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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湖流域下垫面改变对排涝模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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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取湖北省四湖流域螺山排区作为研究对象， 利用经验公式法计算排涝模数， 并分析水面率、 水旱比、 城

市化和灌溉方式及其变化对排涝模数的影响。 结果表明： 排涝模数随着水旱比和水面率的增加而减小， 而随着地

面硬化率的增加而增大； 水面率对排涝模数的影响大于水旱比和地面硬化率的影响； 同水稻的传统灌溉相比， 间

歇灌溉下的排涝模数较小。 由于下垫面条件的改变， 在 １０ 年一遇 ３ 日暴雨的排涝标准下， 该地区排涝模数由 １９９４
年的 ０ ３８ｍ３ ／ （ｓ·ｋｍ２）上升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０ ４６ｍ３ ／ （ｓ·ｋｍ２）， 大约相当于 １９９４ 年下垫面条件下的 １９ 年一遇 ３ 日暴雨

的排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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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计算排涝模数对于合理确定除涝工程布局和规模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人类

活动对平原湖区下垫面条件的影响不断加剧， 主要包括： 围湖造田、 水旱比调整、 快速城市化、 节水灌溉面

积扩大等， 导致流域入渗、 蒸散发、 径流等水文要素发生一定变化， 从而影响流域产汇流过程， 使一定排水

标准下的排涝模数发生较大变化。 其中， 围垦湖泊等会减少水面率， 导致排涝模数随着水面率的减小而增

大［１］， 从而增加排涝压力， 加重内涝损失； 种植结构变化， 如水旱比调整会影响产汇流过程从而影响排涝

模数。 在产流过程中， 作物冠层拦截降水， 作物根系影响饱和水力传导度从而影响降水入渗速率， 作物蒸散

发也影响土壤水的再分配过程。 不同的作物耗水量存在差异， 种植结构还影响地表容蓄水量、 行洪路径等从

而影响产流大小和汇流过程［２］； 城镇化使地面硬化率、 排水系统等基础设施覆盖面积增加， 降低入渗率、
增大径流系数［３］、 加快汇流速度， 洪峰流量明显增加； 不同灌溉方式的灌溉制度和灌水量不同， 从而导致

农田产流的不同。 通常淹灌农田渗漏较大， 而雨养农田相对较小［４］。
国内外学者对排涝模数进行了相关研究。 在计算方法方面， 如意大利、 希腊、 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家， 广

泛使用连续法、 运动法和综合流量过程线法等， 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而在国内， 常采用平均排除法、 经验

公式法［５］、 水量平衡法以及利用产汇流方法［６］进行排涝模数计算。 在影响因素方面， 在暴雨的确定方法［７］、
排涝模数与水面率、 调蓄容积、 综合径流系数及地面硬化率之间的定量关系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１］。 但较

少涉及种植结构和灌溉方式等因子对排涝模数的影响。
综上所述， 水面率的大小、 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 城镇面积的增加、 灌溉方式的变化等下垫面的改变，

会影响致灾暴雨的产汇流过程， 从而影响排涝模数。 现行研究成果中关于各因子对排涝模数的影响， 除了在

水面率和城市化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外［１］， 对其他因子（水旱比和灌溉方式）缺少定量研究。 本文以湖北省

四湖流域螺山排区为例， 利用经验公式法进行排涝模数计算， 并定量分析了下垫面变化（水面率、 水旱比、
地面硬化率和灌溉方式）对排涝模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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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排涝模数的计算

１ １　 设计暴雨

利用排区内或邻近雨量站的长系列点雨量或面雨量资料进行 Ｐ⁃Ⅲ型频率曲线拟合， 从而得到设计频率

不同历时下的暴雨量。
１ ２　 设计净雨

根据产流特点将下垫面分成 ４ 类： 水田、 旱地（包括荒地）、 水面和建筑用地， 分别进行产流计算。
（１） 水田　 采用暴雨扣损法， 按水量平衡原理计算水稻生长期内的产流量。

Ｒｐｆ ＝ Ｐ － ｈｐｆ － βＥｔ （１）
式中　 Ｒｐｆ 为水田产流量， ｍｍ； Ｐ 为降雨量， ｍｍ； ｈｐｆ 为水田滞蓄水深， ｍｍ； β 为水田蒸发折算系数， 取 １ ５；
Ｅ 为蒸发皿水面平均日蒸发量， ｍｍ； ｔ 为排涝天数， ｄ。

