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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FD模拟的不同下垫面对城市热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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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已经造成了诸多生态环境问题，其中城市热环境问题尤为突出。本研究以福州市为例，

应用 CFD软件模拟 6种不同下垫面和 3种不同绿化形式对城市热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自然透水下垫面对城市的

热环境改善效果较好，而人造硬质下垫面对城市的通风改善效果较好，乔木对降低场地内的温度和风速方面有明显

的作用，而灌木和草地则对促进空气流通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研究提出，在城市规划和景观设计中，应综合考虑

场地的需求与限制条件，合理采用不同下垫面组合和不同绿化形式植物的搭配来对城市风热环境进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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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Different Underlying Surfaces on Urban Thermal
Environment Based on CFD Simulation
CHENGan, ZHUOZhi-xiong, ZHANGHua-rong, AI Jia-bei, HUANGQi-tang*
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 construction has caused man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s, especially the
urban thermal environment. In this study, taking Fuzhou as an example, CFD software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effects of six
different underlying surfaces and three different greening forms on the urban thermal environment. The results show: natural
permeable underlying surface has a better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hermal environment, while the artificial
underlying surface has a better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ventilation in the city. Trees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ducing
temperature and wind speed in the site, while shrubs and grasslands have certain advantages in promoting air circulation.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in urban planning and landscape design, we should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he requirements and
constraints of the site and reasonably adopt the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underlying surfaces and different greening forms of
plants to improve the urban wind and heat environment.
Keywords: Thermal environment; CFD; underlaying surface; landscape planning

20世纪以来，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更新改造以及人

口急剧增长对城市造成了诸多生态环境问题，其中城市热环境问题尤为突出[1,2]。城市热环境的形成

原因、分布特征，演变机制等问题的研究受到了众多学科领域的广泛关注[3]。

城市热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城市下垫面性质改变、人为热和大气污染等，其中下垫面性

质的改变是造成“热岛效应”的重要因素[4,5]。国内外关于不同下垫面对热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

裔传祥等利用卫星遥感图像获取城市土地覆盖类型与地表温度信息，发现城市用地是城市热岛的主

要贡献因素[6]。孙明等利用卫星遥感数据反演地表温度，认为城市绿地和水体对城市热岛效应具有

明显的降温作用[7]。陈宏等通过采用WRF模型进行城市尺度的气候模拟分析后认为水体有明显的城

市气候调节作用[8]。计算流体动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技术的蓬勃发展给城市

热环境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Ali研究考察了 CFD在微观和中观尺度上的综合城市设计和景观设计

的实际应用[9]。刘艳红运用 CFD技术，结合遥感图像，对城市中的绿地空间格局在垂直和水平方向

上进行温度分布和风速分布模拟，发现楔状绿地格局具有较好的降温效应[10]。冯娴慧应用 CFD模拟

社区建筑群与绿地之间的风热环境变化，发现绿地的布局方式与建筑群之间的风热效应密切相关[11]。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多从城市整体的角度下研究下垫面与城市热环境的关系，鲜有分析不同下

垫面的具体物理性质对城市热环境影响的研究。因此，在进行城市规划与园林设计时，如何通过下

垫面物理性质和不同绿化形式来改善城市的风热环境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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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域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福建省省会福州位于东经 118°08′~120°31′，北纬 25°15′~26°39′，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最热

月平均温度 29.2 ℃，最高气温超过 40 ℃。地貌类型属于典型的河口盆地，盆地四周被群山峻岭所

环抱，其海拔多在 6001000 m 之间，近 30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

空间范围急剧扩大，工业用地、居住地和交通用地等城镇建设用地不断扩张侵占城镇边缘区的耕地，

对城市的热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城市＂热岛效应＂愈加明显。

研究地块选取福州市鼓楼区温泉公园及周边社区，面积 96 hm2，研究地块建筑形式多样，既有

新式高层商业中心，也有上世纪旧式低层住宅，如图 1。

图 1 模拟场地卫星图

Fig.1 Simulation site satellite map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 CFD（计算流体动力学）领域中的一个著名软件 PHOENICS，它广泛应用于暖通空

