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ＤＯＩ：ＣＮＫＩ：３２１３０９ ／ Ｐ ２０１１０３１３ ２２４１ 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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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低影响发展（Ｌｏｗ Ｉｍｐａ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ＩＤ）作为新兴的雨洪资源调控设计策略，对城市雨水资源化利用及生
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作用。系统论述了ＬＩＤ的定义、产生背景、设计目标及理念；分析了ＬＩＤ在主要技术措施、
设计方法、效果监测、模型模拟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归纳总结了ＬＩＤ的优点及局限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ＬＩＤ的
推广及应用前景，指出实地监测、介质试验、模型模拟及其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融合研究是目前ＬＩＤ研究的关键问
题。国外ＬＩＤ的雨洪资源调控技术和方法对中国城市雨水资源化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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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典型的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之一，城市化进程通过改变该地区的下垫面条件，也改变了天然状态下
的水文机制，进而对河道生态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１］。水文机制的改变主要表现在地下水补给量减少以及
地表径流在流量、频率、持续时间和水质方面的变化，而地表径流的变化与河道生物退化、物种减少、河道
侵蚀等紧密相关。传统的雨洪资源排泄及输送系统的设计原则主要是最大限度地收集、传输并排泄径流，这
种设计在造就高效的排泄系统、防止洪涝、促进径流更快地排泄到人工渠道或者河道的同时，也减少了地下
水的入渗补给，增加了雨洪径流量，改变了径流的时间、频率及排泄的速度。径流量的增加及径流频率的改
变会引发洪水泛滥、水质恶化、河道侵蚀等，进而影响河道的稳定性及河道生态环境［２］。

低影响发展（Ｌｏｗ Ｉｍｐａ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简称ＬＩＤ）被认为能够有效解决传统的雨洪资源排泄及输送系统所带
来的水资源问题。ＬＩＤ的设计策略以能够维持或者恢复区域开发前的水文机制为目标，通过分布式的截留及生
物滞留措施，降低不透水性表面的面积，并通过延长径流路径、增加径流时间的措施来实现对径流的储存、入
渗以及地下水的补给，改变径流排泄量的大小等，以实现城市雨洪资源化利用及河道生态环境保护功能［３］。

１　 低影响发展的内涵
ＬＩＤ是以维持或者复制区域天然状态下的水文机制为目标，通过一系列分布式的措施创造与天然状态下

功能相当的水文和土地景观，以对生态环境产生最低负面影响的设计策略［４］。
１ １　 ＬＩＤ的产生背景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雨洪资源调控的目标经历了避免城市雨洪对财产的损害、减少泥沙沉积对河道
的侵蚀及河道的稳定、改善城市径流中的污染对下游河道生态环境的影响等。自９０年代以来，城市水文循
环机制所导致的河道生态环境退化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５］。时至今日，城市雨洪调控的主要措施
是一系列城市暴雨最优化管理措施（Ｂ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简称ＢＭＰｓ）。ＢＭＰｓ是一种在径流终端，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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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流进入河道以前对径流进行调控的措施，虽然ＢＭＰｓ也可以消减洪峰流量，并达到污染物移除的目的，但
是，作为一种终端的雨洪资源调控措施，在恢复天然的水文机制方面仍然具有局限性，而水文机制的破坏对
生态环境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对于城市雨洪资源的管理与调控来说，ＬＩＤ是一个相对新兴的概念。ＬＩＤ最早由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普
润丝·乔治县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提出。与传统雨洪资源调控措施相比，ＬＩＤ最大的区别在于通过一系列分布
在整个区域的措施从源头上对径流进行调控，除此之外，ＬＩＤ亦可将坡度平缓的区域、截流洼地等具备径流
调控功能的土地景观纳入雨洪调控系统中，是一种功能性的、实地的设计。
１ ２　 ＬＩＤ的设计理念

ＬＩＤ不仅仅是一系列雨洪资源调控措施的简称，而且是一种设计理念，它融合了经济、环境、发展等元
素，是一种基于经济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策略。根据美国ＬＩＤ研究中心的建议，ＬＩＤ的设计理念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６］：

