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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 城市人工供水的比例迅速增加， 由此产生的耗水不可忽视。 传统水文模型在计算耗水

时一般只考虑降水产生的蒸发， 忽略人工耗用蒸发。 为解析城市耗水过程， 探究城市耗水机理， 在观测城市耗水

过程的基础上， 划分城市耗水类型， 建立城市耗水量计算模型。 以北京市某区域为例， 采用调查统计、 实验监测

和模型计算结合的方法， 计算该区域 ２０１４ 年的耗水量为 ８２０ ０ ｍｍ， 明显高于传统水文模型的计算结果（多年平均

值为 ４９４ ０ ｍｍ）。 分项结果显示： 研究区绿地耗水贡献率为 ４０ ５８％， 建筑体耗水贡献率为 ３８ ７０％（其中内部人工

耗水为 ３１ ２２％， 屋顶截留雨水蒸发为 ７ ４８％）， 硬化地面贡献率为 １８ ３２％， 水面贡献率为 ２ ４０％。 结果表明： 建

筑体内部耗水量不可忽视， 是人工用水消耗的主要组成部分， 其耗水量与建筑体层数和居民数量成正比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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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和快速城镇化的影响下， 城市洪涝灾害频发， 城市水环境、 水资源、 水生态问题愈演愈

烈， 导致城市水循环机理与通量变化成为当前城市水文科学的热点问题［１］，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成为影响

水文循环过程的两大驱动因素［２］。 第七届国际水文科学大会上学者提出城市化对水文过程的影响是城市水

文水资源研究的重点［３］， 城市水文面临许多重要的挑战［４］。 １９４９ 年中国城市人口比例为 １０ ６４％， ２０１１ 年

城市人口比例首次突破 ５０％， ２０１４ 年城市人口比例达到 ５４ ７７％。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城市人口不断增加，
城区面积不断扩大， 城市耗水总量不断增加， 由此引发的城市水问题愈发突出。 特别是中国北方地区， 在变

化环境下， 人类活动造成的下垫面变化使得北方河川径流减少［５］， 城市化影响地区的短历时强降雨事件频

率和累计降雨量增加［６］。 以北京市为例， ２０１４ 年全市平均降水量为 ４３９ ０ ｍｍ， 总用水量为 ３７ ５０ 亿ｍ３， 农

业用水量为 ８ ２００ 亿ｍ３， 污水排放量为 １６ １５ 亿ｍ３， 城市区域面积为 １ ８３９ ｋｍ２， 北京市城区耗水量为

１ １５４ ０ ｍｍ， 超过当地多年平均蒸散发量 ４９４ ０ ｍｍ［７］， 但是耗水的机理尚不明确。
城市水的耗散是水文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耗水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循环中水通量的大小。 城市水文过

程包括发生在城市复杂下垫面的“自然”循环部分和集中于城市供用水的“社会”循环部分［８］。 城市“自然”水
耗散方面， 面域蒸散量计算广泛采用土壤⁃植物⁃大气系统（ＳＰＡＣ）模型［９⁃１３］ 和遥感反演方法［１４］。 植株耗水研

究多采用实验和分析方法， 例如， Ｌｉｖｅｓｌｅｙ 等［１５］、 Ａｌｌｍｅｎ 等［１６］、 陈立欣等［１７］、 王华等［１８］、 车文瑞［１９］ 对城

市乔木的蒸腾耗水特性进行研究； 赵炳祥等［２０］ 对城市 ６ 种草坪草蒸散量及作物系数进行了估算。 城市“社
会”水耗散方面研究相对较少， 现有研究主要是关于城市需水预测（Ｇｉａｃｏｍｏｎｉ 和 Ｂｅｒｇｌｕｎｄ［２１］、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等［２２］和 ＬＩ 等［２３］）、 水需求管理（Ｌｏｕｂｅｔ 等［２４］、 Ｎｉ［２５］、 马黎华和粟晓玲［２６］）等问题。 由此可见， 城市耗水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水文循环中的“自然”侧， 且主要针对城市树木、 草坪、 水面的蒸腾耗散特性， 对于城

