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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管网是海绵城市的主要设施,其布署是否合理直接影响海绵城市的效益。本文基于内涝数

据和管网布署节点数据,首先建立内涝预测区域模型和管网设施布署抽象模型,通过管网设施节点

覆盖率对管网布署进行评估;然后采用Spark并行化计算方法提高计算效率;最后利用该方法对沣

西新城管网布署进行评估,针对不同重现期下的多次降雨,其覆盖率平均在90%以上,说明管网布

署比较合理。该评估方法为海绵城市管网设施的布署和维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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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ipenetworkisthemainfacilityofspongecity,andwhetherthedistributionisreason-
abledirectlyaffectsthebenefitofspongecity.Inthepaper,basedonthedataofwaterlogging
andpipenetworkdeploymentnodes,theregionalmodelsforwaterloggingpredictionandpipe
networkfacilitiesdeploymentarebuilt.Then,thedeploymentofpipenetfacilitiescanbeevalua-
tedbasedonnodecoveragecalculatedbySparkparallelizationtoimprovethecomputationaleffi-
ciency.Finally,thepipenetworkdeploymentinFengxiNewTownisevaluated,andtheaverage
coveragerateismorethan90%formultiplerainfallindifferentrecurrenceperiods,indicating
thatthepipenetworkdeploymentisreasonable.Thisevaluationmethodprovidesanimportant
theoreticalbasisforthedeploymentandmaintenanceofspongecitypipenetwork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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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绵城市为破解城市内涝、促进城市升级转型

提供了新方式。管网是海绵城市的主要设施,当前

管网布署相关研究一般是基于地形数据,从工程施

工角度考虑布署的方法,没有考虑本地降水的影响;
而实际上相同地形、不同地域,其管网布署会有差

异,结合降水数据对管网布署进行评估是本文的主

要研究内容。本文通过建立管网布署和城市内涝积

水模型,利用并行化方法计算管网的覆盖率,进而对

管网布署进行评估,为海绵城市管网合理布署提供

了理论依据。

1 海绵城市管网设施布署评估的重要性

气候变化和快速城市化对城市防洪生态系统服

务产生了严重影响[1]。城市地面原有的植被和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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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高速发展的高层建筑和硬质路面代替,逐渐形成

了硬化“钢铁城市”,阻碍了雨水下渗,使得雨水只能

从管网设施排出。我国大部分城市雨水管网设施设

计标准较低、管网设施布设不健全,内涝积水多采取

“快速排出”和“末端集中”理念[2]进行控制,容易引

起城市内涝。为了解决日益恶化的城市问题,需要

改变传统的城市建设模式,“海绵城市”建设逐渐兴

起。匡文慧等[3]提出了海绵城市建设适应度与生态

调控理念,对城市雨洪调节和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Wang等[4]基于江西萍乡的海

绵城市试点项目分析了海绵城市建设的重要性。
一些发达国家在海绵城市防治暴雨等方面积累

了大量实践经验,大力推进新的水生态城市,包括海

绵城市基础设施的智慧化建设、后期运维、暴雨雨水

防涝建设等。我国海绵城市建设和雨水利用等相关

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2020年,李萌萌等[5]提出雨

水利用的社会性效益远大于它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效

益。内涝防治效果以及全生命周期成本是通常用来

评估海绵城市成本 效益的指标[6]。2019年,上海

市制定《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标准》,全面和系统规范

了相关规划编制、工程建设、运行维护、绩效评估等

工作,对推动上海市海绵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住建部批准《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7],对海

绵城市建设的评价内容、评价方法等作了规定。
住建部《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中的雨水管理

措施,可以缓解面源污染等问题。但王兴超等[8]指

出这些措施投资高,不能从根本上发挥综合效益。
随着海绵城市的发展,需要对海绵城市基础设施进

行评估、运维等[9],解决海绵城市建设偏重于工程,
不注重城市整体规划和联系,造成城市内涝处理不

理想等问题。排水管网在海绵城市的防涝排涝过程

中起到基础性作用[10],针对不同降水情况,对排水

管网布署进行评估,可为海绵城市管网设施运维提

供指导建议。

2 海绵城市管网设施布署评估体系

硬化路面面积的扩大,使得城市已有陈旧管网

设施无法实时排水;生活垃圾、污染物等实体性物质

随着雨水径流进入地表水体,造成生态破坏[11],其
主要原因是排水管网设施分布不合理。根据管网设

施相关基础数据(管径、高程等)和实际降雨数据(包
括液位、流量等),初步计算城市积水区域。对管网

设施布署进行评估的核心是计算设施相对于城市积

水区域的覆盖率,覆盖率越大,设施布署越合理。这

个过程由于计算量大,采用了基于Spark的并行化

计算方式。评估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管网设施布署评估框架

Fig.1 Evaluationframeworkforpipe
networkfacilitydeployment

 