若求得的水田产流为正则表示产流， 反之则表示蓄水的空间， 产流则为 ０。
（２） 旱地（包括荒地）　 平原水网地区地下水位较高， 故旱荒地产流采用一层蒸发模型的蓄满产流公式

进行计算［８］。

Ｒｄｌ ＝ Ｐ － （Ｗｍａｘ － Ｗ０） － Ｅ０

Ｗ０

Ｗｍａｘ
（２）

式中　 Ｒｄｌ 为旱地与荒地产流量， ｍｍ； Ｗｍａｘ 为流域平均最大蓄水量， ｍｍ（中国大部分地区为 ８０ ～ １２０ ｍｍ）；
Ｗ０ 为流域初始平均蓄水量， ｍｍ（一般为 ０～ Ｗｍａｘ ）； Ｅ０ 为水面蒸发量， ｍｍ。

（３） 水面　 由降雨扣除水面蒸发及调蓄水深推求。
Ｒｗａ ＝ Ｐ － ｈｗａ － αＥｔ （３）

式中　 Ｒｗａ 为水面产流量， ｍｍ； ｈｗａ 为水面滞蓄水深， ｍｍ； α 为水面蒸发折算系数（２０ ｃｍ 蒸发皿至水面蒸发

的折算系数）， ５～９ 月分别取 ０ ４９、 ０ ５１、 ０ ５８、 ０ ６４ 和 ０ ７２。
（４） 建筑用地　 采用径流系数法推求。

Ｒｃｌ ＝ ψＰ （４）
式中　 Ｒｃｌ 为建筑用地产流量， ｍｍ； ψ 为径流系数， 取 ０ ８５。

（５） 总产流量　 各种下垫面产流量的面积加权平均值。
Ｒ ｔｌ ＝ ｆｐｆＲｐｆ ＋ ｆｄｌＲｄｌ ＋ ｆｗａＲｗａ ＋ ｆｃｌＲｃｌ （５）

式中　 Ｒ ｔｌ 为区域总产流， ｍｍ； ｆｐｆ 、 ｆｄｌ 、 ｆｗａ 和 ｆｃｌ 分别为水田、 旱地、 水面和建筑用地面积比例，％。
１ ３　 排涝模数

采用经验公式法计算排涝模数： ｑ ＝ ＫＲｍＦｎ （６）
式中　 ｑ 为设计排涝模数， ｍ３ ／ （ｓ·ｋｍ２）； Ｆ为排涝系统控制的排涝面积， ｋｍ２； Ｒ为设计径流深， ｍｍ； Ｋ为综

合系数（反映河网配套程度、 排水沟坡度、 降雨历时及流域形状等因素）； ｍ 为峰量指数（反映洪峰与洪量的

关系）； ｎ 为递减指数（反映排涝模数与流域面积的关系， 主要是流域调节作用）。
该方法适用于平原区集水面积较大（大于 ５００ ｋｍ２）的排水沟和河道排涝设计。 关键在于合理分析确定参

数 Ｋ 、 ｍ 和 ｎ 。

２　 实例分析

湖北省四湖流域的螺山排区位于四湖流域南部， 北面以四湖总干渠和洪排主隔堤为界， 西部和南部抵长

江干堤， 东抵螺山电排渠， 总排水面积为 ９３５ ５ ｋｍ２， 耕地面积为 ５２７ ０ ｋｍ２（其中水田为 ３０９ ０ ｋｍ２、 旱田为

２１８ ０ ｋｍ２）。 地势低洼， 地面高程为 ２３ ０～２８ ０ ｍ， 自西北向东南方向倾斜。 共 １１ 条排水支渠， ２ 条骨干排

渠， 分别为杨林山排渠和螺山总排渠， 其中螺山总排渠的宽度为 ４０ ０～１００ ０ ｍ， 渠底高程为 １９ ０ ～ ２２ ３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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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区内有螺山泵站和杨林山泵站两座一级站， 总设计排水流量为 ２１０ ０ ｍ３ ／ ｓ； 还有多处二级泵站， 总装机容

