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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宜昌市2020年梅雨期特点展开,分析并总结梅雨期暴雨洪水特性及其规律,为防汛救
灾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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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水位46.90m,涨幅3.21m。

2 中小河流洪水分析
强降雨导致中小河流洪水来势凶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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