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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典型屋面径流的排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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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城市中典型的 2 种材料( 油毡和水泥) 屋面降雨径流中颗粒物( SS) 、氮( N) 和磷( P) 污染物排放特征进行

了研究。结果表明，屋面径流中颗粒物主要是以 10 ～ 100 μm 粒径范围的颗粒物为主( 约占 75% ) ，氮主要是以溶解态形式

排放( 80% ～95% ) ，且主要形式是以硝态氮和氨态氮为主，水泥屋面增加了径流中硝态氮的比例，而沥青屋面增加了氨态

氮和溶解态有机氮的比例。而磷主要是以颗粒物形态排放( 约占 40% ～ 70%，平均 57． 5% ) ，且主要结合 10 ～ 50 μm 粒径

范围的颗粒物。去除 10 ～ 50 μm 粒径颗粒物可以降低屋面径流中 50%颗粒物和 47． 9%磷的排放，而氮却需采用不同处理

方法。同时，EC 和 TSS 与 TN 和 TP 相关关系表明，EC 和 TSS 可分别作为屋面降雨径流溶解态氮和颗粒态磷污染程度检测

和评价指示指标。研究结果为有效地去除降雨径流中污染物、降低城市面源污染对水环境的影响，提供了一定的科学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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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ution wash-off characterization in urban typical roof storm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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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missions characteristics of pollutant materials ( suspended solids
( SS) ，nitrogen ( N) ，and phosphorus ( P) ) in runoff from two，typical roof surface types in urban areas: ce-
ment and asphalt．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more than 75% of the SS particles were in the size range of 10 to
100 μm． 80% to 95% of the N was dissolved ( ＜ 0． 45 μm) ，and the main forms of N in the roof runoff were
nitrate and ammoniacal-N． However，the cement roof increased the proportion of nitrate-N，and the asphalt roof
increased the percentage of ammoniacal-N and dissolved organic N． 70% to 90% of the P was in particulate form
in the roof runoff，and P was attached mainly to particle sizes between 10 and 50 μm． The removal of the 10 to
50 μm particles reduced the SS and P emissions from roof runoff by 50% and 47． 9%，respectively． Different
strategies should be applied to control N pollution to minimize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urban roof runoff． EC
and TSS could be used as surrogates for the dissolved N and particulate P forms，respectively，in the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the pollution in urban roof runoff．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lu-
tants’wash-off behavior to remove effectively urban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nd prevent stormwater pollution in
urban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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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屋面经流是除道路径流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城市面源污染源。关于屋面径流中营养元素的浓

度、形态和潜在的影响研究较多［1-3］，但城市屋面径

流中氮和磷排放特征的研究鲜见报道。氮在降雨径

流中排放形态存在不同观点［4-8］。尽管磷的排放特

征大家持相同的观点［7，9］，但屋面径流中磷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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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却鲜见报道。而污染物的排放特征对于 BMPs
评价［10-11］，处理设施的选择［12］等城市降雨径流面源

污染的管理［13-14］来说至关重要。而污染物和水质

的某些容易监测的指标( 例如 TSS，EC) 之间的关系

又可以降低监测的费用，因此，很有必要研究城市降

雨径流中污染物的排放特征，以及分析污染物之间

关系。本研究对位于北京市的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

研究中心内油毡和水泥 2 种材料的屋面径流中颗粒

物、氮和磷的污染物排放特征进行研究，并通过分析

TN 和 TP 与 TSS 和 EC 之间的关系来讨论径流中污

染物的排放形态。同时，将北京的结果和其他地方

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

1 材料与方法

1． 1 采样点情况

屋面径流共设 4 个采样点，均位于北京市区内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内，其中 2 个水泥屋