（１）为地表水体的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一种先进的技术及有效的经济机制。
（２）为雨洪资源管理引进新的理念、技术和目标，如土地景观的微观性及功能性；最大程度地减少水

文机制变化对河道生态环境的影响或者恢复天然状态下的水文机制；维护下游河道及水生生物物种的完整
性，从而发展具有生态功效的实地雨洪资源管理措施。

（３）从经济、生态环境及技术可行性方面探讨雨洪资源调控措施及其它调控措施的合理性。
（４）促进公众在生态环境教育及保护方面的参与。
区别于传统的雨洪资源调控措施，ＬＩＤ从源头上对径流进行调控，并提供了一种创造性的、生态的、经

济的、分布式的雨洪资源调控措施。
１ ３　 ＬＩＤ的设计目标

ＬＩＤ的设计目标是能够维持或恢复区域开发前，即天然状态下的水文机制。水文机制主要表现在径流的
大小、频率、洪峰流量到达的时间、较大径流时间占总径流时间的比例等，是一种复杂的形态，涉及到径流
的各个方面。ＬＩＤ主要通过以下技术措施实现恢复天然状态下水文机制的目标［６］。

（１）最大程度地降低雨洪径流对城市的影响。现有的ＬＩＤ技术主要包括减少城市的不透水性面积、保
护天然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维持天然的排泄河道、减少排泄管道的应用等。研究表明，城市不透水性面积
的增长，直接改变了城市的下垫面条件，也是导致水文循环机制改变最主要的原因。因此，通过降低城市的
不透水面积比例，可以增加径流对地下水的入渗补给、改变径流路径，从而在径流量大小、频率及时间上对
雨洪资源进行调控。

（２）通过一系列的截流、滞流等径流调控措施使得径流均匀地分布在整个区域，消减其集中性，维持
天然状态下径流的汇流时间，并对排泄量进行调控。天然状态下的径流呈现分布式的状态，部分降水直接入
渗补给地下水，另一部分形成径流，汇流时间长。ＬＩＤ通过一系列的截流、滞留等措施在延长径流路径的同
时，增加对地下水的入渗补给，延长汇流时间。这些分布式的调控措施可以使得径流均匀地分布在整个区
域，可降低径流的集中性，减小洪峰流量，延长汇流时间，从而在径流量的大小、频率及时间方面恢复天然
状态下的水文循环机制。

（３）实施有效的公众培训，鼓励土地拥有者利用污染控制措施并保护现有具备水文调控功能性的土地
景观。该措施是通过公众的力量，鼓励对具备水文调控功能的土地景观进行保护，从而实现土地景观对径流
的调控作用。

２　 ＬＩＤ的研究现状
ＬＩＤ作为新兴的雨洪资源调控措施，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雨洪资源调控的理念，通过一系列分布在整个

区域上的措施从源头上对雨洪进行调控，可以使径流在大小及频率方面恢复到该区域开发前自然状态下的水
平。这一理念在西方国家得到了普遍认可，其措施逐渐在美国各州、澳大利亚、德国等地得以实施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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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０６年在美国马里兰州首次召开主题为“美国ＬＩＤ的发展”会议以来，ＬＩＤ在美国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
并在各州得以普及。随着２００８年第一次国际性的ＬＩＤ会议在美国华盛顿西雅图召开，ＬＩＤ的研究越来越深
入，至２００９年在休斯顿召开的国际ＬＩＤ会议，ＬＩＤ在实际应用、设计方法、性能监测、模型模拟、流域恢
复以及培训推广等方面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目前，ＬＩＤ技术在国内处于起步探索阶段，
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和技术体系［７］。
２ １　 ＬＩＤ的主要措施

