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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适应民用机场建设发展的需要ꎬ 规范机场排水工程设计ꎬ 民航局机场司委托

中国民航机场建设集团公司编制 «民用机场排水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３６—２０１７)ꎮ

本规范是在总结我国民用机场排水设计和工程实际经验的基础上编制的ꎮ 在编

制过程中ꎬ 吸收和借鉴了国内外排水设计方面标准和研究成果ꎬ 并且广泛征求了国

内有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ꎮ

本规范规定了民用机场排水设计的方法和要求ꎬ 主要内容包括: 基本规定、 水

力计算、 场内排水系统、 场外排水和防洪系统、 泵站和调蓄水池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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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由宛菁、 葛惟江编写ꎬ 第 ５ 章由姜昌山、 范莉莉、 方超编写ꎬ 第 ６ 章由潘旭编写ꎬ

第 ７ 章由郑晓丹编写ꎬ 附录 Ａ 由宛菁编写ꎮ

本规范由主编单位负责日常管理ꎮ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ꎬ 请函告中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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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ｃｃ ｃｏｍ ｃｎ)ꎬ 以便修订时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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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１　 为规范民用机场排水工程设计ꎬ 本着安全适用、 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 绿色环保的原则

制定本规范ꎮ

１ ０ ２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民用机场场内、 场外雨水排水工程和机场防洪工程的设计ꎬ 以及改扩

建民用机场 (含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分) 场内、 场外雨水排水工程和机场防洪工程新增设施的

设计ꎮ

【条文说明】 改扩建机场的原有排水、 防洪设施的设计标准低于本规范标准ꎬ 但经多年使用基本

能满足要求ꎬ 通常不进行改建ꎮ

１ ０ ３　 机场排水系统应统筹规划、 因地制宜、 合理布局ꎬ 保障机场使用安全ꎮ

１ ０ ４　 机场排水工程设计应注重水土保持、 雨水利用、 环境保护ꎬ 体现绿色发展理念ꎮ

１ ０ ５　 机场排水工程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ꎬ 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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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及符号

２ １　 术　 语

２ １ １　 机场排水系统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排除机场雨水并防止场外洪水侵入机场的系统ꎬ 分为场内排水系统、 场外排水和防洪系统ꎮ

２ １ ２　 场内排水系统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ａｉｒｐｏｒｔ

位于机场用地范围内的排水系统ꎮ

２ １ ３　 场外排水和防洪系统 ｏｕｔ－ａｉｒｐｏｒｔ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位于机场用地范围以外的排水和防洪系统ꎬ 包括场外排水沟、 截水沟、 排洪沟、 防洪堤等ꎮ

２ １ ４　 空侧 ａｉｒｓｉｄｅ

机场隔离区范围内的区域ꎬ 包括飞机活动区及其毗邻地区、 建筑物ꎮ

２ １ ５　 陆侧 ｌａｎｄｓｉｄｅ

机场内空侧以外的其他区域ꎮ

２ １ ６　 径流系数 ｒｕｎｏｆｆ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一定时段内产生的径流量与对应降雨量的比值ꎮ

２ １ ７　 设计暴雨重现期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ｔｏｒｍ

大于等于某一强度的暴雨重复出现的平均周期ꎮ

２ １ ８　 降雨历时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降雨过程中的任意连续时段ꎮ

２ １ ９　 明沟 ｏｐｅｎ ｄｉｔｃｈ

露于地表的可直接收集地面雨水的排水沟ꎮ

２ １ １０　 盖板沟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ｄｉｔｃｈ

带盖板的排水沟ꎬ 分为盖板明沟和盖板暗沟ꎮ

２ １ １１　 盲沟 ｂｌｉｎｄ ｄｉｔｃｈ

埋于地面以下ꎬ 用于排除道面基层或土基中水分的排水沟ꎮ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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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１２　 调蓄水池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ｐｏｎｄ

用于削减排水系统峰值流量的水池ꎮ

２ ２　 符　 号

ｑ ———设计暴雨强度ꎻ

ｔ ———降雨历时ꎻ

Ｐ ———设计重现期ꎻ

Ｑｄ ———雨水设计流量ꎻ

ψ ———径流系数ꎻ

Ｆ ———汇水面积ꎻ

ｍ ———地表粗糙系数ꎻ

Ｌ ———地面汇流长度ꎻ

Ｓ ———地面汇流坡度ꎻ

ａ ———汇流历时内平均雨强ꎻ

ｔ１ ———地面集水时间ꎻ

ｔ２ ———管渠内雨水流行时间ꎻ

ν ———流速ꎻ

Ｑｓ ———输水能力ꎻ

Ａ ———水流有效断面面积ꎻ

Ｒ ———水力半径ꎻ

Ｉ ———水力坡降ꎻ

ｎ ———沟、 管粗糙系数ꎻ

γ０ ———结构重要性系数ꎻ

Ｓｄ ———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ꎻ

Ｒｄ ———结构构件的抗力设计值ꎻ

γＧ ｊ
———第 ｊ 个永久作用的分项系数ꎻ

γＱｉ
———第 ｉ 个可变作用的分项系数ꎬ 其中 γＱ１

为主导可变作用 Ｑ１ 的分项系数ꎻ

ＳＧ ｊｋ
———按第 ｊ 个永久作用标准值 Ｇ ｊｋ 计算的作用效应值ꎻ

ＳＱｉｋ
———按第 ｉ 个可变作用标准值 Ｑｉｋ 计算的作用效应值ꎬ 其中 ＳＱ１ｋ

为各可变作用效应中起控制

作用者ꎻ

ψｃ ———可变作用的组合系数ꎻ

ＳＡｄ ———按偶然作用标准值 Ａｄ 计算的作用效应值ꎻ

—３—

２　 术语及符号



ψｑｉ ———第 ｉ 个可变作用的准永久值系数ꎻ

ｐｓｖ ———竖向土压力ꎻ

γｓ ———回填土的重力密度ꎻ

Ｈｓ ———覆盖层厚度ꎻ

ｎｓ ———竖向土压力系数ꎻ

ｐＡ ———地下水位以上的主动土压力ꎻ

ξＡ ———主动土压力系数ꎻ

ｚ ———自地面至计算深度的距离ꎻ

ｐ′Ａ ———地下水位以下的主动土压力ꎻ

ｚｗ ———自地面至地下水位的距离ꎻ

γ′ｓ ———回填土的水下浮重力密度ꎻ

ｐｃｚ ———地面飞机、 车辆荷载传递到计算深度 ｚ 处的竖向压力ꎻ

μＤ ———飞机、 车辆荷载的动力系数ꎻ

Ｐｃ ———飞机、 车辆单个轮子的压力ꎻ

θ ———荷载扩散角ꎻ

ｄｉ ———相邻的并列两个轮印间的横向净距ꎻ

ｅｉ ———相邻的前后两个轮印间的纵向净距ꎻ

ｐｃｘ ———地面飞机、 车辆荷载传递到计算深度 ｚ 处的侧向压力ꎻ

ｐｆｗ ———基础底面上的地下水浮托力ꎻ

γｗ ———水的重力密度ꎻ

ｈｗ ———可能出现的最高地下水位至基础底面 (不含垫层) 计算部位的竖向距离ꎻ

ηｆｗ ———浮托力折减系数ꎻ

Ｖ ———调蓄池有效容积ꎻ

α ———脱过系数ꎻ

Ｑ′ ———调蓄池下游设计流量ꎻ

ｔ０ ———放空时间ꎻ

η ———排放效率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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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 ０ １　 机场排水工程设计应符合机场总体规划ꎬ 统筹兼顾近、 远期工程的协调发展ꎮ

３ ０ ２　 机场排水工程设计应与机场周围自然水系、 城镇既有和规划排水设施以及农田水利设施

相协调ꎮ

３ ０ ３　 场内和场外的排水设施、 空侧和陆侧的排水设施应统筹规划ꎬ 合理衔接ꎮ

３ ０ ４　 机场排水工程设计应遵循低影响开发理念ꎬ 优先采取自然积存、 自然渗透、 自然净化等

方式ꎬ 有效控制雨水径流ꎬ 消减面源污染ꎬ 防治内涝ꎬ 提高雨水利用程度ꎮ

３ ０ ５　 机场内涝防治应采取工程性和非工程性相结合的综合控制措施ꎮ

【条文说明】 工程性措施包括建设雨水渗透设施、 调蓄设施、 利用设施和雨水行泄通道ꎬ 以及排

水系统改造和河渠整治等ꎻ 非工程性措施包括建立内涝防治设施的运行监控体系、 预警应急机

制等ꎮ

３ ０ ６　 机场陆侧排水系统的设计ꎬ 除应符合本规范规定要求外ꎬ 尚应符合 «室外排水设计规

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４) 的有关规定ꎮ

３ ０ ７　 机场排水设施应安全耐久、 经济合理ꎬ 便于施工、 检查和维护ꎮ

３ ０ ８　 冰冻地区的地面排水设施应耐冰冻、 耐盐蚀ꎻ 排水暗沟和暗管宜置于最大冻深线以下ꎬ

无法满足时ꎬ 应采取防冻措施ꎮ

３ ０ ９　 在地震、 湿陷性黄土、 膨胀土、 多年冻土以及其他特殊地区设计排水工程时ꎬ 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规范的规定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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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水力计算

４ １　 设计暴雨强度公式

４ １ １　 当地有适宜的地区暴雨强度公式时ꎬ 可直接采用ꎮ 当地无适宜的地区暴雨强度公式时ꎬ

可按下列方法推求:

