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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农业生产区降雨径流和氮磷输出特征及模拟———以滇池东岸花
∗
卉大棚种植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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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掌握滇池流域花卉大棚种植区的非点源污染特征，提高和改善滇池水环境质量，本研究选取呈贡县斗南村花

卉大棚种植区作为研究对象，在实测降雨径流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建立 Ｓｔｏｒｍ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模型分别对全年连
续降雨条件下和典型设计降雨条件下的降雨径流水质、水量进行了模拟． 研究结果表明：１） 模型的流量、化学需氧量
（ ＣＯＤ Ｃｒ ） 、悬浮物（ ＳＳ） 、总氮（ ＴＮ） 和总磷（ ＴＰ） 的 Ｎａｓｈ⁃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 效率系数分别为 ０．８５８、０．８３５、０．８０３、０．７１２ 和 ０．７５２，能够
较好地模拟研究区域的水质、水量变化． ２） 研究区域的平均径流系数为 ０．５９，ＣＯＤ Ｃｒ 、ＳＳ、ＴＮ 和 ＴＰ 的单位面积负荷率分别
为 １１８．３４、８２．９０、５４．６４ 和 ５．４６ ｋｇ ／ （ ｈｍ２ ·ａ） ，ＴＮ 和 ＴＰ 是主要控制的污染物． ３） 各污染物浓度峰值的出现时间均早于流
量峰值出现的时间，因此对滇池东岸花卉大棚种植区应进行污染物尤其是 ＴＰ、ＴＮ 浓度与流量错峰控制．
关键词： 非点源污染；花卉大棚；ＳＷＭＭ 模型；滇池流域；污染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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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２０１２ＺＸ０７１０２⁃００１） 、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项目（ Ｂ１３０４１） 和重庆大
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基金项目（ ２０１５０６１５００１３） 联合资助．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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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非点源污染主要是指农业生产活动中，农田中的土粒、氮、磷、农药、化肥及其他有机或无机污染在

降雨过程中，通过农田地表径流、农田排水和地下渗漏，进入水体所造成的污染 ［１］ ． 随着工业污水和城市生
活污水等点源污染逐步得到控制，非点源污染尤其是农业非点源污染正在成为水体污染的主要原因 ［２］ ． 有
报道指出，２０１４ 年滇池流域入湖污染物来源组成中，来源于农业非点源污染的总磷（ ＴＰ） 和总氮（ ＴＮ） 分别
为 １７５ 和 ８２９ ｔ ［３］ ． 昆明是我国著名的鲜花生产基地，当地的塑料大棚栽培面积超过 ３３３３ ｈｍ２ ，其中以花卉种
植为主的呈贡县斗南村位于滇池东岸，其塑料大棚种植面积达到总种植面积的 ９０％ ［４］ ． 一方面花卉种植的
施肥强度大、种植茬数多、管理更集约、季节性强，另一方面塑料大棚的使用不仅增加了地表径流量，而且会
减少地表侵蚀和面源污染 ［５］ ，因此，滇池东岸花卉大棚种植区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大田农业种植区的降雨产
汇流特征和农田面源污染负荷．

目前滇池周边已经构建起从源头控制到末端截污的流域截污治污体系，其主要功能是根据不同区域的

降雨径流污染产生特征对周边城市和农村初期降雨径流进行收集和处理 ［６］ ． 国内现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针对
城市区域降雨径流污染的收集截流，而对农村区域则鲜有报道 ［７⁃８］ ，特别是针对花卉大棚种植这种特殊的土
地利用类型径流污染的研究更少 ［５］ ．

ＳＷＭＭ 模型（ Ｓｔｏｒｍ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９］ 即暴雨雨水管理模型，是 １９７１ 年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

