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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试验和模拟， 研究生态滤沟对城市路面径流的净化效果及适宜工况。 设计了半渗透型和防渗型两套生

态滤沟试验系统， 每套系统由 ５ 种典型填料滤沟组成。 不同影响因素的多水平正交试验和单因素试验结果表明： 填

料组合方式是对整体处理效果影响最重要的因素， 且以粉煤灰＋沙（ＦＳ）为人工填料层的生态滤沟净化效果最好， 防

渗与半渗透型沟槽综合去除率分别为 ８３ １２％和 ７３ １８％， 最佳淹没区高度为 １５０ ｍｍ。 建立了污染物（ＴＮ、 ＴＰ）去除

率、 出水率与各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 经 Ｎａｓｈ⁃Ｓｕｔｔｃｌｉｆｆｅ 系数和决定系数检验， 拟合效果良好。 采用 Ｈｙｄｒｕｓ⁃１Ｄ
模型对 ３ 种入流浓度下 ＴＰ 在生态滤沟系统中的迁移进行了模拟， ＴＰ 出水浓度模拟值与实测值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

１４ １１％、 １７ ３３％和 ２６ ５７％， 模拟结果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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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ａｉｌ： ｘａｕｔ＿ｌｊｋ＠ １６３ ｃｏｍ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规模扩大， 城市内涝、 地下水补给量减少、 面源污染加重等水文环境响应日益凸

显。 研究表明， 土地利用类型、 土壤入渗能力以及降雨强度是影响城区降雨—径流关系的重要因素， 当透水

与不透水地面比例接近 １ ∶１时， 城区综合径流系数达到 ０ ８ 以上［１］。 在城市主要的 ３ 种下垫面（路面、 屋面

和绿地）中， 路面径流水质最差， 道路次降雨径流量约 ２５％， 却产生了 ４０％ ～８０％的污染物［２］。 雨水径流中

的污染物主要有营养物（Ｎ、 Ｐ）、 固体悬浮物、 有机物（ＢＯＤ、 ＣＯＤ）和重金属等， 其污染过程主要受降雨量、
土地利用表面特征等因素的影响， 且污染过程比较复杂［３⁃４］。 面对城镇化带来的环境与资源压力， 城市径流

及其污染调控已成为城镇发展所面临的必然课题。
生物滞留系统是一种典型的低影响开发技术， 其对于消纳、 净化雨水径流具有重要作用［５⁃６］。 该技术通

过植物、 填料、 微生物等的物理、 化学和生物共同作用处置、 净化路面雨水径流。 根据地下水位高低、 土壤

渗透能力、 区域环境条件等内外部因素， 生物滞留设施可分为不渗透型（防渗型）、 半渗透型和渗透型［７］。
防渗型设施底部通过垫层或防渗膜处理， 设置穿孔排水管； 半渗透型设施在砾石排水层设穿孔排水管， 但底

部不做防水处理， 处置的径流一部分渗入地下， 一部分被收集， 适合有一定渗透能力的区域； 渗透型设施所

接纳的雨水径流全部渗入地下， 对地下水位和土壤渗透能力有特殊要求。 按照外观、 大小、 建造位置和适用

范围， 生物滞留系统还可划分为雨水花园、 生态滤沟 ／生物滞留带、 滞留花坛和树池 ４ 种类型［８］。
生物滞留系统中的填料对其功能的发挥起着关键作用， 不同地区的气象条件、 土壤特性、 水质水量状况

等都影响着其填料的选择与配比。 填料的选择一般要求渗透系数不小于 １０－５ｍ ／ ｓ， 且对雨水径流中污染物具

有一定的净化效果［９］， 目前常见的有土壤、 砂、 部分有机质组成的混合填料和土壤、 砂、 腐殖质、 炉渣、
粉煤灰等组合的分层填料。 另外， 在填料中加入少量水处理残渣（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 ＷＴＲｓ）、 硬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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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皮覆盖物（Ｈａｒｄｗｏｏｄ Ｂａｒｋ Ｍｕｌｃｈ， ＨＢＭ）等， 在提高污染物净化效果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果［１０］。 城市雨水

