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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雨水口是下泄地表径流的关键设施ꎬ 一旦堵塞将导致市政排水系统的泄流能力无法充分发挥ꎬ 这是引发城

市洪涝灾害的主要原因之一ꎮ 为定量分析雨水口堵塞对其泄流能力的影响ꎬ 本研究分别考虑进水篦及连接管不同

堵塞程度的情况ꎬ 开展了较大来流水深下的概化水槽试验ꎬ 共计进行了 ６０８ 组试验ꎮ 试验结果表明: ① 进水篦及

连接管堵塞均会显著影响雨水口的泄流能力ꎬ 且后者对雨水口泄流能力的影响更大ꎮ ② 利用试验数据率定了各堵

塞情况下水流以堰流或管嘴流形式从雨水口下泄时的流量系数ꎻ 基于量纲分析及回归分析ꎬ 给出了各堵塞情况下

雨水口泄流能力的幂函数表达式ꎬ 并利用试验数据对参数进行了率定ꎬ 率定效果优于堰流或管嘴流公式ꎮ ③ 通过

与未堵塞情况进行比较ꎬ 基于幂指数均值假定及非线性拟合方法ꎬ 建立堵塞系数与堵塞程度之间的经验关系ꎬ 并

最终提出了一个可以分别考虑进水篦与连接管堵塞影响的雨水口泄流能力公式ꎻ 该公式可以考虑雨水口堰流及管

嘴流等不同泄流形式ꎬ 能够反映进水篦、 连接管不同堵塞程度的影响ꎬ 适用于来流水深较大的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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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全球气候变化和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的影响ꎬ 中国城市水问题日趋严重ꎬ 其中洪涝灾害尤为突

出[１￣３]ꎮ 排水规划及地下雨水管网修建是城市洪涝防治的关键环节ꎬ 近年来许多专家及学者开始关注地下管

网、 泵站等排水设施的布置和规模ꎬ 认为只有当地下管网及排水泵站超负荷运行时才会引发内涝ꎬ 而对雨水

口的泄流能力及运行状况等考虑较少[４￣８]ꎮ 暴雨洪水发生时雨水口堵塞现象十分常见ꎬ 显著影响城市排水系

统的整体性能ꎬ 这是造成内涝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张亮等[９]对深圳市具有多年记录的渍水点进行了成因分析ꎬ
结果表明 １５％的渍水点是由雨水口堵塞造成ꎮ 雨水口堵塞严重时将在地下管道尚未达到最大泄流能力时引

发局部区域内涝ꎬ 对公共安全等造成潜在威胁[１０￣１１]ꎮ 开展雨水口堵塞程度对其泄水量影响的试验研究ꎬ 能

够精细刻画雨水口在不同运行状况下的泄流特性ꎬ 研究成果对于排水系统合理规划及城市防洪排涝计算具有

参考价值ꎮ
目前国内外已有相关设计规范描述不同类型雨水口的水力特性及泄流能力ꎮ 如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编制

的«城市排水设计手册 ＨＥＣ￣２２» [８ꎬ１２]以及中国发布的雨水口标准图集[１３]ꎮ 这些设计规范为雨水口的设计、 施

工以及构建城市排水模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ꎬ 但所提供的泄流能力值通常仅表示未堵塞情况下雨水口的过流

能力ꎬ 且适用水深较小ꎮ Ｌｅｅ等[１４]开展了物理模型试验ꎬ 研究雨水口过流能力随水深变化情况ꎬ 根据雨水口

淹没与否分别基于管嘴流及堰流建立雨水口的过流能力计算公式ꎮ Ｍａｒｔｉｎｓ 等[１５]采用二维数学模型直接模拟

雨水口下泄流量及周围的流场特征ꎬ 避免了泄流能力计算公式的使用ꎮ Ｐａｌｌａ 等[１６]采用数学模型计算了雨水

口不同堵塞程度下的城市洪涝过程ꎬ 结果证明雨水口堵塞显著增加地表淹没水深ꎮ 为考虑雨水口堵塞情况ꎬ
一些学者和地方政府建议取固定的堵塞系数来表征雨水口泄流能力的衰减ꎮ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的«室外

