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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流域超标准洪水淹没影响区域进行分析,在概括洪水淹没特性研究进展的前提下,对XX
流域基本概况进行分析,并对洪水淹没影响区域进行探讨与阐述,仅供业内人士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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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flood inundation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XX watershed, and discusses and expounds the flood inundation area, which is only for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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