市硬化地面， 洒水道路、 建筑体屋顶等城市下垫面的蒸发耗散研究较少。 城市水文循环“社会”侧的研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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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集中在水资源量分析层面， 很少有关于水耗散机理的研究， 特别是发生在建筑体内部， 与居民生活、 生产

密切相关的耗水研究较少。 这也是目前的理论和模型无法回答城市高强度耗水问题的原因。
本文采用实验观测、 调查统计、 数学模型相结合的方法， 研究各耗水项的耗水机理， 并建立耗水量计算

模型， 构建城市耗水机理模型， 有助于科学计量城市水文循环的耗散通量， 为城市水文过程模拟提供理论和

技术支撑， 为城市需水管理和耗水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１　 城市耗水计算模型

基于城市耗水现状、 城市下垫面特征和城市水文循环路径， 划分城市耗水类型， 探究城市耗水机理， 建

立相应的数学计算模型， 构建城市耗水系统模型。 模型中将城区分为建筑体、 硬化地面、 绿地和水面共计 ４
种耗水类型的下垫面。 图 １ 为城市耗水模型构架图。 除特别说明外， 模型中提到的耗水量均为单位面积的年

平均耗水量， 单位为 ｍｍ。

图 １　 模型构架

Ｆｉｇ １ Ｍｏｄｅ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１ １　 硬化地面及建筑屋顶截留蒸散发模型

硬化地面分为不透水地面和透水铺装地面两种， 不透水地面比如水泥地面、 柏油道路等。 建筑屋顶和不

透水地面一样， 不产生下渗， 耗水来源只考虑天然降水， 认为截留降水全部用于蒸散发消耗。 对透水铺装地

面， 截留的降水一部分直接蒸发， 一部分下渗， 下渗的水分会再次蒸发。 从年尺度来看认为透水地面截留的

雨水全部蒸发。 蒸发模块利用有效降雨的思想进行建模， 其数模计算公式如下：
ＷＹ ＝ Ｐ２ ＋ （１ － ψ）（Ｐ － Ｐ２） （１）

式中： ＷＹ为硬化地面及建筑体屋顶截留蒸发量， ｍｍ； Ｐ２为一年中日降雨量小于 ２ ０ ｍｍ 的降雨总量， ｍｍ；
ψ 为年径流系数， ≤１； Ｐ 为年降雨量， ｍｍ。

对于城市洒水道路， 认为蒸发耗水来源分为人工洒水和天然降水。 天然降水的截留蒸发计算式同式

（１）， 本模型假设道路人工洒水全部蒸发耗散， 不产生地表径流和下渗。 因此， 对于洒水道路的蒸散发要增

加人工洒水量 Ｗ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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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城市河湖水面蒸发模型

ＷＷ ＝ Δ
Δ ＋ γ

（Ｒｎ ＋ Ａｈ） ＋ γ
Δ ＋ γ

６ ４３（１ ＋ ０ ５３６Ｕ２）Ｄ
λ

（２）

式中： Ａｈ为以平流形式输送给水体的能量， ＭＪ ／ （ｍ２·ｄ）； Ｒｎ为净辐射量， ＭＪ ／ （ｍ２·ｄ）； Ｕ２为 ２ ｍ 高处测得的

风速， ｍ ／ ｓ； Ｄ 为饱和水汽压力差， ｋＰａ； Δ 为温度—饱和水汽压关系曲线斜率， ｋＰａ ／ ℃； γ 为干湿表常数，
ｋＰａ ／ ℃； λ 为蒸发作用的潜热， ＭＪ ／ ｋｇ， λ＝ ２ ５０。
１ ３　 城市绿地蒸发模型

