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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滞留带结构层参数对道路径流滞蓄效应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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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非饱和土壤水分运动理论， 采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 ４ 种降雨作用下生物滞留带结构层参数对设施积

水、 产流及径流调控效应的影响特性。 结果表明： 生物滞留带表层积水受蓄水层深度影响显著， 随蓄水层深度由

２０ ｃｍ 增加到 ３０ ｃｍ， 设施的溢流控制水量平均提高 ０ １９６ ｍ３左右， 但积水时长增加可达 ８５ ｍｉｎ； 生物滞留带各结构

层参数对穿孔管产流均有一定影响， 随种植土层与砂滤层厚度比或内部储水区高度增加， 穿孔管产流时刻推迟，
产流峰值减小， 而蓄水层深度的增加则可导致穿孔管产流时刻提前、 产流峰值增大； 在 ４ 种降雨作用下， ５ 类滞留

带径流量平均消减率为 １６ ７１％～３７ ３１％， 径流峰值平均消减率为 ４１ ５３％～６３ ９０％， 产流平均延迟时间为 ９７ ７５～
１６６ ５０ ｍｉｎ； 当滞留带发生溢流时， 设施的径流调控能力显著降低， 且结构层参数对设施径流调控效果的影响

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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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不透水地面急剧增加， 截断了雨水的原有入渗通道， 使降雨入渗量大大减小， 雨洪

峰值增加， 汇流时间缩短， 导致城市雨洪危害加剧， 水涝灾害频发［１⁃２］。 为了营造绿色、 健康、 宜居的城市水

环境， 美国提出了低影响开发技术（Ｌｏｗ Ｉｍｐａｃ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ＩＤ）， 即利用天然景观元素从源头上分散控制雨

水， 实现雨水就地分散化管理［３］。 国内也在 ２０１４ 年提出了 《海绵城市建设指南： 低影响开发系统》 试行， 强

调发挥自然生态功能， 实现雨水的自然积存、 自然渗透及自然净化， 恢复城市水文生态环境［４］。
生物滞留带是城市低影响开发体系的一个重要技术措施， 可作为排水设施设置在城市道路、 小区人行

道、 公园道路两侧， 不仅可以美化城市环境［５］， 同时对暴雨径流具有显著的延时调蓄作用［６⁃８］。 孟莹莹等［９］

通过持续 ４ 年的小试及中试试验研究了生物滞留对道路雨水的滞蓄效果， 结果表明： 传统砂土填料的生物滞

留系统对径流持留、 洪峰滞后及消减效果较好， 且积水时间可接受。 Ｗｉｎｓｔｏｎ 等［１０］研究了俄亥俄州 ３ 个生物

滞留设施的径流处置效果， 在监测期内， ３ 个生物滞留设施的径流平均消减率分别为 ５９％、 ４２％和 ３６％， 引

起排水管出流的最小水量分别为 ５ ５ ｍｍ、 ７ ４ ｍｍ 和 １３ ８ ｍｍ。 生物滞留带结构层设计对其功能发挥起着重

要作用［１１］。 唐双成等［１２］利用雨水花园蓄渗屋面雨水径流的试验结果表明， 增大设施的蓄水深度， 设施发生

溢流的时间缩短。 Ｌｉ 等［１３］研究表明， 生物滞留设施填料层深度越深， 设施的入渗量越大， 越接近 ＬＩＤ 的目

标。 Ｇｈａｎｉ 等［１４］研究了不同填料深度生物滞留柱的渗透性能， 结果表明： 填料层越深， 生物滞留柱的饱和渗

透系数越小。 Ｌｉ 等［１５］研究了有厌氧区和无厌氧区生物滞留设施的水力表现， 结果表明： 有厌氧区的生物滞

留设施水力效果更好。 由于生物滞留设施结构复杂， 不同结构层参数配置必然影响到设施的运行效果， 同时

不同地区的降雨条件不同， 设施的结构层设计应根据区域降雨特征适当选择， 但目前结构层设计参数对设施

运行效果的影响尚缺乏系统研究。
随着对生物滞留设施研究的日趋成熟， 一些综合性数值模拟软件的应用可有效模拟和预测生物滞留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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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径流处置过程。 孙艳伟等［１６］利用 ＳＷＭＭ 模型模拟区域经生物滞留设施调控后的径流过程， 结果表明： 设