１　 当地有 １０ 年以上或 ２０ 年以上自记雨量资料时ꎬ 设计暴雨强度公式可按附录 Ａ 推求ꎮ 有

２０ 年以上资料时ꎬ 应采用年最大值法取样ꎻ

２　 当地自记雨量资料不足 １０ 年ꎬ 但在连续 ５ 年以上ꎬ 且无特丰特枯年份时ꎬ 可用短期自记

雨量计资料推求ꎬ 但应进行合理性检验ꎻ

３　 当地缺乏自记雨量资料时ꎬ 可参考邻近气象条件相似地区的公式及参数ꎬ 查用有关暴雨

参数等值线图ꎬ 或采用其他气象资料制定暴雨强度公式ꎬ 但应进行合理性检验ꎮ

４ １ ２　 设计暴雨强度应按式 (４ １ ２) 计算ꎮ

ｑ ＝
１６７Ａ１(１ ＋ ＣｌｇＰ)

( ｔ ＋ ｂ) ｎ (４ １ ２)

式中: ｑ ———设计暴雨强度 (Ｌ / ｓｈｍ２)ꎻ

ｔ ———降雨历时 (ｍｉｎ)ꎻ

Ｐ ———设计重现期 (年)ꎻ

Ａ１、 Ｃ 、 ｎ 、 ｂ 为地区性参数ꎬ 根据统计方法进行计算确定ꎮ

４ ２　 设计暴雨重现期

４ ２ １　 设计暴雨重现期应依据机场规模、 当地气象水文条件等按表 ４ ２ １￣１、 ４ ２ １￣２ 确定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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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 １￣１　 空侧设计暴雨重现期

适用条件 重现期 (年)

运输机场 ５

通用机场 １~３

　 　 注: １　 空侧下穿通道设计暴雨重现期不小于 ３０ 年ꎮ

２　 通用机场的设计暴雨重现期根据机场用途和重要性取值ꎮ

３　 航站楼、 货运库、 飞机维修库等设施空侧部分的设计暴雨重现期按表 ４ ２ １￣２ 确定ꎮ

表 ４ ２ １￣２　 陆侧设计暴雨重现期

适用条件

重现期 (年)

旅客航站区
货运区、 飞机维修区

及其他区域
地下通道

和下沉式广场

通用机场 ３ ３ １０

运输机场规划年旅客吞吐
量 (万人次)

<１ ０００ ５ ５ ２０

≥１０００ １０ ５ ３０

４ ２ ２　 内涝防治设计暴雨重现期应按表 ４ ２ ２ 确定ꎮ 飞行区指标 ４Ｅ 及以上的机场宜采用数学模

型法进行内涝模拟分析ꎮ

表 ４ ２ ２　 机场内涝防治设计暴雨重现期

适用条件 重现期 (年) 备注

飞行区指标 ４Ｃ 及以上 ５０

飞行区指标 ４Ｃ 以下 ２０

地面积水设计标准为: 建筑物的底层不进水ꎻ 重要道路中一条
车道的积水深度不超过 １５０ ｍｍꎻ 飞行区道面、 道肩不积水ꎬ 通
信导航设备不被淹

４ ３　 雨水设计流量

４ ３ １　 采用推理公式法计算雨水设计流量ꎬ 应按式 (４ ３ １) 计算ꎮ 当汇水面积超过 ２ ｋｍ２时ꎬ

宜考虑降雨在时空分布的不均匀性和排水系统汇流过程ꎬ 采用数学模型法计算雨水设计流量ꎮ

Ｑｄ ＝ ｑψＦ (４ ３ １)

式中: Ｑｄ ———雨水设计流量 (Ｌ / ｓ)ꎻ

—７—

４　 水力计算



ｑ ———设计暴雨强度 (Ｌ / ｓｈｍ２)ꎻ

ψ ———径流系数ꎻ

Ｆ ———汇水面积 (ｈｍ２)ꎮ

４ ３ ２　 径流系数可按表 ４ ３ ２ 采用ꎬ 汇水面积的平均径流系数按地面种类加权平均计算ꎮ

表 ４ ３ ２　 径流系数

地面种类 ψ

各种屋面、 混凝土或沥青混凝土铺筑面 ０ ９０~０ ９５

浆砌块石或沥青表面处理的碎石铺筑面 ０ ５５~０ ６５

空侧土面区 ０ １５~０ ３５

陆侧绿地或土面 ０ １５~０ ２５

硬质岩石坡面 ０ ７０~０ ８５

软质岩石坡面 ０ ５０~０ ７５

陡峭的山地 ０ ７５~０ ９０

　 　 注: 表中 ψ 值ꎬ 在湿润地区可取高值ꎬ 半干旱地区取中值ꎬ 干旱地区取低值ꎮ

【条文说明】 径流系数的建议值系参考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４)、 «公路排水设计规

范» (ＪＴＧ / Ｔ Ｄ３３) 等相关标准ꎬ 并结合机场工程特点确定ꎮ

４ ３ ３　 雨水管渠设计降雨历时应按式 (４ ３ ３) 计算ꎮ

ｔ ＝ ｔ１ ＋ ｔ２ (４ ３ ３)

式中: ｔ ———降雨历时 (ｍｉｎ)ꎻ

ｔ１ ———地面集水时间 (ｍｉｎ)ꎻ

ｔ２ ———管渠内雨水流行时间 (ｍｉｎ)ꎮ

４ ３ ４　 地面集水时间应按式 (４ ３ ４) 计算ꎮ

ｔ１ ＝ ２ ４１ｍＬ
ψａ( ) ０ ７２Ｓ０ ５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 １ ７２

(４ ３ ４)

式中: ｔ１———地面集水时间 (ｍｉｎ)ꎻ

ｍ ———地表粗糙系数ꎬ 按表 ４ ３ ４ 确定ꎻ

Ｌ ———地面汇流长度 (ｍ)ꎻ

ψ ———径流系数ꎻ

ａ ———汇流历时内平均雨强 (ｍｍ / ｍｉｎ)ꎻ

Ｓ ———地面汇流坡度ꎮ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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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３ ４　 地表粗糙系数

地面状况 ｍ

沥青混凝土、 水泥混凝土道面 ０ ０１３

土面ꎬ 无草皮 ０ ０２５

土面ꎬ 有草皮 ０ ０３０

【条文说明】 地面集水时间的计算ꎬ 采用原苏联的波谬阔夫公式ꎮ 相关室内模拟试验表明ꎬ 该式

与试验结果比较接近ꎮ

４ ３ ５　 管渠内雨水流行时间应按式 (４ ３ ５) 计算ꎮ

ｔ２ ＝ ∑
ｎ

ｉ ＝ １

Ｌｉ

６０ｖｉ
(４ ３ ５)

式中: ｔ２———管渠内雨水流行时间 (ｍｉｎ)ꎻ

Ｌｉ ———第 ｉ 段的长度 (ｍ)ꎻ

ｖｉ ———第 ｉ 段的流速 (ｍ / ｓ)ꎻ

ｎ ———沟段数ꎻ

ｉ ———沟段序号ꎮ

４ ４　 设计流量

４ ４ １　 排水沟、 管的输水能力应按式 (４ ４ １) 计算ꎮ

Ｑｓ ＝ Ａｖ (４ ４ １)

式中: Ｑｓ ———输水能力 (ｍ３ / ｓ)ꎻ

Ａ ———水流有效断面面积 (ｍ２)ꎻ

ｖ ———流速 (ｍ / ｓ)ꎮ

４ ４ ２　 排水沟、 管的流速应按式 (４ ４ ２) 计算ꎮ

ｖ ＝ １
ｎ
Ｒ２ / ３Ｉ１ / ２ (４ ４ ２)

式中: ｖ ———流速 (ｍ / ｓ)ꎻ

Ｒ ———水力半径 (ｍ)ꎻ

Ｉ ———水力坡降ꎬ 暗沟、 管可采用沟、 管底坡ꎻ 明沟可采用沟段的平均水力坡降ꎻ

ｎ ———沟、 管粗糙系数ꎮ

４ ４ ３　 排水沟、 管粗糙系数宜按表 ４ ４ ３ 确定ꎮ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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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４ ３　 沟、 管粗糙系数

类别 ｎ

塑料管、 玻璃钢管 ０ ００９~０ ０１１

金属管 ０ ０１２~０ ０１３

混凝土沟、 管 ０ ０１３~０ ０１４

浆砌石沟 ０ ０１７

干砌石沟 ０ ０２０~０ ０２５

土明沟 (包括带草皮) 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０

４ ４ ４　 排水沟、 管的设计充满度和超高ꎬ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暗沟及暗管按无压满流计算ꎻ

２　 明沟超高宜不小于 ０ ２ ｍꎮ

４ ４ ５　 排水管的最大设计流速ꎬ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金属管道为 １０ ０ ｍ / ｓꎻ

２　 非金属管道为 ５ ０ ｍ / ｓꎮ

４ ４ ６　 排水沟的最大设计流速ꎬ 应根据排水沟类别和水流深度按表 ４ ４ ６ 采用ꎮ

表 ４ ４ ６　 排水沟最大设计流速

排水沟类别
最大设计流速 (ｍ / ｓ)