城市绿地耗水来源分为人工供水和天然降水。 天然降水在城市绿地会被植被、 土地截留而产生蒸发， 同
时也会产生径流和下渗。 城市绿地计算数学模型如下：

ＷＧ ＝ ＷＥＩ ＋ ＷＥＴ ＋ ＷＥＯ （３）
式中： ＷＧ为城市绿地蒸散发量； ＷＥＩ为植被截留蒸发量； ＷＥＴ为植被蒸腾量； ＷＥＯ为棵间土壤蒸发量， ｍｍ。

根据已有的数学模型进行建模。 植被截留蒸发用 Ｎｏｉｌｈａｎ⁃Ｐｌａｎｔｏｎ 公式。
ＷＥＩ ＝ ＶｅｇδＷＷ （４）

式中： Ｖｅｇ为作物覆盖度； δ 为湿润叶面的面积率。
ＷＥＴ ＝ ＫｃｂＥＰ （５）
ＷＥＯ ＝ ＫｅＥＰ （６）

式中： Ｋｃｂ为基本作物系数； Ｋｅ为土壤水蒸发系数， 参照 ＦＡＯ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５６ 选定［２７］； ＥＰ

为植被潜在蒸发量（由 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 计算）。

ＥＰ ＝
０ ４０８Δ（Ｒｎ － Ｇ） ＋ γ ９００

Ｔｍｅａｎ ＋ ２７３
Ｕ２（ｅｓ － ｅａ）

Δ ＋ γ（１ ＋ ０ ３４Ｕ２）
（７）

式中： Ｇ 为地表净辐射， ＭＪ ／ （ｍ２·ｄ）； Ｔｍｅａｎ 为日平均气温， ℃； ｅｓ 为饱和水汽压， ｋＰａ； ｅａ 为实际水汽

压， ｋＰａ。
１ ４　 建筑体内耗水模型

建筑体内用水的蒸发耗散计算是城市耗水计算的关键， 目前没有现成的模型可供使用， 本研究拟采用仿
生学原理， 将供城市人群生活或生产的建筑群抽象成由“高矮不一、 生理规律各异”的“建筑树”组成的“混凝

土森林”， 将供生活用的建筑体抽象成“生活树”， 办公用的建筑体抽象成“办公树”， 供生产用的建筑体抽象

为“生产树”， …， 依次类推。 不同种类的“树”由各自的“细胞”组成， 每个“细胞”都有它的“耗水周期”和
“耗水行为”。 例如“生活树”的“细胞”就是“家庭”， 对应于实体上的一套房子； 其“耗水行为”包括洗衣、 做

饭、 擦地、 擦窗、 抹桌子和洗澡等“建筑树”。 城市建筑体按照功能和耗水机理不同， 大体可分成住宅楼、
办公楼、 商业楼、 宾馆、 餐馆、 医院、 教学楼、 公共服务建筑（图书馆、 剧院和博物馆等）、 生产车间， 耗

水量计算类比于真实的树。 参照植被蒸腾计算公式， 建立建筑体耗水计算通式：
Ｗｉ ＝ Ｃ ｉＮｉＡｉＷＤＩδｉ （８）

式中： Ｗｉ为 ｉ 建筑体内总耗水量； Ｃ ｉ为 ｉ 建筑的占有率； Ｎｉ为 ｉ 建筑体楼层数； Ａｉ为建筑体占地面积， ｍ２；
ＷＤＩ为建筑内潜在耗水量， ｍｍ； δｉ 为建筑体内湿润地面的面积率。

模型中参数根据建筑体用途、 建筑体结构选取。 湿润地面的面积率为每层建筑体湿润面积与总面积的比

值。 建筑体占地面积以底层外墙勒脚以上的外围水平面积计算。 潜在耗水量指建筑体内单位面积每天的耗水

量， 其值取决于建筑体的用途、 建筑体内耗水方式。 通过问卷调查确定耗水频次， 通过计量实验确定各项耗

水定额， 最终分耗水项计算得出建筑体的总耗水量， 除以总建筑面积得到建筑物的潜在耗水量。

２　 水量平衡模型

城市用水来源分为人工供水（ＷＳ）和天然降水（Ｐ）。 城市耗水可分成露天耗水（ＷＯＵＴ）和建筑体内部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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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Ｎ）两部分。 露天耗水来源分为人工供水和天然降水两部分； 建筑体内耗水来源是人工供水。 天然降水消

