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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1 为贯彻落实国家及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和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的相关要

求，推动赣江新区儒乐湖新城海绵城市的科学建设，指导相关规划编制、建设项

目设计及职能部门的技术审查，特制订本导则。 

1.1.2 本导则适用于赣江新区儒乐湖新城各类规划编制及新建、改建、扩建项

目中海绵城市的规划设计，涵盖城市建筑与小区、道路、绿地与广场、河湖水系、

工业仓储等。赣江新区范围内所有项目可参照本导则执行。 

1.1.3 海绵城市规划建设应坚持规划引领、生态优先、安全为重、因地制宜、

统筹建设的原则，贯彻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理念，注重对河流、湖

泊、湿地、坑塘、沟渠等城市原有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 

1.1.4 海绵城市规划建设应统筹发挥自然生态功能和人工干预功能，尽量减少

开发建设的不透水面积，使雨水最大程度地就地下渗、储蓄和滞留，减少对原有

水文循环的影响，维持场地开发前后的水文特征基本不变。包括径流总量、径流

污染、排水防涝等的控制，通过源头削减、中途转输、末端调蓄等综合措施，形

成完善的海绵城市体系。 

1.1.5 海绵城市的各类设施应采取保障公众安全的防护措施，不得对建筑、绿

地、道路等设施的安全造成影响。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海绵城市设施应设置标识警

示牌。 

1.1.6 海绵城市的规划及设计，除满足本导则要求外，还应符合国家和江西省

现行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1.1.7 随着赣江新区海绵城市示范建设的推进实践，应及时进行总结并对本导

则内容逐步完善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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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与定义 

2.1 一般术语与定义 

2.1.1 海绵城市 sponge city 

海绵城市是指通过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充分发挥建筑、道路和绿地、

水系等生态系统对雨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有效控制雨水径流，实现“自

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 

2.1.2 低影响开发（LID）low impact development 

指在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通过生态化措施，尽可能维持城市开发建设前

后水文特征不变，有效缓解不透水面积增加造成的径流总量、径流峰值与径流

污染等的增加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 

2.1.3 低影响开发设施 low impact development facilities  

依据低影响开发原则设计的“渗、滞、蓄、净、用、排”等多种工程设施的

统称，包括透水铺装、渗井、渗渠、入渗池、生物滞留设施、植草沟、下凹式

绿地、屋顶绿化、干塘、湿塘、人工湿地、雨水罐、调蓄池、植被缓冲带、截

污式雨水口等。 

2.1.4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volume capture ratio of annual rainfall 

根据多年日降雨量统计数据分析计算，通过自然和人工强化的渗透、储

存、蒸发（腾），场地内累计一年得到控制（不外排）的雨水量占全年总降雨量

的百分比。 

2.1.5 径流污染控制率 volume capture ratio of urban diffuse pollution 

雨水经过预处理措施和低影响开发设施物理沉淀、生物净化等作用，场地

内累计一年得到控制的雨水径流污染物总量占全年雨水径流污染物总量的比

例。 

2.1.6 雨水资源化利用率 rainwater utilization rate  

雨水收集并回用于道路浇洒、园林绿地灌溉、市政杂用、工农业生产、冷

却等的雨水总量（按年计算，不包括汇入景观、水体的雨水量和自然渗透的雨水

量）与年降雨量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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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设计降雨量 design rainfall depth 

为实现一定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目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用于确定低影响

开发设施设计规模的降雨量控制值，一般通过当地多年日降雨资料统计数据获

取，通常用日降雨量（mm）表示。 

2.1.8 流量径流系数 discharge runoff coefficient 

形成高峰流量的历时内产生的径流量与降雨量之比。 

2.1.9 雨量径流系数 volumetric runoff coefficient 

设定时间内降雨产生的径流总量与总雨量之比 

2.1.10 雨水调蓄 stormwater detention, retention and storage 

雨水存储和调节的统称。 

2.1.11 雨水储存 stormwater storage 

在降雨期间储存未经处理的雨水 

2.1.12 雨水调节 stormwater detention 

也称调控排放，在降雨期间暂时储存（调节）一定量的雨水，削减向下游排

放的雨水峰值径流量、延长排放时间，但不减少排放的总量。 

2.1.13 雨水滞蓄 stormwater retention  

在降雨期间滞留和蓄存部分雨水以增加雨水的入渗、蒸发并收集回用。 

2.1.14 下垫面 underlying surface  

降雨受水面的总称，包括屋面、地面、绿地、水面等。 

2.1.15 硬化地面 impervious pavement  

通过人工行为使自然地面硬化形成的不透水或弱透水地面。 

2.1.16 点源污染 point source pollution 

工业废水、城镇污水进入受纳水体前未达到排放标准造成的污染。 

2.1.17 面源污染 non-point sources pollution 

溶解和固体的污染物从非特定地点，通过降雨或融雪的径流冲刷作用，将

大气和地表中的污染物带入江河、湖泊、水库、港渠等受纳水体并引起有机污

染、水体富营养化或有毒有害等形式污染。 

2.1.18 初期雨水径流 first flush 

单场降雨初期产生的一定量的降雨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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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9 径流污染控制 runoff pollution control 