（ ＵＳＥＰＡ） 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非点源污染而开发的城市暴雨管理模型，包括水文、水力和水质模块． 主要
应用包括：进行城市地表径流分布式模拟，定量分析区域水质和排污情况，预报排水系统和受纳水体中各点
水流和水质状况，适用于排水系统的规划、分析、设计以及管理措施的评估 ［１０］ ． ＳＷＭＭ 模型作为分布式、连
续模拟模型，在城市非点源污染模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１１⁃１３］ ． ＳＷＭＭ 的通用性较好，对城市区和非城市区均
能进行准确的模拟 ［１４⁃１５］ ，目前国内的模拟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区，非城市区的模拟研究鲜有报道 ［１６⁃１７］ ． 为掌
握滇池流域花卉大棚种植区的降雨径流和氮磷流失特征，本研究选取滇池东岸呈贡县斗南村花卉大棚种植
区作为研究对象，尝试建立 ＳＷＭＭ 模型，根据实测降雨径流数据率定模型参数，在对模型进行验证的基础

上，对滇池东岸花卉大棚区的降雨径流污染分别进行全年连续降雨条件下和典型设计降雨条件下的模拟，
获得该区域的降雨径流污染水质水量特征，以期为滇池流域花卉大棚种植区域降雨径流污染的收集截流提
供理论依据以及为在国内非城市区运用 ＳＷＭＭ 模型提供参考．

１ ＳＷＭＭ 模型的构建
１．１ 研究区概化

本研究区域位于滇池东岸呈贡县境内斗南村北侧的玫瑰大棚种植区，面积为 ７３．２ ｈｍ２ ． 根据地形和排

水沟渠（ 包括农灌主渠和农灌支渠） 布置特性，借助卫星地图，将研究区域按各沟渠的实际汇水范围划分为

１０４ 个子汇水区域、７４ 个节点、７６ 段排水沟渠和 １ 个排放口，排放口位于农灌主渠的末端（ 图 １） ． 各子汇水
区面积介于 ０．３６ ～ １．２１ ｈｍ２ 之间． 农灌沟渠为明渠，渠宽为 ０．６ ～ １．０ ｍ，渠深为 ０．４ ～ ０．９ ｍ． 该区域内的农业灌
溉污水和雨水通过农灌支渠汇入区域中间的一条南北走向的农灌主渠排出，穿过环湖东路流入滇池，对滇
池水体造成污染．
１．２ 模型参数的灵敏度分析

本研究利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的降雨数据，以 ５％ 为固定步长变化逐个参数值，分别取其值的 ８０％ 、

８５％ 、９０％ 、９５％ 、１０５％ 、１１０％ 、１１５％ 、１２０％ ，采用修正的摩尔斯分类筛选法对模型的水文水力参数和水质参
数进行局部敏感性分析，筛选出对模拟值影响大、敏感性大的参数，为下一步模型参数的率定、校验做准备．
其结果如表 １ 所示．

参照文献［１８］ 对敏感度进行分级： ｜ Ｓ ｉ ｜ ≥１ 为高灵敏度参数；０．２≤ ｜ Ｓ ｉ ｜ ＜ １ 为灵敏参数；０．０５≤ ｜ Ｓ ｉ ｜ ＜ ０．２

为中灵敏参数，０≤ ｜ Ｓ ｉ ｜ ＜０．０５ 为不灵敏参数（ ｉ 为模型的第 ｉ 个状态变量） ．

ＳＷＭＭ 模型水 文 水 力 参 数 中 影 响 径 流 总 量 和 流 量 峰 值 的 灵 敏 参 数 主 要 为 Ｃｏｎｄｕｉｔ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和

Ｎ⁃ｉｍｐｅｒｖ，这与其他研究者的结果相近 ［１９］ ． ＳＷＭＭ 模型水质参数中影响污染负荷和浓度峰值的灵敏参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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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域位置及子汇水区概化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ｓｕｂ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表 １ ＳＷＭＭ 模型参数局部灵敏度分析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ＷＭＭ ｍｏｄｅｌ
参数类型

