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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巢湖流域在安徽腹地,江淮分水岭从其中穿过。巢湖流域具有气候多样性、洪涝灾害较多、暴
雨集中等特点,当地政府也在积极进行治理,逐渐形成流域防洪排涝体系。但是现阶段极端气候较多、人
口增长迅速、江洪形式变化较快等原因导致巢湖流域面临着许多压力和挑战,例如洪水排出不畅、防洪
堤坝标准不足、防洪体系不够完善等。本文主要从这一方面进行研究和分析,将目前巢湖流域防洪形势
进行分析,结合具体问题提出针对性治理对策。希望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提高巢湖流域防洪能力,进而
提高区域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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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洪水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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