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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 变化环境（气候变化和城镇化）导致城市暴雨的发生频率或强度增加， 加剧了城市暴雨洪涝问题。
因此， 分析变化环境对城市暴雨及排水系统的影响对城市水资源规划管理、 市政规划设计和城市防灾减灾有着重

要意义。 总结了未来高精度降雨预估技术、 变化环境下排水系统设计标准等关键问题的研究进展， 综述了变化环

境下城市短历时暴雨演变规律及变化环境对城市排水系统影响的研究现状， 探讨了变化环境对城市短历时暴雨的

影响机理， 并归纳了当前研究变化环境对城市暴雨及排水系统影响的主要方法。 指出今后应重点加强的研究：
① 加强气候变化和城镇化对城市短历时暴雨影响机制的研究； ② 提升区域气候模式对城市区域下垫面和大气相互

作用的描述能力， 并加强公里尺度对流可解析模型在城市气候变化影响研究中的应用； ③ 加强对变化环境下排水

系统设计标准的研究； ④ 综合评估气候变化和城镇化对城市排水系统超载、 污染物转移和水安全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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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排水系统是城市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 是用来处理和输送城市污水和雨水的工程系统。 作为城市区

域径流输送的主要方式， 一旦暴雨超过城市排水系统的设计标准， 洪涝灾害便可能会发生。 中国现行的排水

系统通常被设计为在某一设计暴雨下表现良好。 设计暴雨是对历史降雨记录进行统计分析得来， 通常总结为

强度⁃历时⁃频率曲线（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ＤＦ）或者进一步总结为暴雨强度公式的形式。 在市政工程

设计中， 通常认为设计暴雨服从一致性假设， 即在工程使用期间是不变的。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

会第 ５ 次评估报告（ＩＰＣＣ ＡＲ５） ［１］指出： ２１ 世纪末大部分的陆地区域可能表现出强降雨事件的频率或强度的

增加。 相比于其他区域， 城市区域尤其是人口稠密、 经济发达的特大城市群， 受城市热岛效应、 阻碍效应和

凝结核效应的影响， 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将更为敏感［２］， 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风险也更为巨大。 此外， 考虑

到城市区域的高不透水性及较短的径流响应时间， 暴雨事件频率或强度的增加可能会导致城市排水系统排水

能力的下降， 并进一步导致城市洪涝灾害的发生。
近年来， 中国城市内涝灾害频发。 究其原因， 一方面， 因为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粗放的扩张模式， 挤占了

河湖空间， 先地上后地下的发展模式导致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另一方面， 因为变化环境下极端暴雨事件

的频发。 据统计，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间， 全国有 ６０％以上城市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影响， 其中有近 １４０
个城市遭受洪涝灾害次数超过 ３ 次［２］。 变化环境下城市暴雨发生频率或强度的增加， 破坏了市政工程设计中

设计暴雨的一致性假设， 增加了城市洪涝灾害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严重危及城市水资源安全［３］。 因此， 研

究变化环境对城市暴雨事件和排水系统的影响更加重要。 尽管近年来关于变化环境下水文影响的研究越来越

多［４］， 但大多数集中在变化环境对年径流量［５⁃６］、 洪水极值［７⁃９］和枯水 ／干旱风险［１０⁃１１］的影响研究， 关注变化

环境对城市这一特殊区域的暴雨［１２］和排水系统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１３］。 一方面， 这可能是因为城市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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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特征（地表的高不透水性、 加速的产汇流过程和排水系统的铺设）导致气候变化的影响研究往往需要更

小的空间尺度（通常 １～１０ ｋｍ２）和更精细的时间尺度（通常小于 １ ｈ） ［１４］。 另一方面， 由于对气候系统中复杂

的非线性成分认识和描述的不足， 对局部区域暴雨事件的描述和预估往往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城市短历

时暴雨和城市内涝关系密切， 研究变化环境可能对城市区域暴雨和排水系统带来的影响， 可以为中国未来城

市规划、 城市防灾减灾、 城市水资源规划管理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和备选设计方案。 目前， 国内外在未来高精