径流污染晴天累积、 雨天排放， 具有随机性强、 突发性强、 污染径流量大的特点， 这也是城市雨水径流污染

控制的难点所在。 Ｌｕｃｋｅ 和 Ｐｅｔｅｒ［１１］研究街道旁运行 １０ 年的生物滞留池（四周和底部均做防渗处理）污染物去

除效果和水力特性， 用 ＴＰ 浓度分别为 ０ ３５ ｍｇ ／ Ｌ、 ０ ７ ｍｇ ／ Ｌ、 １ ７５ ｍｇ ／ Ｌ 的合成雨水进行试验时， ＴＰ 平均

浓度去除效果分别为 ９１ ６２％、 ９２ ３２％和 ９１ １５％； ３ 次清水试验中 ＴＮ 去除率均为负值， 入流 ＴＮ 浓度在

２ ６ ｍｇ ／ Ｌ、 ５ ２ ｍｇ ／ Ｌ、 １３ ｍｇ ／ Ｌ 左右时， ＴＮ 平均浓度去除效果分别为 １３ ６０％、 １１ ３７％和 ４８ ３３％。 Ｈａｔｔ
等［１２］在干湿交换条件下进行人工配水的土柱试验， 结果显示： 较长的干燥期使得出水中有较高的氮浓度，
可能是土壤在干燥期有机物转化为氨的作用。 Ｋｉｍ 等［１３］ 建议在生物滞留设施底部设置一个缺氧区， 有利于

微生物脱氮， 但也有部分现场试验表明， 饱和区并没有明显提高硝酸盐的去除率［１４⁃１６］。 可见， 进水水力负

荷和污染物负荷、 降雨间隔时间、 淹没区等也是影响生物滞留设施处理效果的重要因素。
本文根据对西安市降雨特征和道路雨水径流水质状况的调查分析， 通过正交和单因素试验， 研究生态滤

沟的最佳运行工况， 建立其净化效果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并模拟磷素在生态滤沟中的迁移规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装置与方案设计

在西安理工大学水资源试验场设计和建造了一套生态滤沟中型试验装置， 包括半渗透型 １—５ 号沟槽和

防渗型 ６—１０ 号沟槽， 如图 １（ａ）所示。 每条沟槽的规格为长 ２ ００ ｍ×宽 ０ ５０ ｍ×深 １ ０５ ｍ， １０ 条沟槽共用 １
个水箱， 水箱体积为 ２ ７００ Ｌ。 其中， １—５ 号试验沟槽底部为天然土壤， 人工填料层分别为种植土（Ｚ）、 高

炉渣（Ｇ）、 高炉渣＋沙（ＧＳ， 体积比 １ ∶１）、 粉煤灰＋沙（ＦＳ， 体积比 １ ∶１）、 沙＋种植土＋腐殖质（ＳＺＦ， 体积比

１８ ∶ １ ∶ １）； ６—１０ 号沟槽底部做防渗处理， 人工填料层与 １—５ 号沟槽对应。 滤沟内种有道路绿化常用植物

小叶女贞（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ｑｕｉｈｏｕｉ Ｃａｒｒ）与麦冬草（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ｇｏｎ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覆盖层为法桐（Ｐｌａｔａｎ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Ｌｉｎｎ）
树叶。 在系统的入流口、 出流口、 溢流口均安装了 ３０°三角堰， 堰前水位由 ＸＴＨＪ 型记录仪监测， 用于观测

进水、 出水和溢流流量， 试验现场如图 ２ 所示。

图 １　 生态滤沟装置

Ｆｉｇ １ Ｂｉｏｓｗａｌｅ ｄｅｖｉｃｅ

正交试验表由标准正交和追加试验组成， 所有试验表格中， 试验因素排序为正交试验设计设定， 将填料

组合、 间隔时间、 淹没区高度、 入流流量和入流浓度等作为生态滤沟净化效果的影响因素， 其中填料组合设

５ 个水平， 分别为种植土、 高炉渣、 高炉渣＋沙、 粉煤灰＋沙、 沙＋种植土＋腐殖质； 时间间隔设 ３ 个水平， 分

别为 ５ ｄ、 １０ ｄ、 １５ ｄ； 淹没区高度设 ３ 个水平， 分别为 ０ ｍｍ、 １５０ ｍｍ、 ３５０ ｍｍ； 入流流量设 ３ 个水平，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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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生态滤沟试验现场

Ｆｉｇ ２ Ｔｅｓｔ ｓｉｔｅ ｏｆ ｂｉｏｓｗａｌｅ

别为小流量、 中流量、 大流量（表 １）； 入流浓度设 ３ 个水平， 分别为低浓度、 中浓度、 高浓度（表 ２），
ＣＯＤ、 ＮＯ３⁃Ｎ、 ＮＨ３⁃Ｎ、 ＴＰ、 Ｚｎ 分别用葡萄糖、 硝酸钾、 氯化铵、 磷酸二氢钾和硝酸锌配制。 典型生物滞留

设施表面积占汇水面积的比率为 １ ／ ２０～１ ／ １０［１７］， 本研究设置汇流比为 １７ ∶１， 再根据西安市暴雨强度公式计

算不同重现期下降雨强度［１８］， 进而确定试验进水水量。 本试验过程中要求模拟一场雨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
包含 “起涨—峰顶—落水” 的完整过程， 岑国平等［１９］经过大量模拟和比较， 认为短历时降雨中单峰雨型是

