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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亚洲城市发展中心（以下简称 CDIA）旨在为亚太地区

黄山市位于安徽省南部、长江以南约 100 公里处，辖

一、城市初期雨水径流污染管理

致谢

自 2008 年在中国开展工作以来，CDIA 已在 18 个城市

县，土地总面积 9800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140 万（城

为城市雨水污染控制提供节省空间且具有成本效益的

CDIA 在此对黄山市政府表示感谢，特别是亚行黄山项

世界遗产黄山和美丽的古村落西递和宏村每年吸引着

合开发理念。

了黄山项目在各个领域展示出创新和最佳实践。我们

中等城市发展规划与其基础设施投资之间搭建桥梁。
进行了项目准备研究。开展的 20 个项目准备研究中，

目前有 15 个项目与项目融资挂钩，金额约为 64 亿美元，
其中约 24 亿美元（37%）与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
亚行）投资贷款挂钩。

2019 年，CDIA 向安徽省黄山市政府提供了技术援助，

援助内容包括开展四项项目准备研究，以支持安徽黄
山新安江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项目（以下简称新安江
项目）的实施（亚洲开发银行批准向此项目提供 1 亿
美元贷款，其合作伙伴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也将提供
5000 万欧元贷款）。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升级黄山市

区及其周边四个县的污水和雨水设施，减少新安江污
染。该项目还将建设河道堤坝，提供更强的防洪能力，

鼓励使用有机肥和生物农药，加强生态体系和项目管
理能力，并试点绿色金融机制。

此项目是亚洲开发银行促进中国长江经济带绿色转型

屯溪、黄山、徽州 3 个区和歙、休宁、黟、祁门 4 个
镇人口 72 万，农村人口 68 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7000 多万游客到该地区旅游。然而，随着旅游业的快
速增长，加上经济发展、城市化和集约化农业的发展，

二、环境健康和安全管理

因此，黄山市迫切需要加强水资源管理和可持续绿色

为工业园区开发基于网络的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平台，

CDIA 就新安江项目的四个关键领域向黄山市政府提供

三、信息通信技术应用

要领域。CDIA 引进了多项提升项目设计和实施的创新

为一系列环境监测系统制定具有成本效益的信息和通

行者。CDIA 技术专家通过与当地利益相关方的探讨和

更好地实现维护和运营。

整个新安江流域的环境压力倍增，江河水质受到破坏。
发展，维持和改善新安江上游水质。

了技术援助，这四个领域均为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重
理念、方法和技术，使黄山市成为国内相关领域的先
能力建设活动，帮助相关人员理解所拟创新方案的设
计、建设、运营和维护。这些共同努力促成了新安江
项目于 2019 年 12 月成功获批亚洲开发银行贷款。

合作框架的一部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是一个环境

本系列报告是在 CDIA 技术报告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来

份。这里居住着中国 40% 以上的人口，贡献了全国

主题做了合并）。较之技术报告，知识产品更侧重于

友好型的经济发展计划，覆盖包括安徽在内的九个省
45% 的经济产出。该地区还拥有为 4 亿人提供饮用水
的淡水水体。新安江是黄山南部的主要河流，向东南

方向流入千岛湖，再汇入钱塘江，最后排入上海南部
的杭州湾。新安江下游的千岛湖是浙江省下游 1000 万

居民的主要饮用水源，因此，保护新安江水质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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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解决方案，包括对滞留池的设计调整和社区综

的知识产品（把技术报告中的水模型主题和雨水管理
突出描述项目准备和项目开发过程中的要点和创新性，
同时也结合一定的技术深度，主要为了便于项目办、

提高环境安全监督和应急反应能力，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信技术战略，并将其整合到智慧城市数据管理平台中，
四、气候变化的适应和缓解

试行 ARCCE（评估、审查、交流、合作、参与）的参

与式方法，制定气候变化适应和缓解等措施并将其纳
入项目设计。

详细内容可参见各报告。

目办汪卫东主任和殷全副主任，他们的远见卓识确保
也在此感谢亚洲开发银行的首席水资源专家樊明远先
生，他领导了亚行方面的新安江项目投资准备工作，

积极推动创新，对 CDIA 的技术产出给予了宝贵的反馈
意见。

本报告由雨水管理专家周健鹏教授和水模型专家杨元
平先生起草，由 CDIA 项目经理高级基础设施开发专

家张宇女士主持定稿，以期能够以最简明又不失专业

的方式阐述本项目的创新要点和实现途径，以便于未
来不同类型的读者使用。报告还得益于 CDIA 外宣专

家 Analyn Rubenecia 和 城 市 发 展 专 家 Ritchie Anne

Rono 提供的诸多宝贵意见。在此对他们的出色工作表

示由衷感谢，他们的工作对本项目的创新和可能的长
远影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 外， 特 别 感 谢 中 环 世 特 公 司 沈 俊 毅 先 生 为 项 目
及 报 告 撰 写 提 供 技 术 支 持 和 协 调。 本 系 列 报 告 由
CONSTELLATIONS International 团队进行编辑润色、
晞晖品牌进行艺术设计。

项目实施单位、设计单位以及未来的运维单位更容易
把握项目的原有意图、创新要点和重点， 但对技术深
度要求较高的部分仍建议与原 CDIA 技术报告结合使
用。四个领域的重点床创新内容包括：

前言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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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这份城市雨水管理报告以安徽省

报告背景

措施一：通用污染控制措施

成果产出

础，介绍了减少中小城市初期雨

初期雨水是降雨径流的初期流量，在市区产生的这部分雨水通常含有沉

新安江项目的重点之一是将黄山各区县现有的合流制管网系统大部分改

根据模型，对传统滞留池设计作出

术方案。通过利用模型计算雨水

损害植被、污染水源并危害休闲区安全。近年来，初期雨水污染在中国

在原项目设计中，并未考虑在新建分流制管网安装雨水污染控制设施，

的同时满足中小城市的技术要求以

黄山市歙县的一个试点项目为基
水污染的最佳实践战略和创新技

流 量， 报 告 提 出 一 个 滞 留 池 / 湿

地系统的改进设计方案，对分流
制排水系统的初期雨水径流进行

处理后再排入河流。这种节省空
间、节约成本的设计尤其适合中
小型城市的需求。有效的初期雨
水管理可以保护湿地和水生态系
统、改善受纳水体的水质、节约
水资源，保护公众健康。亦希望

本报告中阐述的方法能够得以推
广到中国及亚洲其它地区的中小
城市。

积物、油脂和有毒化学品等污染物，会危害水体中的鱼类和野生动物种群、
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这是由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快速城市化和大量

