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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排水系统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基于响应曲面法的植草沟设计参数优化方法，

包括指标选取；参数确定；单因素取值；参数取

值；方案形成；效能模拟；结果分析；参数优化；确

定最优方案。能够更方便、快捷地在实际工程规

划时选取更合理的植草沟参数，现将水文模型与

响应曲面法结合，即在水文模型平台对植草沟的

多个设计参数进行单因素模拟，然后根据径流控

制率、植草沟设计指南、模型参数选取范围等合

理选取多个设计参数作为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

多水平的响应曲面设计，最后得出多元二次方程

拟合影响因素与响应值之间的函数，通过对回归

方程的分析寻求最优设计参数组合，解决多变量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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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响应曲面法的植草沟设计参数优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

1)指标选取：

根据目标工程的特点和需求确定植草沟的控制效能指标；

2)参数确定：

根据水文模型建模要求确定设计植草沟所需的参数水文模型中植草沟需设置的参数；

3)单因素取值:

对照植草沟设计规范及工程实际确定各参数的取值，然后对各参数在合理范围内对各

单因素进行多水平取值，并在水文模型平台中对各参数分别进行多次取值得出各因素多水

平条件下的控制效能指标；

4)参数取值:

在单因素模拟实验的基础上筛选合理控制效能指标下的单因素取值范围，从而得出多

因素多水平取值；

5)方案形成：

根据确定的多因素多水平取值利用Design-Expert软件在Box-Behnken  Design中设计

多组实验方案；

6)效能模拟：

将Box-Behnken  Design设计的多组实验方案带入水文模拟软件进行模拟，得到不同实

验设计方案的工程模拟效能指标；

7)结果分析：

将水文模型模拟所得的效能指标整理代回Box-Behnken  Design中对应的实验方案中

进行二次多项回归拟合，得到响应面方程，并对方程进行方差分析及响应面分析和优化，分

析多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影响，进行因素优先级排序寻找主要影响因素；

8)参数优化:

通过Design-Expert软件得出最优径流控制率下的设计方案组合，确定初步最优集合；

9)确定最优方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响应曲面法的植草沟设计参数优化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2)中参数包括：面积、宽度、蓄水深度、纵向坡度、曼宁系数、下渗参数，其中下

渗参数包括Horton模型：最大渗入速率、最小渗入速率、入渗衰减系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响应曲面法的植草沟设计参数优化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3)中水文模型建模步骤如下：

(1)模型的准备：建模前期的准备工作是收集研究区域内的基础资料，包括地形图、卫

星影像图、排水管网、降雨数据以及相关规划措施等；

(2)模型的建立：在模型资料准备的基础上，构建研究区域水文模型；

(3)模型的应用：完成模型建立和参数的调整后，便将模型应用到径流控制效能指标的

优化当中。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响应曲面法的植草沟设计参数优化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4)中取值时主要根据植草沟的控制效能指标、植草沟设计指南、拟建工程地形

及水文特点、水文模型参数选取范围等选取合理的参数范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响应曲面法的植草沟设计参数优化方法方法，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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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在于，所述步骤5)中方案包括三因素三水平设计17组实验，四因素三水平设计29组实验。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响应曲面法的植草沟设计参数优化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3)中水文模型平台包括SWMM、KOSSIM或MIKE平台。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响应曲面法的植草沟设计参数优化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9)中具体：基于次要控制指标进行进一步筛选得出最优方案。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响应曲面法的植草沟设计参数优化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9)中将响应曲面法得出的最优设计方案的预测值与模型模拟的实验值作对

比，观察两者是否接近，若接近则确定为最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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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响应曲面法的植草沟设计参数优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排水系统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响应曲面法的植草沟设计参数

优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植草沟是指在沟渠内种植植被的具有景观性能的排水系统，经植草沟的渗透和过