以面源污染控制为主要目标，通过将雨水径流引入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

等分散式源头生态措施，或在合流制或分流制雨水排放口末端设置物理处理及

生态处理设施，实现雨水中的 COD、SS 等污染物削减的全过程。 

2.1.20 土壤渗透系数 permeability coefficient of soil 

单位水力坡度下水的稳定渗透速度。 

2.1.21 地表径流污染负荷模数 runoff pollution load modulus 

地表径流污染负荷模数是指次降水单位面积所产生的污染物负荷量。 

2.2 海绵设施术语与定义 

2.2.1 下沉绿地 depressed green space 

低于周边地面标高，可积蓄、下渗自身和周边雨水径流的绿地。下沉式绿

地分为狭义下沉式绿地和广义下沉式绿地，狭义的下沉式绿地指低于周边铺砌

地面或道路在 200 mm 以内的绿地；广义的下沉式绿地泛指具有一定的调蓄容

积（在以径流总量控制为目标进行目标分解或设计计算时，不包括调节容积），

且可用于调蓄和净化径流雨水的绿地，包括生物滞留设施、渗透塘、湿塘、雨

水湿地、调节塘等。 

2.2.2 绿色屋顶 green roof  

在高出地面以上，与自然土层不相连接的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的顶部以及

天台、露台上由表层植物、覆土层和疏水设施构建的具有一定景观效应的绿化

屋面。 

2.2.3 透水铺装地面 pervious pavement  

可渗透、滞留和渗排雨水并满足一定要求的地面铺装结构。 

2.2.4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 pervious concrete pavement 

由具有较大空隙的水泥混凝土作为路面结构层、允许路表水进入路面（或路

基）的一类混凝土路面。 

2.2.5 人工湿地 constructed wetland 

通过模拟天然湿地的结构，以雨水沉淀、过滤、净化和调蓄以及生态景观

功能为主，人为建造的由饱和基质、挺水和沉水植被、动物和水体组成的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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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2.2.6 植草沟 grass swale 

可以转输雨水，在地表浅沟中种植植被，利用沟内的植物和土壤截留、净

化雨水径流的设施。 

2.2.7 生物滞留设施 bioretention 

在地势较低的区域通过植物、土壤和微生物系统滞蓄、净化雨水径流的设

施，由植物层、蓄水层、土壤层、过滤层构成。包括：雨水花园、雨水湿地

等，生物滞留设施是下沉绿地中的一种。 

2.2.8 渗透弃流井 infiltration-removal well  

具有一定储存容积和过滤截污功能，将初期径流暂存并渗透至地下的装

置。 

2.2.9 渗透池（塘）infiltration pond 

指雨水通过侧壁和池底进行入渗的滞留水池（塘）。 

2.2.10 渗透检查井 infiltration manhole 

具有渗透功能和一定沉砂容积的管道检查维护装置。 

2.2.11 渗透管渠 infiltration trench 

具有渗透和转输功能的雨水管或渠。 

2.2.12 蓄水模块 rainwater storage module 

以聚丙烯为主要材料，采用注塑工艺加工成型，并能承受一定外力的矩形

镂空箱体。 

2.2.13 铺装层容水量 water storage capacity of pavement layer 

单位面积透水地面铺装层可容纳雨水的最大量。 

2.2.14 透水路面结构 pervious pavement structure 

分为半透水路面结构和全透水路面结构。路表水只能够渗透至面层或基层

（或垫层）的道路结构体系为半透水路面结构；地表水能够直接通过道路的面层

和基层（或垫层）向下渗透至路基中的道路结构体系为全透水路面结构。 

2.2.15 透水沥青路面结构 pervious asphalt pavement 

由较大空隙率混合料作为路面结构层、允许路表水进入路面（或路基）的一

类沥青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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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6 生态驳岸 ecological revetment 

指恢复自然河岸“可渗透性的”人工的滨水驳岸，是对生态系统的认知和保

证生物的多样性的延续而采取的以生态为基础、安全为导向的工程方法，来减

少对河流自然环境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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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1 海绵城市建设的理念、规划要求和相关措施应贯穿于城市总体规划、专

项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和规划建设的全过程。 

3.1.2 海绵城市的规划建设应贯彻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理念，注

重对河流、湖泊、湿地、坑塘、沟渠等城市原有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强调采

用低影响开发的模式。 

3.1.3 海绵城市建设包括“渗、滞、蓄、净、用、排”等多种技术措施，涵盖低

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及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 

3.1.4 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应综合考虑地区排水防涝需求、水污染防治和水环

境改善需求、雨水综合利用需求，并以内涝防治与径流（面源）污染削减为主、

雨水收集利用为辅。 

3.1.5 所有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的规划和设计应包括海绵城市建设的内

容。海绵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规划、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 

3.1.6 海绵城市低影响开发的各类工程措施之间应有效协同，优先采取减少对

自然地表扰动、保持地表自然排水系统、降低不透水区域的面积比例的工程措施，

尽可能多地预留城市绿地空间，增加可渗透地面，蓄积雨水宜就地回用。 

3.1.7 海绵城市低影响开发的各类工程设施应与雨水外排设施及市政排水系

统合理衔接，不应降低市政雨水排放系统的设计标准。 

3.1.8 海绵城市低影响开发的各类工程设施应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因地制宜

采取直接入渗、延长汇流时间、地表调蓄与净化等措施，减少建设项目对自然水

文特征的影响，最大限度地维持或恢复场地对雨水的自然积存、自然渗透和自然

净化功能。 

3.1.9 海绵城市的规划设计应与项目总平面、竖向、景观、建筑、给排水、结

构、道路、经济等相关专业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 

3.1.10 海绵城市低影响开发过程中应注意对危险品储存等特殊工业地块的径

流（面源）污染进行专门控制，避免特殊污染源对地下水、周边水体造成污染。 

3.1.11 海绵城市规划建设项目的竖向设计，既要满足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的构

建要求，又要兼顾应对超出雨水管网排水能力的降雨。新建、改建小区应合理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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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场地标高，防止小区外雨水流入，并引导小区内雨水按规划要求排出。 