量为 １３ ４９５ ｋＷ， 装机流量为 １２６ ６ ｍ３ ／ ｓ， 排水面积为 ３７８ ８ ｋｍ２。
２ １　 不同设计暴雨下的排涝模数计算

２ １ １　 设计暴雨形式

本文主要分析设计暴雨重现期和历时对排涝模数的影响。 鉴于排涝设计标准一般为 ３ 年、 ５ 年、 １０ 年一

遇设计标准， 重要城市采用 ２０ 年一遇标准， 并设置极端的重现期 ５０ 年、 １００ 年和标准重现期之间的插值 １５
年， 以便于理论分析， 因此， 最后采用 ７ 种暴雨重现期（３ 年、 ５ 年、 １０ 年、 １５ 年、 ２０ 年、 ５０ 年、 １００ 年）
和 ２ 种暴雨历时（１ 日和 ３ 日）共 １４ 种组合方式。
２ １ ２　 排涝模数计算

（１） 设计暴雨　 因螺山排区面积较大， 采用排区内的螺山、 朱河和尺八 ３ 个雨量站 １９６０—２０１１ 年共 ５２
年的日降雨量资料， 利用算术平均法计算区域面雨量。 对于系列中的缺测年份， 则采用资料较全的洪湖气象

站的降雨资料进行插补延长。 通过拟合 Ｐ⁃Ⅲ型频率曲线， 得到不同历时各种频率的最大暴雨量。
（２） 排涝模数　 根据排区的实测气象资料及不同下垫面条件， 按 １ ２ 节所述方法计算设计净雨， 利用

式（６）进行排涝模数计算， 公式中的相关参数查表得： Ｋ ＝ ０ ０１７、 ｍ ＝ １ 和 ｎ ＝ － ０ ２３８。
２ ２　 土地利用方式对排涝模数的影响

根据计算结果分析主要下垫面因素对排涝模数的影响， 当某项因素变化时， 假定其他因素都维持在

２０１１ 年的水平不变。
２ ２ １　 种植结构对排涝模数的影响

排区内主要种植的作物有水稻、 棉花等。 近年来， 水田种植面积呈增加趋势， 而旱作的种植面积则逐渐

减小。 种植结构的变化用水旱比表示。 拟定方案 １ ～方案 ６ 的水旱比（这里定义为水田面积与耕地总面积之

比）分别为 ０、 ０ ２、 ０ ４、 ０ ６、 ０ ８ 和 １ ０。 图 １ 列出了典型设计暴雨对应的排涝模数。

图 １　 不同水旱比下的排涝模数比较

Ｆｉｇ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ｍｏｄｕｌｉ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 ｔｏ ｄｒｙ 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由图 １ 可知， 同一重现期和暴雨历时下， 排涝模数随着水旱比例的增加而减小。 以 １０ 年一遇为例， 从

方案 １（全部耕地种植旱作物）到方案 ６（全部耕地种植水田作物）， 在 １ 日暴雨下， 排涝模数减小了 ２ １％，
而在 ３ 日暴雨下， 排涝模数则减小了 ３ ７％。 此外， 重现期越大， 减小的比例越小。 １ 日暴雨下， 减小的比

例从 ３ 年一遇的 ３ ６％减小到 １００ 年一遇的 １ ２％； 而 ３ 日暴雨则相应从 ６ ０％减小到 ２ ２％。
方案 ４（水旱比为 ０ ６）为 １９６４ 年的实际水旱比， 方案 ５（水旱比为 ０ ８）为现状（２０１１ 年）的水旱比， 螺山

排区实际水旱比呈增加趋势， 可知这种趋势有利于缓解排水系统的压力， 提高现有除涝系统的排涝标准。
２ ２ ２　 城市化对排涝模数的影响

随着城市化发展， 不透水面积增加， 假定方案１～方案４ 的地面硬化率分别为５ ０％、 １０ ０％、 １５ ０％和２０ ０％，
分别计算典型设计暴雨对应的排涝模数如图 ２ 所示。 其中， 地面硬化率的增加主要来自于水旱田面积的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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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地面硬化率下的排涝模数比较

Ｆｉｇ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ｍｏｄｕｌｉ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ｎｄ ｈａｒｄｅｎｉｎｇ ｒａｔｅｓ

由图 ２ 可知， 同一重现期和暴雨历时下， 排涝模数随地面硬化率的增加而增大。 以 １０ 年一遇为例， 地

面硬化率从 ５ ０％增加到 ２０ ０％时， 在 １ 日暴雨下， 排涝模数增加了 ９ ０％， 而在 ３ 日暴雨下， 排涝模数则增

加了 ５ ２％。 近年来， 快速发展排区城镇化会加重排涝压力。
２ ２ ３　 水面率对排涝模数的影响

假定方案 １～方案 ８ 的水面率分别为 ２ ０％、 ４ ０％、 ６ ０％、 ８ ０％、 １０ ０％、 １２ ０％、 １４ ０％和 １６ ０％，
分别计算得到典型设计暴雨相应的排涝模数如图 ３ 所示。 由图 ３ 可知， 在相同重现期和暴雨历时下， 排涝模