滤以及植物的截留，可使地表径流洪峰流量降低、径流总量减少、污染物含量减少。其设计

与研究经过不断的完善，逐渐成为人们控制、利用城市雨洪的有效手段。最早的植草沟是地

表径流通过的植被洼地，人们发现径流通过植被洼地后流量会相应的减少。后来人们开始

对这一植被洼地进行研究设计并且随着人们的不断探索，植草沟除了在类型上有了明确的

定义(根据地表径流在植草沟中不同的传输方式，可将植草沟划分为：干式植草沟、湿式植

草沟和传输型植草沟)，还精确到了工程应用的长、宽、坡度、水力停留时间等水利系数的设

计。

[0003] 然而在海绵措施设计之初，工程师需要明确的是各设计参数对于某海绵措施实际

径流控制效果的影响程度以指导设计，通常各参数以不同的程度影响着海绵措施的功能特

征。在实际工程中，通过构筑实际海绵措施进行效果评估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同时对于建

设后海绵措施的功能评价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当实际效果不满足设计要求时进行二次维护

又要花费大量的人力与财力，因此基于模型评估平台，如美国环境保护署开发的模拟和管

理降水径流的模型SWMM(Storm  Water  Management  Model)，针对典型的海绵措施植草沟构

建其水文替代模型。

[0004] 目前对于植草沟的研究主要是研究设计计算方法、构建并考察实际海绵措施的水

文控制效果以及讨论海绵建设过程涉及的效益、成本与效果，但并没有明确参数设计在海

绵措施建设中的重要理论依据与技术指导。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基于响应曲面法的植草沟设计

参数优化方法。该方法不仅能够考察单个输入参数对径流控制率的影响程度，同时也能够

通过各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得到最优设计方案，为植草沟设计提供有效的参数选择方法。

[0006] 本发明设计一种植草沟设计参数优化方法，具体的说是利用响应曲面法对不同参

数条件下的模型结果进行优化分析的方法。

[0007] A.方法流程：如图4所示。

[0008] B.方法具体步骤：

[0009] 1.指标选取

[0010] 根据目标工程的特点和需求确定植草沟的控制效能指标。

[0011] 2.参数确定

[0012] 根据水文模型建模要求确定设计植草沟所需的参数水文模型中植草沟需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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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有：面积、宽度、蓄水深度、纵向坡度、曼宁系数、下渗参数(Horton  模型：最大渗入速