主要的， 雨峰多数在前部和中部， 用芝加哥雨型（又称 Ｋｉｅｆｅｒ 和 Ｃｈｕ 雨型）计算洪峰流量、 调蓄容积等效果

较好， 一般能满足精度要求， 且比较容易确定雨强过程， 在国内外均有广泛应用， 建议采用此雨型作为设计

雨型。 因此， 本试验按照芝加哥雨型放水， 雨峰系数取 ０ ５。 试验进水水质由袁宏林［２０］、 董雯［２１］ 对西安市

降雨过程的实际监测数据综合确定。 根据正交试验设计表， 对半渗透沟和防渗沟分别得到 Ｌ１５（５１×３３）和 Ｌ３０

（５１×３４）正交试验方案， 由基本试验和追加试验组成。 为了补充正交试验方案， 重点研究内部影响因素， 还

加入单因素对比试验。 １—５ 号半渗透型滤沟在不设淹没区情况下， 依次改变时间间隔（５ ｄ、 １０ ｄ 和 １５ ｄ），
入流流量（小流量、 中流量和大流量）， 入流浓度（低浓度、 中浓度和高浓度）， 研究不同填料组合对生态滤

沟的处理效果影响； ６—１０ 号防渗沟通过保证填料组合、 间隔时间、 入流流量和入流浓度的水平不变， 只变

化淹没区高度的水平， 研究淹没区高度对滤沟处理能力的效果变化。 正交试验中， 半渗透型试验沟槽每条沟

槽运行 ３ 次， 防渗型滤沟每条沟运行 ６ 次； 单因素试验中每条沟槽运行 ３ 次。

表 １　 进水水量计算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ｌｏｗ ｖｏｌｕｍｅ

进水流量 重现期 ／ ａ
暴雨强度 ／

（Ｌ·ｓ－１·ｈｍ－２） 汇流面积 ／ ｍ２ 降雨历时 ／ ｍｉｎ
设计流量 ／
（Ｌ·ｓ－１）

进水水量 ／
（Ｌ·ｈ－１）

小水量 ０ ５ ３１ ９ １７ ６０ ０ ０４９ １７６

中水量 ２ ６６ ３ １７ ６０ ０ １０１ ３６５

大水量 ５ ８９ １ １７ ６０ ０ １３６ ４９１

表 ２　 试验配水浓度 ｍｇ ／ Ｌ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ｅｓｔ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污染物浓度 ＣＯＤ ＮＯ３ ⁃Ｎ ＮＨ３ ⁃Ｎ ＴＰ Ｚｎ

高浓度 ６００ １４ ６ ２ ５ １ ５

中浓度 ４００ １０ ４ １ ５ １ ０

低浓度 ２００ ６ ２ ０ ５ 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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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研究与分析方法

对单场次降雨来说， 假定生态滤沟的设计降雨量为 Ｈｍｍ， 则小于此降雨量的一场降雨生态滤沟的径流体

积削减率为 １００％， 超过设计降雨量的雨水溢流外排， 生态滤沟底部出水率由下式计算：

Ｒｏｕｔ ＝
Ｖｏｕｔ

Ｖｉｎ

× １００％ （１）

式中： Ｒｏｕｔ为生物滞留设施出水率； Ｖｉｎ为进水水量， ｍ３； Ｖｏｕｔ为出流水量， ｍ３。
所有试验表格中， 试验因素排序为正交试验设计设定， 试验结果为各个污染物指标实测去除率 Ｒｃ， 总

体净化效果用综合去除率 ＲＣＲＲ 评价， 其为各个污染物指标去除率的均值， 计算式如式（２）—式（３）。 水质分

析指标为总氮（ＴＮ）、 氨氮（ＮＨ３⁃Ｎ）、 硝氮（ＮＯ３⁃Ｎ）、 总磷（ＴＰ）、 可溶性正磷酸盐（ＳＲＰ）和重金属（Ｚｎ）。

Ｒｃ ＝
Ｃ ｉｎ － Ｃｏｕｔ

Ｃ ｉｎ

× １００％ （２）

ＲＣＲＲ ＝ １
６ ∑

６

ｉ ＝ １
Ｒｃｉ （３）

式中： Ｃ ｉｎ为进水污染物浓度， ｍｇ ／ Ｌ； Ｃｏｕｔ 为出水污染物浓度， ｍｇ ／ Ｌ； Ｒｃ ｉ 为每种特征污染物（ＴＮ、 ＮＨ３⁃Ｎ、
ＮＯ３⁃Ｎ、 ＴＰ、 ＳＲＰ、 Ｚｎ）的去除率。