排水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４—２００６» [１７]中ꎬ 建议以 １ / ３ 作为泄流能力衰减系数ꎮ Ａｌｍｅｄｅｉｊ等[１８]建议位于地形洼

地中的单个进水篦堵塞系数为 ５０％ ꎬ 双个并联结构的进水篦为 ２５％ ꎮ Ｇｕｏ[１９]采用减小进水篦尺寸的方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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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堵塞ꎬ 建议对于单个立篦式雨水口ꎬ 减少 ２５％的开口面积及 ５０％的集水口长度ꎮ Ｇóｍｅｚ 等[２０￣２１]调查了

西班牙巴塞罗那一城区雨水口的堵塞情况ꎬ 基于调查结果开展物理模型试验研究堵塞对雨水口过流能力的影

响ꎬ 并给出了堵塞后的雨水口过流能力计算公式ꎮ 上述对于不同堵塞程度均采用单一衰减系数或单一面积缩

减的方法过于经验化ꎬ 准确性值得商榷ꎮ 此外ꎬ 除进水篦容易被水流携带的树叶、 塑料袋等杂物堵塞外ꎬ 连

接管也易被沉积的泥沙、 碎屑等淤堵ꎮ
本研究采用完整的平篦式雨水口结构ꎬ 即包括进水篦(雨篦子)、 雨水井及连接管(侧支管)ꎬ 分别考虑

进水篦及连接管不同堵塞程度的情况ꎬ 开展较大范围水深条件下雨水口泄流能力的概化水槽试验ꎬ 并提出不

同堵塞情况下雨水口泄流能力的计算公式ꎮ

１　 雨水口堵塞试验概况

雨水口泄流能力试验模拟平台(图 １)ꎬ 主要包括前池、 上层水槽、 平篦雨水口、 下层三角堰测流装置等

结构ꎮ 上层水槽长 ２０ ｍ、 宽 ３ ｍ、 深 ０. ６ ｍꎬ 纵、 横坡度均为 ０ꎬ 由 １５ ｍｍ厚的钢化玻璃制成ꎮ 上层水槽进

口处设置前池ꎬ 并安装消能板ꎬ 以使进入水槽的水流平顺ꎻ 出口处采用栅板式尾门ꎬ 通过插拔栅板数量来控

制水槽的出流量ꎬ 调节水槽内的水深ꎮ 进水篦的安装位置距离水槽进口 １０ ｍꎬ 位于水槽中间ꎬ 由 １５ ｍｍ 厚

的有机玻璃加工而成ꎬ 并嵌于水槽钢化玻璃中ꎮ 试验所用进水篦是以 ４５０ ｍｍ ×７５０ ｍｍ的国家标准规格为原

型ꎬ 按照几何比尺为 １. ５ ∶ １ 缩减加工而成ꎬ 即模型尺寸为 ３００ ｍｍ × ５００ ｍｍꎮ 进水篦下方承接 ３００ ｍｍ ×
５００ ｍｍ ×５００ ｍｍ的雨水井ꎬ 其一侧边为孔径 １５０ ｍｍ 的连接管ꎬ 连接管长度为 ８０ ｍｍꎮ 雨水井下方为三角

堰测流装置ꎬ 包括砖砌的回水槽、 槽尾三角堰及回水槽后方的退水渠ꎬ 退水渠将堰板的泄流引到水槽后方的

出水池中ꎮ

图 １　 雨水口泄流能力试验平台

Ｆｉｇ. １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ｏｒｍ ｉｎｌｅｔ

试验时地下水库的水经水泵提升至平水塔ꎬ 通过控制阀门开度来调节进入前池的出水流量ꎬ 并由安装在

进水管道上的电磁流量计确定流量大小ꎮ 水流经由前池及消能板消能后ꎬ 平顺地进入上层水槽ꎬ 其中一部分

通过雨水口下泄ꎬ 并由下层的三角堰测流装置测量下泄流量ꎻ 未被雨水口收集的水流流向上层水槽尾门ꎬ 最

终与三角堰的出流汇入同一出水池ꎬ 并循环进入地下水库ꎮ
雨水口模型及各堵塞工况如图 ２ 所示ꎬ 共开展了进水篦和连接管堵塞程度(ＣＲ)分别为 ０. ２５、 ０. ５０、