建筑物与基础设施的建设让不透水铺装覆盖了自然地表，雨水难以下渗，
导致雨水径流增加，不仅造成了城市内涝和水土流失，同时增加雨水带
来的污染。

黄山市同样面临着这些问题的影响，黄山市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旅游业
的快速增长，使得作为下游地区几百万人主要饮用水源的新安江流域的
环境和生态压力加剧。

同时，中国各地的合流制排水系统陆续被分流制排水系统所取代，这虽
然减少了城市污水溢流进入河道的风险，却也意味着雨水将直接排入河
流，如果不对雨水径流进行处理，就会增加初期雨水污染的风险。

造为分流制管网系统（无法更换的合流制管网会得到升级完善）。但是
雨水将直接由此排入河道。经过实地考察和计算机建模模拟数据分析之
后，专家组提出了一系列可适用于黄山市分流制管网系统城市区域的初

期雨水污染控制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源头控制（如铺装人行道透水路面

和安装生态树池）、管内控制（如定期清理淤泥和沉积物）以及末端控
制（详见下文试点项目）。

根据中国政府发布的《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

构建》（下文简称海绵城市低影响开发指南）的精神指导，值黄山市将
启动由亚洲开发银行支持的安徽黄山新安江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项目（以
下简称新安江项目）之际，亚洲城市发展中心（CDIA）为黄山市提供技

设计能够达到与传统滞留池相近的
污染物削减率，但所需空间和投资
比传统型设计显著减少。

雨水的水量和水质都是需要重视与解决的问题，因此 CDIA 建议通过实施

报告还建议将初期雨水污染控制与

研究选择了滞留池 / 湿地系统这一方式。试点项目选址为黄山歙县古关

滨公园。

一个试点项目，论证末端处理设施对初期雨水污染控制的有效性。项目

城市雨水管理模型对于促进城市雨水管理规划和减少污染物负荷至关重
要，有助于将低影响开发措施更好地纳入城市规划。在这个项目中，

CDIA 利用雨水管理模型模拟了初期冲刷效应，因地制宜地优化了滞留池 /
湿地系统的设计，以形成具有成本效益的工程解决方案。

社区发展结合，发展亲水主题的河

要制定一个长期可持续的雨水污染
控制方案，进一步的法律规范必不
可少。中国的海绵城市低影响开发
指南为解决雨水污染等问题提供了
有效的指导。根据国际最佳实践的

案例研究，CDIA 建议发展并强化
雨水管理的法律法规，如要求经营
者获得雨水排放许可证，并制定各

市地区改造或安装雨水处理设施的空间往往有限，该研究特别注重为这

地区的综合雨水管理方案。

些地区的雨水污染控制提供切实可行、经济有效且节约空间的解决方案。

摘要

年一遇降雨事件情况下，调整后的

其它建议

术支持，开展了关于初期雨水污染管理的项目准备研究。考虑到现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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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空间和预算限制。在最常见的一

措施二：试点项目

组团的紫阳公园和树阵广场公园，两处均为典型的小流域集水区。

项目目标

了调整，在解决初期雨水污染问题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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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雨水污染和雨水管理的挑战

1.1 简介
过去 30 多年来，中国的快速城市

注重点之一。海绵城市的理念是最

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支

因此改变了城市水资源分布和排水

如生态截流沟、生物滞留等），恢

色发展项目（以下简称新安江项目）

化对自然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也
系统。大量农村地区、耕地和林地
被改建为公路、街道、楼房或城市
广场，令城市中不透水铺装层急剧
增加，导致雨水无法渗透至地下，
引发更多雨水径流、城市内涝和土
壤流失问题。由于雨水径流水量和
速度的增长，不透水表面受雨水冲

大限度地利用自然系统来排水（例
复城市绿地以保留、渗透和再利用

雨水。作为回应，黄山市政府在
2019 年出台了地方海绵城市建设

管理办法，规定对雨水径流进行监
测，并要求任何新建的基础设施都
须采用海绵城市措施。

刷携带的污染物量也随之增加。雨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雨水管理主要

刷污染（详见章节 1.2）——成为

问题还没有实现充分有效的管理和

水污染——尤其是城市初期雨水冲
了河流和湖泊等受纳水体的重要污
染源之一。

对于这一问题，中国已经开始采取
相关措施。2014 年底，中国推出

了旨在减少雨水径流的海绵城市低
影响开发指南，初期雨水也是其关

初期雨水污染和雨水管理的挑战

持的安徽黄山新安江生态保护与绿
重点目标之一是改善中国东部主要
水资源新安江流域的水质环境（见
前言）。在这一框架下，本报告将
主要探讨减少黄山市初期雨水污染
的方法和措施。

考虑的依然是水量问题，而对水质
控制。目前，中国没有以控制雨水
水质污染为重点的国家雨水管理法
规，也没有像其它一些国家那样制
定全国性法规要求经营者获得雨水
排放许可，并制定各自的综合雨水
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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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初期雨水冲刷影响

1.3 雨水排水管网体系

初期雨水指的是在城市地区降雨

城市区域的雨水通常流入雨水收集

在分流制管网中，雨水直接排入河

径流所含的污染物通常比后期产

流制管网或分流制管网进行输送。

虽然污水处理厂的压力得以减小，

初期产生的雨水径流。初期雨水

生的径流要高得多（见第 4 章）。
这些污染物主要来自于住宅和商
业区、街道和停车场、工业活动、
建筑和大气沉降。初期雨水冲刷
的污染物包括：

• 不透水表面（如道路）上的沉

淀物，或在之前降水中沉积到
雨水管道的沉积物；

• 机动车导致的油脂和有毒化学
物质；

口进行收集（如图 01），再由合
在合流制管网中，雨水和污水（包
括生活和工业等来源）共同被输
送到污水处理厂，经过处理之后

排入河流等受纳水体。但是，这
一系统的弊端在于：大量雨水不

必要地进入污水处理厂。此外，
在发生强降雨情况时，可能因管
网过水能力不足而产生溢流，导

致雨水和未处理的污水进入受纳
水体。

流或其它地表水体（如图 02 所示）。
但雨水中含有的污染物却会造成
水体污染。这些污染物可能危害

受纳水体中的鱼类和野生动植物、
损害植被、污染饮用水水源，使

亲水休闲区丧失安全性和功能性
等。其它潜在负面影响还包括关

闭海滩、破坏贝类河床、限制捕
鱼以及禁止娱乐活动等。因此我

们必须对这类管网保持有效的管
理和维护。

• 草坪和花园中的农药和养分；

• 宠物粪便和化粪池系统故障产
生的病毒、细菌和营养物质；

• 路盐；

• 源于屋顶、机动车和其他源头
的重金属。

图 01. 黄山歙县路面上的雨水收集口

图 02. 含污染物的雨水排入河流

（图片右下处为雨水管道出水口）

美国环保局对城市径流样本曾进
行研究，他们发现：初期雨水径
流中，粪大肠菌群的浓度范围为

400 至 50000 MPN/100mL，可能
引起严重水污染。1

作为国家城市径流项目的组成部分，美国环保局在 1978 年至 1983 年期间对城市径流进行了全面研究，从 80 多个地点和 2300 多个独立降雨事件中采集了
雨水径流样本，对部分地点的样品进行了大肠菌群和美国优先控制污染物的测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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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来源： Pexels 的 Nur Andi Ravsanjani Gusma