2.1 城市内涝预测区域模型

由于城市地形地势较为平坦,城市“钢铁化”建
筑限制了地面积水流动,通常在城市内涝积水处于

相对静止状态的条件下建立城市内涝预测区域模

型[12]。将预测局部区域划分为不同的单元,称之为

粗单元,粗单元内的定时积水量是由历时降雨总量

和下渗减少量等参数共同组成。将粗单元进一步划

分为1×1或2×2的小方格,每个方格称为栅格单

元。在没有管网设施的情况下,通过以下模型计算

粗单元的积水深度。

1)将预测区域划分为m×n个栅格单元,计算

粗单元历时降雨总量:

Qt_r=
0 Cij ∉A  

∑
n

i=1
∑
m

j=1
Rij Cij ∈A  







 (1)

式中:Rij 为栅格单元的历时降雨量值;Cij 为栅格

单元,即1×1或2×2的栅格;A 表示粗单元。

2)计算粗单元土壤下渗量:

Qi_r=∑
c

k=1
Xk·Sk· ∑

n

i=1
∑
m

j=1
YijAij    (2)

式中:Yij 代表栅格单元累计加权值;Xk 代表土壤

累计加权值;Sk 代表k类型土壤单位面积历时t的

下渗累积总量;Aij 代表栅格单元面积;c代表相应

城市拥有c种土壤类型。

3)计算粗单元的积水深度。粗单元内的积水

深度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①计算粗单元在历时

t的积水量;②计算在历时t的积水深度。粗单元在

历时t的积水量为:

Qc_r=Qt_r-Qi_r (3)
式中:Qc_r代表粗单元在历时t的积水量(cm);Qt_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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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粗单元在历时t的降雨总量(cm);Qi_r 代表粗

单元在历时t的下渗量(cm)。
最后根据粗单元的积水深度,对内涝点进行积

水等级划分。

2.2 海绵城市设施布署抽象模型

2015年西咸新区入选国家首批海绵城市建设

试点,其 中 沣 西 新 城 是 海 绵 城 市 建 设 试 点 核 心

区[13]。本文以沣西新城管网设施布署作为研究对

象,将区域划分成若干个子区域,根据管网布置及其

实际地形,构建实际管网设施布署抽象模型,如图2
所示。

图2 海绵城市雨水管网实际布署部分示意图

Fig.2 Schematicdiagramforactualdeploymentof
spongeurbanrainwaterpipenetwork

 

其中,管网源点[14]只有管段接出,没有管段接

入;管网汇点只有管段接入,没有管段接出;管网转

点既有管段接入,也有管段接出。可见,管网源点是

整个排水管网的排水入口,管网汇点是整个排水管

网的排水出口,管网转点是除源点和汇点以外的

节点。
根据图论相关定义,管网节点入度为0,出度不

为0;管网汇点入度不为0,出度为0;管网转点入度

不为0,出度不为0。若将该研究区域的雨水管网用

G= Q,E  表示,E 为图G 的边集(干管和支管),

Q 为图G 的顶点集(雨水篦、检查井和出水口)。设

X 为顶点集Q 的一个子集,若X 中的每个顶点xi都

为图G 中边的起点,则X 为G 的源集;设Z 为顶点

集Q 的一个子集,且X∩Z=φ,若Z 中的每个顶

点zi都为图G 中边的终点,则Z为G 的汇集;设Y也

为顶点集Q的一个子集,且X∩Y=φ,Y∩Z=φ,
即Y 中的每个顶点yi 既为图G 边的起点,也为图G
边的终点,则称Y 为G 的转点集。依次进行划分,
该研究区域的雨水管网G 的顶点集合为:

V = X;Y;Z  =
x1,x2,…,xp;y1,y2,…,ym;z1,z2,…,zq  

(4)