面径流采样点位于环境科学楼( 楼高 20 m) 下水管

处和 2 个油毡屋面是径流采样点位于环境化学楼楼

顶( 楼高 16 m) 下水管处。水泥和油毡是城市屋面

中常用的防水材料。
1． 2 样品收集方法

屋面径 流 样 品 采 用 全 过 程 等 比 例 的 方 法 收

集［15］，于雨水管道的末端放置径流收集桶收集屋面

径流。在每次降雨结束后 12 h 内收集样品，并在 4
℃条件下保存样品。
1． 3 样品测试及数据分析

1． 3． 1 样品测试

径流样品( 记录体积，一般需要 4 ～ 5 L) 分别过

200、100 和 50 μm 的尼龙筛和 10 μm、0． 45 μm 孔径

的滤膜获取不同粒径范围内的颗粒物。过 50 μm
筛后，取 500 mL 过滤后水样过 10 μm 粒径的滤膜，

之后水样过 0． 45 μm 的滤膜。10 μm、0． 45 μm 的

滤膜过滤后用 40 mL 的超纯水，超声清洗滤膜上的

过滤物，最后定容到 50 mL。200、100 和 50 μm 的尼

龙筛上的颗粒物用超纯水清洗，然后定容到 50 mL，

取定容后的样品测定总氮( TN) 和总磷( TP) 。溶解

态有机氮通过公式( 1) 进行估算。
溶解态有机氮 = 总氮 － 硝态氮 － 铵态氮 ( 1)

TN 和 TP 的测定分别采用过硫酸钾氧化-紫外

分光光度法( GB 11894-1989) 和过硫酸钾氧化-钼蓝

比色法( GB 11893-1989) 。降雨径流中悬浮颗粒物

粒径采用激光颗粒度测试仪( Mastersizer 2000，英国

马尔文仪器有限公司 Malvern) 测定。
1． 3． 2 数据处理

采用 EXCEL 和 SPSS 等软件的数据统计和图件

分析功能。

2 实验结果

2． 1 屋面径流 SS 排放特征

屋面径流中颗粒物主要是 10 ～ 100 μm 粒径范

围内的颗粒物( 占 75% ) ，其中 10 ～ 50 μm 粒径范围

的颗粒物占大约 50%，小于 10 μm 粒径的颗粒物占

13%，大于 100 μm 粒径颗粒物占 3% ( 见图 1) 。水

泥和油毡径流中颗粒物的粒径分布并没有不同。由

于人类活动干扰较小，屋面径流中颗粒物主要来源

于大气干沉降，屋面材料并没有对降雨径流中颗粒

物的粒径分布造成影响。

图 1 屋面径流中颗粒物粒径分布

Fig． 1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curves of roof runoff

2． 2 N 和 P 在不同粒径 SS 中分布

屋面径流中氮主要是以溶解态排放 ( ＜ 0． 45
μm) 。结果表明，80% ～ 95% 的总氮以溶解态排放

( ＜ 0． 45 μm) ，粒径在 0． 45 ～ 10 μm 范围内颗粒物

中氮占 1%，10 ～ 50 μm 粒径范围的颗粒物上氮约

占 10%，50 ～ 100 μm 粒 径 范 围 的 颗 粒 物 的 氮 占

1%，粒径大于 100 μm 的颗粒物氮所占比例约 1%
( 见图 2) 。屋面径流中磷主要是以颗粒物形态排放

( ＞ 0． 45 μm) 为主，约占 40% ～ 70%，平均 57． 5%，

47． 9% 的磷是以 10 ～ 50 μm 粒径颗粒物形式排放

( 图 3) 。研究结果和其他人的结果一致( 见图 4 ) 。
大于 70% ～ 90% 的磷结合在粒径小于 150 μm 的

颗粒物排放［4，16-17］。由于 2 个采样点距离较近，大

气沉降和周围的影响条件是一致的，屋面材料成为

影响屋面降雨径流中氮和磷排放形态的唯一因素。
结果表明，屋面材料对污染物的排放形态没有影响。

2534



第 8 期 武俊良等: 城市典型屋面径流的排污特征

图 2 屋面径流中的氮在不同粒径颗粒物上的分布

Fig． 2 Total nitrogen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particle
size ranges in roof runoff

