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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科学防御暴雨洪水灾害,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本文以2020年“7.10”暴雨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暴
雨洪水过程、暴雨洪水特点、并提出防汛抗洪的建议,形成的灾害以及防治过程做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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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7.10" rainstorm and flood in Ji 'an City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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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monitoring center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Ganjiang River
2 Ji'an County Water Resources Bureau
[Abstract] In order to prevent rainstorm and flood disasters scientifically and reduce the loss of life and property,
this paper takes the "7.10" rainstorm in 2020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es the process of rainstorm and floo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ainstorm and flood,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flood control and flood fighting, and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of disasters an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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