耗分为植被截留蒸发、 植被蒸腾、 土壤蒸发、 水面蒸发、 硬化地面截留雨水蒸发和建筑体屋顶截留蒸发。 露

天人工供水主要用于园林绿地浇灌、 道路洒水、 护栏清洗等， 认为除园林绿地浇灌产生少量下渗水外， 其余

露天人工供水全部消耗， 不产生地表径流和下渗。 城市建筑体内耗水主要包括饮用水、 洗脸、 洗澡、 做饭、
洗衣服、 冲厕所、 地面湿润和加湿器等， 不同建筑类型耗水项不同， 各项耗水定额也不同。

基于城市水系统循环过程， 建立水量平衡系统。
ＷＳ ＋ Ｐ ＝ ＷＩＮ ＋ ＷＯＵＴ ＋ Ｄ ＋ ＷＳＵＲ ＋ ΔＷＧＲＯ （９）

式中： ＷＳ为城市年人工供水总量， ＷＳ ＝ＷＳＩ＋ＷＳＯ， ＷＳＩ为城市建筑体内部年供水总量， 是区域建筑体内部供水

量的总和， ＷＳＯ为城市露天年供水量， 主要是市政用水， 包括道路洒水、 护栏清洗、 绿化用水、 河湖水面补

给等； Ｐ 为年降雨量； ＷＩＮ为城市建筑体内年耗水总量， ＷＩＮ ＝ ∑
ｎ

ｉ ＝ １
Ｗｉ ； ＷＯＵＴ为城市露天年耗水总量， ＷＯＵＴ ＝

ＷＹ ＋ ＷＡ ＋ ＷＧ ＋ ＷＷ ； Ｄ 为排水量； ＷＳＵＲ为年地表降雨径流量； ΔＷＧＲＯ为地下水年变化量。 水量平衡模型中各

项单位均为 ｍ３。

３　 模型应用

采用实验观测方法获得城市耗水的基本定额， 包括“自然”方面气象资料观测和“社会”方面各项耗水的

平均定额测定； 通过问卷调查方式统计分析每人每天各项耗水频次。 对城市下垫面进行耗水类型划分， 结合

各自耗水特征， 建立相应的耗水计算模型， 对各耗水项进行计算， 面积加权平均得出综合耗水量， 最后通过

水量平衡方法进行验证。
选择北京市某区域进行城市耗水模型应用研究， 该区域面积为 ３５２ ｈｍ２， 居民 ６０ ０００ 人， 建筑体楼层普

遍较低， 平均楼层为 ３ 层， 区域内绿化率为 ５４ ８０％。 气象站区域内测得 ２０１４ 年降水量为 ４４１ ８ ｍｍ。
３ １　 耗水类型划分

城市耗水环节和类型比较多， 为合理计算城市耗水量， 根据模型划分成建筑体、 硬化地面、 绿地和水面

４ 种类型（表 １）， 结合研究区域实际情况， 硬化地面中包括了柏油道路、 水泥道路等不透水地面和广场、 人

行道等透水铺装地面。 研究区域内道路没有人工洒水， 因此， 耗水来源只有截留雨水蒸发。
３ ２　 生活耗水频次调查研究

生活中各项耗水频次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调研， 发放问卷 ３００ 份， 有效回收问卷 ２７２ 份， 基本覆盖

