仓库位于水库管理房内，管理房位于水库西侧；碎石、沙可向附

近料场采购，其他材料可就近于建材市场采购，土料可临时在上游附近的

土山包进行现场开采。

4.8 通信保障

一、水情应急传递方式

水库工程在正常运行情况下，水库管理人员通过大坝有线电话、传真、

电报进行水情的发报工作，电话：0595-85881306，传真：0595-85835306，

如遇非常时期，可增加移动电话及无线电对讲机来应急通讯，保证水库工

程的汛情的传递。

二、抢险指挥通讯

在防汛抢险时，水库应急指挥部可采用移动手机、无线电台、传真机

来指挥抢险工作，根据抢险通讯需要，可以由上级防汛部门协调调用移动

式通信设备。

三、应急状态下通讯人员值班制度

应急通讯值班人员必须坚守岗位，尽职尽责，采取 24小时轮班制度，

相关防汛单位、部门、人员的通讯电话号码应打印张贴，值班人员要能做

到及时、准确、快速地传递汛情信息，随时做好向有关领导的汇报，为领

导对水库的调度提供决策依据。

4.9 其他保障

4.9.1 交通运输保障

1、晋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动全市的运输车辆组成防汛抢险车队，随

时听候晋江市防汛指挥部的调度和使用，作好送粮食物资等工作。

2、交通局根据防汛指挥部命令，随时组织征调交通运输工具，协助公

安局组织实施交通管制，保证抢险运输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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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 医疗救护保障

1、卫健委负责建立卫生防疫救护队，以晋江市防疫站为中心，负责水

库险情发生时的防疫救护工作。

2、制定饮用水消毒计划，预防各种传染病的发生。实施预防投药和注

射的各项工作，防止疾病的流行。

3、建立救护队，实施现场救护，伤员转移，接受伤员治疗住院的各项

准备工作，救护队由医院、中医院派出的人员组成，救护队在汛期在岗待

命，做好救护准备工作。

4.9.3 食品保障

调运粮食由粮食局负责储存，保证及时调用，粮食要做到妥善保管，

经常检查，做到不漏水，不进水，食品加工的食品要准备到位，如有群众

转移时，搭设简易大棚，保证群众的吃饭问题。

4.9.4 安全保卫保障

在险情发生时，公安局负责维护防汛抢险秩序和灾区社会治安工作，

打击偷窃防汛器材、破坏防洪与灌溉工程设施的犯罪分子，做好防汛的治

安保卫工作和防汛网络安全工作，防汛紧急期间协助防汛部门组织群众撤

离和转移抢险队伍的组织工作，协助防汛部门组织群众撤离的转移，协同

做好防汛车辆特别通行证的发放工作，组织实施交通管制，负责对易燃、

易爆和剧毒品的管理工作。

4.9.5 宣传报道

晋江市广播电视局：负责防汛新闻宣传工作，做好防汛重大事件的报

道，负责灾情、抗灾、救灾现场的摄像工作，负责防汛法律、法规、知识

的宣传，提高公众的防汛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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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5.1 附图

1、水库枢纽平面布置图

2、水库枢纽主要建筑物剖面图

3、水库下游转移路线和安置点分布图

5.2 附表

1、山兜水库水位～库容～面积关系表

2、水位泄洪流量关系表

3、设计洪水调节计算成果表

表 5-1 山兜水库水位～库容关系曲线

水位（m） 47.0 48.0 49.0 50.0 51.0 52.0

库面面积（m2） 1228.3 2826.6 5443.6 9032.9 12699.9 16616.2

库容（万 m3） 0.1 0.3 0.7 1.4 2.5 4.0

水位（m） 53.0 54.0 55.0 56.0 57.0 58.0

库面面积（m2） 23981.8 29232.4 33962.1 43393.4 58875.2 73034.1

库容（万 m
3
） 6.0 8.7 11.8 15.7 20.8 27.3

表 5-2 水位～泄流关系曲线

水位(m) 56.10 56.25 56.50 56.75 57.00 57.25

泄流量(m3/s) 0.00 0.93 4.03 8.36 13.61 19.67

水位(m) 57.50 57.75 58.00

泄流量(m3/s) 26.41 33.80 41.76

表 5-3 山兜水库调洪演算成果表

频率 P=10% P=3.33% P=0.33%

洪峰流量（m
3
/s） 7.91 10.41 15.72

最高库水位（m） 54.73 55.43 56.40

库容(万 m3) 10.95 13.46 17.68

最大下泄量（m
3
/s） 0.43 0.52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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