1.4 新安江项目中的雨水管理——CDIA 的研究发现

1.5 针对上述情况 CDIA 建议采取的行动方案

控制城市初期雨水污染的措施主要

与当地政府相关管理技术人员开

本报告对研究中的建议和试点示范项目中的细节进行了总结，希望能有

享其创新建议，与受决策影响的

至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

包括三种类型：源头控制、管内控
制和末端控制。这三种类型可以由

为了给项目带来更多创新和国际最佳实践，CDIA 支持了以初期

来落实执行。结构性措施是指可以

行性研究报告中未能充分考虑到以下几点，建议引起进一步重

一系列结构性措施和非结构性措施
收集和处理初期雨水的工程技术和

工程设施；非结构性措施是指操
作、运营和管理措施（第 2 章中
将详细描述各种类型措施）。

就雨水管理范畴而言，新安江项目

雨水管理为重点的项目准备研究。研究发现，新安江项目原可
视并采取必要措施予以解决。

（1）在将合流制管网改建为分流制管网后，需要考虑采取措施
减少城市雨水、尤其是初期雨水污染物，避免污染物直接排入
受纳水体。

提出的主要目标是：

（2）需要一套系统的方法指导雨水污染控制的各方面问题，包

（1）在可能情况下，将黄山各区

过程的工艺设计、结构性和非结构性雨水控制措施、运行和维

县现有的城市合流制管网系统改为
分流制管网系统，避免溢流问题，
确保未经处理的污水不会直接排入
河流。

（2）在无法改建或安装分流制管

网的情况下，对现有合流管网系统
进行修缮和更新，安装新的、更大

括设计标准、雨水水量和质量的计算机建模和模拟、雨水处理
护以及成本。

（3）发展一套城市雨水管理与社区发展结合的模式。雨水管理
与社区发展相结合可以提供经济有效的城市发展方案。

（4）考虑建立综合性法规和标准，来指导地方政府和设计单位
开发和实施有效的技术解决方案，控制雨水污染。

尺寸的污水收集管道以增加污水管

展的能力建设活动让 CDIA 得以分

有关各方交换意见。在选择新安
江项目的雨水管理和初期雨水处

本报告包含两个主要技术部分：

素和措施。

（1）控制城市初期冲刷污染的雨水管理

项目准备研究提出了一个结构性

市的新型滞留池 / 湿地系统的设计，也介绍了相关国际最佳实践。

理技术时，CDIA 考虑了一系列因

措施试点示范项目，其重点为减
少分流制管网的初期雨水污染。
在设计中，这些设施的选址经过
多方面考虑，以展示初期雨水管

理和污染处理的概念和具体实践，

简述了现有控制初期雨水污染的技术，重点描述了一种适用于中小型城
（2）城市管网系统建模和雨水水质分析模型

我们的研究体系主要包括五个部分：试点项目的创新方法、技术路线、
水质建模和模拟、国际最佳实践、可推广的项目经验。

并通过建模显示其有效性。

CDIA 还建议：这些措施应与综合

管理和其他非结构性措施相结合，
形成一个长期框架。该研究还提
出了将初期雨水污染控制与社区

发展相结合的可行方法，例如将
末端处理设施纳入以水为主题的
河滨公园。

网的水力容量，从而减少溢流出现
的可能，避免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

@ 照片来源： Unsplash

排入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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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指导项目设计和实施，并将试验推行过程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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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雨水管理和污染控制的技术

2.1 雨水径流管理的措施
有效的雨水径流污染管理和控制包

的公共绿地相结合。

重要的是，初期冲刷雨水中的污染

系统、改善受纳水体的环境质量、

这些措施还需要有维护项目的配套

类型（如可沉降的颗粒物、可溶性

括以下益处：保护湿地和水生生态
节约水资源、保护公共卫生和防洪。
在第 1 章中提到，在控制雨水污

染时，我们可以采取一系列结构性
和非结构性措施。
源头管理

支持。比如透水路面（通常用于低
交通流量的区域，比如停车场或者
人行道）的铺装区域需要定期清扫
和除尘。绿色屋顶和种植箱的使用
需要私人业主的支持，因为它们通
常安装于民用或商业建筑上。

从源头上减少雨水量、流速和雨水

管内控制

体的污染物负荷。其中包括许多结

行。大部分的通常降雨条件下，低

中污染物的浓度，减少进入受纳水
构性措施，比如透水路面、清洁雨
水口、生物滞留池、雨水花园、生
态树池、绿色屋顶、种植箱、生态
截流沟和渗漏沟等。这些措施可以
收集雨水径流，提供水力滞留，让
雨水渗入土壤，有助水蒸发，促进

雨水中沉淀物和其它污染物的沉
降，以及消除沉淀物和污染物等。
这些措施还可以和城市景观结合，

重力流雨水管网按照明渠流条件运
流量的雨水造成管道内的低流速，

要有足够容积）。如果有足够空间，
生态截流沟（覆盖有植被的沟渠）
和渗漏沟可以布置于道路两旁。植
被过滤带可以与城市公园内大面积

雨水管理和污染控制的技术

度、土壤渗透率、温度和蒸发率
等）、所采用的措施的表面积和有
效容积与排水区水面面积之间的比
例关系。不同类型的措施所需的资
金投入、从个人或公共机构能否获
得许可与支持等因素都可能影响措
施的选择、工程、安装和操作。