参数名称

参数

径流总量 Ｓ １

流量峰值 Ｓ ２

水文水力参数

Ｎ⁃ｉｍｐｅｒｖ

不渗透性粗糙系数 Ｎ 值

－０．２０

－０．２１

Ｄｅｓｔｏｒｅ⁃ｉｍｐｅｒｖ

不渗透性洼地蓄水 ／ ｍｍ

％ Ｚｅｒｏ⁃ｉｍｐｅｒｖ

无洼地蓄水不渗透性 ／ ％

Ｍａｘ． ｉｎｆｉｌ． ｒａｔｅ

最大入渗速率 ／ （ ｍｍ ／ ｈ）

Ｄｅｃａ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衰减系数 ／ ｈ －１

Ｎ⁃ｐｅｒｖ

Ｄｅｓｔｏｒｅ⁃ｐｅｒｖ

Ｃｏｎｄｕｉｔ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Ｍｉｎ． ｉｎｆｉｌ． ｒａｔｅ

渗透性粗糙系数 Ｎ 值
渗透性洼地蓄水 ／ ｍｍ
渠道粗糙系数

最小入渗速率 ／ （ ｍｍ ／ ｈ）

参数类型

参数名称

参数

水质参数

Ｃ１

最大累积量 ／ （ ｋｇ ／ ｈｍ２ ）

Ｃ２
Ｒ

累积常数 ／ ｄ －１
冲刷系数

ｎ

冲刷指数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２７

－０．９５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污染负荷 Ｓ ３

０．００
０．００

浓度峰值 Ｓ ４

０．８７

０．９９

０．９７

０．９８

０．８２
０．１３

０．８２
０．５４

要为 Ｃ １ 、Ｃ ２ 和 Ｒ，其中 Ｃ １ 在污染物峰值浓度的灵敏度接近 １，影响非常大． 参数 ｎ 是影响污染物浓度峰值的
灵敏度参数，而对污染负荷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表 １） ．

１．３ 模型参数的率定

ＳＷＭＭ 模型的参数包括产汇流系统模块的水文水力参数，水质模块的污染物累积、冲刷参数． 本研究选

用 Ｈｏｒｔｏｎ 入渗模型模拟研究区的降雨入渗过程，参考相关文献 ［２０⁃２１］ ，将最大入渗速率、最小入渗速率、衰减

系数和排干时间的初始值设为 ９６ ｍｍ ／ ｈ、０．５ ｍｍ ／ ｈ、７ ｈ 和 ７ ｄ． 选用指数函数累计模型模拟污染物的累积，
－１

需要输入的参数包括指数累积方程中的最大累积量和累积常数． 选用指数冲刷模型模拟污染物的冲刷过
程，输入参数包括指数冲刷方程中的冲刷系数和冲刷指数． 为反映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地表污染物累积冲

刷过程，将各子汇水区内土地利用类型分为大棚、绿地和道路 ３ 种分别进行模拟，选择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 Ｃｒ ） 、
悬浮物浓度（ ＳＳ） 、ＴＮ 和 ＴＰ 等 ４ 种污染物作为主要污染因子，模型中各参数通过率定最终确定．

本研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进行了 ３ 场有效的降雨径流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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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７，２９（５）

水样采集从降雨径流产生开始，每 ２０ ｍｉｎ 采集一次，直至降雨结束，同时监测排放口的流量变化． 采集的水

样立即送往实验室，根据《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 第四版） ［２２］ 分别采用重铬酸钾法、滤纸抽滤法（ ０．４５ μｍ
滤膜） 和过硫酸钾消解 紫外分光光度法对 ＣＯＤ Ｃｒ 、ＳＳ、ＴＮ、和 ＴＰ 浓度进行测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分别采集水样 １８、１５、２４ 个．

表 ２ ＳＷＭＭ 模型的水文水力参数率定值

日两场降雨径流监测数据进行参数率定，采用 ２０１４ 年

Ｔａｂ．２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ｎ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ＳＷＭＭ

