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矿测绘

Geological and Mine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第 3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中图刊号）：561GL001

基于 GIS 的城市内涝风险预警监测平台实现研究
周吉金 江惠霞 王晓辉
浙江省测绘科学技术研究院
DOI:10.12238/gmsm.v3i5.859
[摘 要]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气候的不断变化,叠加台风、强降雨等气象灾害的影响,导致
城市内涝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威胁城市的生命财产安全。本文以浙江省为研究区域,对全省城市内涝灾害
形成因子进行分析,利用DEM、影像、人口等数据结合地理信息技术分析计算全省城市内涝风险点并进
行风险分级,研究全省建成区范围的城市内涝风险预警监测模型,实现省市县多级联动的城市内涝预警
监测机制,建立完整覆盖灾前、灾中和灾后监测预警指挥的城市内涝防控平台。结果表明,该模型和平台
能实现浙江省域范围的城市内涝监测和预警,为防治城市内涝提供了数据和技术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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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continuous changes in climate, the impact
of typhoons, heavy rainfall and other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has caused frequent occurrence of urban
waterlogging disasters, which seriously threatened the safety of urban life and property. Taking Zhejia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are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rmation factors of urban waterlogging disasters in the
province, using DEM, image, population and other data combined with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analyze and calculate the risk points of urban waterlogging in the province and carry out risk classification, and
study the scope of built-up areas in the province The city's waterlogging risk early warning monitoring model
realizes the multi-level urban waterlogging early warning monitoring mechanism of provinces, cities and
counti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urban waterlogg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latform that fully covers the
pre-disaster, during and post-disaster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comman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l and platform can realize the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of urban waterlogging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provide data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preventing urban waterlo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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