ｈ <０ ４ ｍ ０ ４ ｍ≤ ｈ ≤１ ０ ｍ １ ０ ｍ< ｈ <２ ０ ｍ ｈ ≥２ ０ ｍ

粗砂或低塑性粉质粘土 ０ ６８ ０ ８０ １ ００ １ １２

粉质粘土 ０ ８５ １ ００ １ ２５ １ ４０

粘土 １ ０２ １ ２０ １ ５０ １ ６８

草皮护面 １ ３６ １ ６０ ２ ００ ２ ２４

干砌石 １ ７０ ２ ００ ２ ５０ ２ ８０

浆砌石 ２ ５５ ３ ００ ３ ７５ ４ ２０

预制混凝土铺砌块 ２ ９８ ３ ５０ ４ ３８ ４ ９０

现浇混凝土 ４ ６８ ５ ５０ ６ ８８ ７ ７０

【条文说明】 表 ４ ４ ６ 中的最大设计流速主要参考了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４) 的有关

规定ꎮ 同时ꎬ 在参考水利工程、 农田灌溉和排水工程的有关资料和经验之后ꎬ 降低了预制混凝

土铺砌块排水沟的最大设计流速ꎬ 增大了现浇混凝土排水沟的最大设计流速ꎮ

４ ４ ７　 排水沟、 管的最小设计流速ꎬ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雨水管道、 暗沟在满流时设计流速不小于 ０ ７５ ｍ / ｓꎻ

２　 明沟的设计流速不小于 ０ ４ ｍ / ｓꎮ

４ ４ ８　 集水井应按汇水面积所产生的流量校核其泄水能力ꎮ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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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场内排水系统

５ １　 一般规定

５ １ １　 排水系统应能及时排除雨水和融雪水ꎬ 防止或减少地表积水和冲刷ꎬ 防止地表水和地下

水对机场设施的危害ꎮ

５ １ ２　 排水系统应由集水设施、 输水设施和附属构筑物组成ꎮ

５ １ ３　 排水设施的结构形式可根据排水系统的总体布局、 设计地势、 设施或构筑物所处的位

置、 地方材料供应等情况确定ꎮ

５ １ ４　 排水系统宜采用自流排水方式ꎬ 无法采用自流排水方式或自流排水方式不经济时ꎬ 应采

用强制排水方式或采用强排与自排相结合的方式ꎮ

５ １ ５　 穿越本期重要设施的排水沟、 管的断面尺寸、 标高和结构等应按机场远期使用要求确定ꎮ

５ １ ６　 跑道、 滑行道、 机坪道面及道肩表面排水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表面不积水ꎻ

２　 道面及道肩表面径流宜直接排至相邻土面区或排水系统ꎻ

３　 道面及道肩的坡度应考虑降雨量因素ꎮ

５ １ ７　 空侧土面区表面排水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土面区坡度设计应根据降水量、 土质情况合理确定ꎬ 避免或减少土面区表面积水和

冲刷ꎻ

２　 应在土面区低洼处设置排水明沟或集水井ꎻ

３　 土面区的表面径流不得流向或流经道面及道肩ꎮ 在与道面或道肩相接处ꎬ 土面宜比道面

或道肩低 １０ ｍｍ~３０ ｍｍꎮ 距道面或道肩边缘 １０ ｍ 内的土面宜采用较大的横坡ꎬ 且宜不小于 １％ꎮ

５ １ ８　 原地基排水、 填筑体排水、 边坡排水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原地基存在泉眼、 现状地面水系因填筑被改变时ꎬ 对地表有积水或泉水露头处ꎬ 应设盲

沟、 截水沟或涵洞排出ꎻ

２　 采用透水性不良的材料进行填筑时ꎬ 填筑体内宜设置水平排水层ꎻ

３　 对于填方边坡ꎬ 应在坡顶和马道上设置截水沟拦截表面径流ꎬ 在距坡脚适当位置应设置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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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脚沟ꎬ 并且在适当位置采用竖向排水沟将截水沟中的雨水引入坡脚沟或其他沟渠ꎮ

５ １ ９　 下穿通道的出入口应通过适当的坡度设计控制汇水面积ꎬ 减少下穿道坡底汇水量ꎮ 下穿

通道应采取防倒灌措施ꎮ

５ １ １０　 除冰防冰区域应设置除冰液收集和处置设施ꎬ 防止除冰液渗入周围土壤或流入排水

系统ꎮ

５ １ １１　 维修机坪应设置油水分离设施将含油雨水处理后排入排水系统ꎮ

５ １ １２　 场内排水系统出口处的沟、 管底高程宜高出场外沟渠或承泄区的沟底高程 ２５０ ｍｍ 以

上ꎻ 出口处的计算水面高程应高于场外沟渠或承泄区设计防涝水面高程ꎮ

５ １ １３　 排水沟、 管穿越空侧围界处ꎬ 应设置钢栅栏防钻网ꎬ 防钻网的构造应符合 «民用航空

运输机场安全保卫设施建设标准» (ＭＨ ７００３) 的有关规定ꎮ

５ ２　 平面设计要求

５ ２ １　 沿飞行区边界宜设置排水明沟ꎮ 飞行区其他集水设施宜布置在跑道与滑行道之间、 滑行

道与滑行道之间以及滑行道与机坪之间的土面区ꎬ 不宜位于升降带平整范围、 跑道端安全区以

及滑行带平整范围之内ꎮ 当机坪地面汇流距离大于 ２００ ｍ 时ꎬ 宜在机坪内布置集水设施ꎮ

５ ２ ２　 除机坪上的排水明沟外ꎬ 穿越道面的排水沟应采用暗沟形式ꎮ

５ ２ ３　 场内排水系统的出水口应不少于 ２ 个ꎮ

５ ２ ４　 排水沟、 管在线路转弯以及交汇处ꎬ 上游与下游管线夹角应不小于 ９０°ꎮ 但当排水管管

径不大于 ３００ ｍｍꎬ 跌水水头大于 ３００ ｍｍ 时ꎬ 水流夹角可不受限制ꎮ

５ ２ ５　 排水管或暗沟在交汇处、 转弯处、 管径或坡度变化处、 跌水处以及管道直线段每隔一定

距离处应设置检查井ꎬ 检查井的间距宜不大于表 ５ ２ ５ 的规定值ꎮ

表 ５ ２ ５　 检查井的最大间距

管径或暗沟净高 (ｍｍ) 检查井的最大间距 (ｍ)

２００~４００ ５０

５００~７００ ７０

８００~１ ０００ ９０

≥１ １００ １２０

　 　 注: 跑道道面及道肩范围内不应设置检查井ꎻ 穿越跑道、 滑行道的暗沟 (管)ꎬ 若两端与明沟相接中间可不

设检查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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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　 断面设计要求

５ ３ １　 排水沟、 管的纵向坡度和断面尺寸应根据地形及流量ꎬ 经水力计算确定ꎮ

５ ３ ２　 在满足最小允许流速的条件下ꎬ 排水沟、 管的纵向底坡宜不小于 ０ １％ꎬ 并且应符合下

列要求:

１　 采用直径为 ３００ ｍｍ 的圆管ꎬ 宜不小于 ０ ３％ꎻ

２　 采用直径为 ２００ ｍｍ 的集水口连接管ꎬ 应不小于 １％ꎻ

３　 土面区混凝土铺砌的 Ｖ 形沟ꎬ 应不小于 ０ ２％ꎻ

４　 用于排除除冰液的排水沟ꎬ 宜不小于 ０ ５％ꎻ

５　 盲沟宜不小于 ０ ３％ꎮ

５ ３ ３　 排水沟、 管的最小断面尺寸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梯形和矩形排水明沟的底宽和沟净深宜不小于 ０ ４ ｍꎮ 矩形暗沟的净宽和净深宜不小于

０ ５ ｍꎬ 当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箱涵时其净宽和净深宜不小于 １ ４ ｍꎻ

２　 排水干管的直径应不小于 ３００ ｍｍꎬ 集水口连接管的直径应不小于 ２００ ｍｍꎻ

３　 土面区 Ｖ 形沟的总宽宜为 ３ ｍ~１０ ｍꎬ 深度宜为 ０ １ ｍ~０ ３ ｍꎮ

５ ３ ４　 排水沟、 管的覆盖层厚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穿越道面的排水暗沟ꎬ 当采用水泥混凝土道面时ꎬ 排水暗沟结构顶面宜位于上基层以

下ꎻ 当采用沥青混凝土道面时ꎬ 排水暗沟结构顶面距道面表面宜不小于 ０ ７ ｍꎻ

２　 位于升降带平整范围和跑道端安全地区内土面区以及穿越飞行区道路的排水暗沟ꎬ 其结

构顶面以上的覆盖层厚度宜不小于 ０ ３ ｍꎻ

３　 位于飞行区内的排水管ꎬ 其管顶以上的覆盖层厚度宜不小于 ０ ７ ｍꎮ

５ ３ ５　 在排水线路的连接或交汇处ꎬ 上、 下游排水沟、 管应连接顺畅ꎮ 明沟接入暗沟、 管时ꎬ

宜设置沉泥槽ꎮ 排水系统不宜采用倒虹吸ꎬ 当无法避免时ꎬ 应采取防淤积措施ꎮ

５ ４　 排水沟、 管与其他管线和构筑物的净距要求

５ ４ １　 排水沟、 管与其他管线或构筑物相互间的位置ꎬ 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排水沟、 管以及其他管线或构筑物在施工和检修时ꎬ 不应互相影响ꎻ