度降雨数据的预估、 变化环境下排水系统设计标准研究、 变化环境对暴雨演变趋势和影响机理研究、 变化环

境对排水系统的影响研究等方面已取得了一定进展［１３］， 本文将对此进行阐述并指出当前研究的不足和未来

的研究方向。

１　 变化环境对城市历史短历时暴雨的影响

１ １　 观测事实

当前大部分城市暴雨变化趋势的研究都基于日尺度的降雨数据。 然而， 有研究表明短历时尺度暴雨的变

化可能不会反映在日尺度的观测数据上［１５］。 因此， 为了分析变化环境下短历时暴雨的演变规律， 需要直接

对实测短历时暴雨进行趋势分析［１６］。 暴雨的趋势分析研究方法主要可总结为 ３ 类： ① 给定暴雨阈值， 或者

对于更极端的事件采用年最大值取样法， 直接从历史降雨数据中选取不同降雨历时的降雨极值， 进行趋势分

析来研究暴雨发生频率或强度的改变； ② 定义暴雨指标， 并对其进行趋势分析得到暴雨的变化趋势； ③ 采

用滑动窗口法将暴雨资料划分为若干互相重叠或 ２～３ 个互不重叠的时段， 基于极值理论， 对每个时段分别进

行频率分析得到不同重现期和降雨历时的设计暴雨值或强度⁃历时⁃频率曲线（ＩＤＦ）， 通过比较不同子时期极值分

布或者设计暴雨值的变化来分析降雨极值的变化。 表 １ 总结了全球范围内部分城市和地区基于历史短历时观测

数据进行趋势分析的研究成果。 总体而言， 全球大部分城市区域未来暴雨的发生强度或频率呈现出增加趋势，
尽管个别地区暴雨可能会表现出不同趋势。 此外， 城市短历时暴雨趋势的强弱和季节以及历时长短密切相关。
相比于日尺度暴雨， 短历时（分钟到小时尺度）暴雨的趋势往往更显著， 并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变异性。
１ ２　 影响机理

研究变化环境对城市短历时暴雨的影响机理， 对短历时降雨预估和区域防洪减灾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
相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进展。 当前的普遍学术观点依据热力学 Ｃｌａｕｓｉｕｓ⁃Ｃｌａｐｅｙｒｏｎ（ＣＣ）方程的原理， 即大气

的水汽容纳能力随气温呈现 ７％ ／ ℃的增长趋势， 认为气温能够很好地表征大气湿度， 气温的增加会导致大

气湿度的增加， 并假设暴雨直接响应大气湿度的变化。 基于以上观点， 降雨—气温关系曲线已成为研究变化

环境下暴雨演变规律的重要手段。 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地区开展短历时暴雨和温度关系的研究［２２⁃２３， ３２⁃３４］， 发现

小时观测暴雨和气温的关系可能会偏离 ＣＣ 曲线。 在中纬度地区， 小时暴雨变化率可能是 ＣＣ 关系变化率的

两倍， 而在热带或亚热带区域， 小时暴雨变化率可能低于 ＣＣ 关系的变化率［３５］。 由于许多影响降雨强度的大

气变量也随气温共同变化， 所以单纯依靠气温并不足以揭示小时暴雨的演变规律［１５］。 为此， 研究人员提出采用

直接反映大气湿度的露点温度来研究小时暴雨的演变规律。 Ｌｅｎｄｅｒｉｎｋ 等［２３］ 对比研究了小时暴雨与地面气温、
露点温度的关系， 发现相较于气温， 大气湿度能够更好地解释小时暴雨的变化。 然而， 由于气温和小时暴雨均

会受到大气环流的影响， 因此， 很难区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此外， 降雨类型［３２］、 降雨历时［３６］ 也会对降雨

—气温关系曲线产生影响。 为了进一步揭示全球变暖背景下暴雨演变的物理机制， Ｐｆａｈｌ 等［３７］ 基于气候模型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Ｍｏｄｅｌ， ＧＣＭ）集合模拟， 利用上升气流的冷凝来诊断暴雨事件， 很好地模拟了当前气候条件下

全球极端日降雨的发生模式。 然而， 需要指出的是其采用的 ＧＣＭ 模式时间（日尺度）和空间（１００～２００ ｋｍ）分辨

率均较低， 难以直接应用到城市区域。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 无论是降雨—气温关系曲线还是基于物理机制的诊

断方法都为定量研究导致短历时暴雨变化的大气物理过程（大气湿度、 对潜热释放增加的动态反馈和大尺度大

气环流的变化等）提供了可行方案。 为了加深对短历时暴雨演变规律的认识， 在今后一方面需要加强对更高时

空分辨率的降雨和大气状态的观测， 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开发能够更好地模拟对流天气的气候模型［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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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部分地区短历时暴雨趋势分析成果汇总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ｈｏｒｔ⁃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ｉｎ ｓｏｍ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研究区域 ／ 研究者 数据资料 方法 主要结论

全球 ２１７ 个城市区域 ／
Ｍｉｓｈｒａ 等［１２］

全球 ２１７ 个城市区域 １９７３—２０１２
年年最大 ２４ ｈ 降雨数据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检验
Ｔｈｅｉｌ⁃Ｓｅｎ′ｓ 斜率估计法

仅有 １０％的城市区域的年最大 ２４ ｈ 降
雨量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美国华盛顿州
３ 个城区 ／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等［１７］

２３ 个站不同降雨历时（１ ｈ ～ １０ ｄ）
的多年年最大值数据

比较 ＧＥＶ 分布拟合的 １９５６—１９８０
年和 １９８１—２００５ 年两个时期不同
重现期 １ ｈ 和 ２４ ｈ 设计暴雨变化

不同重现期的 １ ｈ 和 ２４ ｈ 设计暴雨表
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
ＳｅａＴａｃ 区域 １９５６—１９８０ 年 ５０ 年一遇
的设计暴雨仅相当于 １９８１—２００５ 年
９ ３ 年一遇标准