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水质水量正交试验结果分析

根据防渗型滤沟 ３０ 个工况和半渗透型滤沟 １５ 个工况试验结果， 综合去除率趋势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防渗型和半渗透型滤沟综合去除率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ｍｅ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ｅｍｉ⁃ｐｅｒｍｅａｂｌｅ ｂｉｏｓｗａｌｅｓ

将特征污染物的处理效果作为评价指标， 以各试验综合去除率 ＲＣＲＲ最大值为最优方案。 试验结果如图 ３
所示， 防渗型滤沟和半渗透型滤沟最佳运行工况编号分别为 ２５ 号（ＲＣＲＲ ＝ ８３ １２％）和 １０ 号（ＲＣＲＲ ＝ ７３ １８％），
其运行参数为填料组合粉煤灰 ＋沙， 时间间隔 ５ ｄ。 防渗型滤沟 ２５ 号工况试验 ＴＰ、 ＴＮ、 ＳＲＰ、 ＮＯ３⁃Ｎ、
ＮＨ３⁃Ｎ和 Ｚｎ 的去除率分别为 ９４ ７１％、 ９４ ４５％、 ７４ ５９％、 ６４ ６９％、 ７４ ５４％和 ９５ ７６％， 其中 ＴＰ、 ＴＮ 和重

金属 Ｚｎ 的去除率均较其他工况有明显的优势； 半渗透型滤沟 １０ 号工况试验 ＴＰ、 ＴＮ、 ＳＲＰ、 ＮＯ３⁃Ｎ、 ＮＨ３⁃Ｎ
和 Ｚｎ 的去除率分别为 ９０ ９０％、 ５８ ０７％、 ９４ ４１％、 ４９ ３０％、 ８５ ０３％和 ９１ ２５％， ＴＰ、 ＳＲＰ 和 Ｚｎ 的去除率

比其他工况较好。
对正交试验结果进行极差分析， 研究各影响因素对运行工况影响的重要程度， 将各影响因素划分为最重

要、 重要、 次重要、 次要、 一般 ５ 个等级。 本试验中， 试验沟槽在不同入流流量和浓度下运行， 对防渗与半

防渗型滤沟极差分析表明： 填料组合方式是对整体处理效果的最重要影响因素； 入流浓度是影响防渗型滤沟

去除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 且低、 中、 高 ３ 种入流浓度下， 污染物去除效果呈先增大后略有减小的趋势。 笔

者前期研究表明［２２］： 随着入流水力负荷的增大， 生态滤沟对污染物的去除率会降低， ＮＨ３⁃Ｎ 和 ＴＮ 的去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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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低水力负荷时相差 １０％左右， ＳＲＰ 和 ＴＰ 的去除率在高低负荷时相差 ３０％左右， 可见入流水力负荷的改

变对生态滤沟运行效果有明显的影响。 本试验中入流流量的大小对半渗透型生态滤沟有重要影响， 且低、
中、 高 ３ 种入流流量下， 半渗透型生态滤沟污染物的去除效果呈逐渐减小趋势， 最佳运行工况为小水量； 而

对防渗型生态滤沟为一般影响因素， 随着进水水量的增大， 综合去除率先减小后增大， 最佳运行工况为大水

量。 防渗型和半渗透型滤沟最佳运行工况的差异性主要受底部防水垫层及其接触土壤边界的物理特性影响。
防渗型生态滤沟水量运行工况和前期研究的差异性归结于两方面， 一方面由于前期研究生态滤沟采用穿孔管

布水而本研究中采用布水堰双边进水， 这就增大了边壁流的风险； 其次， 前期研究中每种水力负荷整个降雨

历时进水流量基本不变， 而本研究采用雨洪模拟中常用的芝加哥雨型， 进水流量有一个先增大后减小的过

程， 生物滞留单元在峰流量情况下有短期的积水时间， 反而增大了填料与污染物的接触时间进而充分发挥了

填料的吸附性能。
２ ２　 单因素对比试验结果分析

选取两条防渗型滤沟（人工填料层分别为高炉渣＋沙和粉煤灰＋沙）为对象， 进行淹没区高度净化效果对

比试验； 所选取的淹没区高度分别为 ０ ｍｍ、 １５０ ｍｍ 和 ３５０ ｍｍ， 其他内外部因素基本一致。 以 ５ 条半渗透型

滤沟为对象， 研究不同填料组合方式对生态滤沟的处理效果影响， 图 ４ 中 Ｚ、 Ｇ、 ＧＳ、 ＦＳ、 ＳＦＺ 分别代表人

工填料层为种植土、 高炉渣、 高炉渣＋沙、 粉煤灰＋沙、 沙＋腐殖质＋种植土的生态滤沟。

图 ４　 单因素对比试验

Ｆｉｇ 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ｆａｃｔｏ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图 ４（ａ）为人工填料层分别为高炉渣＋沙和粉煤灰＋沙的两条滤沟在 ３ 种淹没区高度下的运行效果。 内部