０ ７５ 的 ６ 种试验工况ꎮ 此处定义进水篦的堵塞程度为堵塞面积与进水篦总面积的比值ꎬ 连接管的堵塞程度

为堵塞面积与连接管断面面积的比值ꎮ 试验中通过阀门调节上层水槽的进口流量ꎬ 通过尾门插板控制水槽出

流量ꎻ 待水流稳定后ꎬ 利用自动水位测定仪和悬桨流速仪测量雨水口上游 １ ｍ处的水深及流速ꎬ 利用三角堰

测量雨水口的下泄流量ꎮ 各堵塞情况下进口流量均在 ２０ ~ ５５ Ｌ / ｓ范围内由小到大调节ꎬ 其中进水篦堵塞时ꎬ
每个流量工况下测量约 ３０ ~ ５０ 次不同水深情况ꎬ 共进行了 ３７０ 组试验ꎻ 连接管堵塞共计进行了 ２３８ 组试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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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雨水口模型及各堵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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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试验现象及结果分析

试验观察到不同堵塞情况下水流通过雨水口下泄的一般过程如下: 来流水深较小时水流从进水篦格栅四

周以堰流形式下泄进入雨水井中ꎬ 雨水井中水流储蓄量较少ꎻ 随着来流水深增大ꎬ 雨水井中的储水量逐渐增

多ꎬ 当井身水面大致上升至篦子处时ꎬ 雨水井处于临界满流状态ꎬ 此时雨水井中存在大量气泡ꎻ 当水深继续

增大时ꎬ 雨水井完全被充满ꎬ 此时井身中无可见气泡ꎬ 水流从雨水口下泄状态转变为管嘴出流形式ꎮ 需要指

出的是ꎬ 当连接管堵塞程度为 ０. ７５ 时ꎬ 即使在稳定的最小试验水深情况下ꎬ 雨水井亦为被满流状态ꎬ 因此ꎬ
这种工况下未观测到水流以堰流形式下泄的现象ꎮ

利用试验数据ꎬ 绘制雨水口下泄流量—篦前水深关系ꎬ 进水篦及连接管下泄流量随堵塞情况变化如图 ３
所示ꎮ 可以看出: 除连接管堵塞程度为 ０. ７５ 的情况外ꎬ 雨水口的下泄流量随水深增大均呈现出两段明显的

递增变化趋势ꎻ 当水深较小时ꎬ 下泄流量随水深变化的速率较大ꎻ 水深较大时ꎬ 变化速率相对平缓ꎮ 如前所

述ꎬ 这两种情况分别对应于试验观测到的水流以堰流或管嘴流形式从雨水口下泄ꎮ 图 ３ 中给出了堰流管嘴出

流临界篦前水深的大致位置ꎬ 如图中虚线所示ꎮ

图 ３　 不同堵塞情况下的下泄流量—篦前水深关系

Ｆｉｇ. 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ｌｅ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ｏｇｇ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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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关于雨水口泄流能力的研究ꎬ 一般没有考虑雨水井及连接管等结构ꎬ 认为水流通过进水篦后不受任