3.1.12 城市道路、建筑小区、广场及建筑物周边应合理布置下沉式绿地，且应

采取适当措施将雨水引入下沉式绿地。 

3.1.13 建筑屋面宜采用平屋顶，布置屋面雨水限流排放等设施以延长汇流时

间，有条件时宜采用种植屋面。 

3.1.14 建设项目中室外停车场、休闲广场、人行道、步行街和室外庭院的硬化

地面宜优先采用可透水地面。 

3.1.15 建设项目应采取适宜的生态措施，对屋面及硬化地面的初期雨水径流污

染进行净化处理。 

3.1.16 赣江新区儒乐湖新城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与设计降雨量的对应关系应按

表 3.1.16 执行。 

表 3.1.16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与设计降雨量对应一览表 

年径流总量控制（%）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设计降雨量（mm） 2.6 3.6 4.7 5.9 7.2 8.7 10.3 12.1 14.2 

年径流总量控制（%）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设计降雨量（mm） 16.7 19.5 22.8 26.9 32.2 39.6 50.4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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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绵城市规划设计目标 

4.1 一般规定 

4.1.1 海绵城市规划设计目标应包括年径流总量控制目标、径流污染物控制目

标、排水防涝目标和雨水资源化利用目标。 

4.1.2 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宜开展水生态、水环境、水安全、水资源等方面的专

题研究，提出合理的目标取值。未开展上述专题研究的规划设计项目，其目标值

应按照本章节的规定取值。 

4.2 年径流总量控制目标 

4.2.1 赣江新区儒乐湖新城年径流总量控制目标分为海绵一级分区、海绵二级

分区、街区及地块目标，下一级目标的加权平均值应满足上一级目标的要求。 

4.2.2 根据儒乐湖新城排水规划，依据其雨水排向和雨水径流方向，划分海绵

一级分区。确定区域年径流总量控制目标需重点考虑受纳水体环境保护的要求，

主要包括以下分析： 

（1）排水系统内用地功能分区、水系、绿化、生态性用地与建设用地的比

例； 

（2）受纳水体的现状水质及主要超标污染物，功能区划与水质管理目标； 

（3）排水系统的内涝风险等级； 

（4）排水系统内的城市用地开发强度。 

4.2.3 根据儒乐湖新城不同用地功能、用地性质、城市开发强度、内涝风险等

级、受纳水体功能分区在自然生态格局及排水系统所处区位不同，除开大面积湖

泊水体，按 0.5-1.0 平方公里将海绵一级分区进一步划分为海绵二级分区，并校

核调整一级分区。儒乐湖新城海绵一级分区和二级分区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目标可

参照表 9.2.1 取值。 

4.2.4 街区指标以所在二级分区指标为基准，综合考虑内涝风险、径流污染风

险、城市开发强度、城市地下空间利用、集中绿地及调蓄水体面积较多、受纳水

体环境质量等因素，进行指标平衡。街区指标调整原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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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涝风险高、径流污染风险高、城市开发强度低、集中绿地及调蓄水

体面积较多、受纳水体环境质量要求高的街区，适当提高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2）内涝风险低、径流污染风险低、城市开发强度高、地下空间开发强度

大的街区，考虑指标可达性，适当降低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3）对于独立的绿地和水系，其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统一按 95%考虑（其中

防护绿地、农林用地内的林地和园地按 90%考虑）。街区指标调整值如表 4.2.4

所示。 

表 4.2.4 街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调整值一览表 

调整项目 调整值 

内涝风险 

高风险区 +5% 

中风险区 0% 

低风险区 -5% 

径流污染风险 

高风险区 +5% 

中风险区 0 

低风险区 -5% 

城市开发强度 

一级 +3% 

二级 0 

三级 -3% 

配建绿地及调蓄水体分

布 

集中绿地或调蓄水体面积≥60% +10% 

集中绿地或调蓄水体面积 30%-60% +5% 

集中绿地或调蓄水体面积＜30% 0 

地下空间开发 地下空间开发强度大 -2% 

受纳水体环境质量 
湖泊汇水区 +5% 

直接排江 0 

4.2.5 地块指标应以所在街区控制目标为基准，考虑项目用地性质、建设阶段、

绿地率、容积率、建筑密度等因素，街区内部指标应平衡。调整原则如下： 

（1）儒乐湖新城本底条件好，对已建成区、绿地率低、建筑密度高、容积

率高的地块，年径流总量控制率适当降低； 

（2）地块根据其建设阶段分为已建保留区、已批在建区和未建区，对于已

建保留区和已批在建区，为避免重复开挖施工，年径流总量控制率适当降低； 

（3）对于独立的绿地和水系，其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统一按 95%考虑（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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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绿地、农林用地内的林地和园地按 90%考虑）； 

（4）以±5%为单位做指标归整，便于设计人员查降雨量； 

（5）通过《控规》用地条件、典型案例等，分析指标的合理性，对个别无

法满足要求的指标进行调整。地块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调整见表 4.2.5。 

表 4.2.5 地块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调整值一览表 

调整项目 
居住用地

R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

地 A  

商业服务设

施用地 B  

道路与交

通设施用

地 S  

公用设

施用地

U  

建设阶段  

已建保留区  -5%  -5%  -5%  -5%  -5%  

已批在建区  -3%  -3%  -3%  -3%  -3%  

未建区  0%  0%  -3%  -3%  -3%  

绿地率  ≤20%  -5%  -5%  -5%  —  —  

建筑密度  ≥40%  -3%  -3%  -3%  —  —  

容积率  ≥4  -2%  -2%  -2%  —  —  

4.2.6 道路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目标应以所在区域道路及开发地块的平均指标