（１）生物滞留池　 生物滞留池（Ｂｉｏ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又称雨水花园（Ｒａｉｎ ｇａｒｄｅｎ），或者生物入渗池（Ｂｉｏｉｎｆｉｌ
ｔｒａｔｉｏｎ）。一般修建于流域上游，通过利用植物、微生物和土壤的化学、生物及物理特性进行污染物的移除，
从而达到水量和水质调控目的［８］。生物滞留池的主要构造包括：①植被。通过蒸发蒸腾调节径流量，并通
过与外界的氮循环降解污染物；除此之外，植被使得生物滞留池具有美观和绿化的功能，从而使其可融入城
市景观的设计。②有机覆盖层。为生物滞留池的植被提供生长的介质，并起到部分污染物的降解作用。③
植物生长介质层。用来提供径流的贮存以及被植物吸收的氮等元素［９］。同时，该层可包括一些粘土，从而
起到吸收一些污染物的目的，如碳氢化合物、重金属、氨氮等。

生物滞留池是一种典型的分布式的ＬＩＤ雨洪资源调控措施，其占地面积小，且可以起到美观和绿化环境
的作用，因此可方便地在城市中的停车场、商业区等不透水性系数极高的区域修建，实时实地地对径流进行
调控。除此之外，生物滞留池在居民区、街道等也被广泛应用。这种实时实地的径流调控措施旨在切断城市
不透水性区域的连接性，降低径流的集中性、延长径流路径，增加汇流时间，从而可以增加地下水的入渗、
并对地表径流在大小、频率及时间方面进行调控。生物滞留池可依径流调控目标而设计，通过对区域天然状
态下的水文径流进行模拟，并将其作为生物滞留池调控的依据，从而可以使研究区域在生物滞留池调控后恢
复或者接近天然状态下的水文机制。除此之外，生物滞留的结构决定了其在污染物的移除方面发挥着显著的
功效［１０］，根据美国生态环境保护署的研究，生物滞留对重金属、悬浮物、有机物及细菌的移除可以达到
９０％以上，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污染处理措施，可为地表水体的保护提供先进的技术。

生物滞留池在水量和水质两个方面对径流进行有效的调控，同时，还可起到美化及绿化环境的作用。将
生物滞留池纳入城市景观设计，对城市园林建设及暴雨调控均可节约大量的成本，可谓是一举两得。

（２）草地渠道　 草地渠道（Ｇｒａｓｓ ｓｗａｌｅ，或者Ｇｒａｓｓ ｃｈａｎｎｅｌ）是一种狭长的渠道，对来自于停车场、人行
道、街道以及其它不透水性表面的径流进行过滤和入渗，与传统渠道区别的是其表面铺设有植被。草地渠道
可以移除９０％左右的悬浮物以及２５％左右的重金属及磷、氮等。草地渠道适用于多种地形条件，在设计和
铺设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而且其造价相对较低。一般的开放草地渠道系统适用于面积较小且坡度较缓的排
泄区域、居民区的街道或者高速公路，在作为输送渠道的同时，可以增加对地下水的补给、过滤污染物、减
缓水流速度，相对于传统的混凝土渠道而言，减少了不透水性面积的比例。

与生物滞留池一样，草地渠道也是一种分布式的在源头上对径流进行调控的ＬＩＤ措施。由于草地渠道的
表面铺设有植被，因此，其曼宁系数较大，径流速度得以减缓，可有效增加地下水补给，过滤污染物，因
此，草地渠道相比较传统渠道，在设计上更加接近天然状态下的径流输送方式。

（３）植被覆盖　 植被覆盖（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 ｒｏｏｆ ｃｏｖｅｒｓ），又称为绿色屋顶（Ｇｒｅｅｎ ｒｏｏｆｓ）或者绿覆盖（Ｇｒｅｅｎ ｃｏｖ
ｅｒｓ），顾名思义就是在不透水性建筑的顶层覆盖一层植被，是由植被层、介质层、过滤层以及排水层等所构
成的一个小型的排水系统。植被覆盖是一种通过降低城市的不透水性比例来消减径流的有效方法。根据其设
计及区域气候条件的不同，植被覆盖的年径流消减幅度有所不同，适宜的设计不但可以减小径流量，而且还
可以直接施加于现有的建筑物，以美化环境［１１］。植被覆盖在吸收降水的同时，还通过一系列的物理、化学、
生物措施进行污染物的移除，其中最明显的是氮，其它污染物的移除研究尚少。