淹没区的设置对氮素的作用效果比较明显， 内部淹没区创造一个厌氧的环境促进 ＮＯ３⁃Ｎ 转化为氮气的反硝

化过程。 研究表明［２３⁃２４］， 生物滞留系统有内部淹没区时， 对峰值流量削减和峰现时间迟滞效果较好， 水质

上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从图 ４（ ａ）中可看出， ＦＳ 和 ＧＳ 在 １５０ ｍｍ 淹没区高度下处理效果高于 ０ ｍｍ 和

３５０ ｍｍ的处理效果， 试验中所有工况下均未出现溢流现象。
图 ４（ｂ）为 ３ 种浓度和流量下， ５ 条不同人工填料的生态滤沟运行效果及趋势。 雨水径流污染物在生态

滤沟系统中停留时间较短， 主要靠填料的截留、 吸附等作用得以去除。 从图 ４ 可以看出， ３ 种浓度和流量下，
ＦＳ 均较其他填料效果好， 综合去除率分别为 ８３ ３２％、 ６８ ７７％和 ８４ ２７％， 在间隔时间 ５ ｄ， 小流量小浓度

情况和间隔时间 １５ ｄ， 大流量大浓度情况下， ＦＳ 去除污染物较其他 ４ 种填料效果更为明显。 ＮＨ＋
４属于可被土

壤胶体吸收的一类阳离子， 其随雨水径流进入系统后首先被表面带负电的土壤颗粒吸附， 所以土壤的阳离子

交换能力（土壤胶体所能吸收的交换性阳离子的最大量）直接决定了土壤对 ＮＨ＋
４ 的吸附量。 磷主要通过土壤

粒子的化学沉淀反应和吸附作用等得到去除， 金属阳离子量多且偏碱性的土壤对磷具有良好的吸附能力。 生

态滤沟 ５ 种不同填料组合中， 种植土适宜植物生长， 监测时间段内， 对几种污染物中 ＴＰ 的去除率最高， 分

别为 ８７ ４５％、 ８５ ９７％和 ９０ ３０％。 高炉渣多孔、 有利于微生物的附着生长， 透水能力好， 研究表明， 高炉

渣对阳离子有较强的吸附作用， 对阴离子的吸附能力较弱； 蒋艳红［２５］ 推测高炉渣表面可能带负电荷， 其吸

附作用主要依靠静电引力发生， 属于非专性吸附。 腐殖质微生物含量高， 为污染物的降解和转化提供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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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试验中高炉渣对 ＴＰ 去除率最高， 分别为 ９４ ８４％、 ８４ ５７％和 ９４ １７％。 粉煤灰的吸附作用包括通过分子

间作用力进行的物理吸附和存在的大量铝、 铁、 硅等活性点使水中多数带负电的胶体微粒产生絮凝作用的化

学吸附［２６］。 粉煤灰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和较大的离子交换能力， 在本研究中表现出对特征污染物较好的去

除效果， 其中 Ｚｎ 的去除率最高， ３ 种工况下 Ｚｎ 的去除率分别为 ９０ ７８％、 ９４ ６７％和 ９７ ５６％。
２ ３　 生态滤沟水质水量处理效果统计分析

经过曲线分析， 发现影响因素与生态滤沟出水率和污染物 ＴＮ、 ＴＰ 去除率之间呈较强的线性关系， 因

此， 运用 ＳＰＳＳ 统计分析中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防渗型沟槽和半渗透型沟槽净化效果进行模拟。 分别以

