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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绿地规划设计研究 

摘要：海绵城市建设是当前中国应对城市多种水生态安全问题的重点研究工作

之一。城市绿地作为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的重要载体，逐渐成为我国海绵城市

体系构建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不仅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甚至还会对

城市未来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文章围绕海绵城市理念、海绵城市对城市绿

地建设的影响及海绵城市理念下城市绿地规划建设的模式探讨等方面对基于海

绵城市理念的城市绿地规划设计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海绵城市，城市绿地，规划建设 

Research on Planning and Design of Greenland Based on Sponge City Concept 

Abstract: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is one of the key research tasks for China to cope with 

multiple urban water ecological security issues.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developing low-

impact rainwater systems, urban green land has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main research 

targe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ponge city systems in China. It not only affects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urban residents, but also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urban green spac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ponge city, focusing on the concept of sponge city, the impact of sponge city on urban green 

space construction, and the discussion on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urban green space 

under the concept of sponge city. 

Keywords：Sponge City, Urban Green Spac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1 海绵城市理念 

1.1 海绵城市内涵 

海绵城市比喻城市像海绵一样，对水资源进行有效的收集与利用，即指遇到

降雨时城市社区能够就地或就近吸收、存蓄、渗透、净化雨水，补充地水、调节

水循环；在干旱缺水时有条件将蓄存的水释放出来，并加以利用，从而让水在城

市中的迁移活动更加“自然”，同时丰富城市景观，增强城市生态功能，让城市更

加宜居[1]。海绵城市理念究其根本是在维持原有自然水循环的基础上，进行城市

的建设，因地制宜开发利用，合理利用自然降水、地表水和地下水，形成可持续

的雨水循环系统[2]，对城市的水资源进行整合与分配，让城市地下水循环系统更

加科学合理。 



1.2 海绵城市与城市绿地 

与城市传统的依靠市政排水管网系统及末端水处理设施的管理模式不同，海

绵城市—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LID）更重视和强化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或城乡

规划上，充分考虑城市用地尤其是城市绿地、广场、街道对雨水截留、保渗、调

蓄的作用[3]。近年来我国多个城市如北京、武汉等发生严重内涝，引起了广泛关

注[4]，城市绿地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调蓄雨水径流量、峰值

流量及削弱雨水污染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合理利用城市绿地缓解城市雨洪问题对

于改善城市水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在海绵城市理念下进行绿地规划，即利用城市绿地在雨水渗透、滞留、截污

净化等方面的优势: 绿地植物树冠、枝干、根茎、土壤等的截留，可降低雨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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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花

园、湿地、下沉式绿地等可实现雨水的蓄留[5]。城市绿地对城市水资源的合理利

用，是确保城市水循环的流畅与地表径流的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 

2 海绵城市理念下城市绿地规划建设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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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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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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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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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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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花园是指在种有园林树木的园林绿地低洼

区域，通过一定的工程技术处理，将雨水滞留渗透下来补充地下水，集雨水收集

与园林游憩观光为一体。代表案例有塔博尔山中学雨水花园、波特兰市西南第 12

大道绿街工程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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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形成完整的绿地系统布

局形态，构建点线面结合的布局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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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绿地规划海绵效应相关指标具体化和明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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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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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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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海绵城市理念下绿地规划设计模式探究 