澳大利亚悉尼市 ／
Ｊａｋｏｂ 等［１８］

悉尼观测站 １９２１—２００５ 年不同历
时（６ ｍｉｎ～７２ ｈ）降雨数据

通过比较 １０ 年滑动平均值和序列
长期平均值来研究降雨频率和量
级的变化

降雨频率和量级的变化与季节、 历时、
和降雨阈值密切相关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市 ／
Ｓｉｓｗａｎｔｏ 等 ［１９］

雅 加 达 观 测 站 １８６６—１９５０ 年、
１９５９—２０１０ 年 年 最 大 １ ｈ 降 雨
数据

对年最大 １ ｈ 降雨数据的 ５ 年滑动
平均值进行线性回归

两个时期年最大 １ ｈ 降雨数据的 ５ 年滑
动平均值无显著趋势

丹麦全国 ／
Ｍａｄｓｅｎ 等 ［２０］

６６ 个雨量站 １９７９—２００５ 年不同历
时（１ ｍｉｎ～４８ ｈ）年最大降雨数据

分析 １９７９—１９９７ 年和 １９７９—２００６
年两个时期估计的 ＩＤＦ 曲线的
变化

降雨历时 ３０ ｍｉｎ～３ ｈ 的重现期 １０ 年的
降雨强度增加超过 １５％； ２４ ｈ 以上的
暴雨强度并无显著变化

印度西北部 ３３ 个城市 ／
Ｐｉｎｇａｌｅ 等［２１］

覆盖各城市市中心的 １９７１—２００５
年 ２４ ｈ 降雨量格网数据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检验
Ｔｈｅｉｌ⁃Ｓｅｎ′ｓ 斜率估计法

仅 １８％的城市年最大 ２４ ｈ 降雨量呈现
明显的趋势， 其中仅 １ 个城市呈现明
显的上升趋势

日本全国 ／
Ｆｕｊｉｂｅ［２２］

９２ 个气象站 １９５１—２０１０ 年不同历
时（１０ ｍｉｎ， １ ｈ， ２４ ｈ）日最大降雨
数据

选取各历时年最大值和 ９５ｔｈ 百分
位数作为暴雨指标， 采用线性回
归分析其趋势

１０ ｍｉｎ 降雨极值指标呈现最为显著的
上升趋势， 随着降雨历时的增加， 趋
势越来越不显著

中国香港 ／
Ｌｅｎｄｅｒｉｎｋ 等［２３］

香港市中心气象观测站 １８８５—
１９３９ 年、 １９４７—２０１０ 年 １ ｈ 降雨
数据

对每个 １５ 年滑动窗口， 采用广义
帕累托分布拟合年降雨 ９０ｔｈ 百分
位数序列， 计算设计暴雨值并和
所有 １５ 年滑动窗口的计算结果的
均值做比较

在过去近一个世纪以来， 香港城区 １ ｈ
降雨极值呈现出明显的增加趋势

中国京津冀、 长三角
城市群 ／ Ｚｈｏｕ 等［２４］

基于 １４６ 个城市气象站点 １９６０—
２０１４ 年 ２４ ｈ 降雨数据

定义 ６ 个暴雨指标， 并采用普通
最小二乘法计算各指标的趋势，
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确定所有指
标的主要趋势

京津冀城市群中所有城市的暴雨均呈
现下降的趋势， 而长三角城市群中所
有城市的暴雨均呈现上升趋势

中国北京市 ／
宋晓猛等［２５］

４２ 个雨量站 １９８０—２０１２ 年 １ｈ 降
雨序列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检验
整体来看各历时降雨发生率无显著变
化趋势

中国上海市 ／
Ｌｉａｎｇ 和 Ｄｉｎｇ［２６］

１１ 个雨量站 １９１６—２０１４ 年年最大
１ ｈ 降雨数据

线性倾向估计方法
集合经验模式分解法

年最大 １ ｈ 降雨呈现出显著上升趋势

中国广州市 ／
张明珠等［２７］

主城区五山站 １９８４—２０１３ 年不同
短历时（１０ ｍｉｎ ～ ６ ｈ）年最大降雨
数据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检验
不同短历时年最大降雨量均呈现增加
趋势， 且时段越长趋势越明显

中国深圳市 ／
黄国如和冼卓雁［２８］

深圳气象站 １９５３—２０１２ 年 ２４ ｈ 降
雨数据

使用 ８ 个暴雨指数并采用 Ｍａｎｎ⁃
Ｋｅｎｄａｌｌ 检验分析趋势

年最大 ２４ ｈ 降雨量指标呈现出微弱的
下降趋势

中国重庆市 ／
郭渠等［２９］

主城区沙坪坝站 １９６１—２０１３ 年不
同短历时 （ １ ～ ２４ ｈ） 年最大降雨
数据

线性回归方法
不同历时年最大降雨量均呈增加趋势，
且历时大于 ６ ｈ 的年最大降雨量趋势更
显著

中国长沙市 ／
范昱等［３０］

长沙站 １９８１—２０１２ 年年最大 １ ｈ、
３ ｈ 降雨数据

趋势系数法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检验

１ ｈ、 ３ ｈ 短历时降雨极值呈弱增加趋势

中国海口市 ／
黄国如等［３１］

海口站 １９５１—２０１２ 年
逐时降雨数据

线性回归方法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检验

年最大 １～ ６ ｈ 降雨量呈增加趋势， 且
历时越长趋势越明显

　 　 城市短历时暴雨是局地天气系统和下垫面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此， 在变化环境下， 应分别从气候变