２　 排水沟、 管损坏时ꎬ 不应影响其他管线或构筑物的正常使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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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４ ２　 排水沟、 管与其他管线或构筑物的最小净距可参照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４)

的有关规定执行ꎮ

５ ５　 空侧排水构筑物结构设计

５ ５ １　 排水构筑物的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一般规定:

１　 排水构筑物的结构设计应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ꎬ 以可靠指标度量

结构构件的可靠度ꎬ 采用分项系数的设计表达式进行设计ꎮ

２　 排水构筑物的结构设计应计算下列两种极限状态: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应包括对结构构件的承载力 (包括失稳) 计算、 结构整体失稳

(滑移、 倾覆及漂浮) 验算ꎻ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应包括对需要控制变形的结构构件的变形验算ꎬ 使用上要求不出

现裂缝的抗裂度验算ꎬ 使用上需要限制裂缝宽度的验算等ꎮ

３　 排水构筑物的结构设计使用年限应采用 ５０ 年ꎮ

４　 排水构筑物应根据设计使用年限和环境类别进行耐久性设计ꎬ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ＧＢ / Ｔ ５０４７６) 的有关规定ꎮ

５　 位于道面、 道肩范围内的排水构筑物的结构安全等级应为一级ꎬ 其他的排水构筑物安全

等级应为二级ꎮ

６　 钢筋混凝土构筑物的裂缝控制等级应为三级ꎬ 结构构件的最大裂缝宽度限值应为

０ ２０ ｍｍꎬ 且不得贯通ꎮ

７　 当地下水埋藏较浅时ꎬ 应进行抗浮稳定验算ꎮ

８　 位于升降带平整范围、 跑道端安全区内土面区的排水构筑物ꎬ 如覆土厚度小于 ０ ３ ｍꎬ

其构筑物周边应按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的有关规定采取措施消除结构直

立面ꎮ

９　 机坪内部的排水明沟ꎬ 宜采用带进水口的钢筋混凝土箱涵或现浇钢筋混凝土盖板明沟ꎮ

１０　 在地下水位和土质条件适宜时ꎬ 位于土面区的明沟、 调蓄水池可采用能入渗的结构

形式ꎮ

１１　 排水构筑物侧壁回填材料及压实度要求宜不低于相应部位的填方要求ꎮ

【条文说明】 机坪内部排水沟曾经采用铸铁箅子、 钢箅子明沟的结构形式ꎬ 箅子直接与水泥混凝

土道面板相邻或搁置于悬臂式的钢筋混凝土沟墙上ꎮ 实践证明ꎬ 这种结构形式使用效果不理想ꎮ

近年来ꎬ 部分机场相继出现机坪上箅子明沟顶胀、 道面起拱、 箅子下陷等现象ꎮ

５ ５ ２　 排水构筑物所采用的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排水构筑物中采用的材料应根据结构类型、 受力条件、 使用要求和所处的环境等选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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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考虑耐久性、 可靠性和经济性ꎻ

２　 基础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应不低于 Ｃ１５ꎻ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应不低于 Ｃ２５ꎻ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应不低于 Ｃ４０ꎻ

３　 最冷月平均气温低于－３℃的地区ꎬ 外露的钢筋混凝土构筑物的混凝土抗冻等级应不低于

Ｆ２００ꎬ 其中机坪明沟混凝土抗冻等级应不低于 Ｆ３００ꎻ

４　 钢筋混凝土排水构筑物的受力钢筋及其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０) 的有关规定ꎻ

５　 混凝土砌块的强度等级应不低于 ＭＵ１５ꎬ 石材的强度等级应不低于 ＭＵ３０ꎻ 砌筑砂浆应采

用水泥砂浆ꎬ 强度等级应不低于 Ｍ７ ５ꎮ

５ ５ ３　 计算排水构筑物上的作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排水构筑物上的作用ꎬ 可分为永久作用、 可变作用和偶然作用ꎮ 永久作用包括结构自

重、 土压力等ꎻ 可变作用包括水压力、 飞机或汽车荷载、 温度作用以及施工荷载等ꎻ 偶然作用

包括汽车撞击作用ꎬ 飞机偶然偏出道面、 道肩时的作用等ꎮ

２　 结构设计时ꎬ 对不同的作用应采用不同的代表值ꎮ 永久作用应采用标准值作为代表值ꎻ

可变作用应根据设计要求采用标准值、 组合值或准永久值作为代表值ꎻ 偶然作用应按结构使用

的特点确定其代表值ꎮ 作用的标准值应为设计采用的基本代表值ꎮ

３　 结构设计时应根据使用过程中在结构上可能同时出现的作用ꎬ 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分别进行作用组合ꎬ 并应取各自的最不利组合进行设计ꎮ

４　 对于承载能力极限状态ꎬ 应按作用的基本组合或偶然组合计算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ꎬ

并应按式 (５ ５ ３￣１) 进行设计ꎮ

γ０Ｓｄ ≤ Ｒｄ (５ ５ ３￣１)

式中: γ０———结构重要性系数ꎬ 对安全等级为一级的结构构件应不小于 １ １ꎬ 对安全等级为二级

的结构构件应不小于 １ ０ꎻ

Ｓｄ ———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ꎻ

Ｒｄ ———结构构件的抗力设计值ꎬ 应按有关建筑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确定ꎮ

作用基本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应按式 (５ ５ ３￣２) 进行计算ꎮ

Ｓｄ ＝ ∑
ｍ

ｊ ＝ １
γＧ ｊ

ＳＧ ｊｋ
＋ γＱ１

ＳＱ１ｋ
＋ ψｃ∑

ｎ

ｉ ＝ ２
γＱｉ

ＳＱｉｋ
(５ ５ ３￣２)

式中: γＧ ｊ
———第 ｊ 个永久作用的分项系数ꎻ

γＱｉ
———第 ｉ 个可变作用的分项系数ꎬ 其中 γＱ１

为主导可变作用 Ｑ１ 的分项系数ꎻ

ＳＧ ｊｋ
———按第 ｊ 个永久作用标准值 Ｇ ｊｋ 计算的作用效应值ꎻ

ＳＱｉｋ
———按第 ｉ 个可变作用标准值 Ｑｉｋ 计算的作用效应值ꎬ 其中 ＳＱ１ｋ

为各可变作用效应中起

控制作用者ꎻ

ψｃ ———可变作用的组合系数ꎬ 取 ０ ９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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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参与组合的永久作用数ꎻ

ｎ ———参与组合的可变作用数ꎮ

承载力极限状态的基本组合的作用分项系数可按表 ５ ５ ３ 确定ꎮ

表 ５ ５ ３　 作用的分项系数

作用分类 分项系数

永久作用
作用效应对结构不利 结构自重取 １ ２ꎬ 其余取 １ ２７

作用效应对结构有利 １ ０

可变作用
水压力 １ ２７

飞机、 车辆荷载 １ ４

　 　 注: 对结构的倾覆、 滑移或漂浮验算ꎬ 作用的分项系数应满足有关规定ꎮ

作用偶然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应按式 (５ ５ ３￣３) 进行计算ꎮ

Ｓｄ ＝ ∑
ｍ

ｊ ＝ １
ＳＧ ｊｋ

＋ ＳＡｄ
＋ ψｃ∑

ｎ

ｉ ＝ １
ＳＱｉｋ

(５ ５ ３￣３)

式中: ＳＡｄ ———按偶然作用标准值 Ａｄ 计算的作用效应值ꎮ

５　 对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ꎬ 应根据不同的设计要求ꎬ 采用作用的标准组合或准永久组合ꎬ

并应按式 (５ ５ ３￣４) 进行设计ꎮ

Ｓｄ ≤ Ｃ (５ ５ ３￣４)

式中: Ｃ ———结构构件达到正常使用要求所规定的限值ꎬ 应按各有关建筑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

采用ꎮ

作用标准组合的效应设计值按式 (５ ５ ３￣５) 进行计算ꎮ

Ｓｄ ＝ ∑
ｍ

ｊ ＝ １
ＳＧ ｊｋ

＋ ＳＱ１ｋ
＋ ψｃ∑

ｎ

ｉ ＝ ２
ＳＱｉｋ

(５ ５ ３￣５)

　 　 作用准永久组合的效应设计值按式 (５ ５ ３￣６) 计算ꎮ

Ｓｄ ＝ ∑
ｍ

ｊ ＝ １
ＳＧ ｊｋ

＋ ∑
ｎ

ｉ ＝ １
ψｑｉＳＱｉｋ

(５ ５ ３￣６)

式中: ψｑｉ ———第 ｉ 个可变作用的准永久值系数ꎬ 飞机、 车辆荷载的准永久值系数取 ０ ５ꎬ 对于地

下水的静水压力或浮托力ꎬ 当设计水位取最高水位时ꎬ 准永久值系数取平均水位

与最高水位的比值ꎬ 当设计采用最低水位时ꎬ 取 １ ０ꎮ

５ ５ ４　 永久作用标准值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结构自重ꎬ 按结构设计尺寸与相应材料单位体积的自重计算确定ꎮ 对常用材料及其制作

件ꎬ 可按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９) 的规定采用ꎮ

２　 覆土竖向土压力ꎬ 应按式 (５ ５ ４￣１) 计算ꎮ

ｐｓｖ ＝ ｎｓγｓＨｓ (５ ５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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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ｐｓｖ ———竖向土压力 (ｋＮ / ｍ２)ꎻ