相结合。从源头或末端有效控制雨

沉淀物，导致显著的初期径流污染。
管内控制可以采取实用且成本效益
较高的非结构性管理措施，如管网
的定期维护，去除沉淀物等，可以
改善排入受纳水体的雨水水质。

池等雨水处理设施。如果设计和操

面积（生物滞留池和雨水花园还需

效应、场地情况（如场地地形和坡

的高流速，冲刷出了管道内积累的

发生时，大流量的雨水造成管道内

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然而，这些措
如适宜的土壤渗透率和足够的土地

持续时间、雨水径流的强度和峰值

一套经济有效的雨水污染控制方案

末端管理

施的应用需要有相应合适场地，比

的氮、磷营养物等）、降雨强度和

导致管道内沉积物积累。当强降雨

创造与社区发展相结合的绿色城市

环境（见第 5 章 5.1），为城市可

物去除效率取决于污染物的浓度和

最好是能够将工程设计和运营维护
水的结构性措施固然非常重要，但
非结构性措施——如定期清扫街

道，避免污水非法排入雨水管道、
定期清除下水道中的沉积物等也同
样不可忽视。

可在雨水管道的出口处安装如滞留
作得当，这些设施可以确保雨水质
量符合预定标准后再排入受纳水体

（见第 4 章）这些措施可以通过
合理的工程设计和运行维护来实现
最优效果，确保满足雨水排放的质
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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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雨水管理结构性技术措施工具箱
生物滞留（Bioretention）

雨水花园（Rain Garden）

和过滤雨水径流的景观带。

施，用于收集来自于屋顶、道路、

建设在自然或人工洼地，用于滞留

这是一种通常临近建筑的景观设
停车场、人行道等不透水表面的雨
水径流。

图 03. 干式生物滞留带示例

图 04. 湿式生物滞留带示例

图 06. 雨水花园示例

雨水树池 / 生态树池（Stormwater

种植箱（Planter Box）

雨水树池是沿着人行道开挖的沟槽

和植物的箱子。箱子吸收并临时存

这是一种安装在建筑旁、填有土壤

Tree Trench）

内垫上可渗透的土工织物、内衬石

储来自屋顶排水管道的雨水。在雨

材或砾石，并覆盖土壤和树木而组

水最终排入管网之前，雨水中的颗

成的系统。进入沟槽的雨水径流被

粒物和部分污染物在种植箱内得到

储存在石头之间的孔隙中，渗透到

了过滤和去除。

土壤，可被树木根系吸收。当超出
沟槽的水力容量时，多余雨水流入
附近的雨水管道。

图 05. 生态树池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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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7. 种植箱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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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路面（Pervious Pavement）

渗滤槽（Infiltration Trench）

格栅式混凝土铺砖）对路面进行铺装，让雨水径流得

滤雨水并消除污染物。

使用透水材料（如透水混凝土、透水沥青、联锁式或

它是一个装满砾石的容纳区，用于存储雨水径流，过

以渗透进入地面。这些类型的路面通常用于停车场、
人行道和小巷。透水路面需要经常维护，例如喷射水
洗和吸尘，防止材料孔堵塞。

图 08. 停车场透水路面铺装示例

图 12. 渗滤槽示例

清洁（环保）雨水口（Stormwater Cleaning Inlet）

植被过滤带（Vegetated Filter Strip）

截垃圾和大的杂物，并且可在进入管道之前进行去除

植被过滤带能减慢径流速度，沉降并清除雨水中的颗

这种雨水口装在雨水管道入口处，可以过滤雨水，拦

这是一个植被茂密的区域，可收集雨水径流的表层流。

部分泥沙。

粒物和污染物。

图 09. 停车场透水路面铺装示例

图 13. 植被过滤带示例

绿色屋顶（Green Roof）

干式滞留池系统（Dry Detention System）

植被可以截留水分，从而减少雨水径流，提高雨水水

并滞留雨水。降雨结束后，滞留池通过出流、渗透和

这类滞留池平时没有积水，但可以在降雨高峰期收集

在建筑楼顶种植生长在人工配制土壤内的植物。这些

蒸发排空。这样的系统可均衡峰值流量并最大程度地

质，并为鸟类和昆虫提供栖息地，通过植物吸收减少

减少溢流。排出的雨水通常被释放到雨水管道、河流

空气污染，还能为建筑增加额外保温层，帮助节能。

或溪流中。
图 10. 绿色屋顶的示例

图 14. 干式滞留池系统示例

生态截流沟（Bioswale）

湿式滞留池系统（Wet Detention Pond）

被，一般是草类植被，用于截留和渗透雨水径流。

滞留池可以沉淀雨水中的颗粒物，渗滤去除部分污

通常是一条梯形截面的浅沟，其边坡和底部覆盖有植

这类滞留池平时保持一定的水位，通常被植被包围。

染物，通过水生植物的吸收和池塘中微生物的活动
消耗有机污染物。这样的系统可以为水生动植物提
供栖息地。
图 11. 沿路生态截流沟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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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湿式滞留塘系统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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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雨水管理实用方法——黄山
试点项目研究

17

工业园区的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

3.1 分流制管网的雨水污染控制
如前文所述，在黄山新安江项目
中，绝大多数管网系统将会改建
为分流制管网。与合流制管网不
同的是，由于雨水直接排入受纳
水体（如图 16 所示），为了保护

新安江流域不受到初期雨水污染，
CDIA 将关注重点定为分流制管网
系统的雨水污染控制。

如第 2 章所述，削减分流制管网

系统污水的污染有多种选择，包
括源头控制、管内控制和末端控
制措施。

图 16. 携带污染物的雨水径流进入雨水管道排入河流

3.2 新安江项目中的源头控制和管内控制措施
除了改建管网之外，根据海绵城

市低影响开发原则指导，新安江
项目还针对黄山各区县的实际情
况提出了四种类型的源头和管内
雨水管理措施。这些措施是：

（1）为人行道安装透水路面，让雨水渗透至地下；
（2）安装生态树池，从人行道上收集雨水径流；

（3）在雨水排水管道入口安装清洁（环保）雨水收集口；
（4）清理现有雨水管道或渠道，清除淤泥和沉积物。

@ 该照片来自 Pexels 的 Kevin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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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试点项目的末端控制措施