调、环境、能源动力等各个领域，它可以用来模拟流体流动、传热及相关现象。该软件是通过建立

数学物理模型，确定计算区域，划分网格，设置边界条件，迭代收敛等方法对建筑室外风环境进行

数值求解的一种研究方法，较好地模拟城市风热环境，已经广泛运用于城市环境领域的研究。

图 2 模拟场地 CAD模型

Fig.2 Simulation site CAD model
模型的建立是通过遥感图像和实地勘察，以含等高线的 CAD地形图为基础，创建模拟实验可运

算的城市 3D模型，简化模型如图 2。模拟计算法则采用 PHOENICS提供的基于有限体积法的 SIMPLE
算法。将主要研究区域网格加密，周围区域设置增长型网格。湍流模型选用基于 Reynolds 平均法

（RANS）的标准 k-模型，相关方程如下：

（1）湍流粘性：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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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0.09，C1=1.44，C2=1.92，k=1.0，=1.3为模型常数[12]。

1.3 边界条件

根据《城市居住区热环境设计标准》JGJ 286-2013中夏季典型气象日气象参数显示福州市夏季

正午时刻太阳的直射与散射强度为 660 W/m2和 320 W/m2，通过《中国建筑热环境分析专用气象数

据集》得到福州市夏季室外平均风速为 3.4 m/s，夏季最多风向东南风。在大气层边界层中，由于地

表存在粗糙元，阻碍气体流通，平均风速随高度发生变化，其变化规律可以表示为：

00 Z
Z

U
U a

z  (5)

式中：UZ为高度 Z处的水平方向风速；U0为参考高度 Z0处的风速，a为由地形粗糙度所决定的

指数。参照《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本地块 a取 0.2。

1.4 下垫面类型

城市自然透水下垫面主要包括绿地、水体等，人造硬质下垫面类型主要包括混凝土、沥青和花

岗岩等地面铺装，本研究选择城市中常见的草地、裸土、混凝土、沥青以及花岗岩铺装等共 6种类

型建模。表 1 为参考《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2016 中提供的不同下垫面的热工设计计

算参数。

表 1 下垫面热工设计技术参数表

Table1 Technical parameters for thermal design for underlying surface
类型

Type
比热容/j/kg·℃

Specific heat capacity
导热系数/w/m·℃

Heat conductivity coefficient
吸收系数

Absorption coefficient
a(草地) 1010 0.95 0.38
b(裸土) 1010 0.95 0.38
c(透水砖) 1050 0.98 0.68
d(混凝土) 920 1.51 0.70
e(花岗岩) 920 3.49 0.68
f(沥青) 1680 1.01 0.70

注：草地冠层高度 0.2 m，叶面积密度 4 m2·m-3，下部土壤参数与 b（裸土）相同。

Note: Height of grassland canopy was 0.2 m, leaf area density was 4 m2·m-3, lower soil parameters were same as b (Bare soil).

2 研究结果分析

通过导入模拟场地 CAD模型到 PHOENICS软件，设定下垫面物理性质和边界条件后进行实验

模拟，选择某晴朗夏季的正午时刻，输出 1.5 m 人行高度处的温度分布图和风速分布图，比较不同

类型下垫面对热环境的影响并分析其原因。

2.1 下垫面类型差异分析

2.1.1 温度分布结果分析 通过不同类型下垫面 1.5 m 人行高度温度分布图(图 3)可得，6种下垫面的

平均温度依次为，草地：30.42 ℃、裸土：30.56 ℃、透水砖：31.06 ℃、混凝土：31.27 ℃、花岗岩：

31.37 ℃、沥青：31.41 ℃，其中，自然透水下垫面的平均温度低于人造硬质下垫面，因此对于需“降
温型”地块的设计应较多使用自然透水下垫面。在相同太阳辐射条件下，模拟场地内草地下垫面的温