γｓ ———回填土的重力密度 (ｋＮ / ｍ３)ꎬ 当土层含不同材料的结构层时ꎬ 采用根据各层材料

的厚度和重力密度计算出的加权平均重力密度ꎻ

Ｈｓ ———覆盖层厚度 (ｍ)ꎻ

ｎｓ ———竖向土压力系数ꎮ 开槽敷设时为 １ ２ꎻ 平地敷设时ꎬ 可按表 ５ ５ ４￣１ 采用ꎮ

表 ５ ５ ４￣１　 竖向土压力系数 ｎｓ

Ｈｓ / Ｄ１ ０ ５ １ ２ ３ ４

ｎｓ １ ２０ １ ４０ １ ４５ １ ５０ １ ４５

Ｈｓ / Ｄ１ ５ ６ ７ ８ ≥９

ｎｓ １ ４０ １ ３５ １ ３０ １ ２５ １ ２０

　 　 注: Ｄ１ 为暗沟或管道的外形宽度或外径ꎮ

３　 覆土侧向压力ꎬ 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应按主动土压力计算ꎮ

———地面平整时ꎬ 主动土压力可按式 (５ ５ ４￣２) 计算ꎮ

ｐＡ ＝ ξＡγｓｚ (５ ５ ４￣２)

式中: ｐＡ ———地下水位以上的主动土压力 (ｋＮ / ｍ２)ꎻ

ξ Ａ ———主动土压力系数ꎬ ξ Ａ ＝ ｔａｎ２ (４５°－ φ / ２)ꎬ 其中 φ 为回填土的内摩檫角ꎻ

ｚ ———自地面至计算深度的距离 (ｍ)ꎮ

对于圆形管道ꎬ 侧向土压力可取管道中心处的压力值作为管道的均布水平荷载进行计算ꎮ

———当构筑物位于地下水位以下时ꎬ 水位以下部分侧壁上的侧向压力应为土的主动土压力

与地下水位静水压力之和ꎮ 其中ꎬ 主动土压力可按式 (５ ５ ４￣３) 计算ꎮ

ｐ′Ａ ＝ ξＡ γｓｚｗ ＋ γ′ｓ( ｚ － ｚｗ)[ ] (５ ５ ４￣３)

式中: ｐ′Ａ ———地下水位以下的主动土压力 (ｋＮ / ｍ２)ꎻ

ｚｗ ———自地面至地下水位的距离 (ｍ)ꎻ

γ′ｓ ———回填土的水下浮重力密度 (ｋＮ / ｍ３)ꎮ

５ ５ ５　 可变作用标准值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排水构筑物的设计飞机、 车辆荷载标准可按表 ５ ５ ５￣１ 确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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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５ ５￣１　 设计飞机荷载和设计车辆荷载标准

构筑物的位置 荷载标准

跑道、 滑行道、 机坪及道肩范围内
按机场总体规划确定的机场远期使用机型中的最大飞机荷载
(设计机型最大滑行重量)

升降带平整范围以及跑道端安全地区内 上述设计机型的最大着陆重量 (偶然荷载)

服务车辆通道 (含路肩) 范围内
飞行区等级指标为 ４Ｄ 及 ４Ｄ 以上时ꎬ 总重 ７００ ｋＮ 的牵引车ꎻ
飞行区等级指标为 ４Ｄ 以下时ꎬ 总重 ４００ ｋＮ 的牵引车

消防车道及兼作消防车训练用道路的围场
路 (含路肩) 范围内

总重 ４５０ ｋＮ 的消防车

飞行区上述范围以外地区 ２００ ｋＮ 汽车荷载

　 　 注: １　 机场跑道数量多于一条时ꎬ 与不同跑道相应的飞行区可分别选择设计机型ꎮ

２　 位于停机坪、 维修机坪、 专供某类特定飞机 (荷载较小) 使用的站坪区以及相应联络滑行道 (含

道肩) 的排水构筑物ꎬ 设计飞机荷载可按相应部位使用的最大飞机荷载确定ꎮ

３　 最大飞机荷载系指对排水构筑物的作用所产生的荷载效应最大的飞机荷载ꎮ

４　 当飞机荷载效应小于车辆荷载效应时ꎬ 应按车辆荷载设计ꎮ

５　 当机场拟使用的车辆荷载大于表中荷载时ꎬ 按拟使用的车辆荷载计算ꎮ

２　 常用设计飞机荷载的主要技术参数可按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道面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４) 附录 Ａ 确定ꎮ

３　 设计车辆荷载的主要技术参数可按表 ５ ５ ５￣２ 确定ꎮ

表 ５ ５ ５￣２　 设计车辆荷载的主要技术参数

主要技术参数
总重 ７００ ｋＮ 的

牵引车
总重 ４００ ｋＮ 的

牵引车
总重 ４５０ ｋＮ 的

消防车
总重 ２００ ｋＮ 的

汽车

一辆车总重力 (ｋＮ) ７００ ４００ ４５０ ２００

前轴重力 (ｋＮ) ３５０ ２００ ２×９５ ７０

中轴重力 (ｋＮ) １３０

后轴重力 (ｋＮ) ３５０ ２００ １３０ １３０

轴距 (ｍ) ４ ５ ４ ０ １ ４＋６ ０＋１ ４ ４ ０

轮距 (ｍ) ２ ４ ２ ４ ２ ４ １ ８

前轮轮印宽度及长度 (ｍ) ０ ４５×０ ４５ ０ ４０×０ ４０ ０ ３０×０ ３０ ０ ３０×０ ２０

中、 后轮轮印宽度及长度 (ｍ) ０ ４５×０ ４５ ０ ４０×０ ４０ ０ ３０×０ ４０ ０ ６０×０ ２０

４　 地面飞机、 车辆荷载传递到地下管沟上的竖向压力ꎬ 可按下列规定确定:

———单个轮子传递的竖向压力可按式 (５ ５ ５￣１) 计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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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ｃｚ ＝
μＤＰｃ

ａ ＋ ２ｚｔａｎθ( ) ｂ ＋ ２ｚｔａｎθ( )
(５ ５ ５￣１)

式中: ｐｃｚ ———地面飞机、 车辆荷载传递到计算深度 ｚ 处的竖向压力 (ｋＮ / ｍ２)ꎻ

μＤ ———飞机、 车辆荷载的动力系数ꎬ 按表 ５ ５ ５￣３、 表 ５ ５ ５￣４ 确定ꎻ

Ｐｃ ———飞机、 车辆单个轮子的压力 (ｋＮ)ꎻ

ａ ———飞机、 车辆单个轮子的轮印长度 (ｍ)ꎮ 飞机荷载的轮印长度按机轮荷载和轮胎压

力计算确定ꎬ 其中 ａ ＝ １ ５ｂ ꎻ

ｂ ———飞机、 车辆单个轮子的轮印宽度 (ｍ)ꎻ

θ ———荷载扩散角ꎬ 当扩散层为水泥混凝土、 沥青混凝土、 沥青碎石或半刚性基层等整

体性材料时ꎬ 取 ４５°ꎻ 当扩散层为土或其他颗粒材料时ꎬ 取 ３０°ꎮ

表 ５ ５ ５￣３　 Ｃ 类以上飞机 (含 Ｃ 类) 的动力系数

覆盖层厚度
(ｍ) ≤０ ５０ ０ ６０ ０ ８０ １ ００ １ ２０ ≥１ ４０

动力系数
μＤ

１ ３０ １ ２５ １ ２０ １ １５ １ ０５ １ ００

表 ５ ５ ５￣４　 Ｃ 类以下飞机 (不含 Ｃ 类)、 车辆的动力系数

覆盖层厚度
(ｍ) ≤０ ２５ ０ ３０ ０ ４０ ０ ５０ ０ ６０ ≥０ ７０

动力系数
μＤ

１ ３０ １ ２５ １ ２０ １ １５ １ ０５ １ ００

———并列的两个以上 ( 含两个) 轮子综合影响传递的竖向压力可按式 (５ ５ ５￣２) 计算ꎮ

ｐｃｚ ＝
ｎμＤＰｃ

ａ ＋ ２ｚｔａｎθ( ) ｎｂ ＋ ∑
ｎ－１

ｉ ＝ １
ｄｉ ＋ ２ｚｔａｎθ( )

(５ ５ ５￣２)

式中: ｎ ———单轴轮子的数量ꎻ

ｄｉ ———相邻的并列两个轮印间的横向净距 (ｍ)ꎮ

———多轴多轮的综合影响传递的竖向压力可按式 (５ ５ ５￣３) 计算ꎮ

ｐｃｚ ＝
ｍｎμＤＰｃ

ｍａ ＋ ∑
ｍ－１

ｉ ＝ １
ｅｉ ＋ ２ｚｔａｎθ( ) ｎｂ ＋ ∑

ｎ－１

ｉ ＝ １
ｄｉ ＋ ２ｚｔａｎθ( )

(５ ５ ５￣３)

式中: ｍ ———轮轴的数量ꎻ

ｅｉ ———相邻的前后两个轮印间的纵向净距 (ｍ)ꎮ

———穿越道面的管沟ꎬ 当覆盖层由荷载扩散角不同的多层材料组成时ꎬ 式 (５ ５ ５￣１) ~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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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５ ５￣３) 中的 ｚｔａｎθ 应分层计算并累加ꎮ

５　 地面飞机、 车辆荷载传递到地下构筑物上的侧向压力ꎬ 可按式 (５ ５ ５￣４) 计算ꎮ

ｐｃｘ ＝ ξＡｐｃｚ (５ ５ ５￣４)