为基准，综合该条道路红线宽度、建设阶段等因素，并按表 4.2.6 调整确定。 

表 4.2.6 城市道路指标调整值一览表 

               建设阶段  
目标调整值 

 红线宽度 
已建待改造 在建 新建 

B＜40  -10%  -5%  -5%  

B≥40  0  0 +5%  

注：表中 B为道路红线宽度。 

4.2.7 街区、地块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取值应在 60%~95%之间。 

4.3 径流污染控制目标 

4.3.1 水质目标为Ⅳ类的湖泊汇水区，其径流污染控制率应不低于 60%（以

SS 计，下同）。 

4.3.2 其他湖泊及江河、港渠汇水区，其径流污染物削减率应不低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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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排水防涝目标 

4.4.1 根据《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6 年版），结合区

域规划，确定规划区的内涝防治标准为有效应对不低于 50 年一遇的暴雨，按 100

年一遇校核。发生城市内涝防治标准以内的降雨时，保证居民住宅和工商业建筑

物的底层不进水，道路中一条车道的积水深度不超过 15cm，积水时间不超过 2h；

发生超过城市内涝防治标准的降雨时，城市运转基本正常，不得造成重大财产损

失和人员伤亡。 

4.4.2 结合规划条件，确定规划区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为一般地区为 3 年，重

要地区为 5~10 年，地下通道和下沉式广场为 20~30 年。 

4.5 雨水资源化利用目标 

4.5.1 对建筑与小区、公共绿化项目，新建工程的雨水资源化利用量（雨水用

于道路浇洒、园林绿地灌溉、市政杂用、工农业生产、冷却等其他方面）应占全

年降雨量的 5%以上。 

4.5.2 对有条件的城市道路项目，其绿化浇洒和道路冲洗用水宜考虑雨水资源

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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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计算参数与评估方法 

5.1 一般规定 

5.1.1 海绵性评估应包括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径流（面源）污染削减量、排水

防涝水平和雨水资源化利用等内容的评估。 

5.1.2 海绵性评估可采用模型算法和简易算法，有条件的宜采用模型算法。模

型算法的相关模型选取和参数取值应符合当地规划和设计项目的特点，同时考虑

下渗及海绵城市设施有效排空等边界条件，确保海绵城市设施规模的经济合理

性；当不具备条件时，采用简易算法进行海绵城市设施规模计算（忽略雨水的蒸

发、入渗及海绵城市设施有效排空）。 

5.1.3 应根据海绵城市规划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目标、年径流污染控制目标、排

水防涝控制目标、雨水资源化利用目标分别确定年径流总量控制体积，雨水径流

污染控制容积，雨水径流峰值控制容积和雨水收集回用容积。以上容积可通过不

同海绵城市设施组合得以实现。 

5.1.4 各海绵城市设施需保证所承担汇水分区雨水有效汇入，当海绵城市规划

建设项目内有多个汇水分区时，所有汇水分区的年径流总量、径流污染控制率加

权平均值（权重为各汇水分区面积占项目总用地面积比例）应不小于项目整体采

用的年径流总量和径流污染控制率取值。 

5.2 计算参数 

5.2.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与设计降雨量 

根据新建区气象观测站的气候资料数据，选取近 30 年（反映长期的降雨规

律和近年气候的变化）日降雨资料，同时参考《江西省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

新建区多年平均径流总量控制率与设计降雨量的对应关系如图 5.2.1 及表 3.1.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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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 多年平均径流总量控制率与设计降雨量对应关系图 

5.2.2 径流系数取值 

不同种类下垫面的径流系数应依据实测数据确定，缺乏资料时可参照表

5.2.2 取值，综合径流系数应按下垫面种类加权平均计算。 

表 5.2.2 径流系数取值 

下垫面类型 雨量径流系数 

屋面 
绿化屋面（绿色屋顶，基质层厚度≥300mm） 0.30-0.40 

硬屋面、未铺石子的平屋面、沥青屋面 0.80-0.90 
铺石子的平屋面 0.60-0.70 

路面 

混凝土或沥青路面及广场 0.80-0.90 
大块石等铺砌路面及广场 0.50-0.60 

沥青表面处理的碎石路面及广场 0.45-0.55 
级配碎石路面及广场 0.40 

干砌砖石或碎石路面及广场 0.40 
非铺砌的土路面 0.30 

铺装 透水铺装地面 0.08-0.45 

绿地 

无地下建筑绿地 0.15 
有地下建筑绿地 

（地下建筑覆土厚度≥500mm） 
0.15 

有地下建筑绿地 
（地下建筑覆土厚度<500mm） 

0.30-0.40 

水面 水面 1.00 

注：以上数据参照《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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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的评估 

5.3.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的简易算法建议采用容积法。每个地块的年径流总量

控制率核算，应首先计算该地块不同下垫面的面积，按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该地

块综合雨量径流系数，根据该地块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值确定对应的设计降

雨量，然后按照式（5.3.1）计算该地块不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所需蓄水容

积，将所需蓄水容积与实际可蓄水容积比较，核算设计降雨量值确定该地块的实

际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V=10HφF                     （5.3.1） 

式中：V——设计调蓄容积或需蓄水容积，m3； 

H——设计降雨量，mm，根据地块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确定，见表 3.1.16； 