化和城镇化两个层面来分析城市短历时暴雨的演变机理。 城市下垫面变化改变了大气边界层的特性， 从而对

气温、 降雨和辐射等气候要素产生影响， 形成了一些城市独有的城市气候效应， 比如热岛效应、 雨岛效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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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暴岛效应［３８⁃３９］。 大多数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 ／城市热岛强度和城市短历时暴雨强度之间存在正相关

性［４０⁃４３］。 Ｈｏｌｓｔ 等［４４］通过研究城镇化对中国珠三角城市群小时暴雨的影响， 揭示了城镇化导致暴雨发生频率

或强度的增加是因为城市表面人为热通量的改变， 导致地球边界层浮力和紊流波动的变化所引起的近地对流

的加强［４５］。 总体而言， 目前关于城镇化对短历时极端降雨影响机理的研究相对较少， 今后需要进一步发展

气候模型和水文模型， 并借助遥感卫星、 地面雷达等最新观测技术开展变化环境下城镇化对短历时暴雨影响

机制的研究［３９，４６］。

２　 变化环境对城市未来短历时暴雨的影响

２ １　 未来短历时降雨情景预估

基于气候模型（ＧＣＭ）预估未来暴雨是研究变化环境对未来暴雨影响的基础。 相比全球耦合模式比较计

划第 ３ 阶段（ＣＭＩＰ３）， 参加全球耦合模式比较计划第 ５ 阶段（ＣＭＩＰ５）的 ＧＣＭ 模式取得了较大进步［４７⁃４８］。 然

而 ＧＣＭ 输出的空间和时间分辨率仍然较低， 对短历时（小时尺度）降雨的模拟仍存在较大偏差。 因此， 难以

直接应用其预估结果分析未来短历时暴雨的变化趋势。 为了解决气候模型输出的大尺度气候特征和城市区域

小尺度短历时暴雨的时空不匹配问题， 实际应用中需要对气候模式的输出进行时间和空间降尺度来得到适合

城市尺度模拟研究的短历时暴雨。 当前， 国际上已有一些生成未来高精度降雨的方法， 大体可归纳为两类：
Ｄｅｌｔａ 方法（Ｄｅｌｔ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和降尺度⁃时间分解法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ｏｗｎｓｃａｌｉｎｇ⁃ｄｉ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Ｄｅｌｔａ 方法是美国全球变化研究计划（Ｕ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ｓｇｃｒｐ ｇｏｖ ／ ）推荐使用

的未来气候变化情景生成方法。 由于其简单易于操作的优势得到了广泛应用［４９⁃５０］。 降尺度⁃时间分解方法的

思路是首先对气候模式的输出进行空间降尺度和偏差修正， 然后对修正后的未来降雨序列进行时间降尺度。
时间降尺度主要有两种思路： ① 基于降雨随机模拟或者尺度不变假设进行降雨的时间分解［５１］。 ② 对未来预

估结果进行频率分析， 得到不同重现期的设计暴雨， 然后采用不同的设计雨型对设计暴雨进行时程分配， 得

到满足城市排水系统模拟精度的降雨过程［５２］。
除利用 ＧＣＭ 外， 研究人员也致力于开发具有更高精度（通常具有 １０ ～ ５０ ｋｍ 空间分辨率）的区域气候模

式（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Ｍｏｄｅｌ， ＲＣＭ）。 研究表明， １０ ｋｍ精度的 ＲＣＭ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对短历时暴雨的模

拟效果。 但是由于气候模型中对城市区域下垫面和关键物理化学过程描述不足， 高精度 ＲＣＭ 仍然难以准确

地模拟短历时暴雨观测值及其空间分布特征［１５］。 当前， 高精度（通常水平格距小于 ４ ｋｍ）对流可解析模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ｅｒｍｉｔ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ＣＰＭ）的发展逐渐成为数值预报领域新的研究热点。 不同于使用对流参数化方

案（误差和不确定性重要来源）的 ＧＣＭ ／ ＲＣＭ， ＣＰＭ 可以显式地解析对流过程， 并且改进了对精细地形和地

表变化的描述［５３］。 总体上， ＣＰＭ 模型能够很好地表征实测短历时暴雨的时空演变特征， 为研究未来短历时

暴雨演变规律提供了有效工具［５４⁃５５］。
表 ２ 总结了不同方法的优缺点。 需要注意的是， 当前几乎所有气候模式均缺乏对城市区域下垫面改变的

描述。 从大尺度来看， 短历时暴雨的变化可能主要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但对于相对小尺度的城市地区或都市

圈地区而言， 下垫面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研究人员指出， 可以将城市冠层参数化方案引入到区域