3.4 试点项目的选址

为了配合这些源头控制和管内控

在 选 择 试 点 场 所 过 程 中，CDIA

制措施，针对新安江项目重视结

构 性 措 施 的 特 点，CDIA 的 项 目

对以下技术因素进行了考虑：

准备研究提出了一个试点项目设

流域划分

措施所能实现的初期雨水污染物

同的流域：新安江流域和长江流

计，并用计算机模拟了末端控制
削减率。

这一措施对老城区尤其适用。包
括黄山市在内的老城区中，市中

心往往有很多历史和文化保护

黄山三区四县的水系流入两个不

细介绍试点项目中提出的改进型
滞留池 / 湿地系统这一末端控制
措施。

场地和建设的可能性是重要考量
之一。

机建模，是对雨水管理系统中的

流域的区县内。

对所选地点的管网系统进行计算
水文、水力和水质进行模拟的重
要部分。建立雨水管道模型需要

积成正比，试点场所应该选择候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 4 章将详

在新安江项目实施雨水管道改造

目研究将试点场所选择在新安江

目旨在配合支持新安江项目，项

散式源头控制措施来控制初期雨
端处理设施作为雨水污染治理策

道的出水口。是否有适合的空间

末端控制措施必须安装在雨水管

雨水质量建模和模拟

区县的土地面积

水径流。因此，可以考虑利用末

根据以上这些选择标准，歙县最

域（如图 17 所示）。由于试点项

区，而且建筑密度很大，地面和
地下空间有限，难以采用大量分

末端控制措施地点适用性

一般情况下雨水径流量与流域面
选区县中土地面积较大的区县，
在更大范围减少污染影响。
排水管网类型

如前文所述，试点项目的雨水管
理重点为分流制管网体系。这一
条件也将影响试点场所的选择。

明确划定排水的主要区域、雨水
管网的连通性和排放点。

适合作为试点项目的选址地点。

的黄山相关区县（徽州区、休宁
县、黟县、歙县）中，歙县涉及
的城区面积最大，雨水管道和沟
渠最长。通过歙县城区的主要河

流有四条（丰乐河、富资河、布

射河、扬之河），四水在县城西
北汇流而成练江，五条河流统属

新安江水系，因此，预计歙县将
成为新安江污染物负荷的主要来
源之一。

综上所述，试点地所的选择范围

此外，歙县的几个主要雨水管道

分流制管网、能为安装末端控制

提供了经济高效的空间，可以建

应该是一个已经拥有或即将拥有
措施（特别是滞留池 / 湿地系统）
提供合适空间的区域。它应位于新

安江流域，且在新安江项目开展城
市点源污染控制工作的范围内。

图 18. 徽州区城区典型雨水管道出水口

出水口位于沿河岸的开阔区域，
设新的初期雨水处理设施。相比
之下，徽州区和黟县的城区面积

较小、人口密集，河流直接穿过
城镇中心。雨水主要通过设置于

河岸垂直混凝土墙内的雨水管道
出口直接排入河流，没有空间建

设新的处理设施。图 18 和图 19
分别显示了徽州区和黟县的典型

图 19. 黟县城区漳河沿岸典型雨水排河状况

场地情况。

图 17. 黄山市流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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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初期雨水处理设施的选址
试点项目旨在展示：在雨水管网
道末端安装初期冲刷雨水处理设

施将显著减少污染。为了评估这
个方案的可行性和效果，本项目
选择了两个示范场所来安装处理
设施（图 21 中红点对应位置）。

图 21. 歙县古关组团的雨水排水管网

第一个选择安装初期雨水处理设
施的场所位于紫阳公园，如图 22
所示，该场所的地面平坦，空间
图 20. 歙县城市绿地和河岸公园（绿色区域所示）

新安江项目涉及歙县的部分包括

要相对较大的土地面积，特别适合

团、5 平方公里新开发区以及 4.9

容易纳入整个场地开发。

三 个 区 域 ：5.8 平 方 公 里 古 关 组

平方公里老城区。新安江项目实

于城市地区的新开发项目，因为更

施后，将建设 9 公里污水管道和

歙县古关组团的几个主要雨水管

城区的合流制管网将会被改造成

其中包括位于三个城市公园（新

9 公 里 雨 水 管 道， 古 关 组 团 和 旧

分流制。目前没有排水管道的新
城区将会建设分流制管网系统。

如前所述，试点项目拟采取的初期
雨水处理措施是滞留池系统，也可
以作为人工湿地使用。这种系统需

网出水口位于沿河岸的开阔区域，
洲公园，紫阳公园和树阵广场公
园）内的雨水排放口。这些是安

装末期处理设施的合适场所。在

个公园从北至南分别位于图 20 中

开阔，区域尚未开发，是安装雨
水处理设施的理想场所。

的绿色区域 ）。

基于现场考察和技术分析评估，

图 22. 紫阳公园的雨水排放口和开阔空间

目前尚未开发的紫阳公园和树阵
广场公园是建设雨水处理设施的

理想的地点，因此选择在这两个

第二个选择安装初期雨水处理设

刷处理示范设施。

23 展示了该公园的排放口，此处

公园安装试点项目的初期雨水冲

这个区域中，三条河流汇成练江
往东流去，大尺寸管道表明管网
服务大面积雨水收集区域（这三

施的场所位于树阵广场公园。图
目前连接合流制管网。新安江项
目实施后，该排放口将成为新的
分流制雨水管网排放地点。

图 23. 树阵广场公园的雨水系统排放口

21

城 市 雨 水 管 理 实 用 方 法 —— 黄 山 试 点 项 目 研 究

城 市 雨 水 管 理 实 用 方 法 —— 黄 山 试 点 项 目 研 究

22

4
滞留池系统的技术设计和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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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的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

4.1 减少雨水污染的滞留池系统
滞留池是一种有效实用的雨水管理

滞留池系统的进水口和出水口安装

运营。项目通过建立降雨 - 产流 -

城市洪水，并消减雨水径流中的污

雨水的水力滞留时间及处理效果。

的降雨强度和历时对雨水出流过程

措施，它可以平衡雨水径流，缓解
染物。滞留池可以有效地去除雨水
径流中的悬浮物，也可以在设计上
加入湿地单元，在雨水排入受纳水

体之前，流经湿地从而去除有机物、
磷、氮和重金属等污染物。

在滞留池的两端，以最大限度提高
在设计阶段，滞留池的尺寸规模应
该考虑收纳和处理的雨水流量和污

汇流数学模型，评估整个排水区域
的影响。

染物的特点。选址的土壤状况和地
下水位也会影响到滞留池的建设和

如图 24 所示，滞留池系统通常包

括一个用于快速沉淀和清除雨水中
较大固体物的前池，然后进入用于
进一步去除较小固体物的蓄水池。
如果将蓄水池建设成湿地，在其中
种植的植物可用于吸收、吸附、过
滤和生物式去除雨水中的胶体和可

溶性污染物，如营养物质、有机物、
细菌、油脂和重金属等。

图 24. 滞留池系统的概念性平面图和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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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初期雨水收集和处理效果的模拟与分析
作为指导工程设计的必要工作，

降雨及雨水出流流量、含沙量和输

雨水流量、含沙量和输沙量都达到

雨水管理模型模拟计算结果显示，

关组团建立了一个雨水管理的计

二 (2a)、三 (3a)、五 (5a)、
十 (10a)、

流流量下降较为缓慢，含沙量和输

显。在一至一百年重现期的降雨条

CDIA 根据试点项目情况为歙县古
算机模型，用以模拟降雨及雨水
收集系统和分析评估两处滞留池

系统雨水处理效果。雨水管理模
拟旨在展示用于模拟分析相关区

域内降雨、雨水流量特征及滞留

沙率进行了模拟，包括一年（1a）、
一百年（100a）一遇的多种重现
期降雨的模拟。 结果显示，各排
水区出口处有明显的初期雨水冲刷
现象，详细信息请见附录 1 。
2