式中: ｐｃｘ ———地面飞机、 车辆荷载传递到计算深度 ｚ 处的侧向压力 (ｋＮ / ｍ２)ꎮ

６　 位于地下水位以下的排水构筑物ꎬ 应计算作用在构筑物上的静水压力ꎬ 地下水位应考虑

近期内变化的统计数据及对设计使用年限内发展趋势分析ꎬ 确定其可能出现的最高及最低水位ꎮ

应根据对结构的作用效应ꎬ 选择最高或最低水位ꎮ 考虑地下水的浮托力时ꎬ 其基础底面上的地

下水浮托力可按式 (５ ５ ５￣５) 计算ꎮ

ｐｆｗ ＝ γｗｈｗηｆｗ (５ ５ ５￣５)

式中: ｐｆｗ ———基础底面上的地下水浮托力 (ｋＮ / ｍ２)ꎻ

γｗ ———水的重力密度 (ｋＮ / ｍ３)ꎬ 可取 １０ ｋＮ / ｍ３ꎻ

ｈｗ ———可能出现的最高地下水位至基础底面 (不含垫层) 计算部位的竖向距离 (ｍ)ꎻ

ηｆｗ ———浮托力折减系数ꎬ 对于非岩质地基应取 １ ０ꎬ 对于岩质地基应按其破碎程度确定ꎮ

注: 当构筑物的基底位于地表滞水层内ꎬ 又无排除上层滞水措施时ꎬ 基底浮托力应按式

(５ ５ ５￣５) 计算ꎮ

５ ５ ６　 排水构筑物的一般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排水明沟、 暗沟沿纵向应设置变形缝ꎬ 变形缝的最大间距应符合表 ５ ５ ６￣１ 的要求ꎮ 在

构筑物纵向刚度突变处、 地基土有显著变化处、 承受的荷载差别较大处均应设置变形缝ꎮ 变形

缝应做成贯通缝ꎬ 缝宽可为 ２０ ｍｍ~３０ ｍｍ ꎮ 现浇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构筑物的施工缝ꎬ 宜设在

受力较小的截面处ꎬ 并结合变形缝设置ꎮ 变形缝内应填塞柔性且不易腐烂的防水物质ꎻ

表 ５ ５ ６￣１　 变形缝间距 (ｍ)

结构类别
砌体

混凝土预制块 石
现浇混凝土

钢筋混凝土

装配整体式 现浇

明沟 ２０ １５ ８ ３０ ２０

暗沟 — １５ １５ ４０ ３０

２　 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物底板下宜设一层 Ｃ１５ 混凝土垫层ꎬ 厚度可为 １００ ｍｍ~１５０ ｍｍꎻ

３　 混凝土的保护层厚度、 钢筋的锚固长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０) 中的有关规定ꎻ

４　 钢筋混凝土构筑物各部位构件的受力钢筋的最小配筋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０) 中的有关规定ꎬ 受力钢筋宜采用直径较小的钢筋配置ꎮ 墙、 板内受力

钢筋间距应不大于 ２５０ ｍｍꎻ

５　 钢筋混凝土构筑物的开孔处ꎬ 应采取必要的加强措施ꎻ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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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在钢筋混凝土盖板沟、 箱涵截面转角处一般按构造加腋ꎬ 加腋尺寸可取墙厚的 ０ ６５ ~

０ ８０ 倍ꎮ 加腋处构造钢筋直径可与墙内皮垂直筋相同ꎬ 间距为其两倍ꎻ

７　 在钢筋混凝土盖板沟、 箱涵每段端头 ５００ ｍｍ 范围内ꎬ 宜将横向钢筋加密ꎮ

５ ５ ７　 钢筋混凝土盖板明 (暗) 沟的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盖板沟的盖板应为钢筋混凝土实心板ꎬ 厚度不小于 ２００ ｍｍꎮ 盖板明沟的盖板应留有进水

孔ꎬ 道面范围内的盖板明沟盖板宜采用现浇ꎮ 盖板在侧墙上的搁置长度应不小于盖板厚度的

０ ７５ 倍ꎮ 暗沟预制盖板安装时应坐浆ꎻ

２　 穿越道面的盖板沟沟体应采用整体式钢筋混凝土结构ꎻ

３　 现浇钢筋混凝土侧墙的墙厚宜不小于 ２００ ｍｍꎬ 纵向钢筋的总配筋率宜不少于 ０ ３０％ꎻ

４　 砌体侧墙的墙厚应不小于 ３００ ｍｍꎬ 内墙面应采用水泥砂浆勾缝或抹面ꎻ

５　 钢筋混凝土矩形沟的结构计算约束条件ꎬ 可按表 ５ ５ ７￣１ 采用ꎻ

表 ５ ５ ７￣１　 钢筋混凝土矩形沟结构计算约束条件

连接部位 约束条件

盖板与侧墙的连接
盖板暗沟 铰接

盖板明沟 自由端

侧墙与底板的连接 弹性固定ꎬ 按节点变形协调进行计算

６　 混合结构的矩形沟的结构计算约束条件ꎬ 可按表 ５ ５ ７￣２ 采用ꎻ

表 ５ ５ ７￣２　 混合结构矩形沟结构计算约束条件

连接部位 约束条件

盖板与侧墙的连接

盖板暗沟 铰接

盖板明沟

有加固措施

(耳墙、 坐浆等)
铰接

无加固措施 自由端

７　 承受飞机荷载的盖板沟ꎬ 纵向受力可按弹性地基梁计算ꎻ 其他盖板沟可不进行纵向受力

计算ꎮ

５ ５ ８　 钢筋混凝土箱涵的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现浇钢筋混凝土箱涵的横截面受力计算可按弹性框架结构计算ꎻ

２　 侧墙、 顶板及底板的厚度应不小于 ２００ ｍｍꎻ

３　 纵向钢筋可按构造配置ꎮ 截面内外两层的最小总配筋率可按表 ５ ５ ８ 选用ꎬ 宜选择直径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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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的钢筋ꎻ

表 ５ ５ ８　 纵向钢筋配筋率

部　 位 顶　 板 墙 底　 板

配筋率 (％) ０ ２０~０ ２５ ０ ３０~０ ３５ ０ １５~０ ２５

４　 横向钢筋直径宜不小于 １０ ｍｍꎬ 间距宜为 １００ ｍｍ~２００ ｍｍꎮ

５ ５ ９　 排水管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排水管应具备足够的强度ꎬ 以承受外部荷载和管内水压力的作用ꎻ

２　 排水管的截面内力应按弹性中心法计算ꎮ 排水管基础可不进行纵向受力计算ꎻ

３　 排水管的基础、 接口做法应根据管材、 荷载、 地质条件等确定ꎻ

４　 承受飞机荷载的排水管ꎬ 如计算承载力不足ꎬ 可采用钢筋混凝土外包加固ꎮ

５ ５ １０　 砌体明沟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砌体明沟可采用梯形或矩形断面ꎻ

２　 梯形明沟可采用混凝土预制块或片块石砌筑ꎮ 梯形明沟的边坡根据稳定性计算确定ꎮ 浆

砌片块石的厚度可采用 ３００ ｍｍꎮ 混凝土预制块的厚度宜为 ６０ ｍｍ~１２０ ｍｍꎬ 其沟壁、 沟底外侧

宜设置碎石、 砂砾石或石灰土的垫层ꎻ

３　 矩形明渠可采用石砌结构ꎬ 侧墙可按挡土墙进行结构计算ꎻ

４　 在沟底以上有地下水及有冻害的地区ꎬ 应在砌体明沟的沟壁、 沟底外侧加设反滤层或防

冻垫层ꎬ 并在沟壁上预留泄水孔ꎮ

５ ５ １１　 Ｖ 形沟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Ｖ 形沟宜设置在土面区ꎻ

２　 Ｖ 形沟可采用现浇混凝土或浆砌混凝土预制块结构ꎮ

５ ５ １２　 盲沟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盲沟可采用梯形或矩形断面ꎬ 沟内宜设置渗水盲管ꎬ 盲管周围填充反滤材料ꎮ 当渗水量

较小或用于临时排水时ꎬ 也可采用无管盲沟ꎮ 盲沟反滤层外侧应采用土工布包裹ꎻ

２　 盲沟宽度根据流量确定ꎮ 有管盲沟的盲管内径宜不小于 １５０ ｍｍꎬ 盲沟两侧及顶部距盲管

管壁宜不小于 １５０ ｍｍꎬ 盲管管底距盲沟底宜不小于 １００ ｍｍꎻ 无管盲沟的宽度宜不小于 ５００ ｍｍꎬ

沟底设碎 (砾) 石流水层ꎬ 层厚应不小于 ２５０ ｍｍꎻ

３　 盲沟所用碎 (砾) 石应无杂质ꎬ 含泥量不大于 １％ꎮ

５ ５ １３　 集水井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集水井的进水口尺寸应根据水力计算确定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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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集水井的井体宜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ꎮ 雨水口箅子可采用铸铁、 铸钢或焊接钢结构ꎬ 其