式中:p、m、q分别表示管网布署的起点个数、转点

个数和终点个数。

3 基于Spark的管网设施与内涝区域的覆

盖率计算

  海绵城市管网设施布署比较分散,管网设施节

点移动性要求不高,管网设施一旦布设完成后位置

基本保持不变;而内涝点对应的管网设施节点容易

确定,在海绵城市管网设施布署评估中,采用节点覆

盖率算法。

3.1 内涝区域的形成

1)内涝点半径选择。根据内涝预测区域模型

可以得到不同等级的内涝点,假设某等级内节点内

涝溢流范围为圆,并且在该等级内节点的溢流范围

具有相同的性质,那么对于海绵城市某一预测区域,
管网设施节点的覆盖问题就等同于等半径的圆覆盖

问题。假设海绵城市管网设施单节点覆盖面积是圆

(图3(a)),双节点最大覆盖面积为两圆相切(图3
(b)),三节点形成的无缝最大覆盖面积是由三个圆

心V1、V2、V3 作为顶点的三角形(图3(c))[15]。

图3 节点抽象图

Fig.3 Nodeabstractgraph
 

当三个圆相交时,圆V1、V2、V3 重叠面积为弧

ab︵、ac︵、bc︵之间围成的面积S1 (图4(a))。若重叠面

积S1越小,则由三个圆心V1、V2、V3作为顶点的三

角形面积就越大。假设三圆交点a、b、c重合于图4
(b)中的P 点,此时S1 面积最小,因此获取PV1 =
PV2 =PV3 =R(R 为圆半径)的长度是关键。

图4 节点理论覆盖图

Fig.4 Nodetheorycoveragegraph
 

如图4(b)所示,当三圆圆心重合于点P 时,三
圆心V1、V2、V3 形成的三角形为圆的内接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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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圆的内接三角形为等边三角形时面积最大。

2)基于内涝点勾画内涝区域。根据上述节点

最大覆盖理论依据,某内涝区域是 3R 边长的等边

三角形时,内涝点对内涝预测区域的覆盖面积最大,

覆盖冗余量最少。以 3R 为半径画圆,可以得到在

同等级下落在该圆内部的不同内涝点,依次连接各

内涝点(逆时针方向)并且按序编号,如图5所示。

图5 内涝点对应多边形示意图

Fig.5 Waterloggingpointscorrespondingtopolygons
 

3.2 基于Spark并行化计算管网设施的覆盖率

1)海绵城市管网设施与内涝多边形位置的判

别。海绵城市管网设施关键节点包括管网入口点和

转点。将关键节点覆盖内涝区域的比例作为管网设

施布署合理性的依据。
假设由V1,V2,…,Vn 组成的内涝区域平面为

多 边 形,将 二 维 空 间 看 作 xoy 平 面,顶 点 用

x,y  表示;将xoy 平面上的内涝多边形顶点从某

一点开始,沿同一方向依次进行编号。点Vi、Vi+1

分别表示内涝多边形上某一条边的两个内涝点;点

Qj 对应海绵城市预测区域管网设施某关键节点。
评估核心即为判别管网设施关键节点Qj 与内涝多

边形的位置关系。本文基于sign(x)函数[16]计算海

绵城市管网设施是否位于内涝区域中,即利用管

网设 施 节 点 坐 标 与 内 涝 多 边 形 每 条 边

ViVi+1 i=1,…,n,Vn+1 =V1  的顶点坐标的关系

计算管网设施的覆盖率。

2)基于Spark的覆盖率计算。Spark建立在统

一的抽象弹性分布式数据集(resilientdistributed
datasets,RDD)上,将计算的中间结果分布式缓存

到各节点内存中,降低内存存取和磁盘I/O操作延

迟,可有效提高并行计算效率。本文为高效、快速评

估管网设施布署的合理性,基于Spark集群的并行

化进行计算。Spark并行化首先进行任务的提交和

数据的加载,是整个并行化程序的入口,然后通过

SparkSession对象将并行化任务的初始化要求、配
置条件以及集群 Master节点等底层驱动提交到

Spark,实现SparkExecutor的创建、任务Stage的

划分以及DAGScheduler的构建等。本文数据加

载根据城市内涝区域模型和实际设施布署抽象模型

读取源数据。
覆盖率计算流程如图6所示。

图6 基于Spark的节点覆盖率算法并行化流程图

Fig.6 Flowchartofnodecoveragealgorithm
parallelizationbasedonSpark

 