参数名称

含义

９ 月 １７ 日的降雨径流监测数 据进 行模 型验 证． 采 用

率定值

Ｎ⁃ｉｍｐｅｒｖ
不渗透性粗糙系数 Ｎ 值
Ｎ⁃ｐｅｒｖ
渗透性粗糙系数 Ｎ 值
Ｄｅｓｔｏｒｅ⁃ｉｍｐｅｒｖ
不渗透性洼地蓄水 ／ ｍｍ
Ｄｅｓｔｏｒｅ⁃ｐｅｒｖ
渗透性洼地蓄水 ／ ｍｍ
％ Ｚｅｒｏ⁃ｉｍｐｅｒｖ
无洼地蓄水不渗透性 ／ ％
Ｃｏｎｄｕｉｔ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渠道粗糙系数
Ｍａｘ． ｉｎｆｉｌ． ｒａｔｅ
最大入渗速率 ／ （ ｍｍ ／ ｈ）
Ｍｉｎ． ｉｎｆｉｌ． ｒａｔｅ
最小入渗速率 ／ （ ｍｍ ／ ｈ）
Ｄｅｃａ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衰减系数 ／ ｈ －１
Ｄｒｙｉｎｇ ｔｉｍｅ
排干时间 ／ ｄ

本研究采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８

０．０１５
０．５
２
７
４０
０．１７
９４
０．６
７
７

Ｎａｓｈ⁃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 效率系数 ＮＳ ［２３］ 作为目标函数来衡量模
拟值与实测值之间的拟合度． ＮＳ 效率系数的计算公
式为：

∑ （Ｑ
ｎ

ＮＳ ＝ １ －

１

ｍ

－ Ｑｐ ） ２

（１）

∑ （ Ｑｍ － Ｑａｖｒ ） ２
ｎ
１

式中，ＮＳ 为效率系数，Ｑ ｍ 为实测瞬时值，Ｑ ｐ 为模拟瞬时
值，Ｑ ａｖｒ 为实测平均值． 当 ＮＳ ＝ １ 时，说明模拟值与实测

值相等，ＮＳ＞０．５ 时为可接受模拟值． 效率系数分级为：

０．５ ～ ０．７ 为丙等，０．７ ～ ０．９ 为乙等，ＮＳ＞０．９ 为甲等．

输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和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两场降雨数据，结合 ＳＷＭＭ 模型用户使用手册，反复调整参

数并进行模拟，使模拟结果最大程度和实测结果相吻合． 经率定的水文水力参数结果如表 ２ 所示，水质参数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ＳＷＭＭ 模型的水质参数率定值

Ｔａｂ．３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ＳＷＭＭ
用地性质

参数名称

大棚

最大累积量 ／ （ ｋｇ ／ ｈｍ２ ）
累积常数 ／ ｄ －１
冲刷系数
冲刷指数
最大累积量 ／ （ ｋｇ ／ ｈｍ２ ）
累积常数 ／ ｄ －１
冲刷系数
冲刷指数
最大累积量 ／ （ ｋｇ ／ ｈｍ２ ）
累积常数 ／ ｄ －１
冲刷系数
冲刷指数

绿地

道路

ＣＯＤ Ｃｒ
１０
０．２０
０．０４０
１．９
６０
０．２１
０．０３０
１．９
１２０
０．２１
０．０４０
２．１

ＳＳ

１０
０．１５
０．０４０
１．９
５５
０．２０
０．０３０
１．９
９０
０．２３
０．０４０
２．０

ＴＮ

３
０．２５
０．０３０
１．９
１５
０．２２
０．０３０
１．９
２０
０．２３
０．０４０
２．０

ＴＰ

０．３
０．１８
０．０３０
２．０
２
０．２２
０．０３０
１．９
２．５
０．２３
０．０４０
２．０

１．４ 模型的验证

采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的降雨（ 降雨量为 ５．６ ｍｍ，

降雨历时为 ５ ｈ；其中前一个小时降雨量为 ５ ｍｍ，后 ４
个小时降雨量 ０．６ ｍｍ） 径流监测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