池性能的方法。

以紫阳公园雨水末端出水口的雨水

本雨水管理模型对古关组团区域的

25），降雨初期 约一小时以内，

峰值。在流量峰值过后，虽然雨水
沙量明显大幅下降。这表明地面上
积累的固体悬浮物 大部分在降雨
3

初期被雨水径流冲走，这样后期雨

水径流携带的固体颗粒物显著下
降。

古关组团的初期冲刷效应非常明
件下，20％的初期雨水径流可带
走 44.5 至 83.9％的悬浮物；50％

的 初 期 雨 水 径 流 可 带 走 86.4 至
96.7％的悬浮物。

图 26 展 示 了 树 阵 广 场 公 园 一 年

流量、含沙量和输沙量为例（图

(1a)、两年 (2a)、三年 (3a)、五年

(5a) 和十年 (10a) 一遇的雨水出流
的 M（V）曲线 4。

图 26. 树阵广场公园在不同降雨条件下无量纲 M(V) 曲线

图 25. 不同重现期降雨条件下紫阳公园雨水出流过程（流量、含沙量、输沙量）
2
3

https://cdia.asia/wp-content/uploads/2020/09/KP-SWM-CN-Ap-1.pdf

悬浮物是造成水浑浊的主要原因，总悬浮物含量是衡量水污染程度的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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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指污染物（如悬浮物总量）累积量占总量的质量百分比，V 指降雨水径流累积体积占总体积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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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连续流式运行的传统滞留池
传统滞留池设计一般通过滞留池的

深为 2 m 计算，前者需水面面积

径流峰值的削减效果越明显。以树

模拟结果还显示，雨水中悬浮物浓

在不同的降雨重现期条件下，降雨

沉沙除污的作用。通过滞留池末端

更多传统滞留池的设计细节可参阅

十年、一百年一遇的降雨条件下，

时内的雨水径流范围内。通过滞留

削减率越小。以树阵广场公园为例，

有效容积起到流量调蓄、峰值削减、
合理设计的出水口，控制雨水出流
的排放速度和连续流式运行。传统

3000 m2，后者需水面面积 1500 m2。
技术报告 5。

滞留池的库容量和尺寸取决于预期

CDIA 专家组通过计算机模拟评估

悬浮物与其它污染物浓度呈正相关

上滞留池设计对雨水处理的效果。

要求的污染物如总悬浮物（因为总
性）去除率和雨水出流条件与过程。
以树阵广场公园的滞留池容积选取

6000 m 、紫阳公园的滞留池容积
3

选取 3000 m 为例， 如按有效水
3

了树阵广场公园和紫阳公园采用以
模拟结果显示，滞留池可以显著降
低雨水出流峰值，延长出流持续时

重现期
1年

使用前流量
峰值 (m3/s)
2.621

径 流 峰 值 削 减 率 分 别 为 90%、
73.5%、67.8% 和 63.1%。 紫 阳
公园的模拟结果也基本类似 ( 表

01)。有效使用滞留池可以控制雨

水排放过程，使其达到与城市建设
前自然条件下相近的出流过程。

间 , 延缓雨水排放速度。在不同的

树阵广场雨水口
使用后流量
峰值 (m3/s)

削减率 (%)

0.263

90.0%

度显著降低。降雨量越小，径流峰
值的削减效果越明显。

使用前流量
峰值 (m3/s)
1.180

紫阳公园雨水口
使用后流量
峰值 (m3/s)

降雨

0.033

97.2%

0.442

85.2%

1.594

0.092

94.2%

5年

3.205

0.658

79.5%

1.847

0.215

88.4%

3.489

0.925

73.5%

2.187

0.371

83.0%

100 年

3.881

1.248

67.8%

2.410

0.487

79.8%

5.016

1.849

63.1%

2.693

0.732

72.8%

使用前负荷
（ kg ）
3308.1

在一年、五年、十年、一百年一遇
的降雨条件下，总悬浮物负荷削减

率 分 别 为 54.8%、40%、35.8%

树阵广场雨水口
使用后负荷
（ kg ）

削减率 (%)

1494.1

54.8%

使用前负荷
（ kg ）
1397.9

紫阳公园雨水口
使用后负荷
（ kg ）

削减率 (%)

425.9

69.5%

3365.5

1747.0

48.1%

1532.0

579.8

62.2%

5年

3283.1

1832.3

44.2%

1578.4

685.0

56.6%

3203.5

1923.0

40.0%

1623.4

802.1

50.6%

100 年

3168.8

2035.2

35.8%

1590.6

884.6

44.4%

3138.6

2285.4

27.2%

1417.9

1051.5

25.8%

本项目选取了 2018 年黄山市试点项目区域当地的实际降雨数据进行雨水的模拟分析，评估使用传统滞留池处
理雨水前后悬浮物负荷全年总量变化。结果表明，滞留池的使用对总悬浮物削减效果显著。树阵广场公园和紫
阳公园雨水口全年的总悬浮物负荷削减率分别为 78.8% 和 80％（表 03）。

表 03：使用传统滞留池削减雨水中总悬浮物负荷 （2018 年实际降雨模拟结果）
使用前全年总负荷 ( kg )

使用后全年总负荷 ( kg )
削减率 (%)

5

削减率也基本类似（表 02）。

2年
10 年

削减率 (%)

强度越大，滞留池的总悬浮物负荷

表 02：使用传统滞留池削减雨水中总悬浮物负荷模拟结果

3年

2.984

10 年

池的处理后，雨水出流中悬浮物浓

1年

2年
3年

度的峰值主要出现在降雨初期两小

重现期

降雨重现期条件下，降雨量越小，

表 01：使用传统滞留池削减雨水出流峰值模拟结果
降雨

阵广场公园为例，在一年、五年、

和 27.2%。紫阳公园的总悬浮物

树阵广场公园出水口

紫阳公园出水口

12176

4714

78.8%

80.0%

57434

23965

https://cdia.asia/wp-content/uploads/2020/09/Huangshan-CDIA-Urban-First-Flush-Modeling-and-Design-201912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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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改进型序批式运行滞留池的探索与设计
使用连续流式运行的传统滞留池来

