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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绿地在海绵体系构建过程中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不仅能够鲜明地对雨

水产生截留、净污、存储等功能，而且是城市景观风貌的重要组成。从城市水环

境的保护与构建、水资源的补给与循环以及城市景观风貌的营造来看，城市绿地

规划势必会受到海绵城市建设的冲击，新类型的绿地产生、绿地规划结构的完善、

绿地海绵效应指标的具体化和明确化以及绿地海绵系统规范化势必在必行。海绵

城市建设将对传统绿地规划理念产生影响，其也会在绿地规划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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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绵城市”概述 

  1.1 海绵城市的内涵 

海绵城市，顾名思义是借海绵的物理特性来形容城市的某种功能，国内外多

有学者运用该概念来形象比喻城市吐纳雨水的能力[1]。根据相关资料，概念最早

可追溯到 2003 年，北京大学俞孔坚和李迪华教授共同出版的《城市景观之路：

与市长交流》一书中最早将“海绵”的概念比喻自然湿地、河流等对城市旱涝灾害

的调蓄能力[2]。我国《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中对海绵城市的概念进行明确定

义：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

“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

[3]。 

总体来说，海绵城市的建设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1）保护原有生态系统；

（2）恢复和修复受破坏水环境；（3）运用低影响开发措施建设城市生态环境[4]。

海绵城市的建设除了要充分发挥湖泊，河流等自然水体的雨水调蓄功能外，还需

要重视城市绿地的海绵功能。城市绿地除了为城市提供休闲，生态功能外，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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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满足对城市雨水的吸收与释放功能，充分发挥城市绿地对雨水管控能力，实现

城市雨水管理由“外排”向“内蓄”的转变。建设海绵城市，就是建立一个合理的水

资源调配系统，实现合理的水资源循环，为城市的绿地建设提供水资源的供给，

例如道路两旁绿地、公园绿地等，保障其水循环的自然顺畅，地表径流持良性发

展，城市绿地环境更加优质。[5] 

  1.2 海绵城市与绿地规划的联系 

海绵城市的建立主要是通过与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各专项规划相结合，其中就

包括绿地规划，以实现雨水系统的建立与完善。依托绿地系统这一载体构建的海

绵城市，借助一系列雨水系统开发的技术措施，可以较好的实现城市对于雨水的

调控与治理。海绵城市系统与城市绿地系统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辩证关

系。海绵城市在建设的过程中重视绿地系统对城市雨水的有效调控，包括雨水的

峰值流量、径流量和径流污染这几个方面，因此对绿地的规划设计要求较为严密

细致；绿地系统规划可以在规划的各阶段对各种城市绿地进行定性、定量和定位

等方面进行有序安排，以形成一个较为功能合理、结构完善的空间系统，从而对

海绵城市的规划设计进行指导和调控。[6] 

通过对城市功能及城市用地构成进行分析,城市绿地在雨水渗透、滞留、截污

净化等方面有鲜明的优势: 绿地植物树冠、根茎、土壤等的截留, 可以降低雨水

径流的速度和去除部分污染物; 植被层、种植土层等可以满足雨水的渗透; 而雨

水花园、湿地、下沉式绿地等可以实现雨水的蓄留。由此可见, 城市绿地对海绵

城市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它是实现海绵城市目标的重要载体之一。[7] 

 

2、海绵城市建设对绿地规划理念的影响 

2.1 传统绿地规划观念的转变与提升 

城市绿地对雨水的渗透、滞留、净化等作用，是城市绿地部分生态功能的体

现。传统绿地系统规划虽然也强化对绿地生态功能及效益的重视，强调通过丰富

绿地类型、完善绿地布局结构、强化绿地建设指标和推广相关树种的应用来凸显

绿地生态功能；重视和强化绿地建设的系统观，重视绿地点、线、面的联系。而

海绵城市则在此基础上，更深入研究对中微观层面的绿地空间建设在雨水循环方

面的作用[18]。海绵城市的这一特点，将影响城市在宏观规划布局绿地时，会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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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全面考虑城市及区域水环境组成特点、降水分布情况、雨水收集处理目标以及

城市水系统循环保护的目标来综合协调绿地系统“量”的确定、“位”的布局和“质”

的保障。需确定城市绿地的数量和具有“海绵效应”的绿地比重，并合理规划布局

绿地，使得绿地与自然河道、林地空间及其他具有海绵效应的用地空间尽可能实

现具有联系的循环系统。在此基础上，强化后期绿地建设技术对规划目标实现的

保障。 

  2.2 丰富绿地类型和完善绿地功能 

不同的绿地类型及构成形态，在雨水自然循环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具有差异性，

而且根据各地水文气象条件及城市水问题的不同，对基于海绵城市发展目标下的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及建设提出机遇和挑战。传统的城市绿地虽然具有一定的对降