算法1 基于Spark的节点覆盖率算法:
输入:内涝点位置坐标(xi,yi)、管网设施节点

坐标(pj,qj)
输出:管网设施节点在内涝多边形的内部或外部

1 初始化Kj=0,j=0,L=0
//L对位于内涝区域的管网设施节点进行计数

2 WHILEj< N THEN //N 是管网设施

节点

3 x=(xi-pj)(yi+1-qj)-(xi+1-pj)(yi-qj)
//基于sign(x)函数[16]的计算方法

4 IFsign(x)==0THEN
5 L=L+1 //(pj,qj)位于内涝多边形的边界

6 ELSEIF yi<pj<yi+1 或yi+1<qj<yi

7 Kj=Kj+sign(x) //Map过程计算

8 IF Kj! =0THEN
9 L=L+1//(pj,qj)位于内涝多边形内部

10 ENDWHILE
11 R =L/N //R 为管网设施覆盖率

通过初始化多边形顶点坐标、管网设施节点的

位置坐标以及初始化K =0,利用算法1判断管网

设施节点的位置坐标是否位于内涝区域内部。其

中,通过 MAP过程实现多管网设施节点K 值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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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式更新,直到判断完管网设施中的每个关键节点。
管网设施覆盖率即位于内涝区域节点的个数与管网

设施节点总个数的比值,通过覆盖率可以反映管网

设施节点布署的合理性。

4 海绵城市管网设施评估实验分析

根据咸阳市秦都区国家基本气象站(1981—

2010年)近30年的逐月降水量数据统计,沣西新城

年降水量约520mm,其中5~10月降雨量较多,

7~9月降雨量最大,易发生内涝灾害。因此,本文选

择沣西新城5~10月的降雨量形成的内涝区域,对
沣西新城某区域管网设施布署数据进行实验分析。

1)城市内涝预测区域模型的覆盖率分析。针

对海绵城市管网设施实际布署方案,本文运用并行化

节点覆盖率算法对管网设施布署节点进行评估,分别

计算1年一遇、2年一遇、5年一遇、10年一遇和20年

一遇重现期下管网设施节点的覆盖率,如图7所示。

图7 不同重现期覆盖率在降雨历时内的变化

Fig.7 Coveragechangesinrainfalldurationin
differentrecurrenceperiods

 

由图7可知,不同的重现期下,该研究区域布置

的实际管网设施节点覆盖率随着降雨历时的增长出

现波动,但是波动范围不大,基本维持在91.95%左

右。下面选取2年一遇不同场次降雨下实际节点的

覆盖率占比,如图8所示。
由图8可知,在单一重现期、不同的降雨场次

下,该预测区域布置的实际管网设施节点覆盖率随

着降雨历时的增长,也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波动,基
本在90.80%左右。

通过覆盖率计算,验证了本区域设施布署评估

模型的合理性。

2)城市内涝预测区域模型运行时间分析。选

择某天降雨时不同时刻不同等级的内涝点分布,对
本文并行化覆盖率算法和射线法[17]进行运行时间

对比。算法运行的时间分布如图9所示。

图8 单一重现期不同降雨场次覆盖率在降雨历时内变化

Fig.8 Coveragechangesinrainfalldurationinsingle
recurrenceperiodanddifferentrainfallpatterns

 

图9 算法运行时间的分布情况

Fig.9 Distributionofalgorithmrunningtime
 

由图9可见,本文算法比射线法耗时少,且随着

节点数量的增加,相较于射线法用时更少。通过该

实验,主要验证了基于Spark集群算法时效性较好。

5 结 语

本文通过管网设施布署抽象模型和城市内涝预

测区域模型对海绵城市管网设施布署评估方法进行

研究。利用节点覆盖率算法计算管网设施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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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重现期或单一重现期不同场次降雨情况下,
沣西新城管网覆盖率平均在90%以上,验证了沣西

新城管网设施布署比较合理。为提高算法的效率,
设计了Spark集群并行化计算方法,并通过实验验

证了该评估算法执行的时效性。在海绵城市管网布

署前通过该方法评估不同布署方案,指导管网布署,
可以提高海绵城市管网设施的效益,同时为海绵城

市管网设施的维护提供指导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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