由于城市化进展所带来的最明显标志是城市不透水性面积的显著增加，而这是城市地表径流大小、频率
等发生改变的最主要的原因。植被覆盖是一种通过降低城市不透水性面积的比例对径流进行调控的ＬＩＤ措
施。植被覆盖对于历史比较悠久、城市化程度非常高，而利用传统的雨洪资源调控措施改造不便的区域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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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优越性。除此之外，绿色植被亦可以提供食物、为鸟类提供栖息、调控温度等，是一种绿色的具有生
态功效和美化功能的雨洪调控措施。

（４）透水性路面　 透水性路面（Ｐｅｒｍｅａｂｌｅ ｐａｖｅｍｅｎｔｓ）是采用透水性较好的材料，如多孔性混凝土等所铺
设的路面。透水性路面使得暴雨径流很快地入渗到下一层的土壤中，在交通量不大的地区最为适宜，如停车
场或者人行道。传统混凝土路面与透水性混凝土路面雨水入渗情况的对比结果表明，传统混凝土路面积水明
显，而透水性路面基本没有积水。但是，透水性材料相对于传统的路面铺设材料来说较为昂贵，其造价大约
为传统材料的４倍。根据施工材料的不同，透水性路面对污染物的移除功效亦不同。以重金属为例，沥青铺
设的透水性路面移除率在２３％ ～ ５９％；水泥透水性路面的移除率为６２％ ～ ８４％；多孔性混凝土路面污染物
的移除率为７５％ ～ ９２％。在总悬浮物的移除方面，多孔性混凝土路面污染物的移除率相对其它两种亦比较
高［１２］。

透水性路面是一种典型的通过降低城市不透水性面积的比例从而对径流进行调控的ＬＩＤ的雨洪资源调控
措施。具备适宜面积的透水性路面，不但可以使自身的降水径流快速地入渗，而且也可以对来自于邻近区域
的降水径流进行入渗，因此，透水性路面以及经透水性路面调控径流的相邻区域均可认为是透水性的区域，
从而降低了城市不透水性面积的比例。此外，透水性路面对排水不便的道路或者区域来说，是最为理想的雨
洪调控方式。

综上所述，ＬＩＤ的调控措施主要是通过分布式的雨洪资源调控措施降低区域不透水性表面的面积，延长
径流路径、增加汇流时间等来改变径流大小、频率、持续时间，与此同时改善水质，从而使其水文机制与区
域天然状态下的水文机制相类似，以维持下游河道生态环境功能的整体性，并促进地表水体生态环境的保
护、发展具备生态功效的实地雨洪资源管理措施。ＬＩＤ的其它措施包括保护生物敏感地带，如河岸、湿地、
陡坡、成熟的树木、冲击平原、森林及高透水性的区域等，尽量使其处于不被扰动的天然状态。
２ ２　 ＬＩＤ的设计方法

作为一种新兴的雨洪调控措施，ＬＩＤ的设计方法也因地而异，但根据的普润丝·乔治县的观点，ＬＩＤ的
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①依据当地的水文要素构思设计的整体框架；②从微观角度考虑设计方法；③从源
头上进行控制；④采用非建筑的、便捷的设计方法；⑤构建多功能性的土地景观。

随着ＬＩＤ在美国以及欧洲各国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依据当地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各种各样的设计表
格及设计软件也被逐渐开发，并得到应用。其中，研究较多、且应用最广泛的是生物滞留池。生物滞留池的
设计方法包括径流频谱分析法、随机法、不透水比例控制法等，这些方法均是以水文要素为设计目标及整体
框架。以美国为例，美国１２个州已经研制出适合该州具体条件的生物滞留池的设计方法。关于其它各项
ＬＩＤ措施的具体设计方法，目前研究尚少，可以查到的研究文献不多。
２ ３　 ＬＩＤ效果的监测