率、最小渗入速率、入渗衰减系数)等。

[0013] 3.单因素取值

[0014] 对照植草沟设计规范及工程实际确定各参数的取值，然后对各参数在合理范围内

对各单因素进行多水平取值，并在水文模型(SWMM、KOSSIM、MIKE等)平台中对各参数分别进

行多次取值得出各因素多水平条件下的控制效能指标。其中，水文模型建模步骤如下所示：

(1)模型的准备：建模前期的准备工作是收集研究区域内的基础资料，包括地形图、卫星影

像图、排水管网、降雨数据以及相关规划措施等；(2)模型的建立：在模型资料准备的基础

上，构建研究区域水文模型；(3)模型的应用：完成模型建立和参数的调整后，便将模型应用

到径流控制效能指标的优化当中。

[0015] 4.参数取值

[0016] 在单因素模拟实验的基础上筛选合理控制效能指标下的单因素取值范围，从而得

出多因素多水平取值。取值时主要根据植草沟的控制效能指标、植草沟设计指南、拟建工程

地形及水文特点、水文模型参数选取范围等选取合理的参数范围。

[0017] 5.方案形成

[0018] 根据确定的多因素多水平取值利用Design-Expert软件在Box-Behnken  Design中

设计多组实验方案(如三因素三水平设计17组实验，四因素三水平设计29组实验等)。

[0019] 6.效能模拟

[0020] 将Box-Behnken  Design设计的多组实验方案带入水文模拟软件(SWMM、KOSSIM、

MIKE等)进行模拟，得到不同实验设计方案的工程模拟效能指标。

[0021] 7.结果分析

[0022] 将水文模型模拟所得的效能指标整理代回Box-Behnken  Design中对应的实验方

案中进行二次多项回归拟合，得到响应面方程，并对方程进行方差分析及响应面分析和优

化，分析多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影响，进行因素优先级排序寻找主要影响因素。

[0023] 8.参数优化

[0024] 通过Design-Expert软件得出最优径流控制率下的设计方案组合，确定初步最优

集合。

[0025] 9.确定最优方案

[0026] 基于次要控制指标进行进一步筛选，比如成本、施工难度、运输条件等得出最优方

案。将响应曲面法得出的最优设计方案的预测值与模型模拟的实验值作对比，观察两者是

否接近，若接近则确定为最优方案。

[0027] 有益效果：植草沟作为低影响开发(Low  Impact  Development,LID)技术的典型设

施之一，因其设计简单、维护方便，与绿地及周边景观等系统易结合，措施规模设计灵活等

特点而受到广泛应用。为了我们能够更方便、快捷地在实际工程规划时选取更合理的植草

沟参数，现将水文模型与响应曲面法结合，即在水文模型平台对植草沟的多个设计参数进

行单因素模拟，然后根据径流控制率、植草沟设计指南、模型参数选取范围等合理选取多个

设计参数作为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多水平的响应曲面设计，最后得出多元二次方程拟合

影响因素与响应值之间的函数，通过对回归方程的分析寻求最优设计参数组合，解决多变

量问题，本发明对于现有技术的优势在于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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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1.本植草沟设计参数优化方法与传统的估算方法相比具有更高的准确性。

[0029] 2.本植草沟设计参数优化方法可同时比选多参数对多结果的影响，适用范围广。

[0030] 3.本植草沟设计参数优化方法低成本，易操作，节约资源。

[0031] 4.本植草沟设计参数优化方法可比选多个设计方案，可靠性高。

[0032] 5.本植草沟设计参数优化方法可反映不同设计方案取舍的重要意义。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面积与宽度的响应面分析；

[0034] 图2为面积与最大渗透速率的响应面分析；

[0035] 图3为宽度与最大渗透速率的响应面分析；

[0036] 图4为本发明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

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

限定本发明。

[0038] 实施例1：

[0039] 本案例以植草沟为研究对象，汇水区域是200m2的硬化下垫面(路面)。如图  4所

示，本发明方法步骤具体如下：

[0040] 1.指标选取

[0041] 本案例选取径流控制率作为优化指标。其中，海绵措施的径流控制率在模型中按

照下式计算：η＝1-(VQue/Vre)，式中VQue为溢流量，Vre为径流总量。

[0042] 2.参数确定

[0043] (1)本案例选用SWMM模型模拟植草沟，构建其水文替代模型。该SWMM中模拟植草沟

需设置的参数有面积、宽度、蓄水深度、纵向坡度、曼宁系数、下渗参数(Horton模型：最大渗

入速率、最小渗入速率、入渗衰减系数)等。在植草沟实际设计过程中，常将长度、宽度、蓄水

深度作为主要设计参数，但在降雨强度较大的降雨事件中蓄水深度对径流控制率的效果不

明显，纵向坡度常与实际工程地况密切相关，而曼宁系数、最大渗入速率、最小渗入速率、入

渗衰减系数四者的敏感性排序中最大渗入速率最为敏感，因此本案例考察的参数为面积比 

(植草沟与汇水面积百分比)、宽度、最大渗入速率三个因素。

[0044] 3.单因素取值

[0045] (1)对照植草沟设计规范、设计指南、拟建工程地形及水文特点、水文模型参数选

取范围确定各参数的取值范围分别为5％～40％、0.5m～6m、50.80mm/h～  254.00mm/h.(2)