小城市内重点截留初期雨水径流，

侧向溢流堰的溢流高度时，后续较

质条件，有可能需要较大的占地面

较高的污染物，达到城市雨水污染

堰溢流直接排入河流受纳水体。这

进行雨水处理，根据雨水水量和水
积。按照前述雨水模拟结果显示，
在一年一遇的降雨条件下，如果树
阵广场公园处的雨水悬浮物负荷削

减 54.8%，或紫阳公园处的雨水

悬浮物负荷削减 69.5%， 需要在
树阵广场公园建设容积为 6000 m

以着重处理这部分雨水里所含浓度
治理的目的。CDIA 相应提出了针
对初期冲刷效应明显这一特点的滞
留池改进设计，应用于雨水末端污
染控制设施。

为清洁低污染的雨水会从侧向溢流
种设计由于只收集高污染这一部分
初期雨水，在实现滞留池内有效削
减污染物负荷的情况下， 有助减

园为例，在一年一遇（1a）降雨

分别为 3000m 和 1500m 。这些
2

容积相当于各自区域一年一遇降雨
产生雨水径流总量的约 75%。

量较小时，收集到的径流雨水水量
较少，滞留池内水面低于侧向溢流
堰的溢流高度，所有的雨水直接进
入并储存于滞留池内得到处理。

试点项目所在的歙县古关组团是典

当降雨量较大时，携带高浓度悬浮

计算成果所示，该区域雨水初期冲

着滞留池被逐渐充满，滞留池内水

型的中小城市区域，如 4.2 节模型
刷效应明显， 因此可以在这类中

物的初期雨水先期进入滞留池。随
位升高，当入水口位置的水位高于

效益分析，确保预算和财务资源

效控制雨水径流污染。这种调整后
的设计也可用于黄山其它地区以及
其它类似初期冲刷效果明显的中小
城市的雨水管理。

果，以图 26 所显示的树阵广场公
条件下，占雨水总量 25% 的初期

的安装方式和功能。入水口尺寸（宽
度和标高）需要根据雨水出流过程
和滞留池尺寸计算确定。

雨水量里含有单场降雨雨水径流中

本概念性设计旨在指导可行性研究

是说，若将改进型滞留池容积设

细勘查场地和土壤条件，制定工程

悬浮物总量的 57.5% 负荷，也就
计为截留一年一遇单场降雨量的
25%，即可去除雨水中悬浮物总量

的 57.5%。这一数值与前述树阵
广场传统滞留池悬浮物总量的削减
率（54.8%）基本相同。与连续流

报告通过后的初步设计，届时需详
的平面布置和所需主要要素，在对
现有设施和新设施深入调研的基础
上，详细评估其建设、运行和维护
费用。

改进型滞留池设计的注意事项

在改进后的序批式滞留池设计中，

水口将滞留池中的雨水排出以腾出
蓄水库容，为下一次降雨准备好蓄
水处理的条件。

《黄山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暂行
办法》和相应的城市排水计划，
调整相应设计。

一次降雨时间间隔较短，地面污染

4.5 滞留池的运营与维护要求

初期雨水中污染物会较低，可以考

及时维护和定期检查对于雨水滞留

流堰弃流。如果第二场降雨与第一

的沉淀物需要及时清除，清除的频

虑将第二场降雨的全部雨水通过溢
场降雨时间间隔较长，地面污染物
已有一定累积，第二场降雨初期雨
水所含的污染物浓度会较高，此时
可根据第一场降雨初期雨水内污染
物削减和滞留池内水量平衡情况，
将第一场降雨的初期雨水排出，腾
空库容以收纳第二场降雨的高污染
初期雨水，这对改进型滞留池的有
效可靠运行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池湿地的有效运行非常重要。积聚
率取决于沉积物堆积的速度。在滞
留池入口和溢流装置处的沉积物需
要定理清理；滞留池入口的杂物需
要清除，确保携带高浓度污染物的
初期冲刷雨水进入滞留池，而不会
溢流进入河道。侧向溢流堰入口的
杂物也需要及时清理，以避免侧向
溢流堰过水能力不足导致雨水在通
道和滞留池中泛滥。

为了让清除沉淀物的操作更方便并

余 70-80% 的径流雨水总量通过侧

第二次降雨的初期雨水能否进入滞

侧坡应定期修剪，被侵蚀的部分应

改进型滞留池储存的高污染初期雨
水需要进行有效污染物去除，达到
可接收浓度以下方可排出。

若短期内出现两次或多次降雨，由
于首次降雨已使滞留池达到部分或
全部充满状态，接下来的降雨水量

滞留池系统的技术设计和建模

的优化分配，并且根据新颁布的

在初步工程设计阶段通过分析一年

向溢流堰溢出进入河道受纳水体。

图 27. 装有侧向溢流堰的改进型滞留池图

现场条件、预期性能，进行成本

径流雨水总量前期的 20-30% 的高

污染雨水将被储存在滞留池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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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使用悬浮式水泵或妥当设计的排

物尚未重新累积起来，第二场降雨

道的侧面设置侧向溢流堰。当降雨

2

浮物得到有效去除的条件下，可通

制，在保证滞留池中已蓄雨水的悬

度和标高）和溢流堰尺寸（堰顶宽

3000 m 的滞留池。如果考虑深度

是滞留池深度为 2m ，占地面积将

所需空间和投资较少，同时仍能有

序批式运行滞留池规模大大缩小，

一般情况下，如果第二次降雨与第

根据歙县古关组团初期冲刷模拟结

行操作方式。在滞留池的入水口通

业主方需要进一步评估工程设计、

图 27 示意改造后的滞留池溢流堰

改进后的滞留池设计采用序批式运

3

建立一个雨季时期滞留池的排水机

小滞留池的体积和占地面积。

3

的滞留池，在紫阳公园建设容积为

式运行的滞留池设计相比，改进型

可能难以进入滞留池。因此，必须

滞留池系统的技术设计和建模

内出现连续两次降雨的概率，评估
留池对污染物总量削减的影响，从
而确定改进型滞留池的运行方法。
应对滞留池所需容积和过流设施的
过流能力进行计算分析，确定其水
力设计参数（包括长度、宽度、高

保持区域美观，雨水滞留池湿地的
予以修复。需要定期清除枯死的植
被，秋天或适当季节需去除植物以
消除污染物，并合理处置被清除的
植物。

度和坡度），以达到有效处理初期
雨水削减污染。此外，滞留池的规
模还需结合该地区目前和长远规划
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来确定。项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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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与城市发展的结合
虽然拟建的雨水设施主要目的是处
理初期冲刷雨水，减少污染物和保
护河流水质，这些设施应被视为城
市整体发展的组成部分，为社区生
活环境的改善做出贡献。