边框应与井体混凝土一起浇筑ꎻ

３　 位于道面范围内的集水井ꎬ 其箅子应避开飞机轮子滑行路线ꎬ 表面应与相邻道面齐平ꎮ

位于土面区的集水井ꎬ 其箅子表面宜与相邻土面齐平ꎬ 其周围 １ ｍ 范围内的土壤表面宜采用防冲

刷措施ꎬ 其井底宜加深形成 ３００ ｍｍ~５００ ｍｍ 深的沉泥槽ꎮ

５ ５ １４　 检查井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检查井的井口ꎬ 如为圆形其直径应不小于 ７００ ｍｍꎻ 如为矩形其尺寸应不小于 ７００ ｍｍ×

７００ ｍｍꎻ

２　 检查井的井壁应设置爬梯ꎬ 爬梯的竖向间距可采用 ３５０ ｍｍꎬ 水平间距可采用 ３００ ｍｍꎻ

３　 检查井的井室尺寸应便于管道或暗沟的维护和检修ꎻ

４　 检查井井底宜设置流槽ꎬ 流槽顶部宽度应满足检修要求ꎻ

５　 兼作检查井用的集水井ꎬ 其井体应满足检查井的要求ꎬ 其井盖应满足集水井的有关

要求ꎮ

５ ５ １５　 出水口可采用砌体、 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结构ꎬ 宜采取防冲、 消能、 加固等措施ꎮ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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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场外排水和防洪系统

６ １　 一般规定

６ １ １　 场外排水系统应能将场内雨水通过排水干渠 (沟、 管) 输送至安全可靠的承泄区ꎮ

６ １ ２　 场外防洪系统应能防止场外洪水、 涝水、 融雪水侵入机场ꎮ

６ １ ３　 受山洪或泥石流威胁的机场ꎬ 应采取有效的拦截、 引导措施ꎬ 防止山洪或泥石流侵入机

场ꎻ 位于江河洪泛区的机场ꎬ 应采取修筑防洪堤或者抬高机场标高等措施ꎬ 防止河洪淹没机场ꎮ

６ １ ４　 填海机场或位于海边受海潮影响的机场ꎬ 应合理确定机场标高ꎬ 并采取修筑海堤等措

施ꎬ 防止海水及波浪对机场的入侵破坏ꎮ

６ １ ５　 沟渠应少占耕地ꎬ 宜利用原有的防洪体系和天然沟渠ꎮ 宜采用线路短、 转弯少、 沟床稳

定的选线ꎬ 减少与道路、 河渠、 地下管线等的交叉ꎮ

６ １ ６　 场外排水防洪设施应满足机场障碍物限制的要求ꎮ

６ １ ７　 设计洪水和设计潮位的计算、 场外排水防洪系统的构筑物设计应符合 «城市防洪工程设

计规范» (ＧＢ / Ｔ ５０８０５) 的有关规定ꎮ

６ ２　 场外排水和防洪系统的布置

６ ２ １　 排水 (洪) 沟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排水 (洪) 沟宜布置在机场用地边界以外ꎬ 当需要穿越机场时ꎬ 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保证

机场运行安全ꎻ

２　 排水 (洪) 沟的选线应根据地形、 洪水大小等确定ꎬ 宜布置在地面坡度适中、 土壤地质

条件较好的地段ꎻ

３　 排水 (洪) 沟的出口ꎬ 宜选择在河 (湖) 岸稳定的地段ꎮ 与河流相接时ꎬ 与河水流向的

夹角应不大于 ９０°ꎮ

６ ２ ２　 排洪涵洞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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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受地形或其他条件限制ꎬ 排洪沟无法绕过机场边界时ꎬ 也可采用排洪涵洞穿越机场的

方式ꎻ

２　 穿越机场的排洪涵洞宜沿原天然沟渠走向布置ꎮ 进出水口应与排洪沟顺水相接ꎬ 不宜有

较大的转角ꎮ 进出口应避开机坪及其他重要建构筑物ꎻ

３　 场内排水系统不宜与排洪涵洞直接相连ꎬ 但当场内沟、 管底位于洞顶以上时ꎬ 可用跌水

井与之相连ꎻ

４　 用于排除泥石流的排洪涵洞ꎬ 应沿原沟位置布置ꎬ 不宜作拦截、 归并或易位修建ꎮ 进出

口应顺直ꎬ 当进口上游段的沟槽不稳定时ꎬ 宜设置导流坝等构筑物ꎮ

６ ２ ３　 防洪堤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防洪堤宜利用现有设施ꎻ

２　 机场位于地势低洼的洪涝区域时ꎬ 宜修筑防洪堤ꎻ 机场标高低于附近河、 湖、 海、 水库

的防洪水位ꎬ 并且现有防洪设施不满足机场防洪要求时ꎬ 应设置防洪堤ꎻ

３　 沿河岸修筑的防洪堤ꎬ 其轴线宜与洪水流向平行ꎬ 受冲刷危害的岸堤应采取加固措施ꎻ

４　 防洪堤应选在地势较高的地段ꎬ 也可与公路路堤、 河 (湖、 海) 堤结合修建ꎮ

６ ２ ４　 承泄区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场外排水系统的承泄区应选择机场所在汇水区下游就近的河、 湖、 海或容量较大的排水

干渠ꎻ

２　 利用现状天然河道或人工排水干渠做承泄区时ꎬ 应核算其泄水能力ꎬ 必要时应对出口下

游河 (渠) 段进行拓宽、 整治ꎻ

３　 机场排水及防洪设施的设计应考虑承泄区的洪水位ꎮ

６ ３　 设计洪水和设计潮位

６ ３ １　 设计洪水和设计潮位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机场的防洪标准可按表 ６ ３ １ 确定ꎻ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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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３ １　 民用机场的防护等级和防洪标准

防护等级 机场类别 防洪标准ꎬ 重现期 (年)

Ⅰ ４Ｃ 及以上机场 ≥１００

Ⅱ ３Ｃ 以下运输机场 ≥５０

Ⅲ ３Ｃ 以下通用机场 ≥２０

　 　 注: １　 对于防护等级为Ⅰ等、 年旅客吞吐量大于或等于 １０００ 万人次的民用运输机场ꎬ 按 ３００ 年一遇的防

洪标准进行校核ꎻ 对于防护等级为Ⅱ等、 年旅客吞吐量大于或等于 ２００ 万人次的民用运输机场ꎬ 按

１００ 年一遇的防洪标准进行校核ꎮ

２　 民用机场的防洪标准不低于所在城市的防洪标准ꎮ

２　 设计洪水计算的内容ꎬ 应根据工程性质及当地洪水状况确定ꎮ 排洪沟应计算设计洪峰流

量ꎬ 防洪堤及承泄区应计算设计洪水位ꎻ

３　 在推求设计洪水之前ꎬ 应收集工程所在地区的水文、 气象、 地形、 流域状况等资料ꎬ 并

向当地有关部门了解该地区洪水计算的有关要求、 方法和参数ꎻ

４　 设计洪水计算中所依据的基本资料、 主要环节、 各种参数和计算成果应进行多方面的分

析检查ꎬ 论证其合理性ꎮ 宜采用调查的历史洪水分析成果或其他能收集到的资料做合理性检查ꎬ

也可采用两种以上方法的计算结果相互校核ꎻ

５　 具有实测洪水位资料时ꎬ 可用频率分析方法推求设计洪水位ꎮ 当缺乏实测洪水位资料

时ꎬ 应由设计洪峰流量通过水位—流量关系或用水力学方法间接推求设计洪水位ꎮ

６ ３ ２　 机场防洪工程设计洪水ꎬ 应计算洪峰流量、 不同时段洪量和洪水过程线的全部内容ꎮ

６ ３ ３　 设计潮位的分析计算应包括设计高潮、 低潮水位和设计潮水位过程线ꎮ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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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泵站和调蓄水池

７ １　 一般规定

７ １ １　 泵站站址宜靠近承泄区ꎬ 并满足机场障碍物限制的要求ꎮ

７ １ ２　 为削减排水系统外排洪峰流量、 减轻对下游承泄区的压力ꎬ 宜设置调蓄水池ꎮ

７ １ ３　 泵站设计应符合 «泵站设计规范» (ＧＢ / Ｔ ５０２６５) 的相关规定ꎮ

７ ２　 泵站

７ ２ １　 雨水泵站土建宜按远期规模设计ꎬ 水泵机组可按近期规模配置ꎮ

７ ２ ２　 雨水泵站应采用自灌式泵站ꎬ 水泵宜采用潜水泵ꎮ

７ ２ ３　 雨水泵站的设计流量应按泵站进水总管的设计流量计算确定ꎮ

７ ２ ４　 雨水泵的设计扬程应根据设计流量时的集水池水位与受纳水体平均水位差和水泵管路系

统的水头损失确定ꎮ

７ ２ ５　 水泵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水泵宜选用同一型号ꎬ 台数应不少于 ２ 台ꎬ 宜不超过 ８ 台ꎮ 当水量变化很大时ꎬ 可配置

不同规格的水泵ꎬ 但不宜超过两种ꎻ

２　 下穿通道的雨水泵站应设置备用泵ꎬ 其他雨水泵站可不设置备用泵ꎮ

７ ２ ６　 格栅栅条间隙可为 ５０ ｍｍ~１００ ｍｍꎬ 格栅过栅流速宜为 ０ ６ ｍ / ｓ~１ ０ ｍ / ｓꎮ

７ ２ ７　 集水池的有效容积应不小于最大一台水泵 ３０ ｓ 的出水量ꎮ 集水池宜分隔成进水隔间ꎬ 使

每台泵有各自单独的进水隔间ꎮ

７ ２ ８　 雨水泵站出水口的设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出水口位置应避让桥梁等水中构筑物ꎻ