施在削减洪峰流量方面具有显著作用。 Ｍｕｔｈａｎｎａ 等［１７］ 利用 ＲＥＣＡＲＧＡ 模型模拟生物滞留设施对降雨及融雪

的径流处置效应， 证明其显著的水文调控能力。 Ｆｒａｕｋｅ 等［１８］应用 ＳＵＳＴＡＩＮ 模型对生物滞留设施的水力调控

效率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 随着降雨量增大， 生物滞留设施的径流调控效率降低。 以上研究模型多适用于

系统设计及长时间系列模拟， 并简化了土壤水分的入渗过程［１９］， 不能有效反映出生物滞留设施动态积水及

产流过程， 且以上模型为一维模型， 忽略了土壤水分的侧向扩散， 不适用于二维结构断面的生物滞留带［２０］。
ＶＡＤＯＳＥ ／ Ｗ 是基于土壤水动力学原理的二维渗流数值模型， 可模拟多孔介质变饱和情况下的水分运移过

程， 其大气积水边界条件可模拟生物滞留带蓄水层的积水现象， 是研究生物滞留设施积水、 产流及径流调控

效应的有效途径。
因此， 根据生物滞留带人工降雨试验实测数据验证 ＶＡＤＯＳＥ ／ Ｗ 模型用于模拟生物滞留带积水、 产流过

程的有效性， 进而基于 ＶＡＤＯＳＥ ／ Ｗ 模型研究不同降雨条件下道路生物滞留带结构层设计参数对设施积水、
产流及径流调控效应的影响特性， 以期为道路生物滞留带的设计和推广提供理论参考。

１　 道路生物滞留带结构设计

生物滞留带结构层通常由蓄水层、 种植土层、 人工填料层及底部排水系统等组成。 蓄水层位于设施表

层， 起到暂时滞留雨水径流的作用， 深度通常为 １５ ～ ３０ ｃｍ； 种植土层起到蓄渗和净化雨水径流的作用， 目

前设计指南推荐采用渗透能力较强的砂质壤土， 要求其渗透系数大于 １０－５ ｍ ／ ｓ， 厚度通常为 ３０ ～ ７０ ｃｍ［２１］；
人工填料层能够蓄存入渗的部分径流及增强设施的净化效果， 目前常用的填料有高炉矿渣、 砂、 沸石等， 其

厚度通常为 ４０～８０ ｃｍ［２２⁃２３］； 底部排水系统通常由砾石层和包裹在其中的穿孔排水管组成， 起到强化滞留带

渗透和传输性能的作用， 避免积水对植物造成损伤， 另外， 通过调整穿孔管在砾石层内的设置高度， 形成一

定深度的内部储水区（厌氧区）， 可增强设施的反硝化作用［２４］。

图 １　 道路生物滞留带横断面

Ｆｉｇ １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ｏａｄ ｂｉｏ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市政道路典型生物滞留带横断面如图 １ 所示。 滞留

带宽度为 ２ ｍ， 渗滤层总厚度为 １ ｍ， 渗滤材料上层为种

植土层， 下层为砂滤层， 砾石排水层高度为 ３０ ｃｍ， 穿孔

管直径为 １０ ｃｍ。 ８ ５ ｍ 宽机动车道和 ３ ｍ 宽非机动车道

的雨水径流通过路面横坡及路缘石豁口汇入生物滞留带。
当表层积水深度超过蓄水层深度时， 雨水通过表层设置

的溢流孔排出， 渗入滞留带内部的水分则通过设置在底

部的穿孔管排出。 种植土层与砂滤层及砂滤层与砾石层

之间铺设反滤土工布， 防止土颗粒堵塞砂滤层及砾石层。
填料与路基接触面之间铺设防渗土工布， 防止水分渗入路基， 影响路基强度。

２　 数值模拟

２ １　 非饱和土渗流控制方程

（１） 数学模型

生物滞留带土壤填料上侧与空气直接接触， 下侧离地下水位有一定距离， 属于非饱和土， 非饱和土地下

水渗流过程可用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控制方程描述。 生物滞留带水分入渗可以看成是水平和垂直（ｘ， ｚ）两个方向的入