气候模式中来提高模型对城市区域未来气候变化的预估能力［５６］。 未来研究需要提高气候模型， 特别是小尺

度区域气候模型对城市下垫面和区域大气之间相互作用的描述能力。
２ ２　 未来短历时暴雨演变规律

未来短历时暴雨的演变规律， 一方面可通过计算 ＧＣＭ ／ ＲＣＭ 气候模式预估的降雨统计特征（均值、 方差

或某分位点降雨量）或某一重现期的设计暴雨相对于气候模式模拟基准期的改变因子， 或比较 ＩＤＦ 曲线的变

化来确定。 由于目前 ＧＣＭ 的输出数据主要是日时间尺度， 因此， 能够直接得到的改变因子也以日及日以上

时间尺度为主。 Ｎｔｅｇｅｋａ 等［５７］利用多个气候模式模拟计算了比利时中部地区 ２０７１—２１００ 年相对于 １９６０—
１９９０ 年不同重现期日降雨的改变因子， 发现随着重现期的增大， 不同模式模拟的改变因子差异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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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未来高精度降雨生成方法的优缺点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未来情景生成方法 优点 缺点

Ｄｅｌｔａ 方法

计算简单，便于应用
应用在站点尺度，不需要降尺度
不需要对结果进行偏差修正
能够反映降雨的局部统计特征

需要高精度的观测数据
依赖 ＧＣＭ 模拟的改变因子的准确性
干湿比例 ／ 时间变异性等降雨特征在未来是不变的
生成降雨的时间尺度受限于观测资料的时间尺度

降尺度⁃时间分解方法

物理意义明确
可以生成任意时间尺度的降雨数据
不依赖高精度的观测数据
气候模式输出分辨率不断提高

包含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需要建立区域气候模式或足够长的实测资料来建立统计关系
需要对 ＧＣＭ 输出进行偏差修正
预报因子的选取对结果影响很大
预报因子和预报量之间的关系在未来可能发生变化

ＲＣＭ 模拟
物理意义明确
可以进行未来长序列连续模拟

对流参数化方案带来误差和不确定性
对实测短历时暴雨模拟精度有限
难以模拟短历时暴雨的空间分布

ＣＰＭ 模拟
物理意义明确，可以显示解析对流过程
对实测短历时暴雨有很高的模拟精度
能够很好地模拟短历时暴雨的空间分布

耗费机时
难以进行未来长序列连续模拟

Ｃｈｅｎｇ 和 ＡｇｈａＫｏｕｃｈａｋ［５８］研究了气候变化对 ＩＤＦ 曲线的影响， 发现修正后的 ＩＤＦ 曲线得到的设计暴雨值比在

一致性假设下得到的设计暴雨值高 ６０％。 Ｗｉｌｌｅｍｓ 和 Ｖｒａｃ［５９］分析了比利时 Ｕｃｃｌｅ 地区 ＩＤＦ 曲线的变化， 发现

当前 ２ 年重现期的 ＩＤＦ 曲线相当于 ２０７１—２１００ 年 １ 年重现期， 当前 １００ 年重现期的 ＩＤＦ 曲线仅相当于未来

１０ 年重现期。 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基于 ＧＣＭ ／ ＲＣＭ 输出得到的未来气候变化信号可能低估了未来短历时极

端暴雨的变化趋势， 而具有更高精度的 ＣＰＭ 模型可能会预估得到更明显的未来暴雨变化趋势［６０］。
另一方面， 可通过直接比较 ＣＰＭ 模型预估的未来与基准期短历时暴雨强度的相对改变， 或者未来短历

时暴雨和气温的关系来确定。 由于 ＣＰＭ 模型非常耗费机时， 目前， 相关研究通常只对未来短期（数月至几

年）的季节降雨进行模拟， 对未来进行长期连续模拟的研究相对较少。 Ｐｒｅｉｎ 等［５５］ 应用 ４ ｋｍ 水平分辨率的

ＣＰＭ 模型分析了美国未来小时暴雨的变化， 发现在湿润地区未来暴雨发生强度随温度上升呈现增加趋势，
而在干旱地区则得到相反的结论。 Ｐａｎ 等［６１］应用 ４ ｋｍ 水平分辨率的 ＣＰＭ 模型分析了未来美国西部加州和内

华达州地区小时降雨的变化， 发现小时暴雨在冬季呈现上升趋势， 而在夏季呈现降低趋势。 Ｃｈａｎ 等［６２］ 应用

２ ２ ｋｍ 水平分辨率的 ＣＰＭ 模型分析了英国南部未来（２１００ 年）相对基准年（１９９６—２００９ 年）短历时暴雨的变

化趋势， 发现 １０ ｍｉｎ 和 １ ｈ 暴雨的重现水平在未来均增加约 ２０％。 由于当前应用 ＣＰＭ 模型分析未来短历时

暴雨变化的研究比较有限， 针对城市区域的相关研究更为少见。 因此， 很难得出针对未来短历时暴雨演变规

律的广泛结论。 实际上， ＣＰＭ 模型已经具备了分析城市区域短历时暴雨的时间和空间精度， 今后应加强

ＣＰＭ 模式在这方面的应用研究。
以上研究表明， 在变化环境下， 未来城市短历时暴雨的频率或强度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 而现行的基