图 3 屋面径流中的磷在不同粒径颗粒物上的分布

Fig． 3 Total phosphorus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particle
size ranges in roof runoff

图 4 氮和磷在降雨径流中不同粒径颗粒物分布

Fig． 4 Compare of pollution distribution in particle
size in urban stormwater

无论是水泥屋面还是油毡屋面营养元素( 氮和磷)

在降雨径流中的形态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
关于氮在降雨径流中的存在形态问题，不同研

究结果之间存在分歧，有的研究认为，营养元素在城

市降雨径流中主要是以颗粒物结合态排放［4，18，20］，

而其他的研究结果［6-8，21］却是相反。我们的研究结

果和后者一致，即氮主要是溶解态形式排放。氮的

化合物在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主要是以溶解态形式

存在，所以在降雨过程中也不例外，主要是以溶解态

排放。此外，造成研究结果之间的差异的另外一个

原因是实验方法的不同。降雨径流样品的收集方

法，粒径分离的方法均会造成结果的差异。
不同屋面径流中氮存在形态见图 5。天然雨水

中溶解态氮约占总氮的 91． 7%，其中硝态氮所占比

例最大，约为 49． 0%，铵态氮占 40． 7%，溶解态有机

氮占 2． 0%，颗粒态氮占 8． 3%。水泥屋面径流中溶

解态氮为主，约占 94． 8%，其中硝态氮占 67． 1%，铵

态氮占 21． 4%，溶解态有机氮占 6． 2%，颗粒态氮占

5． 2%。油毡屋面径流中氮的形态构成和天然雨水

中氮的构成一致，主要为溶解态氮为主，占 95． 9%，

其中铵态氮、硝态氮和溶解态有机氮的含量分别为

48． 8%、43． 8%和 3． 3%，颗粒态氮占 4． 1%。

图 5 雨水和屋面径流中氮的形式

Fig． 5 Forms of nitrogen in rainfall and roof runoff

2． 3 TN 和 TP 与 TSS 和 EC 之间的关系

污染物的浓度和 TSS 的浓度显著相关，和 EC
不相关，说明该污染物是以颗粒态排放为主，相反，

如果和 TSS 相关性弱，和 EC 相关性强，说明污染物

主要是以溶解态的排放［22］。TN 和 EC 显著相关

( 油毡屋面 Ｒ2 = 0． 678 6，水泥屋面 Ｒ2 = 0． 700 8 ) ，

TP 和 TSS 显著相关( 油毡屋面 Ｒ2 = 0． 863 5，水泥

屋面 Ｒ2 = 0． 720 0) ( 见图 6 和图 7) 。
磷主要是以颗粒态的形式排放。磷与 TSS 的相

关性强，和 EC 的相关性弱。磷颗粒态排放主要由

其自然界的磷存在形态决定。除了碱金属化合物

外，其他形式的磷酸盐都是以非溶解态形式存在。
40% ～70%磷 是以颗粒物形式排放，其中大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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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总氮和总磷和 TSS 之间的关系