Φ——综合雨量径流系数，不同下垫面雨量径流系数见表 5.2.2； 

F——汇水面积，hm2。 

5.3.2 以下设施的蓄水容积不应计入总调蓄容积： 

（1）对径流总量削减没有贡献的设施：如用于削峰的调节塘/池等； 

（2）对径流总量削减贡献很小的设施：如转输型植草沟、渗管/渠、初期雨

水弃流、植被缓冲带、人工土壤渗滤设施等； 

（3）在径流系数内已综合考虑其空隙的设施：如透水铺装、绿色屋顶结构

内的空隙； 

（4）受地形条件、汇水面大小等因素影响，无法有效收集径流雨水的设

施。 

5.3.3 蓄水设施的蓄水容积计算应满足以下要求： 

（1）具有渗透功能的综合设施，蓄水最大深度应根据该处设施上沿高程最

低处确定； 

（2）用于接纳初始阶段降雨的雨水桶、雨水池等，可蓄水容积应结合所蓄

雨水的利用安排确定，雨前不能及时排空的容积不应计入核算年径流总量控制

率的蓄水容积； 

（3）每处设施计入总调蓄容积不应大于设计降雨量下其汇水面内的实际降

雨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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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处设施计入总调蓄容积应不大于一个周期内排放量、水体渗透量、

水面蒸发量和回用量之和，其中排放量根据可排空的体积确定，回用量根据实

际回用水量确定，水体渗透量和水面蒸发量经计算确定。一般一个周期取

24h。 

5.3.4 水体渗透量确定方法： 

                               sSS tKJAW α=                     （5.3.4） 

式中：Ws——渗透设施，m3； 

α——综合安全系数，一般取 0.5~0.6； 

J——水力坡降，一般取 1； 

As——有效渗透面积，m2； 

ts——渗透时间，s，一般取 24h； 

K——土壤渗透系数，m/s，在无实测资料时可参考表 9.3.1。 

5.3.5 水面蒸发量确定方法：          

 水面蒸发量应根据实测数据确定；当实测数据缺乏时，可按照下式计算： 

                   ( )( )dmamzh VPPSQ ⋅+−= 135.010.52            （5.3.5） 

式中：Qzh——水池的水面蒸发量，L/d； 

S——水池的表面积，m2； 

Pm——水面温度下的饱和蒸汽压，Pa； 

Pa——空气的蒸汽分压，Pa； 

Vmd——日平均风速，m/s。 

水面蒸发水量也可采用多年平均逐月蒸发量确定，区域多年平均逐月蒸发

量可参考表 9.4.1。 

5.4 径流污染削减量的评估 

5.4.1 径流污染控制率以径流污染物总量削减率作为评估指标。鉴于目前基础

数据较为缺乏，且固体悬浮物（SS）多与其它污染物指标具有一定相关性，径

流污染物总量削减率暂以年固体悬浮物（SS）总量削减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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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确定具体设施的污染物去除率时，需要根据设施特点结合当地条件，进

行专门研究后提出，当条件不具备时，可参考《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

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的规定，见表 5.4.2。区域的年固体悬浮物（SS）总量削

减率，可通过不同区域、地块的年固体悬浮物（SS）总量削减率经年径流总量

加权平均计算得出。 

表 5.4.2 单项设施径流污染控制率 

单项设施 
径流污染控制率

（以 SS 计，%） 
单项设施 

径流污染控制率

（以 SS 计，%） 

透水砖铺装 80-90 蓄水池 80-90 

透水水泥混凝土 80-90 雨水罐 80-90 

透水沥青混凝土 80-90 调节塘 —— 

绿色屋顶 70-80 调节池 —— 

下沉式绿地 —— 转输型植草沟 35-90 

简易型生物滞留设施 —— 干式植草沟 35-90 

复杂型生物滞留设施 70-95 湿式植草沟 —— 

渗透塘 70-80 渗管/渠 35-70 

渗井 —— 植被缓冲带 50-75 

湿塘 50-80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40-60 

雨水湿地 50-80 人工土壤渗滤 75-95 
注：SS去除率数据来自美国流域保护中心（Center For Watershed Protection,CWP）
的研究数据。 
5.4.3 有条件或要求的区域，宜同时开展 COD、氮、磷等其它污染物的削减

率评估。选择典型降雨场次，对区域场次降雨过程中的流量和径流污染物浓度进

行监测，结合实测的降雨数据，构建地块雨水系统模型，将流量、浓度等监测数

据用于率定、验证模型参数，将全年所有降雨输入模型，通过模拟得出地块的外

排污染物负荷。 

5.5 排水防涝水平的评估 

5.5.1 排水防涝水平的评估应包括管网排水能力的评估和综合防涝水平的评

估。 

5.5.2 管网排水能力评估和综合防涝水平的评估应按照《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18 

 

（GB50014-2006）（2016 年版）、《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51222-2017）

及现有标准的核算方法进行。 

5.5.3 有条件和要求的区域应采用模型算法进行校核。 

5.6 雨水资源化利用水平的评估 

5.6.1 雨水资源化利用水平的评估主要包括雨水收集并用于绿化浇灌、道路浇

洒、市政杂用、工农业生产和其他生态用水总量的核算及实际设计利用量的核算。 

5.6.2 雨水收集用于绿化浇洒的水量应根据用水计量设施进行统计；无计量设

施的，可按表 5.6.2 取值。 

表 5.6.2 绿化浇洒用水定额 

草坪种类 一级养护 二级养护 三级养护 

用水定额[m3/（m2·年）] 0.22 0.16 0.11 

5.6.3 道路广场浇洒用水定额根据路面性质按表 5.6.3 取值。 

表 5.6.3 道路广场浇洒用水定额 

路面性质 碎石路面 土路面 水泥或沥青路面 

用水定额[L/（m2·次）] 0.40~0.70 1.00~1.50 0.20~0.50 

注：①以上数据参照《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2010）； 
②每年浇洒天数按当地情况确定。 