于一致性假设的排水系统设计标准可能会低估暴雨的强度［５８⁃５９］， 进而间接增加城市的洪涝风险。 因此， 在

变化环境下， 建议对现行排水系统的设计标准进行修订， 并基于时变 ＩＤＦ 曲线来进行排水系统设计［６３⁃６４］。
与当前非一致性洪水设计方法相似［６５］， Ｍａｉｌｈｏｔ 和 Ｄｕｃｈｅｓｎｅ［６６］提出可以考虑排水系统的设计寿命来确定对应

某一超过风险的设计值。 陈子燊等［６７］提出基于二次重现期的城市两级排涝标准衔接的设计暴雨对未来城市

排水系统标准的修订也有着借鉴意义。 近年来， 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 城市交通系统不断完善（立
交、 地下通道和地铁等设施）， 道路交通重要等级显著提升。 在未来的城市排水管网规划中， 应该适当地提

高排水系统的设计标准来保障城市公共安全。

３　 变化环境对城市排水系统的影响

３ １　 短历时暴雨对排水系统的影响

城市排水系统对短历时暴雨的改变非常敏感。 定量分析未来变化环境影响下短历时暴雨的改变对城市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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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统的影响（即对过去和未来短历时暴雨进行城市水文效应的影响评估）亦十分必要。 其基本研究思路是

将历史观测和未来预估的短历时暴雨作为城市排水管网模型的输入， 分析暴雨的变化对排水系统出流、 超

载、 溢流的影响， 最终通过比较分析来评价现行排水系统的表现。 按输入的不同可分为基于降雨序列的连续

模拟和基于设计降雨事件的模拟。 在进行连续模拟时， 将预估的未来短历时暴雨直接作为模型的输入。 Ｓｅ⁃
ｍａｄｅｎｉ⁃Ｄａｖｉｓ 等［４９］使用 ＭＯＵ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Ｅｗｅｒｓ） 模型对应用 Ｄｅｌｔａ 方法生成的未来降雨间隔 １ ｍｉｎ 的

降雨序列进行了连续模拟， 结果显示降雨强度的增加将加重当前排水系统的问题。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等［１７］ 将基于

ＲＣＭ 降尺度得到的 ２０２０—２０５０ 年的小时降雨序列作为 ＨＳＰＦ 模型的输入来研究华盛顿州两个城市区域的径

流变化， 结果显示， 现行的排水系统将遭受到未来暴雨的挑战。 Ｚａｈｍａｔｋｅｓｈ 等［５０］ 应用 ＳＷＭＭ 模型对基于

ＧＣＭ 输出和 Ｄｅｌｔａ 方法得到的 ２０３０—２０５９ 年小时降雨对纽约市 Ｂｒｏｎｘ 河流域进行连续模拟， 发现研究区洪峰

和洪量均会增加， 现行的排水系统将面临失效的风险。 Ｂｅｒｇｇｒｅｎ 等［６８］将应用 Ｄｅｌｔａ 方法得到的未来 ３ 个时期

１０ 年高精度降雨序列作为 Ｍｉｋｅ Ｕｒｂａｎ 模型的输入， 发现研究区现行排水系统的溢流节点数和洪水区面积在

未来都会增加。 对于基于设计暴雨的模拟， 通常的做法是首先计算当前和未来的设计暴雨值， 然后利用设计

雨型或者当地的典型降雨过程对设计暴雨值进行时程分配， 得到设计暴雨过程并作为模型的输入。 基于改变

因子的方法， 未来的设计暴雨可以通过改变当前设计暴雨值来推求， 也可以通过预估的未来 ＩＤＦ 曲线得到。
Ｋａｒａｍｏｕｚ 和 Ｎａｚｉｆ［６９］对 ＧＣＭ 的输出进行频率分析， 得到不同重现期的设计暴雨值， 然后利用当地 ７ ｈ 典型降

雨过程对设计暴雨进行时程分配， 最终输入到 ＳＷＭＭ 模型中分析排水系统的表现。 结果发现未来研究区的

洪水风险将增加。 Ｄｅｎａｕｌｔ 等［７０］利用趋势外延的方法得到未来设计暴雨， 并采用芝加哥降雨过程线方法对设

计暴雨进行时程分配， 作为 ＳＷＭＭ 模型的输入。 结果表明设计暴雨的增加没有对排水系统造成严重影响，
但是洪峰流量在未来明显增加。 Ｋｉｒｓｈｅｎ 等［７１］ 计算了当前基准期设计暴雨和应用频率分析得到的 ＧＣＭ 模拟