渗， 其填料为均质土壤， 认为土体为各项同性， 因此， 生物滞留带二维土壤水分运动方程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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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ｈ 为土壤负压水头， ｃｍ； ｋ（θ）为土壤导水率， ｃｍ ／ ｍｉｎ； θ 为土体体积含水量， ｃｍ３ ／ ｃｍ３； Ｓ（ｘ，ｚ，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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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汇项， 如植物根系吸收， 由于模拟时间较短， 不考虑植物影响， Ｓ（ｘ，ｚ，ｔ）取为 ０； ｔ 为时间， ｍｉｎ。
（２） 水土特征曲线及水力传导曲线

当土壤负压水头 ｈ≥０ 时， 土壤处于饱和状态， 式（１）中的 θ、 ｋ（θ）为定值， 分别为土壤饱和含水量及饱

和渗透系数； 当 ｈ＜０ 时， 土壤处于非饱和状态， 此时， θ、 ｋ（θ）为变值， 可根据 ｖａｎ Ｇｅｎｕｃｈｔｅｎ 提出的经验公

式来定义， 分别为土壤水分特征曲线（式（２））和水力传导曲线（式（３））。

θ（ｈ） ＝ θｒ ＋
θｓ － θ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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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θｒ 为残余含水量， ｃｍ３ ／ ｃｍ３； θｓ 为饱和含水量， ｃｍ３ ／ ｃｍ３； ａ、 ｎ、 ｍ 为待定参数， ｍ＝ １－１ ／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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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Ｓｅ 为有效饱和度， Ｓｅ ＝（θ－θｒ） ／ （θｓ－θｒ）； Ｋｓ 为饱和渗透系数， ｃｍ ／ ｍｉｎ。
（３） 边界条件及初始条件

降雨初期， 土壤渗透能力强， 雨水径流全部渗入滞留带土壤； 当径流强度超过土壤的入渗能力时， 超渗

的水量将积于蓄水层， 形成积水。 因此， 生物滞留带表层为大气积水边界条件， 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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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Ｉ（ ｔ）为入渗补给量， 即径流强度， ｃｍ ／ ｍｉｎ； ｈ 为土体表层压力水头， ｃｍ； ｈ ／ ｔ 为土体表层积水深度

变化量， ｃｍ ／ ｍｉｎ； ｑ（ｘ，ｚ，ｔ）为边界流量， ｃｍ ／ ｍｉｎ； Γ 为模型边界。
当水分未到达穿孔管时， 其水流通量为 ０； 当水分到达时， 穿孔管边界水压为 ０。 因此， 底部穿孔管边

界可看成渗出面边界条件， 可表示为

ｑ（ｘ，ｚ，ｔ） ＝ ０　 　 　 （ｈ（ｘ，ｚ，ｔ） ＜ ０，（ｘ，ｚ） ∈ Γ）
ｈ（ｘ，ｚ，ｔ） ＝ ０　 　 　 （ｈ（ｘ，ｚ，ｔ） ≥ ０，（ｘ，ｚ） ∈ Γ）{ （５）