5.6.4 汽车冲洗用水定额，应考虑车辆用途、道路路面等级和污染程度以及采

取的冲洗方式等因素，按表 5.6.4 取值。 

表 5.6.4 汽车冲洗用水定额排[L/（辆·次）] 

冲洗方式 高压水枪冲洗 循环用水冲洗 抹车、微水冲洗 蒸汽冲洗 

轿车 40-60 20-30 10-15 3-5 

公共汽车、载重汽车 80-120 40-60 15-30 —— 

注：以上数据参照《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2010）。 

5.6.5 其它用于市政杂用、工农业生产、冷却等雨水总量应根据用水计量设施

进行统计；无计量设施的，可参照江西省相关用水定额等进行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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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 其他生态用水量主要包括维持水系生态环境需要的补水量，一般为水系

蒸发量和下渗量之和与水系设计常水位和设计最低水位之间蓄水量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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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绵城市规划指引 

6.1 一般规定 

6.1.1 海绵城市的理念、规划要求、规划目标和相关措施应贯穿于城市总体规

划、专项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全过程。 

6.1.2 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和道路交通、

绿地系统、水系、排水防涝等各类专项规划时，应同步开展海绵城市相关的研究

和规划内容，具体内容要求应满足《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

系统构建》等国家及江西省相关政策文件的规定。 

6.1.3 根据实际需要，可单独编制不同层级的海绵城市相关规划。 

6.1.4 海绵城市相关规划经批准后，新编或修编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

划、修建性详细规划和道路交通、绿地系统、水系、排水防涝系统等专项规划时，

应与海绵城市规划内容充分衔接，落实海绵城市相关控制指标。 

6.2 总体规划层次编制指引 

6.2.1 海绵城市总体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从宏观上指导海

绵城市规划建设。可在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之前或同期开展海绵城市专题规划研

究，以便将涉及用地布局规划、交通系统规划、绿地系统规划、水系规划、排水

防涝规划等涉水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已经编制完成的，确需补

充海绵城市规划建设要求的，可开展专项规划研究，供相关规划编制时参考，在

总体规划修编时将其成果纳入，以便落实海绵城市规划总目标。 

6.2.2 总体规划层次的海绵城市规划应与赣江新区、经开组团、儒乐湖新城层

面的城市总体规划相协调，应包括以下内容： 

（1）开展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方面的现状调查与分析，总结

现状存在问题并研判发展趋势。 

（2）兼顾山、水、林、地、湖、草等自然生态要素的完整性。 

（3）确定年径流总量、径流污染控制、排水防涝的总体目标。 

（4）统筹海绵城市指引下的城市生态敏感区导向，生态敏感空间管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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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设施布局。 

（5）结合城乡总体规划中确定的城镇体系，提出水污染防治、面源污染控

制等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的规划策略。 

（6）按照城市规划功能分区、用地布局，提出海绵城市规划分区指引。 

6.3 专项规划层次编制指引 

6.3.1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应深化和细化海绵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总体目标和

控制指标，明确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的重点区域，指导有关规划的编制。 

6.3.2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的编制应包括以下内容： 

（1）综合评价海绵城市建设条件。分析城市区位、自然地理、经济社会现

状和降雨、土壤、地下水、下垫面、排水系统、城市开发前的水文状况等基本

特征，研究城市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拟定海

绵城市规划建设的需求。 

（2）提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的总体思路。针对现状问题，因地制宜确定海

绵城市规划建设的实施路径。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突出源头削减、过程控

制和系统治理的实施路径。 

（3）确定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的总体目标和指标体系。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目

标应统筹考虑水生态、水环境、水安全、水资源四个方面，明确近、远期达到

的分期规划目标，参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办

法（试行）》，提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的指标体系。 

（4）提出海绵城市空间管控格局。识别规划区山、水、林、地、湖、草等

生态本底条件，明确海绵城市的自然生态空间布局，提出保护与修复要求。 

（5）合理划分海绵城市规划管控分区。规划管控分区应结合排水系统及受

纳水体特征进行划分，同一排水系统宜按照系统内水系分布特点划分二级分

区。 

（6）确定海绵城市分区的管控目标。各规划分区的海绵城市管控目标应与

用地布局、受纳水体功能区划、城市开发强度、内涝风险等级等相适应，满足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总体目标要求。 

（7）提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管控策略。针对水生态、水环境、水安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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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等存在的问题，结合不同管控分区特点，按照“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

治理”的原则，制定相应的管控策略。 

（8）提出与多规衔接与协调的建议。针对内涝渍水、河湖水系生态功能受

损等问题，通过系统规划，重点分析涉水规划与海绵专项规划目标不相适应的内

容，提出城市用地竖向、道路交通、绿地系统、水系、排水防涝等规划的调整修

订建议与意见。 

（9）确定近期建设重点区域。确定近期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的重点片区，提

出分期建设要求，作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层次海绵城市规划的上位要求。 

（10）提出实施规划的保障措施和建议。按照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分

工，明确海绵规划建设管控机制、工程项目实施主体与资金保障、落实机构与职

责分工等内容。 

6.4 控制性详细规划层次编制指引 

6.4.1 海绵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应根据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的要求，结合规划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用地布局、道路系统、排水系统专业规划，依据海绵城市专项