区域内主要建筑体的居民和工作人员。 问卷填答者男女比例近 １ ∶２， 年龄从 １８ 岁到 ６０ 岁以上都有， 覆盖不

同年龄阶段， 问卷共设置 ７ 个问题， 涉及城市人口日常生活中各项耗水频次的调查， 以每人每天为单位进行

统计， 最后取平均值作为调研结果。 表 ２ 为调查问卷的内容， 表 ３ 为各生活耗水项的日均耗水次数的调查统

计表。

表 １　 研究区各耗水类型面积比例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ｒｅａ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ｇｉｏｎ

城市下垫面类型 面积 ／ ｍ２ 所占比例 ／ ％

建筑体 １ １３７ ０３１ ３２ ３１

硬化地面 １ ７９６ １８０ ５１ ０４

绿地 ５１７ ２６８ １４ ７０

水面 ６８ ４２１ １ ９５

合计 ３ ５１８ ９００ １００ ００

表 ２　 调查问卷的内容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序号 内容 选项

１ 您的性别 Ａ 男； Ｂ 女

２ 您的年龄 Ａ １８岁以下； Ｂ １８～２５岁； Ｃ ２６～６０岁； Ｄ ６０岁以上

３ 您平均每天洗漱次数 Ａ １； Ｂ ２； Ｃ ３； Ｄ ４； Ｅ 　 　
４ 您平均每天如厕大（小）次数 Ａ １（４）； Ｂ ２（５）； Ｃ １（６）； Ｄ １（７）； Ｅ 　 　
５ 您平均每天洗衣服件数 Ａ １； Ｂ ２； Ｃ ３； Ｄ ４； Ｅ ５； Ｆ 　 　
６ 您平均每天洗澡次数 Ａ １； Ｂ ２； Ｃ１ ／ ２； Ｄ １ ／ ３； Ｅ１ ／ ４； Ｆ 　 　
７ 您平均每天做饭次数 Ａ １； Ｂ ２； Ｃ ３； Ｄ ４；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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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耗水定额实验计量

通过气象站监测气温、 湿度、 风速、 降水、 辐射等气象资料。 气象资料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用于计算区域内水循环“自然”侧的耗水， 包括植被蒸腾、 植被截留蒸发、 棵间土壤蒸发、 水面

表 ３　 各项生活耗水频次和均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Ｌｉｆｅ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生活耗水项 日均耗水次数 各项耗水均值 ／ （Ｌ·次－１）

浇花 １ ０ ４０

洗漱 ２ １ ００

加湿器 １ ２ ００

如厕 ５ ０ ２５

洗衣服 ２ ０ ８５

洗澡 １ ／ ２ ４ ００

做饭 ３ ２ ２０

蒸发； 硬化地面截留雨水蒸发等。
在居民楼中选择 ５ 户居住面积 ６０ ｍ２、 ３ 个人的典型

城市家庭进行实验， 耗水量计量方法采用称重法。 洗

脸、 洗手、 洗澡等耗水通过称量擦脸、 擦手毛巾的增重

作为本次洗脸、 洗手、 洗澡的耗水量； 洗衣服耗散水量

等于晾晒前， 湿衣服重量减去晾干后干衣服重量。 做饭

耗水量指做饭所加水的量， 包括做饭过程中的蒸发和转

换成熟食的水量。 实验选用的秤精度为 １ ｇ， 换算成水的

体积为 １ ｃｍ３。 其他耗水量折算为人均每天的耗水量，
对于擦地板耗水、 加湿器耗水等与面积相关的耗水定

额， 以面积为单位计算。 表 ３ 为居民生活耗水项的实验监测单次耗水量均值。

４　 结果分析

对研究区域进行耗水类型划分， 利用城市耗水计算模型， 分别计算了每种耗水类型 ２０１４ 年全年的耗水

量， 将各类型耗水量通过面积加权平均计算得出整个研究区域的耗水量。
４ １　 不同类型耗水量计算　

（１） 硬化地面和建筑体屋顶耗水量　 实验区建筑体没有绿色屋顶， 且基本为平屋顶， 因此， 屋顶降雨

径流系数 ψｂ取值为 ０ ９０， 根据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等相关规范， 不透水地面