差最小，人体舒适度最好，而沥青下垫面的温差最大，人体舒适度最差。

通过比较 a（裸土）与 c（透水砖）的人行高度温度分布图 3a、图 3c可以发现，a（裸土）的平

均温度较低，温差较小，人体舒适度较好，两者的比热容和导热系数相近，但透水砖的吸收系数较

大，吸收的太阳辐射较多，可以得知下垫面吸收系数越小降温效果越好。比较图 3d（混凝土）和图

3e（花岗岩）可以发现，e（花岗岩）平均温度较高，人体舒适度较差，两者的比热容相同，吸收系

数相近，而花岗岩导热系数较高，可以得知下垫面导热系数越小降温效果越好。比较图 3c（透水砖）

和图 3f（沥青）的人行高度温度分布图可以发现，f（沥青）的平均温度较高，热舒适性较差，两者

的吸收系数和导热系数相近，而沥青的比热容相对较大，可以得知下垫面比热容越小，降温效果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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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因此可以通过选择不同比热容、吸收系数和导热系数的下垫面来改善城市热环境。

(a)草地 Grassland (b) 裸土 Bare soil (c) 透水砖 Water permeable brick

(d) 混凝土 Concrete (e) 花岗岩 Granite (f) 沥青 Pitch
图 3 1.5 m高度温度分布图

Fig.3 Temperature profile at the 1.5 m height
2.1.2 风速分布结果分析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4对绿色建筑的评价中室外风环境占

4 个评分项，总分值达 6分。可见室外风环境对绿色建筑的评价占有一定的重要性。风是由空气流

通导致的一种自然现象，它是由地表受热不均引起的。太阳光照射在地球表面上，使地表温度升高，

地表的空气受热膨胀密度变小而往上升。热空气上升后，低温的冷空气横向流入，这种空气的流通

就产生了风[13]。城市内部风环境的影响因素很多，与城市地形条件，路网街道形态，建筑布局密度

等息息相关，本研究中不同下垫面受热不均产生局部热压差是对城市风速分布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

(a)草地 Grassland (b) 裸土 Bare soil (c) 透水砖 Water permeable brick

(d) 混凝土 Concrete (e) 花岗岩 Granite (f) 沥青 Pitch
图 4 1.5 m高度风速分布图

Fig.4 Wind speed profile at the 1.5 m height
通过比较 a（裸土）与 c（透水砖）的人行高度风速分布图 4a、图 4c可以发现，c（透水砖）的

平均风速较高，风速差较大，对环境内空气的通风效果较好，两者的比热容和导热系数相近，但透

水砖的吸收系数较大，吸收的太阳辐射多从而引起地表空气快速流动，可以得知下垫面吸收系数越

大通风效果越好。比较图 4d（混凝土）和图 4e（花岗岩）可以发现，e（花岗岩）平均风速较高，

通风效果较好，两者的比热容相同，吸收系数相近，而花岗岩导热系数较高，传递热量能力强，可

以得知下垫面导热系数越大通风效果越好。比较图 4c（透水砖）和图 4f（沥青）可以发现，f（沥青）

的平均风速较高，风速差较大，通风效果较好，两者的吸收系数和导热系数相近，而沥青的比热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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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大，可以得知下垫面比热容越大，通风效果越好。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得出，人造硬质下垫面

的平均风速高于自然透水下垫面，因此对于需“通风型”地块的设计应较多使用人造硬质下垫面。但

是风速差值过大会引起环境舒适度的降低，我们在进行城市规划和景观设计时，应综合考虑到太阳

辐射对城市风环境的影响，对于需“通风型”地块可以使用人造硬质下垫面，对于需改善风环境的地

块可以使用自然透水下垫面。

总体来看，不同物理热工学性质的下垫面对城市风热环境产生的影响各不相同，不同类型地块

的设计对下垫面种类的需求也不同。除此之外，建筑物密度，路网街道的形态等其他因素对城市风

热环境也会产生影响。因此，在进行城市规划和景观设计时，应综合考虑场地的需求与限制条件，

合理采用不同下垫面组合来对城市风热环境进行改善。

2.2 不同绿化形式差异分析

图 5 不同绿化形式模拟模型示意图

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simulation model of different greening forms
目前在城市园林设计中，关于绿化形式的设计尤其是植物种植设计，大都参照美学原则，而较