规划的目标与指标，按照海绵风险分区和排水分区，将海绵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

指标体系，分解到编制单元、街区和地块，指导规划建设管理。 

6.4.2 海绵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层次的编制包括以下内容： 

（1）详细评价海绵城市建设条件。重点分析规划区用地条件、降雨、土

壤、地下水、下垫面、排水系统、城市开发前的水文状况等基本特征，识别城

市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建设需求。 

（2）提出海绵城市详细规划的总体思路。针对现状问题，结合海绵城市专

项规划，因地制宜确定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的实施路径。 

（3）分解海绵城市管控指标。依据海绵城市专项规划中有关内容，按照规

划地块的用地性质、开发强度等，将受纳水体管理目标与排水分区的管控要求

和海绵指标体系逐级分解到地块。明确强制性和引导性指标，将年径流总量控

制率等强制性指标纳入规划设计条件，引导性指标和要求可作为修建性详细规

划的参考。 

（4）协调与涉水专业规划的关系。将海绵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目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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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体系与用地竖向、道路交通、绿地系统、水系、排水防涝等专业规划对接，

分析水生态、水环境、水安全、水资源与涉水有关规划存在的主要问题，梳理涉

水专业规划与海绵规划不协调的内容，提出有关专业规划应修订和优化的意见。 

（5）提出实施规划的保障措施和建议。按照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分工，

构建海绵规划建设全过程管控机制、明确部门职责与分工。 

6.5 修建性详细规划层次编制指引 

6.5.1 修建性详细规划应以控制性详细规划为指导，落实具体的指标、海绵设

施及相关技术要求，将海绵城市的建设技术和方法引入工程规划设计、技术经济

论证等方面，指导地块开发建设。 

6.5.2 海绵城市修建性详细规划层次的编制包括以下内容： 

（1）开展海绵城市开发建设条件分析和论证。对现状条件进行海绵建设限

制因素和有利因素的分析评价，提出海绵建设的难点和开发策略。 

（2）确定海绵建设的设施类型、规模和空间布局。 

1）建筑与小区。结合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等控制指标，在满足人的

活动游憩需求和建筑间距、道路退距、日照等要求的基础上，形成源头消纳、

中途转输、末端调蓄等控制模式，确定屋顶绿化、下沉式绿地、透水铺装等海

绵措施的规模和空间布局。 

2）绿地与广场。在满足景观、疏散等功能需求的基础上，分析上位规划的

指标控制目标以及周边地块的指标差额情况，确定规划地块应落实的海绵控制

指标。根据公园、防护绿地、景观广场等不同绿地和广场的类型，针对性的选

择适宜的海绵建设措施，包括下沉式绿地率、湿塘、雨水湿地及透水铺装等，

从源头消减城市开发后的雨水径流量。确定景观水面、透水铺装等相应海绵措

施的空间布局。 

3）城市道路。根据设计目标灵活选用海绵措施及其组合系统，采用路缘石

开口、下沉式绿地、植草沟、雨水湿地、透水铺装、渗管/渠等海绵措施，并利

用立交桥下方绿化、道路绿化等区域，落实海绵措施的空间布局。 

（3）根据海绵设施的工程规划要求，进行竖向规划设计，确定海绵措施的

控制点坐标和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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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展海绵城市规划建设实施前后的效果评估、投资估算、预期成本效

益和风险分析。将海绵城市建设前与开发后的年径流总量、年径流污染等指标及

景观效果进行比较与评估。根据海绵措施的类型和规模，估算海绵建设的投资

规模。 

6.6 相关规划衔接 

6.6.1 与城市道路交通系统规划的衔接。城市道路是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和载体，在城市道路交通专项规划中在保障交通安全和通行能力的前提

下，尽可能通过合理的横、纵断面设计，结合道路绿化分隔带，充分滞蓄和净化

雨水径流。 

（1）提出各等级道路径流控制目标。 

（2）协调道路红线内外用地空间布局与竖向设计。 

（3）提出各等级道路海绵设施类别、基本选型及布局等内容。 

（4）根据海绵城市规划建设需求，优化道路横断面设计。 

（5）明确超标径流排放路径。 

6.6.2 与绿地系统规划的衔接。应注重城市绿地对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的特殊贡

献。在满足生态、景观、游憩、安全等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竖向设计，优

化布局海绵设施，实现复合生态功能。 

（1）提出公园绿地、附属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等各类绿地的海绵城

市规划建设控制目标和指标（下沉式绿地率及其下沉深度等控制指标）。 

（2）充分发挥绿地的渗透、调蓄和净化能力，结合周边区域径流控制及超

标雨水消纳需要，合理确定相关控制设施和消纳设施的规模及布局。 

（3）在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指导下，规划设计城市绿地类建设项目时，应

注意： 

1）应符合园林植物种植及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技术要求。 

2）合理设置预处理设施。径流污染较为严重的地区，可采用初期雨水弃

流、沉淀、截污等预处理措施，在雨水径流进入绿地前截流净化和削减污染物

负荷。 

3）充分利用多功能调蓄设施调控雨水径流。有条件地区可布局湿塘、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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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等海绵设施，调蓄超标降雨。 

6.6.3 与水系规划的衔接。城市水系规划应在水系保护、水系利用、水系新建、

涉水工程协调等方面落实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的相关要求。 

（1）分析水系在流域、城市、生态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明确水面率、水

系连通、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等方面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2）依据城市总体规划的水面率目标，明确受保护水域的面积和形态，保