ＴＮ、 ＴＰ 去除率和生态滤沟出水率为因变量， 各影响因素为自变量。 小流量和中流量试验结果用于建模， 大

流量结果用于检验。 防渗型和半渗透型滤沟多元回归模型一般表达式分别如式（４）和式（５）所示， 率定后的

模型如式（６）—式（１１）所示。 采用 Ｎａｓｈ⁃Ｓｕｔｔｃｌｉｆｆｅ 模拟效率系数（Ｅｎｓ）和决定系数 Ｒ２对建模效果进行评价， Ｅｎｓ

越接近于 １， 表明拟合效果越好， Ｅｎｓ１、 Ｅｎｓ２分别为率定阶段和验证阶段的 Ｎａｓｈ⁃Ｓｕｔｔｃｌｉｆｆｅ 效率系数。 Ｒ２反映模

拟值与实测值变化趋势的拟合度情况， Ｒ２值越大， 模拟值和实测值变化趋势越接近。 将模拟结果与实测结果

绘制对比图， 如图 ５ 所示。
ｙ１ ＝ ａ０ ＋ ａ１ｘ１ ＋ ａ２ｘ２ ＋ ａ３ｘ３ ＋ ａ４ｘ４ ＋ ａ５ｘ５ （４）

ｙ２ ＝ ａ０ ＋ ａ１ｘ１ ＋ ａ２ｘ２ ＋ ａ３ｘ３ ＋ ａ４ｘ４ （５）
式中： 模拟污染物去除时， ｙ 为 ＴＰ、 ＴＮ 去除率（ｙＴＰ、 ｙＴＮ），％； ｘ１为进水污染物浓度， ｍｇ ／ Ｌ； ｘ２为运行间隔

天数， ｄ； ｘ３为孔隙率，％； ｘ４为填料因子（填料吸附量除以填料下渗率）， １０－３ｄ ／ ｍ； ｘ５为淹没区高度， ｍｍ。
模拟出水量时， ｙ 为出水率（ｙＯＲ），％； ｘ１为进水水量， ｍｇ ／ Ｌ； ｘ４为渗透系数， ｍ ／ ｄ； ｘ２、 ｘ３、 ｘ５与模拟污染物

去除时一致。

图 ５　 生态滤沟净化效果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Ｆｉｇ ５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ｉｏｓｗａｌｅｓ

防渗型滤沟：
ｙＴＰ ＝ － ５０ ６３６ ＋ ３ ２１８ｘ１ － ０ ２０９ｘ２ ＋ ２ ７１２ｘ３ ＋ ０ ０３９ｘ４ ＋ ０ ００９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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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ｓ１ ＝ ０ ９９１， Ｅｎｓ２ ＝ ０ ９８６， Ｒ２ ＝ ０ ８３９） （６）
ｙＴＮ ＝ ４４ ４９３ ＋ ０ ２６７ｘ１ － ０ ３５６ｘ２ ＋ ０ １９９ｘ３ ＋ ０ ００８ｘ４ － ０ ０１２ｘ５

（Ｅｎｓ１ ＝ ０ ９８４， Ｅｎｓ２ ＝ ０ ９７７， Ｒ２ ＝ ０ ６４１） （７）
ｙＯＲ ＝ ８７ １９１ － ０ ０１９ｘ１ ＋ ０ １４３ｘ２ － １ ６０８ｘ３ ＋ ８ ３１８ｘ４ － ０ ０１０ｘ５

（Ｅｎｓ１ ＝ ０ ９８３， Ｅｎｓ２ ＝ ０ ９７９， Ｒ２ ＝ ０ ９２９） （８）
半渗透型滤沟：

　 ｙＴＰ ＝ ４１ ８７６ － １ ６０２ｘ１ ＋ ０ １９１ｘ２ ＋ ０ ５４１ｘ３ ＋ ０ ０２３ｘ４（Ｅｎｓ１ ＝ ０ ６６５， Ｅｎｓ２ ＝ ０ ７７９， Ｒ２ ＝ ０ ６６９） （９）
　 ｙＴＮ ＝ － １１ １８４ ＋ ０ ５４３ｘ１ ＋ １ ２００ｘ２ ＋ １ ０８３ｘ３ ＋ ０ ００２ｘ４（Ｅｎｓ１ ＝ ０ ９８８， Ｅｎｓ２ ＝ ０ ９０８， Ｒ２ ＝ ０ ６０４） （１０）
　 ｙＯＲ ＝ － １ ０９１ － ０ ００１ｘ１ ＋ ０ １０８ｘ２ ＋ ０ １２ｘ３ ＋ １ １４６ｘ４（Ｅｎｓ１ ＝ ０ ９８３， Ｅｎｓ２ ＝ ０ ９７９， Ｒ２ ＝ ０ ６７５） （１１）

除半渗透型滤沟 ＴＰ 去除率（式（９））模拟中 Ｎａｓｈ⁃Ｓｕｔｔｃｌｉｆｆｅ 效率系数较其他回归方程低外， 其他模拟结果

Ｎａｓｈ⁃Ｓｕｔｔｃｌｉｆｆｅ 效率系数均大于 ０ ９， 表明模型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可用于同类型生物滞留设施运行效果的预

测。 半渗透型滤沟 ＴＰ 去除率模拟中 Ｎａｓｈ⁃Ｓｕｔｔｃｌｉｆｆｅ 效率系数较低， 原因可能是由于模拟雨水下渗过程中， 填

料从不饱和到逐渐饱和， 当配水不均匀或径流雨水在沟槽中下渗速率不一致时， 监测到的出水 ＴＰ 浓度就会

有所偏差； 另外， 雨水径流下渗到半渗透型生态滤沟下边界后， 一部分蓄滞在设施底部， 一部分渗入地下，
蓄滞的雨水增大到一定程度才会从穿孔排水管排出。 当生态滤沟下边界接触面渗透特性有差异时， 生态滤沟