在SWMM模型中对各参数分别进行多次取值得出各因素多水平条件下的径流控制率。

[0046] 4.参数取值

[0047] 根据径流控制率选择合适的参数取值，分别为10％～40％、0.5m～5m、50.80mm/h

～254.00mm/h。

[0048] 5.方案形成

[0049] 本案例以面积比(A)、宽度(B)、最大渗入速率(C)三个因素为自变量，以径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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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R1)为响应值，采用三因素三水平实验进行径流控制率的优化研究，利用Design-Expert 

8.0.6软件在Box-Behnken中设计17组实验方案。

[0050] 表1各因素实验水平

[0051] 因素 单位 -1 0 1 

面积比 ％ 10 25 40 

宽度 m 0.5 2.75 5 

最大渗率 mm/h 50.80 152.40 254.00 

[0052] 6.效能模拟

[0053] 将Box-Behnken  Design设计的多组实验方案带入SWMM模型进行模拟，得到不同实

验设计方案的工程模拟效能指标。

[0054] 表2  BBD设计

[0055]

[0056]

[0057] 7.结果分析

[0058] (1)模型建立及方差分析

[0059] 对表2中的数据进行二次多项回归拟合，得到响应面方程为：  R1＝36.30+23.7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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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B+4.83C-3.55A  B+2.30A  C+2.30B  C-3.93A2+12.68  B2+2.98C2。由表3可得模拟项的P

值小于0.05，说明拟合的回归方程是显著的，决定系数R2为0.9837，说明采用的模型与实际

情况拟合程度较好，实验误差小。

[0060] 表3回归方程方差分析

[0061]

[0062] (2)响应面分析

[0063] 回归方程的响应面见图1～图3。

[0064] 图1为以最大渗透速率为中心点时植草沟面积与宽度交互作用对径流控制率的响

应面分析。径流控制率随植草沟面积占比的增加而升高，这是因为植草沟面积增加会提升

植草沟的蓄水能力所致；随着宽度增加，径流控制率总体降低，这是因为随着宽度增加植草

沟的汇水长度缩短使汇流时间缩短，较多的径流无法不能下渗而直接溢流所致。从响应面

三维曲面坡度的缓急程度可以看出面积对径流控制率的影响要比宽度的显著。

[0065] 图2为以宽度为中心点时植草沟面积与最大渗透速率交互作用对径流控制率的响

应面分析。径流控制率随植草沟面积占比的增加而升高；随着最大渗透速率增加，径流控制

率总体升高，这是因为较大的渗透速率使得下渗量增加，强化了植草沟“蓄”的功能，较多的

径流进入雨水管网系统，起到了削峰的作用，从而错开流量峰值，因此径流控制率更高从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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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面三维曲面坡度的缓急程度可以看出面积对径流控制率的影响要比最大渗透速率的显

著。

[0066] 图3为以植草沟面积占比为中心点时宽度与最大渗透速率交互作用对径流控制率

的响应面分析。径流控制率随面积增加而下降；随最大渗透速率增加而增加。从响应面三维

曲面坡度的缓急程度可以看出最大渗透速率对径流控制率的影响要比宽度的显著。

[0067] 因此，从响应面的三维曲面可以分析出，三种因素对径流控制率的影响顺序为面

积>最大渗透速率>宽度。

[0068] 8.参数优化

[0069] 通过Design-Expert  8.0.6软件得出最优径流控制率下的设计方案组合，部分方

案如表4所示：

[0070] 表4部分优化组合方案

[0071]

[0072]

[0073] 9.确认最优方案集

[0074] 基于次要控制指标进行进一步筛选，本案列选取成本作为次要指标，则从最优径

流控制率下的设计方案组合中选择面积最小的方案即可，即面积比A为  37.39％，宽度B为

0.50m最大渗透速率C为253.23mm/h时，此方案的径流控制率预测值是78.6％，在该实验条

件下进行多组平行实验，得到此方案的径流控制率的模拟平均值是78.2％，次方案的径流

控制率的模拟值与预测值非常接近，相对误差为0.5％，说明该二次多元回归模型较为可

靠，适用于本研究，并具有一定的实际指导意义，故确定为最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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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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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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