何阻碍作用ꎬ 因此将泄流方式分为堰流及管嘴出流[１４]ꎻ 并认为孔流发生的临界篦前水深取决于进水篦短边

宽度ꎬ 提出以篦前水深(Ｈ)与进水篦的宽度(ｂ)之比ꎬ 即以 Ｈ / ｂ 作为区分两种泄流方式的判别指标[８]ꎮ 当进

水篦未被完全淹没时ꎬ 可近似认为地表径流沿进水篦边界自由跌水至雨水井ꎬ 而自由跌水为堰流的一种形

式ꎻ 当水深较大时ꎬ 进水篦完全被淹没ꎬ 雨水口过流能力同时受连接管控制ꎬ 因此ꎬ 雨水口过流状态可以视

为经由连接管的管嘴出流类型ꎮ Ｃｈａｎｓｏｎ等[２２]基于物理模型试验数据ꎬ 建议当 Ｈ / ｂ 为 ０. ４３ ~ ０. ５ 时ꎬ 下泄形

式开始由堰流转变为管嘴流ꎮ 本研究相比于 Ｃｈａｎｓｏｎ 等[２２]的试验ꎬ 增加了雨水井及连接管等结构ꎮ 图 ３ 显

示ꎬ 随着进水篦堵塞程度增加ꎬ 管嘴流出现时的临界篦前水深逐渐增大ꎮ 比如当进水篦堵塞程度为 ０. ５ 时ꎬ
管嘴流发生在篦前水深为 ０. ０７ ｍ左右的工况下ꎬ Ｈ / ｂ 约为 ０. ２８ꎻ 当进水篦堵塞程度为 ０. ７５ 时ꎬ 临界篦前水

深达到 ０. １４ ｍꎬ Ｈ / ｂ 约为 ０. ９３ꎮ 在连接管堵塞情况下ꎬ 随着堵塞程度的增加ꎬ 管嘴流出现时的临界篦前水

深逐渐减小ꎮ 当连接管堵塞度为 ０. ２５ 及 ０. ５０ 时ꎬ 雨水口下泄流量与水深关系仍然呈现两段式变化ꎬ 而当堵

塞程度为 ０. ７５ 时ꎬ 则为单调递增关系ꎬ 这与试验观测现象一致ꎮ 当连接管堵塞程度为 ０. ７５ 时ꎬ 几乎没有观

测到堰流泄流情况ꎮ 堵塞程度为 ０. ２５ 时ꎬ 由于临界状态雨水口引起的漩涡较为明显且伴随漩涡有大量空气

进入雨水井ꎬ 继而导致了雨水井的有效过流能力下降ꎬ 在临界点处雨水口下泄流量发生突变ꎮ 由此可见ꎬ 当

考虑雨水井与连接管等结构时ꎬ 前人研究规律不能有效判断水流从雨水口的泄流方式ꎻ 实际道路雨水口泄流

时ꎬ 水流从进水篦下泄后均会经由雨水井及连接管再与地下干管相连ꎬ 雨水井及连接管等结构对水流的下泄

过程有一定的影响ꎬ 尤其当井身充满水时会对下泄过程造成一定的阻碍作用ꎮ

３　 不同堵塞程度的雨水口泄流公式

３. １　 流量系数率定

随着篦前水深的增加ꎬ 稳定的水流下泄方式可分为堰流及管嘴出流两种ꎮ 当篦前水深较浅时ꎬ 水流从进

水篦格栅边缘跌落ꎬ 以堰流形式流入雨水口ꎮ 此时ꎬ 雨水口的下泄流量可按照堰流公式进行计算:

Ｑ ＝ ＣｗＰ ２ｇＨ１. ５ (１)
式中: Ｑ 为下泄流量ꎬ ｍ３ / ｓꎻ Ｃｗ为堰流的综合流量系数ꎻ Ｐ 为湿周ꎬ ｍꎻ 本研究中 Ｈ 取进水篦前 １ ｍ 的水

深ꎬ ｍꎻ ｇ 为重力加速度ꎬ ｍ / ｓ２ꎮ
当篦前水深较大时ꎬ 受连接管出流量限制ꎬ 雨水井被灌满ꎬ 地表水流淹没整个进水篦ꎬ 此时水流以管嘴

出流形式泄出ꎬ 雨水口的下泄流量可通过管嘴出流流量公式计算:

Ｑ ＝ ＣｎＡｓ ２ｇＨ１ (２)
式中: Ｈ１为进水篦前 １ ｍ处水面距侧孔形心的竖直距离ꎬ ｍꎻ Ｃｎ为管嘴流的综合流量系数ꎻ Ａｓ为连接管的截

面面积ꎬ ｍ２ꎮ
分别利用进水篦及连接管不同堵塞情况下的试验数据率定雨水口下泄流量公式中的流量系数ꎬ 结果如表

１ 所示ꎮ 已有研究表明水流从进水篦以堰流、 管嘴出流形式下泄时ꎬ 流量系数会随流量变化有较大差异[２３]ꎮ

表 １　 雨水口不同堵塞程度下堰流及管嘴出流的流量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ｗｅｉｒ ａｎｄ ｎｏｚｚｌｅ ｆｌｏｗ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ｏｇｇ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ｓｔｏｒｍ ｉｎｌｅｔ

ＣＲ

进水篦 连接管

堰流 管嘴流 堰流 管嘴流

Ｃｗ Ｒ２ Ｃｎ Ｒ２ Ｃｗ Ｒ２ Ｃｎ Ｒ２

０. ２５ ０. ０８３ ０. ７９５ ０. ５０９ ０. ５５３ ０. ０７６ ０. ８３６ ０. １１４ ０. ６１７
０. ５０ ０. ０８２ ０. ７８０ ０. １９８ ０. ４１２ ０. ０７４ ０. １８１ ０. ０８０ ０. ９０２
０. ７５ ０. ２２９ ０. ４３１ ０. ０５７ ０. ４３４ － － ０. ０３５ ０. 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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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１ 中相关系数 Ｒ２亦可知ꎬ 采用固定流量系数的堰流或管嘴流公式与试验数据的拟合效果较为一般ꎻ 同

时表 １ 显示ꎬ 流量系数因雨水口堵塞部位及程度不同而具有较大差异ꎮ 因此ꎬ 现有规范中采用固定流量系数

及单一泄流量衰减系数来计算雨水口泄流量的方法无法准确反映真实情况ꎮ 将试验数据与计算公式曲线绘制

于图 ４ 中ꎬ 比较进水篦堵塞与连接管堵塞的情况: 如两者分别堵塞 ０. ５ 的情况下ꎬ 当篦前水深为 ０. ２ ｍ 时ꎬ
进水篦堵塞工况下泄流量约为 ０. ０３ ｍ３ / ｓꎬ 而连接管堵塞工况下泄流量仅为 ０. ０２ ｍ３ / ｓ 左右ꎮ 可以看出本雨

水口模型的连接管堵塞对于其下泄过程的影响更大ꎮ

图 ４　 雨水口不同堵塞情况下下泄流量计算与实测值对比

Ｆｉｇ.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ｅｔ ｉｎｌｅｔ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ｌｅｔ ｃｌｏｇｇ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３. ２　 基于量纲分析法的雨水口泄流能力基本公式

水流从雨水口下泄的泄流形式ꎬ 即堰流或管嘴出流ꎬ 是由连接管和进水篦的泄流能力以及雨水井的容量

大小决定ꎬ 通常不易确定ꎮ 为提高公式使用的便捷性ꎬ 利用量纲分析法推导一种能描述不同泄流形式的统一

的雨水口泄流能力计算公式ꎮ 考虑到雨水口的下泄流量与其尺寸相关ꎬ 利用单位面积的下泄流量进行分析ꎬ
并将其定义为雨水口综合流速 Ｕꎬ 即 Ｕ ＝ Ｑ / Ａꎬ 其中 Ａ 为进水篦的净过水面积ꎮ 基于量纲分析原理可建立雨

水口相对泄流流速与来流弗劳德数的关系为[２４]

ＲＵ ＝ ｆ(Ｆｒ) (３)

式中: ＲＵ ＝ Ｕ / ｕꎬ 表示相对泄流流速ꎬ ｕ 为篦前来流流速ꎻ Ｆｒ 为篦前水流的弗劳德数ꎬ Ｆｒ ＝ ｕ / ｇＨ ꎮ 利用

试验数据绘制各堵塞情况下的 ＲＵ—Ｆｒ 关系ꎬ 如图 ５ 所示ꎬ 可看出两者具有幂函数关系ꎬ 因此假定 ＲＵ ＝
ａＦｒｂꎬ则各堵塞程度下雨水口的泄流能力公式可表示为