少考虑绿化形式对城市风热环境的影响。本研究参照福州市常见居住区的布局，建立理想化模型。

模型平面如图 5，居住区面积为 300 m×200 m，按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93中规

定居住区绿地率不应低于 30%进行模拟，绿地面积为 180 m×100 m，各方案植物参数设定如表 2。
模拟气象参数、边界条件与上述福州市模拟完全相同，温度风速分布结果如图 6。

表 2 植物参数设定表

Table 2 Setting table of the plant parameter
类型
Type

高度/m
Height

平均叶面积密度/m2·m-3

Average leaf area density
草地 0.2 4
灌木 0.6 2
乔木 10 1

(a)草地 Grassland (b) 灌木 Shrub (c) 乔木 Arbor
图 6 1.5 m高度温度分布图

Fig.6 Temperature profile at the height of 1.5 m

(a)草地 Grassland (b) 灌木 Shrub (c) 乔木 Arbor
图 7 1.5 m高度风速分布图

Fig.7 Wind speed profile at the 1.5 m 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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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3个方案的 1.5 m人行高度温度分布图（图 6）可以看出，人行高度处温度排序依次是：灌

木>草地>乔木。比较温度分布结果可以得知：乔木对于热环境改善的效果最好，原因是乔木冠层的

遮荫作用减少了地表对太阳辐射的吸收，草地和灌木温度差异甚微，但草地温度略低于灌木，原因

是灌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空气流动，降低了来流风速，因此对于急需“散热型”地块可以多运用乔

木的植物种植设计，而对于阴冷潮湿地块则应多运用灌木或草地的植物种植设计。

比较 3个方案的 1.5 m人行高度风速分布图（图 7）可以看出，人行高度处风速排序依次是：草

地>灌木>乔木。比较风速分布结果可以得知：乔木对来流风速的阻碍作用最大，减少来流风对场地

的影响，降低了场地内空气流通，场地内平均风速较低。草地和灌木对来流风速的阻碍作用较小，

来流风对场地影响较大，场地内平均风速较高。因此对于需防风防沙城市可以多运用乔木的种植设

计，对于需“通风型”地块可以采用灌草结合的植物种植设计。

3 结 论

在城市规划和景观设计中，不同下垫面对城市的风热环境产生不同的作用。在降低夏季室外温

度，减轻热岛效应方面，绿地和土等自然透水下垫面有明显的作用，因此在夏季高温炎热，人体舒

适度较差的场地，宜较多采用自然透水下垫面来改善场地的热环境。而花岗岩、沥青和混凝土等人

造硬质下垫面对于引起空气流通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对于夏季潮湿无风或者周边存在一定污

染源的场地中，宜较多采用人造硬质下垫面来改善场地通风条件。

对于植物种植的设计，应考虑不同绿化形式对城市风热环境的影响，乔木对降低场地内温度，

降低场地风速方面有明显的作用，而灌木和草地则对促进场地空气流通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

在植物种植设计中，应合理搭配乔灌草，既要保证舒适的温度环境，也要保证适宜的风环境，对城

市风热环境问题进行综合改善。

城市热环境形成的原因还受到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本研究的模拟中，将其他因素对热环

境的影响都假设为是相同的，只考虑下垫面物理性质差异和不同绿化形式对城市热环境的影响，而

在实际工作中，其他因素对城市热环境的影响是根据特定的环境而变化的，将 CFD作为设计或规划

的辅助工具时，不能完全依赖 CFD模拟来寻求答案，而是必须根据设计目标解决关键问题，必须加

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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