雨的渗透、存储、净化等功能，但是遇到强降雨或大暴雨时，绝大多数的降雨还

是会形成径流排放出去。这对水源比较紧缺尤其是一些干旱地区的城市来讲是非

常可惜的。这种情况，则强调城市绿地系统对雨水的蓄留、储存和利用[19]。而对

于水源比较充足的地区，则关注绿地系统对雨水的渗透和调节。显然，传统的绿

地类型中只有如湿地、下沉式绿地等具有较为鲜明的存储、调节作用。鉴于此，

在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方面，对绿地的雨水储存功能进行相关研究，并产生

一些新的绿地类型，如雨水花园[20]。鉴于海绵城市的建设目标及雨水花园的作用，

我国在探索海绵城市的实践道路上，雨水花园的实践将不断被借鉴应用到海绵城

市中；并且结合城市景观环境的建设，雨水花园与城市园林绿地的建设将由点到

面、由面到域。对雨水花园及其他新型绿地类型的研究，将从小尺度的绿地空间

提升到大尺度的绿地系统[8]。而随着对海绵城市探索的深入，未来除了雨水花园

等典型性绿地外，必然还会延伸出新型的绿地类型，而这也将进一步完善和强化

绿地在水循环方面的海绵效应。 

  2.3 强化绿地系统整体布局结构 

城市绿地根据形态分为点状、线状及面状绿地，各种形态的绿地在海绵城市

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点状绿地主要是分散、散点式分布的公园绿地，虽然单个

绿地面积尺度大，但是分散，且覆盖比重没有面状的附属绿地范围广。因此，对

于整个城市来讲，需要通过线状的可渗透式的城市街道绿地、植草沟、生态沟等

将尺度大的点状公园和覆盖面广的附属绿地联系起来，形成完整的绿地系统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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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构建点线面相结合的布局结构，共同控制雨水径流量、控制雨水峰值和雨

水调蓄存储，促进雨水的自然、生态循环。[21] 

  2.4 绿地规划海绵效应相关指标的具体化和明确化 

目前衡量及评价城市园林绿地建设状况主要以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绿地率、

绿化覆盖率为主。而一般的园林绿地与湿地、雨水花园和暴雨花园等比较起 

来，在海绵效应上具有较大的差异，并且对于同一个城市，园林绿地数量的多寡

在海绵体系中的作用也有差异。显然，单靠目前的常用规划指标无法达到有针对

性地来引导和发挥城市绿地系统的海绵效益[16,17]。因此，从城市整体角度出发，

需要配置多少量的城市绿地及湿地、雨水花园和其它具有鲜明海绵效应的绿地类

型，则需要根据城市水文和降雨情况来综合考虑。而随着绿地系统规划观的不断

发展和海绵城市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入，相关的规划指标将更具体化和明确化。 

  2.5 推动绿地建设技术的发展 

根据胡楠等人的研究，城市绿地系统在海绵城市体系中对雨水径流的控制率

约为 30%~40%[9]，而根据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10,11]，不同植物群落、不同绿地类

型及同一绿地类型如雨水花园，由于结构层的厚度的不同，削减径流及污染物能

力具有差异。随着对绿地海绵效应的认识及相关实践的不断开展，对绿地系统尤

其是海绵效应突出的绿色屋顶、生态沟、雨水花园、暴雨花园等建设技术势必更

加成熟完善。 

  2.6 绿地规划规范和标准的完善和制定 

雨水系统的管理涉及多部门、多单位，同时涉及多方利益。为更好地推进海

绵城市的构建，首先要建立较为健全的规划及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规

范性文件管理和引导规划及行政管理行为。同时，应根据中国目前城市化进程的

状态，区分不同城市化阶段的地区绿地系统规划建设的指标及目标。针对已建成

区，侧重对局部重点空间地段的城市绿地的海绵效应；针对新城区，则应尽量构

建点线面联系的绿地海绵体[12]。这些都需要通过规范性文件来实现管理控制的

目标。 

 

3、海绵城市理念在城市绿地规划中的实际应用 

3.1 以湿地保护为特色的群力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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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哈尔滨市群力公园就是以湿地保护为基础的，其从根本上保护了自然环

境，建造出宜居城市。其具体措施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尽可能的保留原有

的湿地面貌，同时尽量的恢复因为城市发展大力建设而丧失的生态多样性；通过

湿地来保证边缘土方的平衡性，制造植物缓冲区域，对于雨季初期雨水有比较好

的净化和拦截效果[15]；湿地内的雨水调蓄和排放能够保证雨水有效的收集到储

水湿地内，不仅能够形成观赏性非常好的景观，同时还具有较高的实用性；通过

建设高架栈道让游客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自然美景，让人深入到自然景色之中，

同时还能够降低对于雨水的阻挡障碍，进而保证实地自然生态循环系统的合理运

行[13]。 

3.2 以雨水回收为主要特点的 Cannal Park 

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Cannal Park是以低影响开发雨水回收系统的典型案例。

通过在公园内部设置绿色屋顶、雨水花园以及生态树池与雨水收集箱进行连接，

雨水中比较脏的一部分水源直接收进 2 号水箱，然后经过一系列的净化处理之后

将其输送到 1 号水箱，然后在进入到水循环系统后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Cannal 

Park 的整个雨水回收使用系统每年可以收集大约 1.075 万 m3 的雨水径流，其中

有一半的雨水能够直接利用。同时能够保证整个公园的 60%非饮用水的使用，还

能够有效的减轻城市管网的压力[13]。 

3.3 海绵城市规划理念应用 

在城市规划理念应用中，海绵城市生态设计理念的实际作用主要是在应用的

过程中，能够将“依山抱水”的格局以及植物现状体现，在经过对自然条件与自然

过程中和当地气候特点分析的基础上，对场地进行合理的设计。通过“LID”技术

的应用让场地的吸收与滞纳雨水功能实现，从而形成以自然生命力为技术的 “雨

水花园”系统，并且，能够有效的保证开发前后的水文情况不受到影响。同时，

在经过集中式布局的形式，实现了对场地资源的最小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绿化隔离带+功能区+生态区”的结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休闲的生活

要求。[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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