Ｑ ＝ ａＡｕＦｒｂ (４)
式中: ａ、 ｂ 为量纲一参数ꎬ 与雨水口尺寸特性及来流水流条件有关ꎬ 需由实测数据进行率定ꎮ 绘制本研究

各堵塞工况下的 ＲＵ—Ｆｒ 曲线ꎬ 如图 ５ 所示ꎬ 相关系数 Ｒ２均大于 ０. ９８ꎬ 优于 ３. １ 节中堰流或管嘴出流公式的

结果ꎬ 可见公式曲线与试验数据点群拟合效果较好ꎮ 陈倩等[２４]基于同样的雨水口模型对其未堵塞情况下的

泄流能力进行了研究ꎬ 所得雨水口泄流公式为 Ｑ ＝ ０ ３０２ｕＡＦｒ －０. ８１６ ꎬ 与式(４)形式一致ꎮ 式(４)为雨水口下

泄流量计算的基本公式ꎬ 对于雨水口不同堵塞程度(未堵塞时ꎬ 记为 ＣＲ ＝ ０)情况均适用ꎮ
将雨水口各堵塞程度下的下泄流量特性曲线绘制于图 ６ 中(来流流速假定为 ０. ５ ｍ / ｓ)ꎬ 可以看出雨水口

的泄流能力变化随堵塞程度不同而具有较大差异ꎮ 取来流水深为 ０. ３ ｍꎬ 图中绿色线条与下泄流量特征曲线

的交点即为该工况下雨水口的过流能力ꎬ 过流流量值绘于交点旁ꎮ 进水篦堵塞程度为 ０. ２５ꎬ 则雨水口泄流

能力减小为未堵塞状态的 ４７％左右ꎻ 堵塞程度为 ０. ５０ 时ꎬ 泄流能力减小为 ３３％ ꎻ 当 ＣＲ ＝ ０. ７５ 时ꎬ 泄流能

力仅为未堵塞状态的 ２３％ ꎮ 连接管堵塞程度为 ０. ２５ 时ꎬ 雨水口泄流能力降低为原状态的 ４５％ ꎻ 堵塞程度为

０. ５０ 时ꎬ 泄流量能力降低为原状态的 ３１％ ꎻ ＣＲ ＝ ０. ７５ 时ꎬ 仅为 １５％ ꎮ 因此进水篦及连接管堵塞均能显著影

响雨水口的泄流能力ꎬ 且后者的影响更大ꎮ 当来流水深较小时雨水口的泄流能力取决于进水篦的过流能力ꎬ
此时雨水口过流流量相对较小ꎻ 来流水深较大时由于进水篦的过流能力远大于连接管的过流能力ꎬ 该条件下

雨水口的泄流能力主要由连接管控制ꎬ 而此时雨水口过流量较大ꎮ 因此ꎬ 连接管堵塞主要影响水深较大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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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口的过流能力ꎬ 故连接管堵塞对雨水口泄流能力的影响相对较大ꎬ 该结论与公式计算结果一致ꎮ

图 ５　 雨水口不同堵塞情况下相对泄流流速与弗劳德数的关系

Ｆｉｇ. 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ｌｅｔ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ｉｎｇ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ｇｒａｔｅ ｉｎｌ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ｉｎｇ Ｆｒｏｕｄ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ｌｅｔ ｃｌｏｇｇ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图 ６　 不同堵塞程度下雨水口下泄流量比较

Ｆｉｇ.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ｒｅｅｔ ｉｎｌｅｔ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ｉｄｅ ｔｕｂｅ ｃｌｏｇｇｉｎｇ

３. ３　 堵塞系数确定

比较不同堵塞程度(包括未堵塞及 ６ 种堵塞工况)下式(４)中参数的率定结果ꎬ 可以看出幂指数 ｂ 的变化

范围不大ꎮ 将幂指数 ｂ 假定为各堵塞情况的平均值 ｂ∗ ꎬ 并利用试验数据对参数 ａ 重新进行率定ꎬ 记为 ａ∗ ꎬ
率定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ꎬ 可见利用该公式率定所得的相关系数较高ꎬ 因此ꎬ 可以认为本研究关于幂指数的均值