3.1 下沉式绿地 

当前，城市公园绿地的雨水系统主要包括储存、回收利用、入渗、排水以及

管路等五个组成部分。而通过下沉式绿地的设计，能够实现对雨水的合理应用，

将雨水进行储存与净化。下沉式绿地是浅而平的绿地低洼区（最低点与溢流排放

设计水位的高差一般不超过 25 cm），主要利用绿地下沉式建设形成的调蓄空间，

临时蓄存雨水，并使其在规定时间内渗透排空[9]。在保证绿地使用安全、植物正

常生长的前提下，下沉式绿地要对受纳汇水区雨水外排总量进行控制，超过绿地

蓄渗容量的雨水可经溢流雨水口，排入雨水管渠系统外排。由于一般绿地的土壤、

植被和微生物等对径流污染的控制作用有限，下沉式绿地未特意设计污染物过滤、

植物净化功能。 

设计下沉式绿地需要与环境相结合，应充分考虑周围建筑、道路高程等一系

列因素，使雨水能够缓慢流入下沉式绿地中。道路周围的下沉式绿地一般设置在

路缘石和人行横道之间，由于下沉式绿地靠近机动车道和人行横道，所以要合理

设置绿地与雨水口、硬化地面的竖向衔接方式，保证人们出行的畅通和安全。首

先，硬化地面应与下沉式绿地保持一定坡度，而且坡度不宜过大，使雨水通过地

面缓慢流向绿地。然后，路缘石与地面高度要保持一致，如果路缘石高于地面，

那么每块路缘石上都要设置缺口，并在缺口附近均匀铺设鹅卵石，使雨水分散进

入绿地。最后，在绿地中或绿地与硬化地面衔接处设置雨水溢流口，并在雨水集

中入口处栽种植被或覆盖保护膜，防止雨水长期冲刷造成土壤流失。 

3.2 下沉式道路 

城市道路也是雨水最易聚集的部位之一，一旦出现强降水等天气，雨水就会



在城市道路上汇聚，进而在道路表面形成径流，道路表面雨水不能得到有效的排

放，极易造成城市内涝问题的出现。而通过下沉式道路的规划设计，就能够有效

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在绿地的道路建设上，也要推进海绵型，即：由硬质覆盖、

快速汇水、排水转变为透水铺装、分散就地吸水，提高城市道路对雨水的渗、滞、

蓄能力。新建公园绿地，除机动车道外，透水铺装的比例不小于硬质铺装总面积

的 70%；改、扩建公园绿地，不小于透水铺装的比例不小于 40%。对已建成的公

园实施改造时，湿地公园、有景观水体的公园，还必须改造为具有雨水调蓄和净

化功能的多功能调蓄公园。 

典型的有聚氨酯彩色碎石透水路面[10]，其原料聚氨酯黏合剂的苯、二甲苯、

游离甲醛含量均为零，完全符合环保性能高要求，其抗压强度、抗折强度、路面

抗滑系数达到市政人行道、自行车道、公园绿道等慢行系统的强度要求。绿地慢

行系统铺设了聚氨酯彩色碎石透水路面，其强大的犹如巨大海绵体的吸水能力，

可以帮助地势相对低洼的路段快速解决积水问题。 

3.3 小微湿地的营造 

湿地与森林、海洋等一起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具有保持水源、净化水

质、蓄洪防旱、调节气候、美化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的生态功能。小微

湿在海绵城市中属于湿地微缩型的一种[11]，它的应用讲究一定的原则。首先，小

微湿地的建设应当遵循水生、湿生植物的生态习性开展深水、中水及浅水的植物

配置；其次，要遵循景观生态学的理论，选择较高观赏价值的湿地植物，实现观

赏与功效并重要。 

小微湿地建设植物的配置是重点，在选择绿植时必须考虑其所在地的特殊环

境，包括气候、土壤、气候、水分等。因为不考虑这些因素而随意进行植物的选

用将会阻碍植物的生长与发挥作用，甚至会引发植物的成片死亡。所以在选择植

物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1）尽量选择本地植物，因为本地植物对于环境已经适

应，容易移植或种植成功。（2）选择是选择养护相对容易和能够自然生长的植物，

这样的植物能够降低养护的成本，如湿地木槿、木芙蓉、彩叶杞柳、金丝桃、棣

棠等自然形态优美的植物。（3）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植物必须具备 净化水污

染或土壤污染的作用，同时这些植物的根系要比较发达，能够起到吸水和固土的

作用，如香蒲、石菖蒲、水葱、灯心草、千屈菜、荷花等。 



3.4 植草沟 

植草沟是指种有植被的地表沟渠，按照是否常年保持一定的水面又可分为湿

式植草沟和干式植草沟[12]。在“海绵城市”建设理念中，植草沟被作为种植植被的

景观性地表沟渠排水系统，也是泥沙和污染物的“过滤器”。生态植草构除了专业

净化功能外，还承担了美化城市的责任。选择合适的高颜值绿植，可以强调空间

边界、柔化空间界限、减轻地界的冷硬感觉，使整体空间更亲切。植草沟有三种

类型：标准传输植草沟、干植草沟和湿植草沟。标准传输型植草沟一般应用于高

速 

公路的排水系统，在径流量小及人口密度较低的居住区、工业区或商业区，

可以代替路边的排水沟或雨水管道系统。干植草沟最适用于居住区，通过定期割

草，可有效保持植草沟干燥。湿植草沟一般用于高速公路的排水系统，也用于过

滤来自小型停车场或屋顶的雨水径流，由于其土壤层在较长时间内保持潮湿状态，

能产生异味及蚊蝇等卫生问题，因此不适用于居住区。植草沟一般的设计做法是

基于污染控制的角度，其一般的设计步骤这里概括如下：植草沟平面及高程的布

置；植草沟设计流量确定；植草沟水力计算；植草沟设计要素校核。经过步骤 2～

4 基本就可以确定植草沟的断面尺寸和构造。之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植草沟进

行平面和高程布置，保证植草地沟的径流水力临界条件和污染物净化效果。 

3.5 下沉式广场 

下沉式广场能够实现对广场积存雨水的有效处理。在进行下沉式广场设计时，

应对其高度进行合理设计，确保广场周边的绿地高度要低于广场高度，减少雨水

在广场中的积存，确保雨水流入周边的绿地中，由绿地来对雨水进行吸收与储存

[13]。工作人员可以在这一部分的绿地规划中合理的应用灌木、乔木以及花卉等，

在确保广场的整体美观性的同时，提高绿地对雨水的吸收能力，为人们打造一个

具有较好生态环境的广场绿地。与此同时，工作人员还应重视对透水层的设计，

这就要求工作人员能够合理的使用低碳环保材料，确保雨水的下渗情况良好，并

实现对雨水的收集与储存。工作人员还应对排水路面的坡度进行合理设计，并利

用管道来将排放雨水，避免雨水对绿地植被的过度吸收。 

4 结语 

城市雨洪灾害和水污染管理是制约我国城市生态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 海



绵城市建设成为应对城市水安全的重要途径。城市绿地在海绵体系构建过程中具

有显而易见的优势，不仅具有对雨水产生截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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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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