数随着水面率的增大而减小。 以 １０ 年一遇为例， 水面率从 ２ ０％增加到 １６ ０％时， 在 １ 日暴雨下， 排涝模数

减小了 １２ ０％； 而在 ３ 日暴雨下， 排涝模数则减小了 １２ ８％。 据有关资料统计， 排区水面率呈减小趋势， 从

而增加了排涝压力。 需要说明的是， 水面率改变对经验公式中的综合系数有一定影响， 主要表现在当水面率

增大时， 河湖调节能力增大， 综合系数减小。 因缺乏相关实际资料， 本文未考虑这一变化。

图 ３　 不同水面率下的排涝模数比较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ｍｏｄｕｌｉ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ａｔｉｏｓ

２ ２ ４　 土地利用方式对排涝模数的影响比较
表 １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方案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ｓｃｈｅｍｅｓ

水旱比 水面率 ／ ％ 地面硬化率 ／ ％

０ ４ ２ ０ ５ ０

０ ６ ６ ０ １０ ０

０ ８ １０ ０ １５ ０

　 　 为了研究水旱比、 地面硬化率和水面率三者的组合与排涝

模数的定量关系， 拟定以下组合方案， 见表 １。 分别计算 ２７
种组合方案的排涝模数。

以水旱比（ ｘ１）、 水面率（ ｘ２）和地面硬化率（ ｘ３）为自变

量， 排涝模数（ ｙ ）为因变量， 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以 １０ 年一

遇 １ 日暴雨为例， 求得回归方程：
ｙ ＝ ０ ２７１ － ０ ０１０ｘ１ － ０ ２６４ｘ２ ＋ ０ １４３ｘ３ 　 　 （Ｒ ＝ １ ０００； α ＝ ０ ０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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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７）中 ｘ１ 和 ｘ２ 的系数为负， 说明排涝模数分别随着水旱比和水面率的增加而减小。 而 ｘ３ 的系数为正，
则说明排涝模数随着地面硬化率的增加而增大。 此外， 利用偏回归系数的显著性程度判断可得， 各自变量对

排涝模数影响的大小顺序为 ｘ２（水面率）＞ ｘ３（地面硬化率）＞ ｘ１（水旱比）， 即三因素相比水面率对排涝模数的

影响大于水旱比和地面硬化率的影响。
以 １０ 年一遇 ３ 日暴雨为例， 利用上述方法进行分析， 建立的三元线性回归方程为

ｙ ＝ ０ ４８７ － ０ ０２９ｘ１ － ０ ４６５ｘ２ ＋ ０ １３６ｘ３ 　 　 　 （Ｒ ＝ １ ０００； α ＝ ０ ０１） （８）
由式（８）可知， ３ 日暴雨与 １ 日暴雨情况下各因素的影响趋势一致。 同样利用偏回归系数的显著性程度

来判断各自变量对排涝模数影响的大小顺序也与 １ 日暴雨相同。
２ ３　 灌溉方式对排涝模数的影响

以水稻间歇灌溉和常规淹灌进行对比研究。 间歇灌溉即让稻田水分处于 “薄水层—湿润—短暂落干”
的循环状态， 分别计算两种灌溉方式下的排涝模数， 并进行比较， 见表 ２。

表 ２　 传统灌溉和间歇灌溉的排涝模数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ｍｏｄｕｌｉ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重现期 ／ ａ

１ 日暴雨 ３ 日暴雨

传统灌溉 ／
（ｍ３·ｓ－１·ｋｍ－２）

间歇灌溉 ／
（ｍ３·ｓ－１·ｋｍ－２）

减小的比例 ／
％

传统灌溉 ／
（ｍ３·ｓ－１·ｋｍ－２）

间歇灌溉 ／
（ｍ３·ｓ－１·ｋｍ－２）

减小的比例 ／
％

３ ０ １６ ０ １３ ２０ ２ ０ ２８ ０ ２５ １１ ７
５ ０ ２１ ０ １８ １５ ２ ０ ３６ ０ ３３ ９ １
１０ ０ ２８ ０ ２５ １１ ５ ０ ４６ ０ ４３ ７ ０
１５ ０ ３２ ０ ２９ １０ １ ０ ５２ ０ ４９ ６ ２
２０ ０ ３５ ０ ３２ ９ ３ ０ ５６ ０ ５３ ５ ８
５０ ０ ４３ ０ ４０ ７ ５ ０ ６９ ０ ６６ ４ ７
１００ ０ ４９ ０ ４６ ６ ６ ０ ７８ ０ ７５ ４ ２