假定合理ꎮ 则雨水口泄流公式可表示为

Ｑ ＝ ａ∗ＡｕＦｒｂ∗ (５)
式中: ｂ∗ ＝ － ０. ８５ꎻ 重新率定所得的未堵塞情况下 ａ∗０ ＝ ０. ２８１ꎮ 当进水篦或连接管被堵塞ꎬ 水流经雨水口

的下泄过程受到阻碍ꎬ 故同样来流条件下雨水口的泄流能力减小ꎮ 引入堵塞系数 ｋ 以考虑堵塞对泄流量的影

响ꎬ 其值不大于 １ꎮ 各堵塞情况下ꎬ 记 ａ∗ ＝ ｋａ∗０ꎮ 因此ꎬ 考虑不同堵塞程度的雨水口下泄流量公式可表示为

Ｑ ＝ ｋａ∗０ＡｕＦｒｂ∗ (６)



　 第 ６ 期 夏军强ꎬ 等: 雨水口堵塞程度对其泄流能力影响的试验研究 ８４９　　

式中: ｋ 与堵塞程度相关ꎬ ｋ ＝ ｆ(ＣＲ)ꎮ 不同堵塞程度下的堵塞系数的计算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根据表 ２ 数据ꎬ
建立堵塞系数与堵塞程度之间的经验关系ꎬ 一般用二次函数表示即可达到较高精度ꎬ 即 ｋ ＝ ｍＣ２Ｒ ＋ ｎＣＲ ＋ ｔ ꎬ
其中 ｍ、 ｎ、 ｔ 可根据已有试验数据进行率定ꎮ 利用最小二乘法可率定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式分别为:

ｋ ＝
－ １. ２８５Ｃ２Ｒ ＋ ０. ２８５ＣＲ ＋ １

－ ０. ４２８Ｃ２Ｒ － ０. ５７２ＣＲ ＋ １{ 　 进水篦堵塞

连接管堵塞
(７)

利用公式(６)和式(７)ꎬ 可计算进水篦或连接管任意堵塞程度下的雨水口泄流量ꎮ 当进水篦或连接管全

部堵塞ꎬ 即 ＣＲ ＝ １ꎬ 此时堵塞系数 ｋ ＝ ０ꎬ 雨水口的下泄流量为 ０ꎻ 当未堵塞时ꎬ ＣＲ ＝ ０ꎬ ｋ ＝ １ꎬ 则雨水口的

下泄流量为 Ｑ ＝ ａ∗０ＡｕＦｒｂ∗ꎮ

表 ２　 不同堵塞程度下参数率定结果及堵塞系数确定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ｏｇｇ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ｅｔ ｉｎｌｅｔ

堵塞部位 ＣＲ ａ∗ Ｒ２ ｋ

未堵塞 ０ ０. ２８１ ０. ９８６ １

０. ２５ ０. ２７３ ０. ９８１ ０. ９７

进水篦 ０. ５０ ０. ２１５ ０. ９８３ ０. ７７

０. ７５ ０. １６３ ０. ９８７ ０. ５８

０. ２５ ０. ２５６ ０. ９９２ ０. ９１

连接管 ０. ５０ ０. １６８ ０. ９９４ ０. ６０

０. ７５ ０. ０７４ ０. ９８９ ０. ２６

４　 结　 　 论

城市道路雨水排水系统的主管道一般能够满足区域排水流量要求ꎬ 雨水口堵塞导致排水管网的泄流能力

无法充分发挥是造成内涝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ꎮ 本研究采用完整的雨水口模型ꎬ 分别考虑进水篦及连接管不

同堵塞情况ꎬ 开展较大水深范围下的雨水口泄流能力试验ꎬ 主要结论如下:
(１) 随着篦前水深增大ꎬ 水流通过雨水口下泄的方式从堰流转变为管嘴出流ꎮ 进水篦及连接管堵塞均会