图 ２ 和图 ３ 是模型模拟值与实测值的对比，根据公式
（１） 计算，流量、ＣＯＤ Ｃｒ 、ＳＳ、ＴＮ 和 ＴＰ 的 ＮＳ 效率系数分

图 ２ 排放口流量的模拟值与实测值变化过程
Ｆｉｇ．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ｒｕｎｏｆｆ ｆｌｏ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ｕｔｌ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ｅａ

别为 ０．８５８、０．８３５、０．８０３、０．７１２ 和 ０．７５２，均在 ０．７ 以上，
说明 ＳＷＭＭ 模型可以较好地模拟该研究区域的地表

径流变化过程和地表污染物质量浓度变化过程． 因此
可认为针对该研究区域所设定的 ＳＷＭＭ 模型各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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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均较为合理，所构建的 ＳＷＭＭ 模型准确可靠，可以用于后续的模拟研究．

图 ３ 排放口污染物浓度的模拟值与实测值变化过程

Ｆｉｇ．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ｕｔｌ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２ ＳＷＭＭ 模型的模拟运用
在 ＳＷＭＭ 模型基础上，本研究根据昆明市气象局提供的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８ 年降雨数据，针对研究区域分别进

行全年连续降雨条件下和典型设计降雨条件下的模拟． 其中，进行全年连续降雨的模拟可以充分反映降雨
间隔时间对径流水质的影响以及降雨的随机性，真实反映年内不同降雨持续时间、不同雨量大小的降雨下
污染物的流失情况，以估算流域全年的污染负荷 ［１９］ ，识别主要污染物． 而进行典型设计降雨的模拟可以得
到典型的流量过程和污染物浓度过程 ［２４］ ，可用于指导截流方案的设计．

２．１ 全年连续降雨条件下的模型模拟

单位面积负荷率是衡量区域污染程度的重要指标，通过污染物单位面积负荷率和研究区域的面积，可

以初步测算出该研究区域径流污染对受纳水体总体污染的贡献率 ［１９］ ． 本研究根据 ＳＷＭＭ 模型要求的输入
格式，将连续 １４ ａ 的小时降雨资料进行了长时间序列模拟．

该区域 １４ ａ 的总降雨量为 １０８５７．７ ｍｍ，产生的总径流量为 ６４２７．０ ｍｍ，则得知该研究区域的平均径流

系数为 ０．５９． ＣＯＤ Ｃｒ 、ＳＳ、ＴＮ 和 ＴＰ 的单位面积负荷率分别为 １１８．３４、８２．９０、５４．６４ 和 ５．４６ ｋｇ ／ （ ｈｍ２·ａ） （ 表 ４） ．

表 ４ １４ ａ 连续降雨条件下的模型模拟结果 ∗

Ｔａｂ．４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ＷＭＭ ｗｉｔｈ １４ ｙｅａｒ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ｄａｔａ
项目
本研究区域污染负荷总量 ／ ｋｇ

本研究区域年均污染负荷 ／ （ ｋｇ ／ ａ）

本研究区域单位面积负荷率 ／ （ ｋｇ ／ （ ｈｍ２ ·ａ） ）

昆明城区单位面积负荷率 ／ （ ｋｇ ／ （ ｈｍ２ ·ａ） ） ［１９］

ＣＯＤ Ｃｒ

ＳＳ

ＴＮ

ＴＰ

１２１２７４．８３

８４９５５．９２

５５９９５．０７

５５９５．４１

１１８．３４

８２．９０

５４．６４

５．４６

８６６２．４９
６９７．８０

６０６８．２８

３９９９．６５
７５．６０

３９９．６７
８．５０

∗单位面积负荷率 ＝ 年均污染负荷 ／ 研究区域面积，本研究区面积为 ７３．２ ｈｍ２ ．

２．２ 典型设计降雨条件下的模型模拟

设计不同降雨情景（ 即不同降雨重现期） 是进行水量、水质模拟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 目前国内外普遍