Fig． 6 Ｒelationships of TN and TP associated with
TSS in roof runoff

图 7 总氮和总磷与 EC 之间的关系

Fig． 7 Ｒelationships of TN and TP associated
with EC in roof runoff

47． 9% 的磷结合在 10 ～ 50 μm 粒径范围的颗粒物

表面( 图 3) ，但该范围的颗粒物占到屋面径流颗粒

物的大约 50%。这部分颗粒物由于其在屋面径流

含量高、易冲刷、难处理，具有很高的环境风险。如

果能有效去除，不仅可以降低屋面径流颗粒物的环

境危害，还能去除磷的污染。

3 讨 论

3． 1 屋面径流颗粒物污染特征

颗粒物的粒径影响其在径流中移动和吸附污染

物的能力。小颗粒物由于其易被冲刷，浓度高，不易

被去除，同时粒径小，比表面大，容易吸附其他污染

物，具有更大的环境风险［23-24］ 而被研究人员所重

视。收集了目前关于城市降雨径流研究中颗粒物的

相关研究结果，关于屋面径流中颗粒物的浓度研究

更多，但粒径分布研究的结果较少。研究比较了屋

面径流和城市其他下垫面径流中颗粒物的粒径分布

情况，结果表明，不论是单一下垫面屋面，道路，还是

复合下垫面集水区的径流中，颗粒物均是粒径小于

100 μm［25-27］( 见图 8 ) 。在城市环境下，人类活动，

例如定期清扫的干扰下，对地表一些大的颗粒物去

除效果好，对小粒径颗粒物去除效率较差［28］，而降

雨径流对小颗粒物去除效果较好，结果导致径流中

小颗粒物污染严重。

图 8 城市降雨径流中颗粒物粒径结果比较

Fig． 8 Comparison of SS distributions in urban storm water

3． 2 氮的存在形式

天然雨水和屋面径流中氮的形态主要是以溶解

态氮为主，占到氮含量的 92% ～ 96%。但屋面径流

中氮的形式也受屋面材料的影响，且不同屋面材料

对径流中氮的形态影响不同。水泥屋面材料增加了

径流中硝态氮比例，水泥屋面径流中硝态氮所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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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比天然雨水中硝态氮比例高出大约 16%，氨态氮

所占比例降低。而沥青屋面材料增加了氨态氮和溶

解态有机氮的比例，沥青屋面径流中铵态氮和溶解

态有机氮所占比例比天然雨水中铵态氮和溶解态有

机氮分别增加了 3%和 8%。
3． 3 TSS 和 EC 作为氮和磷污染指示指标的可

行性

TSS 和 EC 分别是降雨径流中颗粒物污染物和

溶解态污染物的综合指标。TSS 作为重金属，PAH
等污染物在径流中的载体被研究者所认可［2，12，30-31］，

而且二者作为指示作用在污染物分类中被采用［11］，

此外，二者监测也非常方便。因此，将 TSS 和 EC 与

污染物浓度之间的关系作为降雨径流中污染物排放

状态分类的标准。由 TN、TP 与 TSS、EC 之间的关系

分析可知，降雨径流中污染物排放或者是存在的形

态可以分为 2 类: 溶解态和颗粒态。溶解态和 EC
的相关性强，同时和 TSS 相关性弱，例如氮。颗粒态

表现为和 TSS 的相关性强，同时和 EC 的相关性弱，

例如磷。
径流的电导率和径流中溶解性固体的浓度，即

离子的总浓度有关。降雨径流中也存在着 SO2 －
4 、

Cl －、F －、Ca2 +、NH +
4 、Mg

2 +、K + 和 Na + 等阴阳离子，

这些离子的浓度也会对径流中 EC 的值造成影响，

从而影响 EC 对氮污染程度的预测，需要在实际应

用中加以注意。TSS 作为颗粒物污染物预测的综合

指标同样面临着相同的问题。颗粒物中除了含磷的

矿物以外，硅酸盐、硫化物等其他形式矿物成分。也

就是说，TSS 和 EC 值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预测降雨

径流中颗粒物磷和溶解态氮污染物的污染程度。

4 结 论

本实验研究了北京市典型屋面降雨径流中颗粒

物、氮和磷污染物的排放特征。结果表明，屋面降雨

径流中颗粒物主要是小粒径颗粒物为主( 其中 10 ～
100 μm 占 75% ) 。水泥和沥青屋面降雨径流中氮

主要是以溶解态排放( ＜ 0． 45 μm 占 80% ～ 95% ) ，

主要是以硝态氮和氨态氮为主，屋面材料影响径流

中氮的形态。而磷 ( 70% ～ 90% ) 是以颗粒物结合

形态排放。降雨径流中颗粒物，氮和磷在城市降雨

径流中存在形态和污染物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对于城

市降雨径流污染的快速监测、处理设施设计等城市

降雨径流管理来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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