　 　 结果表明， 同一重现期和暴雨历时下， 间歇灌溉模式下的排涝模数比传统灌溉要小。 １ 日暴雨时， 减小

的比例为 ６ ６％～２０ ２％； ３ 日暴雨时， 减小的比例为 ４ ２％ ～ １１ ７％。 其原因在于间歇灌溉各阶段适宜水层

上下限比传统灌溉处理低很多， 遇到降雨时有较大的蓄雨空间。 此外， 排涝模数减小的比例随着降雨重现期

的增大而减小。 目前， 灌区水稻节水灌溉面积不断增加， 对减轻排涝压力有利。
２ ４　 不同历史时期下垫面条件对排涝模数的影响

采用历史反演法， 以 １９９４ 年和 ２０１１ 年下垫面为基础（表 ３）， 分别计算不同重现期下 １ 日暴雨和 ３ 日暴

雨的排涝模数（表 ４）， 并以 １９９４ 年下垫面为基础， 采用对数函数拟合排涝模数与重现期之间的关系， 以揭

示同一设计暴雨在不同下垫面下的涝水响应规律， 具体公式如下：
１ 日暴雨： 　 　 　 　 ｑ ＝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８８ｌｎＴ 　 　 　 　 （ Ｒ ＝ １ ０００） （９）
３ 日暴雨： ｑ ＝ ０ ０６９ ＋ ０ １３４ｌｎＴ （ Ｒ ＝ １ ０００） （１０）

式中　 ｑ 为排涝模数， ｍ３ ／ （ｓ·ｋｍ２）； Ｔ 为重现期， ａ。
由表 ３ 可知， ２０１１ 年相对于 １９９４ 年， 水旱比由 ０ ７ 增加到了 ０ ８， 水面率由 ２０ ３％减小到 １０ ３％， 地

面硬化率由 １ ０％增加到 ３２ １％， 可见下垫面的变化十分显著。 根据表 ４ 可知， 同一重现期和暴雨历时下，
以 ２０１１ 年下垫面为基础求得的排涝模数均比 １９９４ 年下垫面求得的排涝模数大， １ 日暴雨时， 增加的比例为

１９ ７％～５９ ６％， 而在 ３ 日暴雨时， 增加的比例为 １４ ７％ ～ ３２ ５％。 此外， 排涝模数增加的比例分别随着重

现期和暴雨历时的增大而减小。 以 １０ 年一遇 １ 日暴雨和 ３ 日暴雨为例， 排涝模数分别由 １９９４ 年的

０ ２２ ｍ３ ／ （ｓ·ｋｍ２）和 ０ ３８ ｍ３ ／ （ｓ·ｋｍ２）增加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０ ２８ ｍ３ ／ （ｓ·ｋｍ２）和 ０ ４６ ｍ３ ／ （ｓ·ｋｍ２）， 从而使排

涝流量分别由 １９９４ 年的 ２０１ １ ｍ３ ／ ｓ 和 ３５７ ４ ｍ３ ／ ｓ 增加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６４ ７ ｍ３ ／ ｓ 和 ４３２ ２ ｍ３ ／ ｓ。 此外， 相同暴

雨历时下， 排涝模数随着暴雨重现期的增大而增加， 而在同一暴雨重现期下， 排涝模数随着暴雨历时的增加

而增加。 以 ２０１１ 年下垫面为基础求得的 １０ 年一遇 １ 日暴雨和 ３ 日暴雨排涝模数分别为 ０ ２８ ｍ３ ／ （ｓ·ｋｍ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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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４６ ｍ３ ／ （ｓ·ｋｍ２）， 代入以 １９９４ 年下垫面为基础拟合的方程可知（式（９）和式（１０））， 大约相当于 １９９４ 年下

垫面 ２３ 年一遇 １ 日暴雨和 １９ 年一遇 ３ 日暴雨的排涝模数， 结果表明， 由于下垫面条件的改变， 即使在排涝

标准不变的条件下， 也必须提高排水工程的排涝能力。 因此，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些地区的现有排涝能