生物滞留带底部及两侧铺设有防渗土工布， 其边界可以看成零通面， 可表示为

ｑ（ｘ， ｚ， ｔ） ＝ ０　 　 　 （ｘ， ｚ ∈ Γ） （６）
生物滞留带初始条件可由下式表示：

θ（ｘ， ｚ， ｔ） ＝ θ０（ｘ， ｚ）　 　 　 （ ｔ ＝ ０） （７）
式中： θ０ ｘ， ｚ( ) 为土体初始含水量， ｃｍ３ ／ ｃｍ３。

图 ２　 生物滞留带试验装置

Ｆｉｇ ２ Ｂｉｏ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ｄｅｖｉｃｅ

２ ２　 土壤水力参数确定及模型验证

设计一个小型生物滞留带试验装置， 如图 ２ 所示。 试验装置规格为长 １ ｍ×宽 ０ ３ ｍ×高 ０ ４６ ｍ， 生物滞

留装置从上到下依次为溢流孔、 蓄水层、 植物、 种植土

层、 砂滤层、 砾石层和穿孔排水管。 试验种植土为砂质

壤土， 砂滤层采用中粗砂。 试验前， 采用便携式含水量

仪测定填料初始含水量； 采用定水头渗透仪法测定填料

饱和渗透系数； 采用高速离心机测定填料基质吸力与含

水量的关系， 并用 ＭＡＴＬＡＢ 拟合 ｖａｎ Ｇｅｎｕｃｈｔｅｎ 模型的土

壤水力参数 θｓ、 θｒ、 α 和 ｎ， 根据 ｍ 和 ｎ 的关系计算 ｍ
值。 砾石的饱和渗透系数及水力参数采用 Ｂａｒｂｅｒ 在模拟

生态植草边沟径流调控能力时所确定的值［２５］。 经确定的

种植土、 中粗砂及砾石的饱和渗透系数及土壤水力参数

如表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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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时， 调节阀门使进水流量控制在 ４７ ６９ Ｌ ／ ｈ（根据式（８）、 式（９）计算的研究区 １ 年一遇 ２ ｈ 降雨产生

的径流强度）， 均匀注入试验装置 ２ ｈ， 待表层开始积水和底部穿孔管产流， 每 ５ ｍｉｎ 记录 １ 次表层积水高度

和收集 １ 次底部产流量， 根据积水高度和穿孔管产流量数据， 绘制生物滞留带积水和产流过程曲线。 根据生

物滞留带试验装置几何参数及测定的填料初始含水量与土壤水力参数， 采用 ＶＡＤＯＳＥ ／ Ｗ 建立生物滞留带二

维数值模型， 对比数值模拟与实测积水、 产流过程曲线的吻合程度， 见图 ３、 图 ４。 由图 ３、 图 ４ 可知， 生物

滞留带积水曲线及产流曲线的模拟值与实测值基本吻合， 表层积水过程的决定系数 Ｒ２和 Ｎａｓｈ⁃Ｓｕｔｔｃｌｉｆｆｅ 系数

分别为 ０ ９７ 和 ０ ９７， 穿孔管产流过程的决定系数 Ｒ２和 Ｎａｓｈ⁃Ｓｕｔｔｃｌｉｆｆｅ 系数分别为 ０ ９８ 和 ０ ９７， 具有较好的

拟合度和可信度， 表明 ＶＡＤＯＳＥ ／ Ｗ 模型可用于模拟生物滞留带积水、 产流过程。

图 ３　 生物滞留带实测和模拟积水过程对比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ｏ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ｂｉｏ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图 ４　 生物滞留带实测和模拟出流过程对比

Ｆｉｇ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ｆｏｒ ｂｉｏ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表 １　 ｖａｎ Ｇｅｎｕｃｈｔｅｎ 模型中的土壤水力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ｏｉｌ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ｖａｎ Ｇｅｎｕｃｈｔｅｎ ｍｏｄｅｌ

土质类型 饱和渗透系数 ／ （ｃｍ·ｈ－１） 残余含水量 θｒ ／ （ｃｍ３·ｃｍ－３） 饱和含水量 θｓ ／ （ｃｍ３·ｃｍ－３） α ／ ｃｍ－１ ｎ ｍ
砂质壤土 ５ ０４ ０ ０５８ ０ ４０８ ０ ０５７ ２ ０００ ０ ５００
中粗砂 １６３ ００ ０ ０４６ ０ ４４５ ０ １５３ ２ ６４１ ０ ６２１
砾石 ３６０ ００ ０ ０２５ ０ ４００ ０ ２００ ４ ４１０ ０ ７７３

