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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海绵城市功能的绿地构建 

摘要：本文首先对于海绵城市的概念做出了一个界定，并梳理了海绵

城市与绿地建设的关系，之后通过对于海绵城市建设中各类实施措施

的整理分析与昆山杜克大学以水生态为中心的海绵校园建设项目为

海绵城市的设计与实施提供了一个样本，同时也可以为我校的海绵校

园设计提供一种思考的途径。 

关键词：海绵城市 绿地构建 校园建设 实施措施 

 

Abstract：This article first defines the concept of the sponge City and connect 

the sponge city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en space. The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various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onge city and the example of the Kunshan Duke University’s 

construction centered with the water ecology, this article wants to provide a 

concept of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onge city. This can also 

provide a way of thinking for our school's sponge campus design. 

 

一、 海绵城市的意义 

1、海绵城市提出的背景 

我国的城镇化倾向正在日益加快，而城镇化带来的影响也日

趋严峻，自从 2011 年城镇化率超过 50%后，我国的城镇化比率将

不断增进到 2030 年的 65%上下。而在这种条件背景下，城市的生

态问题和“千城一面”等其他“城市病”也正逐步遍及到中国的

各个城市中。 

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区域性复合型污染事件频发，并达到历

史最严重水平；受到复合污染的水系统包括了江河湖海以及地下

水等多个方面，而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排涝不畅致使城市积水也

十分常见；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影响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危及饮

用水安全、甚至影响到食品安全。 

因此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形态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必须有效降低社会成本和资源代价，实现城

镇的可持续发展，而海绵城市理念的实施是保障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手段。 

 

 



2、海绵城市的定义 

海绵城市，作为新一代的雨洪管理概念，是指通过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对建筑、道路、绿地、水体等设计加入绿色可循环理

念，让城市应对雨洪时具有如海绵一样的良好“弹性”调节，达

到对雨水的科学、全面控制，实现雨水自然式积蓄、渗透、净化、

再利用。尊崇自然、强调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注重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原则，有效协调突出资源环境问题，这是一种低影响开发

模式，也是一种可持续城市发展方式。 

 

二、 绿地在海绵城市建设中的作用 

水生态与水环境之间是一个复杂生态问题的矛盾体并关系到

生态环境的各个方面。在我国初期的城市建设中，一般是针对水

体和河道本身出现的问题采取相应措施来解决城市中的水资源问

题，但这种方法从来只能够暂时解决一部分的问题而无法触及根

源，只能说是治标不治本。 

水生态系统失调是造成水生态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从根本

上解决城市中存在的水生态问题，首要任务是从水生态系统采取

措施，对水生态系统的功能以及结构进行调理，改变以往的城市

雨水管理方面，抛弃治标不治本的排水措施，通过采取建设具有

海绵城市概念的绿地，包括雨水花园或是植草沟等生态方法，从

而达到调节城市水资源排放的目的。场地源头的方法、调蓄净化

的方法以及对径流雨水的回收利用都可以作为对已经存在的径流

问题的解决措施，而在维持现有治理结果的方面，解决水资源的

安全排放问题以减少城市洪涝灾害的发生，降低城市径流污染负

荷，才能进一步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 

 

三、 以海绵城市理念构建城市绿地 

1、 合理确定绿地的海绵功能 

山水林田湖是城市生态的基地，城市绿地是城市的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生态平衡的需求，也是城市居民休