力显得不足， 其中下垫面改变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表 ３　 不同时期下垫面的比较 ％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年份 水田 旱地 水域 建筑用地 其他

１９９４ ２４ ０ １２ ０ ２０ ３ １ ０ ４２ ７

２０１１ ３２ ５ ７ ３ １０ ３ ３２ １ １７ ８

注：表中数据以占国土总面积的百分比表示，数据来源于《四湖地区湿地农业持续发展研究》、《１９９４ 年湖北省监利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资料》和《荆州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

表 ４　 不同时期排涝模数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ｍｏｄｕｌｉ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重现期 ／ ａ
１ 日暴雨 ３ 日暴雨

１９９４ 年 ／
（ｍ３·ｓ－１·ｋｍ－２）

２０１１ 年 ／
（ｍ３·ｓ－１·ｋｍ－２）

增加的比例 ／
％

１９９４ 年 ／
（ｍ３·ｓ－１·ｋｍ－２）

２０１１ 年 ／
（ｍ３·ｓ－１·ｋｍ－２）

增加的比例 ／
％

３ ０ １０ ０ １６ ５９ ６ ０ ２１ ０ ２８ ３２ ５
５ ０ １５ ０ ２１ ４２ ０ ０ ２９ ０ ３６ ２５ ７
１０ ０ ２２ ０ ２８ ３１ ５ ０ ３８ ０ ４６ ２０ ９
１５ ０ ２５ ０ ３２ ２８ ０ ０ ４４ ０ ５２ １９ １
２０ ０ ２８ ０ ３５ ２６ ０ ０ ４８ ０ ５６ １８ １
５０ ０ ３５ ０ ４３ ２１ ８ ０ ５９ ０ ６９ １５ ８
１００ ０ ４１ ０ ４９ １９ ７ ０ ６８ ０ ７８ １４ ７

３　 结　 　 论

（１） 排涝模数分别随着水旱比和水面率的增加而减小， 而随着地面硬化率的增加而增大。 此外， 水面

率对排涝模数的影响大于水旱比和地面硬化率的影响。
（２） 分别以 １０ 年一遇 １ 日暴雨和 ３ 日暴雨为例， 建立了排涝模数与水旱比、 水面率和地面硬化率（ ｘ３）之

间的回归方程， 表明水旱比、 水面率与排涝模数负相关， 而地面硬化率与排涝模数正相关。
（３） 水稻间歇灌溉下的排涝模数比传统灌溉小， 并随着暴雨重现期的增大， 减小的比例变小。 水稻节

水灌溉的实施有利于减轻排涝压力。
（４） 同一重现期和暴雨历时下， 以 ２０１１ 年下垫面为基础求得的排涝模数大于以 １９９４ 年下垫面求得的排涝

模数。 排涝模数增加的比例分别随着重现期和暴雨历时的增大而减小。 以 １０ 年一遇 １ 日暴雨和 ３ 日暴雨为例，
排涝模数分别由 １９９４ 年的 ０ ２２ ｍ３ ／ （ ｓ·ｋｍ２）和 ０ ３８ ｍ３ ／ （ ｓ·ｋｍ２）增加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０ ２８ ｍ３ ／ （ ｓ·ｋｍ２）和
０ ４６ ｍ３ ／ （ｓ·ｋｍ２）， 从而使排涝流量分别由 １９９４ 年的 ２０１ １ ｍ３ ／ ｓ 和 ３５７ ４ ｍ３ ／ ｓ 增加到 ２０１１ 年的２６４ ７ ｍ３ ／ ｓ和
４３２ ２ ｍ３ ／ ｓ。 以 ２０１１ 年下垫面为基础求得的 １０ 年一遇 １ 日暴雨和 ３ 日暴雨排涝模数分别为 ０ ２８ｍ３ ／ （ｓ·ｋｍ２）和
０ ４６ ｍ３ ／ （ｓ·ｋｍ２）， 大约相当于 １９９４ 年下垫面 ２３ 年一遇 １ 日暴雨和 １９ 年一遇 ３ 日暴雨的排涝模数。

需要说明的是， 水面率改变对经验公式中的综合系数有一定影响， 如当水面率增大时， 排区的调节能力

增大， 则综合系数减小。 然而因缺乏相关实际资料的验证， 本文未能给出定量结果， 导致水面率增大时， 排

涝模数的计算结果会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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