３　 生物滞留带结构层设计参数对道路径流滞蓄效应影响分析

３ １　 设计降雨

为分析不同降雨条件下生物滞留带结构层设计参数对道路径流滞蓄效应的影响特性， 根据研究区暴雨强

度公式（式 ８）计算 １ ａ、 ５ ａ、 ２０ ａ 重现期下的降雨强度； 考虑到降雨历时对设施运行效果的影响， 分别取 １ ｈ
和 ２ ｈ 两种降雨历时； 另外， 雨水滞留工程通常面临一个前期降雨问题， 因此， 取田间持水量及灌溉点

（６０％田间持水量［２６］）两种土壤初始含水量状态， 分别代表短期和长期两种降雨间隔时间。 具体设计降雨参

数如表 ２ 所示。

ｑ ＝ １５ ０５４（１ ＋ ０ ８４５ｌｇＰ）
（ ｔ ＋ １４ ０９５） ０ ７５３ （８）

式中： ｑ 为降雨强度， ｍｍ ／ ｍｉｎ； ｔ 为降雨时间， ｍｉｎ； Ｐ 为降雨重现期， ａ。

表 ２　 设计降雨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ｅｓｉｇｎ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降雨编号 降雨重现期 ／ ａ 降雨量 ／ ｍｍ 降雨时间 ／ ｈ 平均降雨强度 ／ （ｍｍ·ｈ－１） 降雨间隔期

Ｐ１ １ ３５ ３１ １ ３５ ３１ 短期

Ｐ２ ５ ７１ ８５ ２ ３５ ９２ 短期

Ｐ３ ５ ７１ ８５ ２ ３５ ９２ 长期

Ｐ４ ２０ ９４ ８３ ２ ４７ ４１ 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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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在生物滞留带上的径流由道路净水量和滞留带上的降雨量两部分组成， 其等效降雨强度可以采用式

（９）计算。

ｑ０ ＝
ｑ（ΨＦ０ ＋ Ｆ１）

Ｆ１
（９）

式中： ｑ０ 为作用在生物滞留带上的等效降雨强度， ｍｍ ／ ｍｉｎ； Ψ 为径流系数， 对于沥青混凝土路面， 取 ０ ９；
Ｆ０ 为汇水面积， ｍ２； Ｆ１ 为滞留带面积， ｍ２。
３ ２　 生物滞留带结构层设计参数

为研究生物滞留带结构层设计参数对道路径流滞蓄效应的影响特性， 设计了 ５ 种结构层组合的生物滞留

带， 具体参数见表 ３。

表 ３　 生物滞留带结构层设计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ｌａｙ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ｂｉｏ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滞留带编号
种植土层
厚度 ／ ｃｍ

砂滤层
厚度 ／ ｃｍ

种植土层厚度 ∶
砂滤层厚度

砾石层
厚度 ／ ｃｍ

内部储水区
高度 ／ ｃｍ

表层蓄水层
深度 ／ ｃｍ

Ｚ１ ３０ ７０ ３ ∶７ ３０ １０ ２０
Ｚ２ ５０ ５０ ５ ∶５ ３０ １０ ２０
Ｚ３ ５０ ５０ ５ ∶５ ３０ ２０ ２０
Ｚ４ ７０ ３０ ７ ∶３ ３０ １０ ２０
Ｚ５ ７０ ３０ ７ ∶３ ３０ １０ ３０

３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３ １　 生物滞留带结构层设计参数对表层积水影响分析

４ 种降雨作用下 ５ 类生物滞留带表层积水模拟结果如表 ４ 所示。 ４ 种降雨作用下， 滞留带 Ｚ１—Ｚ５ 最大积

表 ４　 不同结构层设计的生物滞留带表层积水模拟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ｏｎ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ｂｉｏ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ａｙ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ｓ