影响雨水口的泄流能力ꎬ 且后者的影响程度更大ꎮ 分别基于堰流及管嘴出流模式ꎬ 利用试验数据率定了各堵

塞情况下雨水口下泄流量公式中的流量系数ꎮ
(２) 采用量纲分析法并结合试验数据的变化规律ꎬ 建立各堵塞程度下雨水口泄流能力的幂函数表达式ꎬ

并利用试验数据率定了公式中的参数 ａ 和幂指数 ｂꎮ 将参数 ｂ 设定为多种情况的平均值 ｂ∗ꎬ在雨水口未堵塞

情况的泄流能力公式基础上引入堵塞系数 ｋꎬ 提出了进水篦或连接管不同堵塞程度下雨水口泄流能力的表

达式ꎮ
(３) 需要指出的是ꎬ 本研究仅考虑了进水篦及连接管分别堵塞的情况ꎬ 实际中两者堵塞可能同时出现ꎬ

在后续研究中需要进一步考虑这种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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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ꎬ ３１(１):１０￣１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ｌｏｇｇ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ｌｅ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ＸＩＡ Ｊｕｎｑｉａｎｇ１ꎬ ＣＨＥＮ Ｑｉａｎ１ꎬ ＤＯＮＧ Ｂａｉｌｉａｎｇ１ꎬ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ｅｉ１ꎬ２

(１.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２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ꎬ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ꎬ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４５００１１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ｔｒｅｅｔ ｉｎｌｅｔ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ｕｒｂｒａｎ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ｎｃｅ ｓｔｒｅｅｔ ｉｎｌｅｔｓ ａｒｅ ｃｌｏｇｇｅｄꎬ ｔｈｅ ｓｕｒ￣
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ｐｉｐｅ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
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ｅ ｕｒｂａｎ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ｓｔｒｅｅｔ ｉｎｌｅｔ
ｃｌｏｇｇｉｎｇ ｏｎ ｉｔｓ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ꎬ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ｉｎ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ｌｕｍ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ｉｎｃｏｍ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ｓꎬ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ｏｇｇ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ｉｄｅ ｔｕｂ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 ｔｏ￣
ｔａｌ ｏｆ ６０８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ｓｔｅａｄｙ ｆｌｏｗ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ｌｏｇｇｉｎｇ ｏｆ ｂｏｔｈ ｇ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ｉｄｅ ｔｕｂｅ ｃ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ａ ｓｔｒｅｅｔ ｉｎｌｅｔꎬ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ｌｏｇｇｉｎｇ ｏｆ
ｓｉｄｅ ｔｕｂｅ ｈａｖｉｎｇ ａ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ｆｏｒ ｗｅｉｒ ａｎｄ ｎｏｚｚｌｅ ｆｌｏｗ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ꎬ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ｏｆ ｉｎｌｅ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ａ ｐｏｗ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ｏｇｇ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 ｗ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ｒ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ｅｉｒ ｏｒ ｎｏｚｚｌ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ｌｏｇｇ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ｌｏｇｇ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 ｗｅｒｅ ｐｒｏ￣
ｐｏｓｅ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ｏｒ ｉｎｌｅｔ ａｎｄ ｓｉｄｅ ｔｕｂｅ ｃｌｏｇｇｉｎｇꎬ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ｍｅａｎ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ｆｏｒ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ｒｅｅｔ ｉｎｌｅｔ ｗａ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ꎬ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ｅｉｒ ａｎｄ ｎｏｚｚｌｅ ｆｌｏｗ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ａ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ｏｇｇ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ｉｄｅ ｔｕｂ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ｉ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ｌａｒｇｅ ｉｎｃｏｍ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ｔｒｅｅｔ ｉｎｌｅｔ ｃｌｏｇｇｉｎｇꎻ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ꎻ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ꎻ ｕｒｂａｎ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４１８９０８２３ꎻ Ｎｏ. ５１７２５９０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