采用的设计降雨方法有芝加哥暴雨过程线法、Ｐｉｌｇｒｉｍ ａｎｄ Ｃｏｒｄｅｒｙ 法和 Ｈｕｆｆ 法等，其中 Ｈｕｆｆ 法是一种基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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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７，２９（５）

域多年降雨统计资料的方法，具有计算简单、代表性强等优点 ［２５］ ． 本研究利用 Ｈｕｆｆ 法对降雨数据进行分析，
得到滇池东岸降雨特征为以单峰雨型为主，雨峰多位于降雨的前 １ ／ ４ 处，即降雨强度峰值发生前的时间与
总降雨历时的比值为 ０．２５． 基于昆明市暴雨强度公式（ ２） ，应用芝加哥降雨过程线设计降雨时程分布，构建
降雨历时为 ２ ｈ，雨峰系数 γ ＝ ０．２５，重现期分别为 ０．３、０．５、１、３ 和 ５ ａ 的 ５ 种设计降雨过程作为降雨输入数
据，进行不同降雨重现期下的模型模拟，假定降雨从 １６：００ 点开始，１８：００ 点结束． 水量模拟结果如图 ４ 所
示，水质模拟结果如图 ５ 所示．

ｉ ＝

１２．１ ＋ １４．４ ｌｇＰ
（ ｔ ＋ １４．４） ０．８

式中，ｉ 为降雨强度（ ｍｍ ／ ｍｉｎ） ，Ｐ 为降雨重现期（ ａ） ，ｔ 为降雨历时（ ｍｉｎ） ．

（２）

根据不同降雨重现期下排放口流量过程线，可得相

应的流量峰值及出现的时间． 由表 ５ 可知，重现期为 ０．５、

１、３ 和 ５ ａ 的径流峰值比重 现期 为 ０． ３ ａ 的 分别 增大 了
１．１、２．７、６．３ 和 ７．５ 倍；每个重现期降雨条件下的径流峰值
比前一个重现期的分别增大了 １０６． ２％ 、８１． ８％ 、９３． ８％ 和

１６．８％ ，这说明随着降雨重现期的增大，流量峰值也呈上
升趋势，但上升幅度逐渐减小，峰值流量逐渐趋于平稳．

图 ４ 不同降雨重现期下
研究区域排放口流量过程线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ｕｔｌ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ｒｅｔｕ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随着降雨量的增加，排放口流量不断增大，一般在降雨开
始后 １２０ ～ １５０ ｍｉｎ 达到最大值，之后随着降雨强度的减小
而逐渐减小（ 图 ４） ． 相同降雨历时，降雨量越大排放口径
流总量越大．

不同降雨重现期下研究区域排放口污染物浓度峰值

随降雨强度的增大而增大，不同降雨重现期下的 ＳＳ、ＣＯＤ Ｃｒ 、 ＴＮ 和 ＴＰ 浓度峰值均呈现出相同的变化规律，
即 ５ ａ 一遇＞３ ａ 一遇＞１ ａ 一遇＞０．５ ａ 一遇＞０．３ ａ 一遇（ 图 ５） ． 降雨强度越大，质量浓度峰值出现的时间越

早，并且降雨重现期越大，各污染物浓度在峰值后的下降速度越快． 在 ５ ａ 一遇和 ３ ａ 一遇的降雨强度下，
ＳＳ、ＣＯＤ Ｃｒ 和 ＴＮ 浓度经过峰值后迅速降至 １ ａ 一遇、０．５ ａ 一遇及 ０．３ ａ 一遇过程线以下，表明与低降雨强度
冲刷相比，经高强度降雨冲刷后地表产生的污染物浓度较小．