降雨编号 结构层组合
表层开始积水

时刻 ／ ｍｉｎ
表层积水结束

时刻 ／ ｍｉｎ
表层积水
时长 ／ ｍｉｎ

最大积水
深度 ／ ｃｍ

溢流
时刻 ／ ｍｉｎ

设施溢流前
控制水量 ／ ｍ３

Ｚ１ １ １８５ １８４ １３ ６８ 无 ０ ４３６
Ｚ２ １ １９７ １９６ １３ ６７ 无 ０ ４３６

Ｐ１ Ｚ３ １ １９７ １９６ １３ ６７ 无 ０ ４３６
Ｚ４ １ ２００ １９９ １３ ６１ 无 ０ ４３６
Ｚ５ １ ２００ １９９ １３ ６１ 无 ０ ４３６
Ｚ１ １ ２９１ ２９０ ２０ ００ ８７ ０ ６４３
Ｚ２ １ ３１３ ３１２ ２０ ００ ８５ ０ ６２８

Ｐ２ Ｚ３ １ ３１３ ３１２ ２０ ００ ８５ ０ ６２８
Ｚ４ １ ３２４ ３２３ ２０ ００ ８５ ０ ６２８
Ｚ５ １ ３９９ ３９８ ２８ ７２ 无 ０ ８８７
Ｚ１ １ ２９１ ２９０ ２０ ００ ８７ ０ ６４３
Ｚ２ １ ３１３ ３１２ ２０ ００ ８６ ０ ６３６

Ｐ３ Ｚ３ １ ３１３ ３１２ ２０ ００ ８６ ０ ６３６
Ｚ４ １ ３２４ ３２３ ２０ ００ ８６ ０ ６３６
Ｚ５ １ ３９６ ３９５ ２８ ２０ 无 ０ ８８７
Ｚ１ １ ２９１ ２９０ ２０ ００ ６０ ０ ５８５
Ｚ２ １ ３１３ ３１２ ２０ ００ ６０ ０ ５８５

Ｐ４ Ｚ３ １ ３１３ ３１２ ２０ ００ ６０ ０ ５８５
Ｚ４ １ ３２４ ３２３ ２０ ００ ６０ ０ ５８５
Ｚ５ １ ４０９ ４０８ ３０ ００ ８８ ０ ８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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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时长为 １８４～４０８ ｍｉｎ， 最大积水深度为 １３ ６１～３０ ００ ｃｍ， 溢流时刻为 ６０～８８ ｍｉｎ， 设施溢流前控制水流为

０ ４３６～０ ８８７ ｍ３。 表层积水主要受降雨历时、 降雨强度及蓄水层深度的影响。 Ｐ１ 降雨历时较短， 雨量较小，
设施均未发生溢流， 其积水时长及最大积水深度相对较小， 设施可控制全部降雨径流； 随蓄水层深度由

