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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沧州市进程的不断加快,最初可渗透的土壤层被混凝土、沥青和房屋覆盖。沧州市的发展
转变了原有城市水文周期,降低了雨水径流渗透率,引起径流峰值和总流量的增长。并且,城市雨污分流
使大量地表污染物进入城市水体,有几率导致城市洪水等灾害,城市水生环境和生态发生和恶化,严重影
响和限制了中国城市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城市降雨污染已成为水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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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Urban Rainfall Runoff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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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ng process of Cangzhou City, the initial permeable soil layer was covered by concrete,
asphalt and houses. The development of Cangzhou City has changed the original urban hydrological cycle, reduced
the rainwater runoff permeability, and caused the growth of the peak runoff and the total flow. In addition, the
diversion of urban rain and pollution brings a large number of surface pollutants into the urban water body, which is
likely to lead to urban floods and other disasters, and the occurrence and deterioration of the urban aquatic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seriously affects and restrict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 society and
economy. And urban rainfall pollu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water pollution.
[Key words] urban rainfall; runoff; pollution
前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发展进程加快,
可渗透地面的面积比例越来越小,由暴雨
径流产生的突发性的、冲击性强的城市面
源污染已成为受纳水体水环境污染的主要
来源之一。城市暴雨径流中包含有大量的
污染物,使得其初期径流产生的污染负荷

市地表污染物积聚密切相关。径流中污

1.2污染物的冲刷过程。污染冲刷过

远高于城市生活污水。
因此,由面源引起的

染物的种类和浓度由这些因素不同程度

程不仅与污染物的性质有关,还与其在地

水环境污染已成为当前城市水环境综合治

地决定。除悬浮固体外,大气污染物还包

表的渗透性有关。如水溶物和不水溶物在

理中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含许多其他有害物质。土地利用的方法

洗涤过程中的差异,不同类型土壤的渗透

1 城市降雨径流污染的形成过程

和分布在地表污染物的沉积中起着重要

能力,这些因素直接影响雨水径流的渗透,

城市的雨水径流污染是因为降雨将

作用。城市道路上的污染物积聚收到交

从而减少了径流的污染物。雨水润湿了地

大气沉积物冲刷,径流共同排入城市水体,

通因素和车辆类型等受影响,许多重金属

表的碎屑和可溶性污染物。雨水对地表污

造成城市水体环境质量下降。它主要分为

或有毒物质(例如金属铅)来自汽车排放

染物的影响加速了污染物的溶解。土地浸

输入(污染物积累)、转化(污染物的径流)

的尾气、其他零件以及轮胎和地表磨损。

湿后开始形成径流,坑洼处填满了土,雨

和产出(污染物的流动),如图1.1所示。

另外,积聚的污染物与工业覆盖程度有关,

能使积聚在地面的各种可溶性污染物完

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和气体污

全溶解。当地表径流逐渐增加时,可溶污

染物会下沉到城市地表、屋顶和道路。

染物一起进入排水管。仅当地表径流速度

1.1污染物的积聚过程。大气污染、
土地利用、交通、人口密度等因素与城
44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5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足够高时会带动并冲刷掉诸如颗粒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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