的出水率就会出现波动， 监测到的出水 ＴＰ 浓度就会受到影响。 监测结果证明， 防渗型生态滤沟出水率在

１０％～５０％之间， 半渗透型生态滤沟出水率小于 １０％， 有明显的下渗补给作用。
所有试验沟槽决定系数 Ｒ２均大于 ０ ６， 表明模拟值和预测值变化趋势比较接近。 影响 ＴＮ 去除率与各影

响因素之间 Ｒ２的原因， 一方面由于模拟中没有考虑植物、 微生物对氮素去除的影响， 而且随着滤沟的运行，
植物生长和根系发达情况可能存在差异； 另一方面， 大多反硝化细菌属于异养细菌， 土壤中可溶性有机碳含

量制约着反硝化细菌的生长繁殖， 因此， 随着入流负荷的改变， 微生物的生长和细胞物质的合成可能受到可

利用碳源的限制， 从而影响 ＴＮ 的去除率。 对于磷素主要考虑水力停留时间的影响， 其决定了雨水径流与填

料的接触时间、 填料中金属阳离子（Ａｌ３＋、 Ｆｅ３＋等）与径流中 ＰＯ３－
４ 的反应时间以及聚磷菌和植物对磷的吸收时

间， 模拟中没有考虑径流雨水下渗率与出流速率对其在系统中停留时间的影响， 可能是影响磷素 Ｒ２的原因

之一。
２ ４　 基于 ＨＹＤＲＵＳ⁃１Ｄ 模拟生态滤沟中 ＴＰ 的迁移

关于生物滞留设施内部污染物迁移转化驱动机制研究相对较少［２７］。 用于单个生物滞留设施水分运移、
污染物滤除常用的有 ＨＹＤＲＵＳ、 ＲＥＣＡＲＧＡ、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 等模型。 其中， ＲＥＣＡＲＧＡ 只能进行水文模拟；
ＤＲＡＩＮＭＯＤ 要求输入参数较多， 尤其适合于长时间序列水文模拟； ＨＹＤＲＵＳ⁃１Ｄ 既可以预测排泄水量， 也可

以预测出流水质， 用以分析饱和⁃非饱和多孔介质水流和溶质运移， 较多研究应用 ＨＹＤＲＵＳ 模拟雨水径流及

其污染物在生物滞留系统中的迁移规律［２８⁃３０］。 模型中没有考虑植物、 微生物对污染去除的影响， 其他污染

物（氨氮、 硝氮等）去除机制较为复杂， 不仅是物理吸附或是化学反应， 也伴随一定的微生物生化反应。 由

于磷素的去除主要靠填料的吸附作用， 本研究通过试验值与模拟值的对比分析， 应用 ＨＹＤＲＵＳ⁃１Ｄ 重点研究

在单场降雨短暂吸附过程中磷素出水浓度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选定填料组合为 “种植土” ０ ５ ｍ的不防渗滤

沟作为参数的率定， 选择同样填料 ０ ５ ｍ 宽防渗滤沟淹没区高度为 ０ ｍｍ 的工况作为检验， 在进行 ＴＰ 迁移模

拟时进行如下设定： ① 滤沟分为两层， 土壤层和填料层， 其总高（剖面深度）为 ９０ ｃｍ； ② 初始时间为 ０
ｍｉｎ， 总时间为 １２０ ｍｉｎ； ③ 迭代计算参数默认； ④ 土壤水分特征曲线， 选择 ｖａｎ Ｇｅｎｕｃｈｔｅｎ⁃Ｍｕａｌｅｍ 公式；
⑤ 选择参数如表 ３ 所示［３１⁃３２］； ⑥ 试验放水过程整个填料层初始处于非饱和状态， 经过进水过程， 逐渐形成

分层饱和， 并最终达到完全饱和， 而模拟过程则从整个填料层完全饱和开始进行， 并假设此刻为初始状态；
⑦ 初试 ＴＰ 浓度设定为 ０ ５ ｍｇ ／ Ｌ、 １ ５ ｍｇ ／ Ｌ、 ２ ５ ｍｇ ／ Ｌ； ⑧ 选择土层和填料层， 选定观测点； ⑨ 输入水头；
⑩ 输出结果。 分别在 ３０ ｍｉｎ、 ４５ ｍｉｎ、 ６０ ｍｉｎ、 ７５ ｍｉｎ、 ９０ ｍｉｎ 取样， 模拟值与实测值对比图如图 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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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水分运移、 溶质运移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填料 θｒ θｓ Ａｌｐｈａ ／ ｃｍ－１ ｎ Ｋｓ ／ （ｃｍ·ｍｉｎ－１） ρｂ ／ （ｍｇ·ｃｍ－１） Ｋｄ ／ （ｃｍ３·ｍｇ－１）