２０ ｃｍ增加到 ３０ ｃｍ， 设施的径流控制效果增强， 溢流控制水量平均提高 ０ １９６ ｍ３左右， 但表层积水时长增加

可达 ８５ ｍｉｎ； 由 Ｐ２、 Ｐ３、 Ｐ４ 降雨作用下的设施溢流结果可知， 随降雨强度增大， 设施溢流时刻提前， 溢流

控制水量降低， 其原因为大强度降雨作用下， 雨水径流来不及入渗， 更易形成积水， 发生溢流。
３ ３ ２　 生物滞留带结构层设计参数对穿孔管产流影响分析

４ 种降雨作用下 ５ 类生物滞留带穿孔管产流过程线如图 ５ 所示。 由图 ５ 可以看出， 流量过程峰线平缓且

呈偏态。 相比 Ｐ１ 降雨， Ｐ２、 Ｐ３、 Ｐ４ 作用下的产流曲线在峰值结束后出现一段平滑下降过渡段， 这是由于

Ｐ２、 Ｐ３、 Ｐ４ 作用下的设施表层积水时间较长， 此段为穿孔管在表层变压力水头作用下的出流过程。 ４ 种降

雨对穿孔管产流时刻和产流峰值的影响效应为 Ｐ１＞Ｐ２、 Ｐ３＞Ｐ２、 Ｐ２＞Ｐ４ 和 Ｐ１＜Ｐ２、 Ｐ３＜Ｐ２、 Ｐ２＜Ｐ４， 即降雨

历时增长、 降雨间隔时间减小或降雨强度增大均导致穿孔管产流时刻提前、 产流峰值增大。 由 Ｐ１ 作用下的

穿孔管产流曲线可知， ５ 种滞留带产流时刻大小依次为 Ｚ１＜Ｚ２＜Ｚ４、 Ｚ２＜Ｚ３、 Ｚ４ ＝ Ｚ５， 产流峰值大小依次为

Ｚ１＞Ｚ２＞Ｚ４、 Ｚ２＞Ｚ３、 Ｚ４＝Ｚ５， 即随种植土层与砂滤层厚度比或内部储水区高度增加， 穿孔管产流时刻延迟，
产流峰值减小； 由于 Ｐ１ 作用下设施均未发生溢流， 蓄水层深度的改变对穿孔管产流未产生影响， 因此， 滞

留带 Ｚ４、 Ｚ５ 产流曲线重合。 由 Ｐ２、 Ｐ３ 和 Ｐ４ 作用下的穿孔管产流曲线可知， 种植土层与砂滤层厚度比及内

部储水区高度对产流的影响趋势和 Ｐ１ 相同， 然而滞留带 Ｚ５ 相对 Ｚ４ 增加了蓄水层深度， 导致表层积水深度

增加， 压力水头增大， 因此， 其出流时刻相对提前， 出流峰值相对增大。

图 ５　 ４ 种降雨作用下穿孔管产流过程线

Ｆｉｇ ５ Ｆｌｏｗ ｌｉｎｅ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ｅｄ ｐｉｐｅ ｕｎｄｅｒ ｆｏｕ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３ ３ ３　 生物滞留带结构层设计参数对径流调控效应影响分析

ＭｃＣｕｅｎ［２７］提出 ３ 个指标来评价滞蓄设施径流调控能力， 分别为： ① 水量消减； ② 径流峰值消减；
③ 产流延迟时间。 计算公式为：

ＲＶ ＝
Ｖｉｎ － Ｖｏｕｔ

Ｖｉｎ

× １００％ （１０）

Ｒｐｅａｋ ＝
ｑｐｅａｋ⁃ｉｎ － ｑｐｅａｋ⁃ｏｕｔ

ｑｐｅａｋ⁃ｉｎ

× １０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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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ｄｅｌａｙ ＝ ｔｑ⁃ｏｕｔ （１２）
式中： ＲＶ 为径流总量消减率，％； Ｖｉｎ为雨水径流总量， ｃｍ３； Ｖｏｕｔ为模拟时间内生物滞留带排出水总量， 包括

溢流水量及穿孔管出流量， ｃｍ３； Ｒｐｅａｋ为径流洪峰消减率，％； ｑｐｅａｋ⁃ｉｎ、 ｑｐｅａｋ⁃ｏｕｔ分别为进流、 总产流峰值流量，
ｃｍ３ ／ ｍｉｎ； Ｒｄｅｌａｙ为产流延时， ｍｉｎ； ｔｑ⁃ｏｕｔ为设施开始产流时间， ｍｉｎ。

分别应用以上 ３ 个指标对不同结构层设计组合下的滞留带径流调控效应进行分析， 结果见图 ６。

图 ６　 ４ 种降雨作用下生物滞留带对降雨径流调控效果

Ｆｉｇ ６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ｉｏ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ｕｎｄｅｒ ｆｏｕ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１） 生物滞留带结构层设计参数对径流量消减率影响分析

４ 种降雨作用下 ５ 类滞留带径流量消减率如图 ６（ａ）所示。 结果表明， ４ 种降雨作用下的滞留带 Ｚ１—Ｚ５
径流量平均消减率为 １６ ７１％～３７ ３１％， 该结论和潘国艳等［２８］ 得出的生物滞留池对雨水径流总量消减率为
１２ ８３％～４８ １２％的结论较为接近。 ５ 种生物滞留带的径流量消减率大小顺序依次为 Ｚ１＜Ｚ２＜Ｚ４＜Ｚ５＜Ｚ３， 即增