目前，利用监测数据是评价ＬＩＤ性能应用最广泛的方法，主要利用ＬＩＤ处理前及处理后样本进行对比分
析。评价ＬＩＤ性能的方法包括：

（１）实地调查　 是一种简单的ＬＩＤ措施的观察，如生物滞留池或者绿色屋顶的积水深度等。与此同时，
实地调查也可以提供直观的关于进水和出口措施的运行状况、植被的生长情况、土壤质地的水力问题等。

（２）入渗性能及系统径流测试　 通过一系列的试验来判断ＬＩＤ的饱和入渗速率；对被测试的ＬＩＤ措施
应用人工合成的暴雨径流，判断ＬＩＤ的入渗情况。

（３）监测　 对ＬＩＤ的监测工作往往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监测不仅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结果的
不确定性往往也会影响监测的效果。例如，一个典型的为期１ ～ ２年的监测成本几乎超过了建造一个小型的
生物滞留池的成本。因此，选择合适的技术进行性能监测是目前研究的关键问题。关于ＬＩＤ在水质及水文性
能监测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以样本抽查、实验手段为主，利用ＬＩＤ长期监测资料进行性能评价的研究尚不多
见，一方面是因为长期监测的成本很高，另外一方面，ＬＩＤ在很多国家刚刚开始实施。因此，关于ＬＩＤ是否
可以真正地实现对生态环境低影响发展的性能监测仍需更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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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ＬＩＤ的模型模拟
由于实地的长期监测资料不易获得，因此，利用模型模拟ＬＩＤ长期的效果便成为一种研究趋势。评价

ＬＩＤ效果的模型必须能够准确代表区域城市化开发前后的实际情况，而目前只有少量的模型或者软件能够模
拟区域开发前后的水文机制。由于对开发前的ＬＩＤ模型难以进行校核，因此，ＬＩＤ的模拟需要一种能够对参
数进行预先估计的物理模型。除此之外，模型还要能够进行长序列的分析，并能适用于特定的时间间隔。在
开发前及实施ＬＩＤ的区域，模型还要能够模拟径流入渗以及地下水的运动，从而对土壤含水量进行准确的估
计。由于ＬＩＤ广泛分布的特性，相对其它径流模拟模型，ＬＩＤ要求有较高的精度，因为，径流往往是从不透
水性的区域流向透水性的区域，或者从透水性的区域流向不透水性的区域，这种土地利用性质变化的频繁性
要求模型能够较好地模拟径流。因此，ＬＩＤ的模拟模型应满足几点要求：①模型应该是基于物理机制的模
型；②模型应该提供特定的时间精度；③模型能够模拟不同的土地利用情况。目前对ＬＩＤ的模拟软件最常
用的是ＥＰＡ ＳＷＭＭ以及Ｈｙｄｒｏ ＣＡＤ，而以ＳＷＭＭ最为广泛。

３　 ＬＩＤ的优点及局限性
任何一种新兴事物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其优点与局限性，其优点将使该新兴事物不断向前发展，而局限性

在限制其发展的同时，也孕育着新的突破，ＬＩＤ也不例外。
生态环境保护功能是ＬＩＤ最显著的优点。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由于城市化扩张所造成的水文循环机制的改

变而导致河道生态环境恶化成为共识以来，人们便开始探讨能够恢复天然状态下水文机制的雨洪调控措施，
而ＬＩ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如今，大部分发展中地区面临着城市扩张的问题，而城市的扩张要占
用大量的绿色区域，如草地、森林等，同时扩张的城市区域也增加了生态敏感区域的压力。ＬＩＤ强调对生态
环境的保护，与此同时，ＬＩＤ还为城市区域的污染控制提供了可能。总体而言，对于发达城市，ＬＩＤ措施可
以通过生物滞留池、绿色屋顶等措施降低城市的不透水性比例；对于正在发展中的城市，ＬＩＤ强调对绿色区
域的保护，提倡利用天然的排水渠道，将ＬＩＤ与当地发展政策相结合，以在实现发展的同时，达到对生态环
境的保护，对天然状态下的水文机制造成较小的扰动，从而实现真正的低影响发展。相对传统雨洪调控措
施，ＬＩＤ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除此之外，ＬＩＤ耗费小，而低成本不仅对雨洪资源调
控工程的建设十分重要，同时对于长期的维护及其整个周期亦有重要的作用。