的基准期设计暴雨的比值， 并将这个比值应用到 ＧＣＭ 预估的未来设计暴雨， 得到未来不同重现期的设计暴

雨， 然后利用 ＳＷＭＭ 进行排水系统模拟。 结果显示排水系统的出流量超过了设计标准， 导致洪水风险的

增加。
以上研究均表明未来短历时暴雨的改变会对城市排水系统造成明显的影响， 导致径流量、 洪峰流量、 溢

流量以及超载管道的增加。 城市排水系统的规划和设计者在未来进行排水系统的更新和改造时需要考虑到未

来暴雨的变化， 此外还应采取多种工程和非工程措施来减弱变化环境的影响。 但是， 需要指出的是， 这些研

究主要考虑了未来短历时暴雨对城市排水系统的影响， 而没有考虑其他因素， 如未来加速的城镇化和排水系

统管理规划对排水系统的影响。
３ ２　 城镇化对排水系统的影响

中国已进入城镇化高速发展的阶段， 全国城镇化率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３６ ２２％增加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５４ ７７％。 《国
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 提出， 未来京津冀、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将向世界级城

市群发展， 未来城镇化进程将继续加快。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城市洪涝灾害的频发有着重要影响， 主要体现

在［３， ３９， ７２］： ① 城镇化极大地改变了流域水文特性。 由于不透水面积的增加， 城市汇水区径流系数显著变大，
城市地表暴雨洪水总量随之增加； ② 城镇化导致天然地表覆被破坏， 城市地表的糙率降低， 加之城市河道

渠化及排水系统管网化， 减少了城市地表径流的汇流时间， 洪峰出现时刻提前； ③ 城镇化进程中粗放的扩

张模式， 改变了流域自然的排水格局， 挤占了河湖空间， 降低了湖泊的自然调蓄能力； ④ 城市的扩张导致

城市汇水区的扩大， 而配套的城市排水基础设施的发展和改造滞后， 对老城区老旧的排水系统造成巨大压

力； ⑤ 城市中的地下停车场、 立交桥、 地铁等城市微地形有利于洪涝的形成。 因此， 评估城镇化对排水系

统的影响十分重要。 梅胜等［７３］通过收集土地利用和未来规划资料统计了呼和浩特市 １９８７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土地利用情况， 并应用 ＳＷＭＭ 和 ＡｒｃＧＩＳ 建模对其排水系统进行模拟计算。 结果表明， 不同设

计暴雨下城镇化都会增加现行排水管网的负荷和节点溢流量， 加剧了发生内涝的风险。 在变化环境下， 城镇

化和短历时暴雨对城市排水系统的影响互相交织在一起， 不应仅仅单独地考虑其中一方面的影响［７４］。 然而，
当前同时考虑二者共同或者相对影响的研究还很有限。 Ｓｅｍａｄｅｎｉ⁃Ｄａｖｉｅｓ 等［４９］利用 Ｄｅｌｔａ 方法得到的未来 ２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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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历时降雨情景和 ３ 种基于人口趋势得到的城镇化情景来研究降雨变化和城镇化的共同影响， 对瑞典南部赫

尔辛堡市内中心的合流制排水系统进行了模拟分析。 结果表明， 单一评估城镇化或未来短历时降雨变化的作

用及同时考虑二者因素的影响均会加剧当前排水系统的问题， 二者共同作用最多可以使溢流量增加 ４ 倍。
Ｈｕｏｎｇ 和 Ｐａｔｈｉｒａｎａ［７５］采用考虑下垫面植被变化的动态气候模型和土地利用模拟模型来研究变化环境和城镇

化对湄公河流域最大城市芹苴市排水系统的超载量和淹没面积的共同影响。 结果发现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研

究区淹没面积和深度增加 ２０％， 并且相较于城镇化， 气候变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具有更加重要的影响。 Ａｓｔ⁃
ａｒａｉｅ⁃Ｉｍａｎｉ 等［７６］通过改变 ＩＵＷＳ 模型（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Ｕｒｂａｎ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ｄｅｌ）中表征城镇化（人口增长率、
日人均耗水量和不透水面积增长率）和气候变化（降雨量增长率、 降雨强度增长率）的参数， 研究了未来降雨

变化和城镇化对一个虚拟的排水系统中水质的影响， 发现二者共同作用会增加未来溶解氧和氨氮超过阈值事

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
以上研究均表明， 未来短历时极端降雨和城镇化的改变会对城市排水系统造成明显的影响， 导致径流

量、 洪峰流量以及超载管道的增加。 为了综合应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水问题， 加强水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提出了建设 “海绵城市” 的理念， 为变化环境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政策支持［７７］。 严登华等［７８］提出

了建设生态海绵智慧流域建设的总体思路、 总体技术框架和若干关键问题。 与传统的以排为主的城市雨水处

理方式相比， 这些新措施、 新理念更多地考虑了雨水排放设计中雨水的循环利用、 污水的处理、 生态环境的

改善， 减轻了城市暴雨对排水系统的压力， 降低了城市发生洪涝灾害的风险， 增强了城市应对变化环境和抵

御自然灾害的能力［７９⁃８１］。

４　 结论与建议

近年来，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持续加剧， 水循环要素发生了显著变化， 暴雨事件发生的强度和频率呈增

加趋势。 由于城市特殊的水文特性， 加之城镇化以及城市特有气候效应（城市热岛效应、 阻碍效应和凝结核

效应）的影响， 使得这种变化在城市区域更为明显， 给城市带来了洪涝、 干旱、 水资源短缺和污染等水问

题， 增大了城市水资源安全的压力， 为城市防洪减灾和区域水资源安全带来了挑战。 为了分析变化环境对城

市暴雨和城市排水系统的影响， 国内外研究人员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 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然而在变