土壤 ０ ０７８ ０ ４３ ０ ０１４ １ ５６ ０ ０１７ ３ ０ ５ ０ ０００ ４０

填料层 ０ ０５４ ０ ４１ ０ ００９ １ ３１ ０ ００４ ８ ０ ５ ０ ０００ ３２
注： θｒ 为田间持水率； θｓ 为饱和含水率； Ａｌｐｈａ、 ｎ 为 ＶＧ 模型经验参数； Ｋｓ 为饱和水力传导度； ρｂ为流体密度； Ｋｄ为等温吸附常数。

图 ６　 生态滤沟中 ＴＰ 迁移模拟

Ｆｉｇ ６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Ｐ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ｉｏ⁃ｓｗａｌｅ

　 　 监测自放水时间开始后 ３０ ｍｉｎ、 ４５ ｍｉｎ、 ６０ ｍｉｎ、 ７５ ｍｉｎ、 ９０ ｍｉｎ ５ 个时刻的出水 ＴＰ 浓度， 与实测结果

相比， 模拟值均偏低， 但相差不大， ３ 种入流浓度下的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 １４ １１％、 １７ ３３％和 ２６ ５７％。
偏低原因可能是由于 Ｈｙｄｒｕｓ⁃１Ｄ 模型模拟时， 默认介质初始状态为饱和状态， 但实际情况是最初状态介质处

于非饱和状态， 随着进水量的增大， 直至介质形成分层饱和最终达到介质完全饱和状态， 即介质吸附能力经

过一个由强到弱的过程。 ３ 个浓度实测值曲线 ７５ ｍｉｎ 后表现出逐渐平缓甚至下降趋势， 而模拟值曲线尚未出

现此趋势， 模拟默认所有填料层完全饱和， 即填料层吸附性能稳定， 与实际存在一定偏差。 图 ６ 中出水浓度

随入流时间逐渐增大， 与 Ｏ′Ｎｅｉｌｌ 和 Ｄａｖｉｓ［３３］的出水浓度过程的试验结果有所差异（其随入流时间逐渐变小）。
原因可能有两方面， 一方面， 本试验经过 ５～１５ ｄ 的雨前干燥期， 土壤填料表面吸附能力得到一定恢复， 降

雨初期填料表面具有较多的快速吸附点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 填料表面快速吸附位逐渐被占据， 使得出水浓

度缓慢上升； 另一方面， 模拟降水试验采用芝加哥雨型放水， 开始 ２０ ｍｉｎ 进水污染物负荷较小， 随后有一

个逐渐增大又逐渐减少的过程， 在雨峰流量情况下， 填料对污染物的吸附、 沉淀等作用相对较弱， 且有可能

冲刷积累在系统中的污染物。

３　 结　 　 论

生态滤沟作为一种典型的从源头上处理路面径流的措施， 将 ＬＩＤ 技术与雨水蓄滞回用技术有机结合在一

起， 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本研究通过不同影响因素的多水平正交试验、 对比单因素填料种类试验得出： 粉

煤灰＋沙均较其他填料效果好， 最佳运行间隔时间为 ５ ｄ； 通过对比淹没区高度， 研究生态滤沟的处理效果，
粉煤灰＋沙和高炉渣＋沙在 １５０ ｍｍ 淹没区高度时， 生态滤沟水质处理效果最佳； 应用 ＳＰＳＳ 软件进行线性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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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分析， 所建立的回归方程 Ｒ２均大于 ０ ６， 经 Ｎａｓｈ⁃Ｓｕｔｔｃｌｉｆｆｅ 模拟效率系数检验， 模拟结果可靠， 可用于生

态滤沟净化效果的预测； 采用 ＨＹＤＲＵＳ⁃１Ｄ 模拟 ＴＰ 浓度在生态滤沟系统中的垂向分布， 其模拟结果与实测

值相对较为接近。 模拟配水试验研究中， 合成雨水与实际雨水污染物特征和水力特性方面难免有所差异， 建

议后期研究尽量采用实际降雨径流为原水。 另外， 还需深入研究生物滞留系统中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规律和机

理模型， 以便针对不同区域的水文与污染特征， 配置不同的生物滞留设施。 同时， 还可进行长时间尺度上的

试验和模拟， 研究随着填料渗透、 吸附等性能随时间上变化的情况下污染物的迁移， 以利于更好地评价污染

物在生物滞留系统中的运移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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