２　 出流管的方向与河道水流的夹角应不大于 ９０°ꎻ

３　 出水口和护坡结构不得影响航道ꎬ 水流不得冲刷河道和影响航运安全ꎬ 出口流速宜小于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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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５ ｍ / ｓꎮ

７ ３　 调蓄水池

７ ３ １　 调蓄水池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排水沟、 管沿线附近如有天然洼地、 池塘、 景观水体ꎬ 可作为雨水调蓄池ꎻ

２　 飞行区内的调蓄水池可利用受净空条件限制无法建设其他构筑物的土地ꎻ

３　 调蓄水池不应位于升降带平整范围、 跑道端安全区、 导航台站保护区等区域ꎮ

７ ３ ２　 用于削减排水沟、 管洪峰流量时ꎬ 调蓄池的有效容积可按式 (７ ３ ２) 计算ꎮ

Ｖ ＝ － ０ ６５
ｎ１ ２

＋ ｂ
ｔ

× ０ ５
ｎ ＋ ０ ２

＋ １ １０æ

è
ç

ö

ø
÷ ｌｏｇ α ＋ ０ ３( ) ＋ ０ ２１５

ｎ０ １５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Ｑ × ｔ (７ ３ ２)

式中: Ｖ ———调蓄池有效容积 (ｍ３)ꎻ

α ———脱过系数ꎬ 取值为调蓄池下游设计流量和上游设计流量之比ꎻ

Ｑ ———调蓄池上游设计流量 (ｍ３ / ｍｉｎ)ꎻ

ｂ 、 ｎ ———暴雨强度公式参数ꎻ

ｔ ———降雨历时 (ｍｉｎ)ꎮ

７ ３ ３　 调蓄水池的放空时间宜不大于 １２ ｈꎬ 可按式 (７ ３ ３) 计算ꎮ

ｔ０ ＝ Ｖ
３６００Ｑ′η

(７ ３ ３)

式中: ｔ０———放空时间 (ｈ)ꎻ

Ｖ ———调蓄池有效容积 (ｍ３)ꎻ

Ｑ′ ———调蓄池下游设计流量 (ｍ３ / ｍｉｎ)ꎻ

η ———排放效率ꎬ 一般可取 ０ ３~０ ９ꎮ

７ ４　 其他

７ ４ １　 雨水泵站供电应按二级负荷设计ꎬ 特别重要的泵站应按一级负荷设计ꎮ 当不能满足要求

时ꎬ 应设置备用动力设施ꎮ

７ ４ ２　 雨水泵站的专用变电站宜采用站、 变合一的设置方式ꎮ 雨水泵站的生活用电系统应与站

用电分开设置ꎮ

７ ４ ３　 有人值守的雨水泵站内应设隔声值班室及通信设施ꎮ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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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４ ４　 雨水泵站应设置手动和自动两种控制方式ꎮ

７ ４ ５　 机场有多个雨水泵站时ꎬ 宜设置集中监控系统ꎮ

【条文说明】 集中监控系统监视并记录区域内雨水泵站的运行数据、 设备运行状态ꎬ 响应并处理

雨水泵站的报警ꎬ 控制或协调雨水泵站的运行ꎬ 在事故或紧急事件情况下进行应急处置ꎮ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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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暴雨强度公式的编制方法

Ａ １　 年多个样法取样

Ａ １ １　 本方法适用于具有 １０ 年以上自记雨量资料的地区ꎮ

Ａ １ ２　 计算降雨历时采用 ５ ｍｉｎ、 １０ ｍｉｎ、 １５ ｍｉｎ、 ２０ ｍｉｎ、 ３０ ｍｉｎ、 ４５ ｍｉｎ、 ６０ ｍｉｎ、 ９０ ｍｉｎ、

１２０ ｍｉｎ 共 ９ 个历时ꎮ 计算降雨重现期一般按 ０ ２５ 年、 ０ ３３ 年、 ０ ５ 年、 １ 年、 ２ 年、 ３ 年、 ５

年、 １０ 年统计ꎮ 资料条件较好时 (资料年数不少于 ２０ 年、 子样点的排列比较规律)ꎬ 也可统计

高于 １０ 年的重现期ꎮ

Ａ １ ３　 取样方法宜采用年多个样法ꎬ 每年每个历时选择 ６~８ 个最大值ꎬ 然后不论年次ꎬ 将每个

历时子样按大小次序排列ꎬ 再从中选择资料年数的 ３ 倍~４ 倍的最大值ꎬ 作为统计的基础资料ꎮ

Ａ １ ４　 选取的各历时降雨资料ꎬ 一般应用频率曲线加以调整ꎮ 当精度要求不太高时ꎬ 可采用经

验频率曲线ꎻ 当精度要求较高时ꎬ 可采用皮尔逊Ⅲ型分布曲线或指数分布曲线等理论频率曲线ꎮ

根据确定的频率曲线ꎬ 得出重现期、 降雨强度和降雨历时三者的关系ꎬ 即 Ｐ 、 ｉ 、 ｔ 关系ꎮ

Ａ １ ５　 根据重现期、 降雨强度和降雨历时三者的关系值求得 ｂ 、 ｎ 、 Ａ１、 Ｃ 各个参数ꎬ 可采用解

析法、 图解与计算结合法或图解法等方法进行ꎬ 将求得的各参数代入 ｑ ＝
１６７Ａ１(１ ＋ ＣｌｇＰ)

( ｔ ＋ ｂ) ｎ ꎬ 即

得当地的暴雨强度公式ꎮ

Ａ １ ６　 计算抽样误差和暴雨公式均方差ꎬ 宜按绝对均方差计算ꎬ 也可辅以相对均方差计算ꎮ 当

计算重现期在 ０ ２５ 年~１０ 年时ꎬ 在一般强度的地方ꎬ 平均绝对均方差宜不大于 ０ ０５ ｍｍ / ｍｉｎꎮ

在较大强度的地方ꎬ 平均相对均方差宜不大于 ５％ꎮ

Ａ ２　 年最大值法取样

Ａ ２ １　 本方法适用于具有 ２０ 年以上自记雨量资料的地区ꎬ 有条件的地区可用 ３０ 年以上的雨量

系列ꎬ 暴雨样本选样方法可采用年最大值法ꎮ 若在时段内任一时段超过历史最大值ꎬ 宜进行复

核修正ꎮ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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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２ ２　 计算降雨历时采用 ５ ｍｉｎ、 １０ ｍｉｎ、 １５ ｍｉｎ、 ２０ ｍｉｎ、 ３０ ｍｉｎ、 ４５ ｍｉｎ、 ６０ ｍｉｎ、 ９０ ｍｉｎ、

１２０ ｍｉｎ、 １５０ ｍｉｎ、 １８０ ｍｉｎ 共 １１ 个历时ꎮ 计算降雨重现期宜按 ２ 年、 ３ 年、 ５ 年、 １０ 年、 ２０ 年、

３０ 年、 ５０ 年、 １００ 年统计ꎮ

Ａ ２ ３　 选取的各历时降雨资料ꎬ 应采用经验频率曲线或理论频率曲线加以调整ꎬ 一般采用理论

频率曲线ꎬ 包括皮尔逊Ⅲ型分布曲线、 耿贝尔分布曲线和指数分布曲线ꎮ 根据确定的频率曲线ꎬ

得出重现期、 降雨强度和降雨历时三者的关系ꎬ 即 Ｐ 、 ｉ 、 ｔ 关系ꎮ

Ａ ２ ４　 根据重现期、 降雨强度和降雨历时三者的关系求得 ｂ 、 ｎ 、 Ａ１、 Ｃ 各个参数ꎬ 可采用图解

法、 解析法、 图解与计算结合法等方法进行ꎮ 为提高暴雨强度公式的精度ꎬ 一般采用高斯—牛

顿法ꎮ 将求得的各参数代入 ｑ ＝
１６７Ａ１(１ ＋ ＣｌｇＰ)

( ｔ ＋ ｂ) ｎ ꎬ 即得当地的暴雨强度公式ꎮ

Ａ ２ ５　 计算抽样误差和暴雨公式均方差宜按绝对均方差计算ꎬ 也可辅以相对均方差计算ꎮ 计算

重现期在 ２ 年~２０ 年时ꎬ 在一般强度的地方ꎬ 平均绝对均方差宜不大于 ０ ０５ ｍｍ / ｍｉｎꎮ 在较大强

度的地方ꎬ 平均相对均方差宜不大于 ５％ꎮ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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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ꎬ 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ꎬ 说明如下:

１) 表示很严格ꎬ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ꎬ 反面词采用 “严禁”ꎮ

２) 表示严格ꎬ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ꎬ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ꎮ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ꎬ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ꎬ 反面词采用 “不宜”ꎮ

４) 表示有选择ꎬ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ꎬ 采用 “可”ꎮ

２　 本规范中指定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时ꎬ 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

定” 或 “应按的规定执行”ꎮ 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 规范和其他规定执行时ꎬ 写法为 “可

参照”ꎮ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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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ꎮ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ꎮ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ꎮ

[１]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４)

[２]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３] «民用航空运输机场安全保卫设施建设标准» (ＭＨ ７００３)

[４]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ＧＢ / Ｔ ５０４７６)

[５]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０)

[６]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０９)

[７]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道面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４)

[８]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 (ＧＢ / Ｔ ５０８０５)

[９] «泵站设计规范» (ＧＢ / Ｔ ５０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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