化环境对城市影响研究的不确定性分析、 变化趋势的归因分析、 短历时降雨演变机制、 未来短历时暴雨的预

估以及变化环境对排水系统的综合影响评估等方面还存在不足。 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加强以下几方面的

工作：
（１） 变化环境对城市区域影响研究中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一方面， 应当认识到当前气候模式预估

的气候变化情景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必然会导致气候变化影响研究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 由于城市区域

下垫面情况和产汇流机制远比自然流域复杂， 需要利用城市排水管网模型对城市排水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模

拟。 但是城市排水管网模型的复杂度随着模型功能和计算模块的增加而急剧增加并且对基础数据的要求较

高， 包含许多难以率定的模型参数， 往往仅能依靠经验数值来确定， 因此， 城市排水管网模型的结构和参数

中也存在着不确定性。 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重点考虑如何降低气候模式输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应对城市排水管

网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性， 增强模型的物理意义。
（２） 城市短历时暴雨是城市排水管网模型最重要的输入， 也是造成城市洪涝灾害的主要原因。 因此，

高精度降雨的观测与预估对研究短历时暴雨的演变规律和城市排水管网模拟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当前包括中

国在内的多数国家的降雨观测能力并不能满足城市排水管网模拟的要求， 站点密度不足且存在着不同程度的

观测误差。 虽然气象雷达和卫星观测等新的技术手段的发展可以提供高精度的降雨数据， 但是由于气象雷达

和卫星观测数据存在复杂的观测误差， 制约了其在城市水文学中的发展。 因此， 今后需要增强短历时降雨的

观测能力并完善相应的误差修正技术。 此外， 在进行未来气候变化影响研究时， 以 Ｄｅｌｔａ 方法、 降尺度⁃时间

分解和基于 ＣＰＭ 的高精度降雨模拟方法为代表的未来高精度降雨生成技术受到关注。 特别地， ＣＰＭ 模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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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具备了分析城市区域短历时暴雨的时间和空间精度， 但是却很少应用在变化环境对城市短历时暴雨的影响

研究中。 今后应加强 ＣＰＭ 模式在这方面的应用研究。 此外， 这些方法都依赖于气候模式输出或者模拟的改

变因子的准确性。 今后需要继续加强与短历时暴雨关系密切的对流过程的研究， 并提高气候模式对短历时暴

雨的模拟效果。 另外， 今后应当在气候模式中加入考虑城市下垫面变化的模块来增强气候模型对城市下垫面

和区域大气之间相互作用的描述能力， 并加强气候变化和城镇化对短历时降雨影响机制的研究。
（３） 当前降雨极值趋势分析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区分降雨极值的变化趋势是由人类活动还是大尺度

的气候波动引起的。 此外， 降雨观测技术、 数据处理、 雨量站周围环境的改变都可能对降雨极值的变化趋势

产生影响［８２］。 因此， 未来研究中应加强降雨极值趋势的归因分析。
（４） 变化环境对排水系统的影响研究是当前城市水文学的前沿方向。 气候变化和其他驱动因素（如城镇

化、 社会经济的发展、 排水系统未来的改造和室外排水标准的修订等）对城市排水系统都会带来影响。 今后

研究应综合考虑多个驱动因素对城市排水系统的影响， 并加强变化环境下排水系统性能改变导致的城市环境

（伴随降雨的面源污染、 土壤污染和次生灾害等）、 经济（洪涝风险、 工程失效损失和工程改造代价等）、 社

会（城市居民生活秩序、 交通和生命财产安全）、 健康（城市饮用水安全）等方面的研究， 为城市管理者和市

政工程设计者提供更可靠的决策支持。
（５） 在变化环境下， 应当更新排水系统设计理念， 加强对基于时变 ＩＤＦ 曲线的设计标准的研究。 并借

鉴非一致性水文频率分析中的理念， 加强对考虑排水系统设计寿命的设计值的研究。
变化环境改变了暴雨发生的频率或强度， 破坏了设计暴雨中的一致性假设， 加剧了城市的洪涝灾害， 正

在引起越来越多研究人员的关注。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中国目前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 但是先地上、 后

地下的城市建设理念导致配套的城市排水基础设施的发展严重滞后， 欠账较多。 与发达国家相比， 城市排水

系统的设计标准和方法还比较落后， 防洪排涝的法律还有待健全， 城市排水系统运行、 管理、 监管和维护体

制还有待完善， 因此， 在变化环境下可能遭受更为严重的影响。 与此同时， 中国变化环境对城市排水系统影

响的研究处于起步状态， 这给未来市政工程规划设计和城市防灾减灾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只有借鉴国外发

达城市雨洪管理的先进经验， 更新排水系统和城市规划的设计方法和理念， 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极端暴雨和

洪涝灾害的应对策略， 逐步建立和完善城市暴雨洪涝管理和预警体系， 才能有效提高中国城市抵御和应对洪

涝灾害风险的能力， 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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