图 ５ 不同降雨重现期下研究区域排放口污染物浓度变化过程线

Ｆｉｇ．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ｕｔｌ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ｒｅｔｕｒｎ ｐｅｒｉｏｄｓ
不同重现期下，降雨及径流对地表累积污染物的冲刷程度也不同，随径流产生并排放的非点源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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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亦不同（ 表 ５） ． 排放口的非点源污染负荷总量与降雨重现期呈正相关关系，即降雨重现期越大，污染物
排放总量越大．

不同降雨重现期下污染物浓度峰值及出现的时间如表 ５ 所示． 分别将各污染物浓度峰值的时间节点与

对应径流流量峰值时间节点进行对比，可知各污染物浓度峰值的出现时间均早于流量峰值的出现时间．

表 ５ 典型设计降雨条件下的模型模拟结果

Ｔａｂ．５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ＷＭ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指标

项目

流量

排放总量 ／ ｍ３

ＣＯＤ Ｃｒ
ＳＳ
ＴＮ
ＴＰ

流量峰值 ／ （ ｍ３ ／ ｓ）
流量峰值时间 ／ ｍｉｎ

降雨重现期
０．３ ａ

０．５ ａ

１ａ

３ａ

５７８４．９

１２６９７．１

２２５２１．１

５３１３４．２

１４３

１３３

１２５

１４３

０．６８１

１．４０４

２．５５３

４．９４９

５ａ

６９９８０．３
５．７８０
１４４

排放总量 ／ ｋｇ

１６２．２５

３４５．７８

６６５．８２

１６２２．９２

２４５２．８５

浓度峰值时间 ／ ｍｉｎ

１４０（３）

１２３（１０）

１０８（１７）

１００（４３）

９９（４５）

浓度峰值 ／ （ ｍｇ ／ Ｌ）

４１．５１２

４８．６３２

５５．８５４

６４．２５８

浓度峰值 ／ （ ｍｇ ／ Ｌ）
排放总量 ／ ｋｇ

５０．８７７
１５７．３８

５４．８０９
３５２．３８

６３．３０１
６４７．３２

７２．４５６

１５８９．７５

２３１１．８７
９８（４６）

浓度峰值时间 ／ ｍｉｎ

１３５（８）

１２１（１２）

１１５（１０）

１０７（３５）

浓度峰值 ／ （ ｍｇ ／ Ｌ）

１４．１５７

１９．３７１

２２．７２５

２８．８８１

排放总量 ／ ｋｇ

３４．４６

９３．５６

１７５．０５

４６２．０９

浓度峰值时间 ／ ｍｉｎ

１３２（１１）

１２３（１０）

１１６（９）

１２７（１６）

浓度峰值 ／ （ ｍｇ ／ Ｌ）

１．４１４

１．６４８

２．１２８

２．３９３

排放总量 ／ ｋｇ

浓度峰值时间 ／ ｍｉｎ

３．２９

１３３（１０）

７．９４

１３３（１０）

１６．３９

１２８（９）

８０．２２８

４２．４７

１３０（１３）

６５．８５６
６２０．３９
３２．６２９

１０９（３５）
５９．５６
２．５８０

１２６（１８）

（ ） 内数字为相同重现期下浓度峰值相比于流量峰值出现提前的时间．

３ 模拟结果讨论
３．１ 对全年连续降雨条件下的模型模拟结果的讨论
本研究区域为花卉大棚种植区域，大棚覆盖是该区域与传统大田种植的主要差别． 传统的平坦大田种

植区域的综合雨量径流系数为 ０．１ ～ ０．２，而该区域的综合雨量径流系数为 ０．５９，可见大棚的覆盖增加了区域
的不渗透性，导致地表径流量的增加． 龙天渝等 ［２６］ 研究得出的三峡库区大田种植 ＴＮ 负荷为 ２．６ ～ ４．２ ｋｇ ／