大种植土层与砂滤层厚度比、 内部储水区高度和蓄水层深度， 均有利于设施对径流总量的消减效果。 ４ 种降

雨对设施径流量消减率的影响效应为 Ｐ１＞Ｐ３＞Ｐ２＞Ｐ４， 即降雨历时增大、 降雨间隔时间减小、 降雨强度增大

均导致径流总量消减率下降。
（２） 生物滞留带结构层设计参数对径流峰值消减率影响分析

４ 种降雨作用下 ５ 类滞留带径流峰值消减率如图 ６（ｂ）所示。 结果表明， ４ 种降雨作用下的滞留带 Ｚ１—
Ｚ５ 径流峰值平均消减率为 ４１ ５３％～６３ ９０％， 消减率大小顺序依次为 Ｚ４＜Ｚ２＜Ｚ３＜Ｚ１＜Ｚ５。 设施溢流对径流峰

值消减率影响显著。 Ｐ１ 降雨作用下， 设施未发生溢流， 径流峰值消减率均在 ７０％以上， 且随着种植土层与

砂滤层厚度比或内部储水区高度增加， 径流峰值消减率增大； 在设施发生溢流的情况下， 径流峰值消减率均

在 ４１％以下， 且结构层设计参数对径流峰值消减率的影响减弱； 滞留带 Ｚ５ 由于增加了蓄水层深度， 在 Ｐ３、
Ｐ４ 作用下均未发生溢流， 设施的径流峰值消减效果显著提高。

（３） 生物滞留带结构层设计参数对产流延迟时间影响分析

４ 种降雨作用下 ５ 类滞留带产流延迟时间如图 ６（ｃ）所示。 结果表明， ４ 种降雨作用下的滞留带 Ｚ１—Ｚ５
产流平均延时为 ９７ ７５～１６６ ５０ ｍｉｎ， 延时大小顺序依次为 Ｚ１＜Ｚ２＜Ｚ４＜Ｚ３＜Ｚ５。 与径流峰值消减率相同， 产流

延时受设施溢流影响显著。 Ｐ１ 降雨作用下， 设施未发生溢流， 产流延时均在 １５０ ｍｉｎ 以上， 且随种植土层与

砂滤层厚度比或内部储水区高度增加， 产流时刻推迟； 在设施发生溢流的情况下， 产流延时均在 ９０ ｍｉｎ 以

下， 且结构层参数对产流延时的影响效果减弱； 滞留带 Ｚ５ 由于增加了蓄水层深度， 其产流延时效果大幅

提高。

４　 结　 　 论

（１） 生物滞留带积水受蓄水层深度影响显著， 随蓄水层深度增加， 设施的溢流控制效果增强， 但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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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长也相应增加。 生物滞留带各结构层参数对穿孔管产流均有一定影响， 随种植土层与砂滤层厚度比或内部

储水区高度增加， 穿孔管产流时刻延迟， 产流峰值减小， 而蓄水层深度的增加则可导致穿孔管产流时刻提

前、 产流峰值增大。
（２） 生物滞留带具有较好的径流调控效果， 但在发生溢流的情况下， 设施的径流调控效果显著降低，

且结构层参数对设施径流调控效果的影响减弱； 蓄水层深度的增加可有效缓解溢流现象， 明显提高设施的径

流调控效果。
（３） 降雨特征可显著影响生物滞留带的运行效果。 在长历时、 高强度降雨作用下， 雨水径流来不及入

渗， 增大了设施发生溢流的可能， 导致设施的径流调控能力降低； 降雨间隔时间增长可增大渗滤材料的储水

空间， 从而显著增强设施对径流总量的消减能力。
综上所述， 生物滞留带结构层设计需根据不同地区降雨特征适当选择。 对于雨量充沛地区， 可适当增加

蓄水层深度， 以增强设施蓄水能力， 降低溢流风险， 但应相应种植耐淹性植物； 对于雨水较少的地区， 可适

当增加种植土与砂滤层厚度比和内部储水区高度， 以起到涵蓄水源、 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作用。 另外，
在设计和评价生物滞留带水力表现时， 材料前期含水量应为考虑的因素， 需根据干旱或多雨地区实际降雨情

况， 合理选择前期降雨间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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