的径流系数 ψｐ取值均为 ０ ９０。 透水铺装地面降雨径流系数 ψｓ ＝ ０ ５５。 根据式（１）， 日降雨量大于 ２ ０ ｍｍ 的

降雨为有效降雨， 计算得出建筑体屋顶和不透水地面的截留蒸发耗水量为 １８９ ９ ｍｍ， 透水铺装地面的耗水

量为 ３２０ ７ ｍｍ。
（２） 水面蒸发耗水量　 研究区水面以湖面为主， 计算水面蒸发认为水面静止， 假设研究区水体足够蒸

发。 通过式（２）计算得出水面单位面积年蒸发量为 １ ０１０ ７ ｍｍ。
（３） 绿地耗水量　 研究区绿地植被以草地、 灌木和林木为主， 蒸发量分为土壤蒸散发、 植被蒸腾和植

物截留雨水蒸发 ３ 部分。 土壤蒸发和植被蒸腾量计算以植物潜在蒸发为基础计算， 潜在蒸发计算见式（７），
植物截留雨水蒸发的计算基础为水面蒸发。 植被蒸腾和植被截留雨水蒸发的计算面积为总面积乘以植被覆盖

率（Ｖｅｇ ＝ ０ ５５）， 土壤蒸发的计算面积为绿地面积。 计算得出绿地土壤产生的蒸发量为 ２５８ ８ ｍｍ， 植被蒸腾

产生的蒸发量为 ４８８ ９ ｍｍ， 基于沈竞等［２８］的研究结果， 冠层截留蒸发量占蒸散模拟值的 １０％， 植被叶面截

留雨水产生的蒸发量为 ４８ ９ ｍｍ。 表 ４ 给出了 Ｋｃｂ和 Ｋｅ的取值。
（４） 建筑体内部耗水量　 建筑体内部耗水是受人类活动影响最大的城市耗水类型， 与居民生活、 工作

紧密相关。 用水水源为人工供水， 供水方式为自来水管道供水， 不考虑供水过程水量损耗。 其耗水量计算分

两部分， 生活工作中各项耗水以人为单位计算， 湿润地面耗水以面积为单位计算， 最后折算到单位建筑面积

的建筑体内部耗水量为 ２６０ ７ ｍｍ， 其中人类日常用水产生的耗水量为 １５１ ７ ｍｍ， 湿润地面耗水量为

１０８ ９ ｍｍ。
４ ２　 耗水机理分析

表 ５ 中显示研究区不同耗水项 ２０１４ 年全年的耗水量， 其中建筑内部耗水是“社会”侧的典型代表， 耗水

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居民生活、 工作习惯， 耗水量也会因人而异， 受气象因素影响小。 除建筑内部耗水外的

其他耗水都发生在露天环境， 受降雨等气象因素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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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Ｋｃｂ、 Ｋｅ取值

Ｔａｂｌｅ ４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Ｋｃｂ ａｎｄ Ｋｅ

月份 Ｋｃｂ Ｋｅ

１ ０ １０ ０ １５
２ ０ １０ ０ ２０
３ ０ ２０ ０ ５０
４ ０ ４０ ０ ４０
５ ０ ８０ ０ ２０
６ ０ ８０ ０ ２０
７ ０ ８０ ０ ２０
８ ０ ８０ ０ ２０
９ ０ ６０ ０ ４０
１０ ０ ４０ ０ ３０
１１ ０ １０ ０ ２０
１２ ０ １０ ０ ２０

　