（ ｈｍ２ ·ａ） ，ＴＰ 负荷为 ０．４３２ ～ ３．１８６ ｋｇ ／ （ ｈｍ２ ·ａ） ，可得知该大棚种植区域的 ＴＮ 和 ＴＰ 单位面积负荷率要高
于其他大田种植区域． 这是因为虽然大棚覆盖阻碍了降雨对地表的直接冲刷，但是高度集约化的花卉种植
产生了大量的花卉残枝、塑料薄膜等固体废弃物，这些固体废弃物通常堆放在露天场地和沟渠两边，腐败后
就随着降雨冲刷进入地表径流中，使得该区域内的降雨径流中 ＴＮ 和 ＴＰ 浓度较高，成为大棚种植区降雨径

流的主要污染物，是收集截流的主要对象． 滇池流域截污治污体系的服务范围主要为城市区域和农村区域，
该区域的 ＣＯＤ Ｃｒ 的单位面积负荷率明显低于昆明城区，而 ＴＮ 和 ＴＰ 的则相差不大（ 表 ４） ． 可见对 ＴＮ 和 ＴＰ

而言，对本研究区域径流污染的收集截流和城区同样重要． 此外，滇池流域面积为 ２９２０ ｋｍ２ ，其中耕地占

２５％ ［２７］ ，即耕地面积为 ７３０ ｋｍ２ ，本研究区面积为 ０．７３２ ｋｍ２ ，所以本研究花卉大棚区面积占滇池流域耕地面
积的比例为 ０．１％ ，但本研究区 ＴＮ 和 ＴＰ 的污染负荷总量（ 表 ４） 占滇池流域农业面源污染负荷 ［３］ 的比例分
别为 ０．４８％ 和 ０．２３％ ，所以滇池流域花卉大棚区径流污染是滇池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来源． 故应对滇池
东岸花卉大棚种植区域降雨径流进行收集截流处理．
３．２ 对典型设计降雨条件下的模型模拟结果的讨论
从场次降雨的模拟分析中可以看出，降雨强度是影响径流量大小和污染物流失的主要因素． 降雨强度
较大时，污染物浓度峰值较大，浓度峰值出现时间会提前，因此对该区域进行降雨径流污染收集时，应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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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污染浓度相对较高的部分，相应的收集截流时间也应该提前． 由于场次降雨中的污染物浓度和径流量变
化不同步，污染物浓度峰值出现时间要早于流量峰值，可以考虑合理利用污染物浓度峰值和流量峰值出现
的时间差，实现低流量高浓度污水和高流量低浓度污水的分流，从而达到高效收集截流的目的．

４ 结论
控制和治理滇池东岸花卉大棚种植区产生的农业非点源污染对滇池水环境治理至关重要． 本研究通过

构建 ＳＷＭＭ 模型对研究区域进行了全年连续降雨条件下和典型设计降雨条件下的降雨径流水质水量模拟，
得到如下结论：

１） 构建的 ＳＷＭＭ 模型流量、ＣＯＤ Ｃｒ 、ＳＳ、ＴＮ 和 ＴＰ 的 ＮＳ 效率系数分别为 ０． ８５８、０． ８３５、０． ８０３、０． ７１２ 和

０．７５２，能够较好地模拟研究区域的水量和水质变化．

２） 研究区域的平均径流系数为 ０．５９，ＣＯＤ Ｃｒ 、ＳＳ、ＴＮ 和 ＴＰ 的单位面积负荷率分别为 １１８．３４、８２．９０、５４．６４

和 ５．４６ ｋｇ ／ （ ｈｍ２ ·ａ） ． 其中，ＴＮ 和 ＴＰ 的单位面积负荷率与昆明市区接近，是主要控制的污染物．

３） 各污染物浓度峰值的出现时间均早于流量峰值出现的时间，对滇池东岸花卉大棚种植区应进行污染

物尤其是 ＴＰ、ＴＮ 浓度与流量错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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