更具体地说，应利用此机会建立惠
民亲水的城市公园。第 3 章中提

到的三个歙县河滨公园虽然有宽敞
的绿地面积，但这些区域尚未得到
全面充分开发。比如新洲公园虽然
有行人步行道（图 28）、一个简
单的广场（图 29）和未开发的河

滨区域（图 30），但没有配套相

关设施或鲜明特色，难以有效吸引

图 29. 歙县新洲公园的小广场

当地居民休闲使用。

图 28. 歙县新洲公园的人行步道

可持续雨水管理的进一步建议

图 30. 歙县新洲公园未开发的河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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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雨水管理法规——国际最佳实践的启示
歙县可以考虑把这些地区发展成为

在水污染控制方面，中国过去 30

指导黄山市住建局制定海绵城市专

受纳水体的污染物数量。雨水管理

的绿色发展与雨水管理和污染控制

排水系统和污水处理设施。城市雨

污染物总量、城市防洪、雨水回用

施，相关雨水径流污染及其对水质

以亲水为主题的城市公园，将城市

年的主要关注点是建设污水和雨水

相结合。四川成都市的活水公园是

水管理的重点主要是通过雨水口、

体现这一概念的范例（图 31）。

下水道、涵洞、渠道和排放口等各

这个公园中的水塘和其它自然景观

种水力结构收集和输送雨水径流，

可以过滤、清洁附近河流的水质后

对初期雨水的处理尚未提出全面系

排入河道。

的雨水会按污水处理和排放标准进

尚待提出全面严格的要求。

海绵城市低影响开发指南自 2014

年推出以来，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得
到广泛应用，并且对缓解城市雨水
问题起到了重要贡献。其设立了多
个方面的雨水管理目标，包括减少
年雨水径流总量（大多数城市的目
标设定在 80%-85% 之间）、减少
雨水径流污染物总量（海绵城市系

可持续雨水管理的进一步建议

须受美国国家污染物排放限制系统
限定。该法案禁止任何人通过点源

布的《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办法》于

2019 年 1 月 1 日生效。该办法将

影响的公众教育，通过雨水管理委
员会和公众听证会引导公众参与，
编制雨水系统图用以检测和消除非
法排放污染物，对新开发项目进行
径流控制，以及对相关人员进行污
染预防培训。

关于这些规定的实施方式，可在附
录 2 6 阅读更多细节。

国国家污染物排放限制系统许可
证，并且满足许可证规定的污染物
排放限值、监测和报告要求以及其
他相关规定。该条例涵盖了广泛的
领域，从动物饲养、水产养殖到工
业和城市污水、雨水排放和维护以
及杀虫剂许可证。

计划。该计划对来自城市独立雨水

许可证的法律法规。黄山市政府颁

计划必须包括最低限度的控制措

将污染物排入水域——除非获得美

用。然而目前，中国的海绵城市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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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理。比如在美国，雨水管理必

对于本项目较有参考价值的是美国

南基于指导性原则，不是采用排污
图 33. 成都活水公园：景观兼水处理设施

中，从分流制管网系统排放至河道

统通常能减少 40-60% 的悬浮物），
以及雨水作为资源的回收和再利

图 32. 成都活水公园：景观兼去除污染功能的水塘

施都要采用海绵城市措施。

致严重污染问题。如第 1 章所述，
虑的是水量问题，对雨水水质问题

教育学习的环境（见图 32、图 33）。

市任何新建、重建和扩建的基础设

在污染控制的国际最佳管理实践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雨水管理主要考

景观池塘、水道等设置在减少污染、处理雨水的同时，也为游客提供了休闲的空间，并提供以水为主题的公众

总量进行量化。该办法还要求黄山

统的要求。然而，城市初期雨水径
流携带大量污染物排入河流，会导

图 31. 成都活水公园：雨水管理结合城市公园的示例

项规划，对年径流总量、洪峰流量、

国家污染物排放限制系统雨水管理
污水系统、建筑工地和工业活动的
雨水径流进行管理。经营者不仅要
获得排放许可证，还必须制定全面
的雨水管理计划，以显著减少排入

https://cdia.asia/wp-content/uploads/2020/09/KP-SWM-CN-Ap-2.pdf

可持续雨水管理的进一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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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重点探讨了初期冲刷污染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的中小城市。在黄山和中国大多数城市中，
分流制排水系统正逐渐替代合流制排水系统，因此需要对分流制系统中的雨水污染进行处理。

在试点项目中，水质模型确认了黄山城区的初期冲刷效应明显，CDIA 建议采用滞留池系统处理初雨
污染，这一方案将适应大多数中小城市的需求。

在滞留池入水口通道一侧设置侧向溢流堰的改进设计，保障了滞留池仅收集初期雨水，处理初期雨

水污染物，防止其流入受纳水体。与传统的滞留池相比，新设计能达到相近的污染物消减率，但所
需空间明显减少，投资也因而显著减少。

改进后的滞留池适合具有明显初

期冲刷效应的中小城市的需求，
为雨水污染治理提供了一个切实

休闲环境，同时还能产生环境教
育的意义。

可行、成本效益较高的解决方案，

该研究还强调了其它可用于降低

高、各部门协调困难、缺乏维护

措施，包括生态树池、透水路面

对于那些受空间有限、改造成本
能力等因素制约，难以实施源头
控制措施的城镇而言，这是比较
理想的方案。

该研究还强调了此类雨水处理设

城市初期雨水污染风险的结构性
以及清洁（环保）雨水口以收集

来。可以通过开发以水为主题的
河滨公园，与社区发展相结合，

为城市居民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

可持续雨水管理的进一步建议

水排放许可证管理办法，并制定
各城镇的综合雨水管理方案。

单位制定有效控制雨水污染的技

要。这应包括定期维护、清除下

市社区对绿色空间的需求结合起

定更全面的法规，如考虑采取雨

的场地条件提供了更多选择。

个工具箱（见章节 2.2），为不同

适宜性等。

地区域，将雨水控制的要求和城

实践的审查和分析，CDIA 建议制

希望本报告所阐述的技术知识和

良好的管理，包括优化污染控制

调整后的滞留池设计结合绿色湿

决方案的实施。根据对国际最佳

污染物。此外，研究还提供了一

施选址的重要性，考虑的因素应
包括降雨和出流过程特征、场地

化雨水排放管理，并指导技术解

措施运作的最佳做法，也至关重

步骤方法能够在市政部门和设计
术方案时有所帮助，并为中国和
亚洲地区其它中小城市考虑初雨
污染控制措施时提供借鉴。

水道内的沉淀物、滞留池和其它
处理设施。还应考虑社会的接受
程度和包括政府机构、社区团体
和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要实现长期可持续的雨水污染控
制，需要制定适当的法规，以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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