表 ５　 各耗水项单位面积耗水量

Ｔａｂｌｅ ５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ｔｅｍｓ

耗水项 耗水量 ／ ｍｍ

建筑体内部 ２６０ ７

建筑体屋顶 １８９ ９

不透水地面 １８９ ９

透水铺装地面 ３２０ ７

河流、 湖泊 １ ０１０ ７

植被蒸腾 ４８８ ９

植被截留蒸发 ４８ ９

棵间土壤蒸发 ２５８ ８

建筑屋顶和不透水地面的单位面积耗水量相同， 因为选取的径流系数相同。 透水铺装地面由于径流系数

不同， 耗水量不同。 说明径流系数决定硬化地面截留雨水蒸发强度。
绿地的耗水计算分成 ３ 部分， 其中植被截留蒸发取决于植被叶子的形状和降水特征， 植被蒸腾和土壤蒸

发是城市中“自然”侧耗水的典型代表， 主要由气温、 降水、 日照和太阳辐射等气象因素决定。 水面蒸发量

大小主要由气温、 相对湿度和太阳辐射等气象因素决定。
４ ３　 不同耗水类型的贡献率

不同耗水类型的贡献率等于各类耗水量与研究区域总耗水量的比值， 表 ６ 给出了各耗水类型的贡献率。
从表 ６ 看出， 绿地耗水贡献为 ４０ ５８％， 居贡献率首位。 分析其原因是绿地耗水在垂直方向上分 ３ 层进行，
从下到上依次是土壤蒸发、 植被蒸腾和植被叶面截留雨水蒸发， 而且后两者的实际面积远大于绿地面积， 原

因是道路两边种植乔灌木， 其计算面积取决于植被覆盖度， 计算面积比例采用绿化率 ５４ ８０％。

表 ６　 各类型耗水贡献率

Ｔａｂｌｅ ６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ｃｌａｓｓ

城市下垫面类型 建筑体 硬化地面 绿地 水面 合计

耗水贡献率 ／ ％ ３８ ７０ １８ ３２ ４０ ５８ ２ ４０ １００ ００

　 　 建筑体占地面积比例为 ３２ ３１％， 但由于建筑体内部耗水量在垂直方向呈现多层分布， 与建筑体层数成

正比例关系， 再加上建筑屋顶截留雨水蒸发量， 得出建筑体总的耗水贡献率为 ３８ ７０％， 其中建筑体内部耗

水贡献率为 ３１ ２２％， 建筑屋顶的截留雨水贡献率为 ７ ４８％。
对于硬化地面， 占地面积比例为 ５１ ０４％， 其中透水地面占 ４０ ７３％， 不透水地面占 １０ ３１％， 但耗水只

发生在地面层， 与降雨特征紧密相关， 最终的贡献率为 １８ ３２％。
水面由于面积比例小， 耗水贡献率为 ２ ４０％。

４ ４　 水量平衡验证

该区域 ２０１４ 年各供水项、 耗水项总量如图 ２ 所示， 假设实验区地表水量没有变化， 排水量根据排水系

数计算得出， 地下水补给量等于管道渗漏量。 根据方程（９）校核计算， 得出误差值占总供水量的 ４ ２５％。 分

析原因可能是地下水水量变化计量存在误差， 研究中地下水变化量只考虑了输水管道渗漏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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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水平衡系统水量分布

Ｆｉｇ ２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５　 结　 　 论

（１） 建立城市耗水计算模型， 基于气象站观测的气象数据、 供水数据以及实验测定的数据， 计算得出

北京市某区域 ２０１４ 年耗水量为 ８２０ ０ ｍｍ， 计算结果满足水量平衡要求。
（２） 建筑体内部人工用水所产生的耗水量在城市耗水量计算中不可忽视， 其耗水量与建筑体层数成正

比例关系， 其潜在耗水量主要由人类活动决定， 受水文、 气象因素影响较小。
（３） 相同降雨条件下， 硬化地面耗水量与径流系数成反比例关系。 硬化地面、 绿地、 水面的耗水量受

大气水文、 气象因素影响较大。
（４） 耗水贡献率由耗水量和面积比例决定， 耗水量越大， 面积越大， 耗水贡献率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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