尽管ＬＩＤ具备生态环境保护等诸多优点，但是，随着对ＬＩＤ研究的逐渐深入，人们也逐渐认识到ＬＩＤ的
局限性。根据对现有ＬＩＤ文献的综合分析表明，ＬＩＤ主要受技术问题、气候要素、政策法规、公众培训与维
护以及成本计算等因素的限制。其中，技术问题是ＬＩＤ受限制的最主要因素。技术问题主要包括两个层面：
①选用何种最经济及最合理的ＬＩＤ措施来实现其雨洪资源调控、水质调控等目标；②如何对所选用的ＬＩＤ措
施的各项要素进行设计，而其设计要素涉及到设计目标、区域的降水系列、地形条件、土壤要素以及模型模
拟等诸多因素。ＬＩＤ受气候要素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降水特征和极端气候。降水特征的不同决定了
修建何种ＬＩＤ措施最为理想以及ＬＩＤ的规模，而极端气候，如在极端寒冷地区，ＬＩＤ的维护是最主要的问
题。除此之外，由于ＬＩＤ是一种新兴的理念与措施，因此当地的政策法规可能与ＬＩＤ的实施原则在认识上产
生矛盾，而这些政策法规将直接限制ＬＩＤ的发展。另外，人们对ＬＩＤ了解甚少，因此，公众培训以及ＬＩＤ的
后期维护与管理也是一个主要的问题。目前尚缺乏对ＬＩＤ各项措施使用寿命期的成本计算数据及计算工具，
故限制了有效的ＬＩＤ成本与效益分析，而成本与效益分析可以增强人们实施ＬＩＤ的信心与决心。

４　 结论与展望
ＬＩＤ以一系列在源头上分布的雨洪资源调控措施为主要手段，通过减小城市不透水性区域的面积、延长

径流路径、增加径流时间的措施来实现对径流的储存、入渗以及地下水的补给，改变径流排泄量的大小等，
从而实现复制或者维持天然状态下水文机制的目标。ＬＩＤ各雨洪资源调控措施在城市雨水资源化利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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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生态环境恢复方面的显著优点，决定了其广泛的推广及应用前景，但ＬＩＤ并不是一种尽善尽美的雨洪资
源调控措施，随着ＬＩＤ的广泛应用，一些关键性问题也必须深入研究。

（１）长期监测数据及实地研究　 ＬＩＤ是否是一种真正可以实现对生态环境低影响的雨洪资源调控措施，
是人们目前最关心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方法是利用长期的实地监测数据对ＬＩＤ的各项性能进行分
析与评价。因此，关于ＬＩＤ各项措施，尤其是生物滞留池的长序列实地监测及监测结果分析将成为ＬＩＤ发展
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２）ＬＩＤ各项措施的介质研究　 ＬＩＤ各项措施的两个最主要的功能是消减径流量以及污染物移除，因
此，选用何种介质可以在降低径流量的同时，发挥最大的污染物移除功效是ＬＩＤ一个重要研究方面，而这主
要依赖于实验的手段。因此，利用实验方法探索ＬＩＤ各项措施的最佳介质，是ＬＩＤ发展的重要研究内容。

（３）ＬＩＤ模型的研究　 由于ＬＩＤ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长期的监测资料难以获得，因此，对ＬＩＤ长期
的、基于季节变换的性能研究以及对下水的影响等仍然只能通过模型模拟的手段实现，如何准确地模拟ＬＩＤ
各项措施对径流在水质及水量方面的影响仍是目前研究的关键问题。

（４）ＬＩＤ与区域可持续性发展的研究　 如何将ＬＩＤ措施与当地已有的雨洪资源调控措施相结合，从而实
现区域的可持续性发展是ＬＩＤ的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就目前阶段来看，ＬＩＤ的优点是显著的，而ＬＩＤ的局限性亟待突破，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内，ＬＩＤ将有快速的发展，ＬＩＤ的实地监测、性能研究以及模型模拟研究是目前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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