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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能耗．
２）绞盘转速变化率小，满足了喷水车在田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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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时基本处于匀速的要求，保证了灌水均匀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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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应的中流径雨暴制控在器离分流旋

了灌水效果．
３）机组上可安装两种灌水系统，拓展了机组的
适用范围，满足了不同作物、不同生育期内对灌溉水

，

分的需求，喷洒强度适中，均匀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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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该机组结构紧凑、简单，设计科学合

）３１０２１ 江镇苏江，院学境环学大苏江（

理，功能强，适应能力高，实现了高度可升降、喷幅可

摘要：为了改善镇江市水质环境，减少面源污染，在排水管网中安置水力旋流器，在梅雨季节进

调、喷灌和软管灌溉两用等多功能的目标，提高了喷

这５个水质指标．经分析发现，污染物浓度峰值稍后于降雨量峰值，在产流后２０ ｍｉｎ内，∞（ｓｓ）从
５６．８

ｍｇ／Ｌ上升至２０３．９ ｍｇ／Ｌ，∞（ＣＯＤ）从６９．２ ｍｇ／Ｌ上升至１３５．２ ｍｇ／Ｌ，浊度从４９上升至１２８，

行现场试验．从产流后分时间间隔对进口和出口水质进行采样，检测总氮、总磷、ＳＳ、浊度、ｐＨ、Ｃ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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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ｌ霾雾Ⅳ为用于数据分析的雨量筒个数；７ｌｊ为第诵ｉ量
筒收集的喷灌水水深，ｍｍ；无为雨量筒收集水水深
的算术平 均值，ｍＩＩＬ无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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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试验知，软管灌溉均匀度要比喷灌时稍差，但
其在机组移动方向上均匀度要好，可达到９０％，也
可满足灌溉需要．
该喷水车安装有高度调节装置，始终使灌水器
处于最佳灌水高度，克服了受风影响较大的弱点，减
少了灌溉水分的漂移损失，提高了灌水均匀度和利
用效率．机组上采用低压折射式喷头和软管洒水带
等低压灌水系统，降低了机组的工作压力，节省了能
耗，降低了机组的运行成本．

３结论
通过对喷灌和软管灌溉两用轻小机组的特性分
析，得到如下几点结论：
１）该机组水涡轮特性较好，水力损失小，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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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金宇等：旋流分离器在控制暴雨径流中的应用

５９

８日进行全程监测：进口产流时即开始采样，初期采

有Ｓｓ，ＣＯＤ与浊度大，说明在水中附在固体颗粒上的

样间隔为５ ｍｉｎ，其后视降雨情况，采样间隔增加为

氮磷的含量并不是很大，对氮磷的去除不是太高．

１０

ＩＩｌｉｎ或１５ ＩＩｌｉｎ不等，直至降雨结束．进口与出口

相距２５ ｍ，由于流体流动有一定的滞后性，通过流
速仪测定进口处的流速，估算出从进口至出口的时
间差，在此时间差后对出口阴井处的水进行采集．
４．２分析方法
试验中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总氮，采用钼锑
抗分光光度法测定总磷，采用重量法烘干（１０１Ａｓ．－２
图３径流中ＳＳ浓度随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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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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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降雨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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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７年７月３日降雨强度见图２（降雨量为

１０９．９蚴），这次降雨量较大，峰值来得很快且强度

图４径流中浊度随时间的变化

很大，但历时不久，很快便结束，峰值出现在第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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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径流中ＣＯＤ浓度随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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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进出口前后水质指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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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３一图５可知，进口ＣＯＤ、浊度及ＳＳ在降
雨随着时间的变化过程中，从产流开始后２５ ｍｉｎ逐
渐增大，大约经２５ ＩＩｌｉｎ达到峰值，这个时刻是在降
雨强度达到峰值之前，随着降雨的进行又逐渐减少．

著７．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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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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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Ｓ，ＣＯＤ浓度与浊度出口比进口值要小很多，且出

口值比较稳定，说明水中对颗粒物的去除效果比较
明显，可以减少ＣＯＤ这一重要指标，也可以改善水

图６径流中ＴＮ浓度随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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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观性．

由图６，图７可知，总氮和总磷随着降雨时间的
变化，所呈现出来的规律与前３个指标有所不同．原
始管路水中本身含有一定的氮，所以随着降雨的发
生，由于雨水的稀释浓度先有所下降，之后随着雨水
浸泡，氮的含量有所回升．磷的含量主要是由于冲刷
的土壤中含有的磷的溶解，溶解过程比较缓慢．从图
中可见，出口氮磷含量都有所减少，但是变化幅度没

图７径流中ＴＰ浓度随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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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径流中分离效率随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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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进出口值可知，５个指标中虽然总氮总磷的
变化不是很大，但是由于本身进口值就比较小，达到

１３５（１）：３３—４２．
ｒＬ

８

Ｊ Ｐ，Ｌｏｗｒｙ Ｂ Ｊ，Ｃｏｕｔｕｒｉｅｒ Ｍ Ｆ．Ｄｅｓｉｇｎ ｍｅ－

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ｌｈｅ ｓｗｉｒｌ

了排水的标准，而数值相对较高的ｓＳ，ＣＯＤ浓度与

ｓｅｐ啪ｔｏｒ［Ｊ］．Ａｇ蚴砒Ⅱｍｚ Ｅ嘣一

，聊＾增，２００５，３３（１）：２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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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对于暴雨径流这种具有流量大、脉动性强、ＳＳ

加蜘幻ｎ肼０ｃＩｌｌｉ船ｒｙ，２００６，２４（５）：３３—３５．（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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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针对性．如果在雨水管路中设置水力旋流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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