闲娱乐的重要场所。 

城市绿地按照标准分类包括：公园绿地、生产绿地、防护

绿地、附属绿地、其他绿地（风景名胜区、水源保护区、郊野

公园、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林地、绿化隔离带、野生



动植物园、湿地、垃圾填埋场恢复绿地等） 

城市绿地的主要功能包括：生态功能、文化休憩功能、美

化城市功能、应急避险功能、文化涵养功能。 

同时，在海绵城市的理念下，城市绿地又是建设海绵城市、

构建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的重要载体。各种绿色要素，包括城

市绿地、水系、湿地及林地、农地等是减缓雨水产汇流及排放

速度并增加土壤入渗的最佳载体 

对高度密集城市地区，增大绿色基础设施的比重，在蓄涝

滞洪方面可以发挥巨大的潜力 

城市绿地是重要的海绵体，对于实现“把有限的雨水留下，

利用自然力量排水，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

绵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从上述的概念出发，城市绿地应该具有的海绵城市功能包

括：增加雨水土壤入渗、增加城市蓄涝滞洪能力，从而减少雨

水在路面的积聚；对雨水进行自然的净化，降低对地下水及水

体的污染；充分利用水资源。 

2、 海绵设施与绿地的融合 

各类海绵城市开发技术包含若干不同形式的海绵开发设施，主

要有透水铺装、绿色屋顶、下沉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渗透塘、

渗井、湿塘、雨水湿地、蓄水池、雨水罐、调节塘、调节池、植草

沟、渗管/渠、植被缓冲带、初期雨水弃流设施、人工土壤渗滤等。

应根据设计目标灵活选用海绵设施及其组合系统与绿地建设进行

融合。根据主要功能按相应的方法进行设施规模计算，并对单项

设施及其组合系统的设施选型和规模进行优化。 

附绿地低影响开发主要设施选用表 

序号 
技术类型 

(按主要功能) 
单项设施 

1 

渗透技术 

下沉式绿地 

生物滞留设施 

渗透塘 

渗井 

透水铺装 



 

2.1 下沉式绿地 

下沉式绿地（植被洼地、浅沟和低势绿地）由植被、地

表洼地和渗透空间、人工改良土壤以及排水管道（选择性）

组成，选择耐涝性的植被加强对雨水的有效过滤与渗透。 

地表洼地的尺寸根据涵洞的溢流来设计，使地表积水在

24~48 小时内渗入地下。自然排水系统的工作原理有别于传

统的排水系统，让雨水顺着街道流入收集管网，然后直接排

入河流或湖泊，而是将雨水留住，通过植物的过滤和土壤的

下渗，补充地下水。自然排水系统比传统排水系统造价更低，

可以进行更有效地控制径流量。 

溢流口 

蓄水层 100-200mm 

 

种植土 250mm 

接雨水管渠 

狭义的下沉式绿地典型构造示意图 

下沉式绿地是海绵城市的重要应用，经常被用于道路、

停车场、学校周围，以降低地面径流量，减少洪涝灾害。下

沉式绿地高程比周围地面略低，在绿地内设置有雨水溢流口，

且雨水溢流口高程在绿地与地面高程之间。 

由于下沉式绿地高程较低，硬化地面上的雨水会逐渐流

向绿地，在绿地上汇聚，绿地上的植物、土壤会截流和净化

雨水，无法容蓄的雨水会排入雨水管网，作为地下水的补充。

2 储存技术 
蓄水池 

雨水湿地 

3 调节技术 调节塘 

4 
转输技术 

植草沟 

渗管/渠 

5 截污净化技术  

植被缓冲带 



雨水不仅能够增加土壤中的水分，减少灌溉用水，而且雨水

中有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雨水渗透到土壤中，这些营

养物质会转化成植物的肥料，有助于植物的生长。 

2.2 雨水花园 

雨水花园是指在一个浅的洼地区域种有灌木、花草乃至

树木等植物的工程性措施，它主要利用土壤和植物的过滤、

下渗雨水，减小径流量。雨水花园将雨水管理的技术和景观

设计密切结合，在处理雨水问题的同时也美化环境。它主要

集中应用在居住区和商业环境中。目前相关领域研究主要前

沿问题为如何利用雨水花园有针对性地减少雨水中各种污

染元素的含量。雨水花园根据现场地形，在地面坡度变化较

大的低洼处设置雨水花园，这样有利于增加雨水花园的蓄水

容积。因地制宜，打造面积不同的生态湿地，生态湿地内多

种植景观性与生态性的植物以提高自净能力，对回用水的水

质有所保障。 

雨水湿地典型构造示意图 

2.3 透水铺装 

透水铺装是使不可渗的路面变为可渗透的，直接减少地

表径流的工程性措施。这一措施是从源头治理雨水带来的污

染，缓解地下水位降低的情况，从而减少其他雨洪水技术的

应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目前针对透水铺装主要集中于水

泥砖块、水泥网格物、塑料网格物，可渗透沥青、可渗透混

凝土等渗透材料的研究和应用上。透水铺装在构建生态海绵

城市中对城市水环境的改善作用也颇为显著：由于城市中的

不透水路面不能及时地将雨水渗入地下，因此，城市中常常



出现雨水蓄积和漫流现象。透水性铺装地面由于自身良好的

透水性能，能有效地缓解城市排水系统的泄洪压力及城市安

全问题。特别是与普通铺装相比，透水铺装兼有良好的渗水

保湿及透气功能，可以缓解城市“雨岛效应”。透水铺装既 

 

透水砖铺装典型结构示意图 

改善城市水与空气之间的微循环，大大缓解城市“热岛效

应”，亦提高城市步行及生活舒适感。透水铺装可以补充地

下水，涵养地下水，对城市景观绿化及植被生长具有良好的

生态及生存环境。透水铺装还能有效降低地表粉尘、建筑扬

尘等在空气中的含量，大大减少雾霾的产生。 

2.4 植草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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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雨水流经植草沟的时间短，但它能堵截大量泥沙和污染

物，尤其是上游水量过大时，作用尤其明显。植草沟减缓了

雨水流经的速度，加之沟底也用砾石和砂土进行了处理，可

以下渗和过滤更多的雨水。植草沟中的微生物可以形成一层

生物膜，降解雨水中的部分污染物。 

生态植草沟除了专业净化功能外，还承担了美化城市的

责任，柔化空间界限、减轻地界的冷硬感觉，使绿地与铺装

面过渡更自然更平顺。植草沟可沿道路较低侧布置，它的构

造简单且造价低，适用性较广，能快速有效地收集地面径流



雨水。超过植草沟渗透容积部分将通过溢流进入到雨水花园

设施。 

植草沟的主要作法及植草沟应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如

下：植草沟的下凹深度应根据植物耐淹性能和土壤渗透性能

确定，一般为 100～200mm。为了防止降雨量较大时雨水漫

出植草沟边沿，一般设置溢流口（如雨水口），保证暴雨时

径流的溢流排放，溢流口顶部标高一般应高于绿地 50～

100mm。 

传输型三角形断面植草沟典型构造示意图 

3、 构建海绵功能的绿地系统—以昆山杜克大学校园为例 

昆山杜克大学位于昆山西部，属于低洼的庙泾圩圩区，圩

区由庙泾河、张家港、新师姑泾和傀儡湖外堤等围合而成，通

过闸站将圩内河道与圩外河道分开，形成相对独立的排水片区，

汛期通过排涝泵站抽排。项目所在地周围地势平坦，整体为独

立的开发地块，不承担周边客水的汇入。 

在项目开发中，项目总面积约为 14.7h ㎡，绿化面积占到

了三分之一，而水面面积约占 13％，其余面积为硬质地面。土

壤自上而下依次

为素填土、耕填

土、粉质黏土、淤

泥质粉质黏土、

黏土、粉质黏土

等，饱和渗透系

数较低，土壤渗

透性能也交差。 

同时因为存

在 部 分 点 源 污



染，昆山杜克大学东侧的水资源收到了一定的污染；圈圩设闸

造成圩区内水循环速度慢，水动力不足，随着建设强度的逐步

增加，径流污染将逐渐加重，水环境的保护压力将进一步增大。

另一个开发问题在于，因为地块临近饮用水水源地傀儡湖，水

质问题较为敏感，对于区域的水环境保护就有更高的要求。 

通过对区域内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分析，设计者以水环境

保护为核心目标，通过绿色基础设施实现雨水径流在源头、过

程和末端的全过程治理，削减径流污染。 

 

3.1 多样化的海绵设计 

杜克大学方案设计以中央景观水池为调节主体建立循环

系统，实现雨水多层次、多途径的下渗、收集、处理、利用，

并将景观功能与水处理系统相结合，成为如“海绵”般能够调

节水资源、调节空间、调节景观的大系统。 

 

3.2 高效的动态景观中心水池 

校园景观设计模拟了自然的潮汐变化，以中央景观水池为

主体，通过水位变化影响空间，丰富景观内容。 

经过水量平衡计算，将收集

的雨水能够在系统中做到反复

的循环，在控制水质的同时，做

到系统高效节能。 

整个水处理系统近 3 万 m³

的水池，仅需要 60m³/h 的循环

流量即可确保中央景观水池的

水质达到地表水 IV 类标准，从

整体上来看是一个高校的水资

源循环措施。 



3.3 生态化的水处理 

杜克大学的雨水处理系

统根据各环节的水文环境特

点种植了大量的水生植物，

并投入了有利于整个生态系

统平衡的水生动物，形成了

稳定的生态系统。校园内水

处理仅通过生物和物理处理

方式对雨水进行处理，实现

了雨水生态化处理的目的。 

  

 3.4 借鉴意义 

 昆山杜克大学以水景为主要中心的绿地设计与我校的江湾

校区有所相似，以中心水体为主要的景观，也同时是我校日湖

与月湖的设计理念。而昆山杜克大学的特色即在于融合了中心

水池与其他水处理措施，并将各种设施隐匿于学校的各类景观

之下、之外，使得学校在建设中达到绿色环保的理念，而在具

体使用中又能够达到美观与实用的效果。 

从我校的设计来看，邯郸路校区因为历史原因缺少水体中

心，但具有燕园、曦园、光华楼草坪等多处校园内的雨水花园

来实现“海绵”目的。而较新的江湾校区则更多地使用硬质铺

装，以中心水体来调节校内的水环境，从借鉴角度而言，更能

够参考杜克大学的设计理念，实现对于“海绵校园”的构建，

使得同学们能够更好地进行校园生活活动，而学校也能够从中

获取生态与经济的双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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