护水体完整性，划定湖泊蓝线，提出管控要求。 

（3）统筹水体、岸线和滨水区之间的功能，在促进城市水系多功能复合利

用的同时，力求保护与强化其对雨水径流的自然渗透、净化与调蓄功能，优化

城市河道、湖泊和湿地等水体的布局，并与有关规划相协调；岸线利用应体现

生态保护的原则，划定生态岸线，并对受破坏的岸线进行生态修复；在生产

性、生活性岸线周边，应结合地块开发功能及建设形态，合理布局植被缓冲

带，优先采用生态型岸线。 

（4）新增水体应兼顾城市排水防涝及景观功能，水系连通的方案；结合水

系在海绵城市规划建设方面的雨水调蓄及超标径流排放要求，优化水系的调度

运行方案。 

（5）应与给水、排水、防洪排涝、水污染治理、再生水利用、道路等工程

进行综合协调，以促进城市水系的保护和提高城市水系的利用效率，减少各类

涉水工程设施的布局矛盾。 

6.6.4 与排水防涝规划的协调。城市排水防涝系统是海绵城市的重要组成部

分。城市排水防涝综合规划应满足《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6

年版）、《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51222-2017）等相关规范要求，并进

一步明确源头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与排水管网系统和超标径流排放系统的协同。 

（1）明确城市内涝风险等级，协调径流总量控制目标、径流污染控制目标

及防治方式与排水系统调度运行的关系。 

（2）确定径流污染控制目标及防治方式。 

（3）明确雨水资源化利用目标及方式。 

（4）源头海绵设施应与城市雨水管渠系统或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相衔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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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优化海绵设施的平面布局与竖向控制。 

（6）结合易涝点分析、排水管网竖向规划和雨水回用，进行雨水调蓄规划

布点及规模设置，并协调好各市政设施的地下空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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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绵城市设计指引 

7.1 一般规定 

7.1.1 建设项目海绵城市设计目标应满足区域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海绵城市控

制性详细规划或修建性详细规划等上层规划提出的控制目标与指标要求，因地制

宜进行海绵城市设计。 

7.1.2 典型用地海绵城市目标 

根据区域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的要求，提出典型用地海绵城市规划建设最低

目标值，见表 7.1.2。 

表 7.1.2（1）建设项目分类指引划分表 

建设项目分类 用地类型 用地代码 用地类型 

建筑与小区 

居住小区类 R1、R2 居住用地 

公共建筑类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道路与广场 
市政道路、广

场类 
S、G3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广场用地 

公园绿地 公园绿地类 G1、G2 公园绿地、防护绿地 

城市水体 水体类 E1 水域 

工业仓储类 
工业类 M 工业用地 

物流仓储类 W 物流仓储用地 

表 7.1.2（2） 典型用地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目标表（最低值） 

类别名称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备注 

下凹式绿地率 透水铺装率 

（最低指标） （最低指标）  （最低指标） 

居住  70% 25% 50%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设

行政办公用地  70% 25% 50% 

文化设施用地  80% 3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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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名称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备注 

下凹式绿地率 透水铺装率 

（最低指标） （最低指标）  （最低指标） 

施用地  教育科研用地  75% 25% 50% 

体育用地  80% 30% 50% 

医疗卫生用地  75% 25% 50% 

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  

商业用地  65% 20% 50% 

商务用地  65% 20% 50% 

工业用地  70% — — 

物流仓储用地  65% — — 

道路与交通

设施用地  
道路用地  60% 30% 50% 

交通设施用地  60% 35% 50% 

公用设施用地  60% — — 

绿地 95% 20% 50% 

广场 85% 20% 70% 

农林用地 90% — — 

7.1.3 建设项目海绵城市设计一般分为修建性详细规划、可行性研究、初步设

计和施工图设计四个阶段。不同阶段设计深度及内容应符合国家有关设计文件编

制深度的规定。 

7.1.4 建设项目海绵城市设计应包括以下设计内容： 

（1）现状调查与评估。分析项目场地与周边地块的竖向关系，明确场地是

否需要承接客水及水量；分析场地内及其周边是否存在内涝点，明确内涝点与

场地的关系；分析场地周边雨水管渠系统与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的现状、上位

规划要求，明确场地与其上下游排水系统的关系；分析场地内的水文地质条

件、下垫面组成、土壤渗透性能等，划分场地汇水区，对不同汇水区现状条件进

行海绵城市规划建设限制因素和有利因素的分析评价，提出海绵城市规划建设

的难点和开发策略。 

（2）确定设计目标。根据本导则及上位规划中的海绵城市相关控制指标，

结合现状条件及问题评估，提出建设项目的海绵城市设计目标。 

（3）总体方案设计。根据项目特点，确定各汇水分区海绵设施的类型、规

模和空间布局。 

（4）指标复核及优化。根据海绵设施的内容和规模，复核海绵性指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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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经济技术比较，按照复核结果优化调整海绵性工程内容，有条件的区域可采

用模型进行校核。 

7.1.5 各类建设项目中的海绵设施系统设计应体现规划区的地域特点，遵守经

济性、适用性原则，尽量采用本地化的参数（降雨资料、设计雨型、土壤渗透系

数等）和本土材料、植物资源进行设计。 

7.2 建筑与小区 

7.2.1 建筑与小区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应满足《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93）（2016 年版）及建筑规范要求，保证建筑安全、水文地质安全等基

本功能的前提下，综合考虑海绵设施的功能性、景观性和安全性等因素。 

7.2.2 建筑与小区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目标应以控制雨水径流总量、削减径流污

染、削减径流峰值和延缓峰值时间为主，当项目有雨水回用要求时，应按照《建

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2016）设置雨水回用系统。 

7.2.3 建筑与小区应结合场地设计、建筑设计、小区道路设计、小区绿地设计

和小区室外排水系统设计，进行海绵城市专项设计，各项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1）场地设计。场地的海绵设计应保护并合理利用原有的湿地、坑塘、沟

渠等收集调蓄雨水；建筑与小区广场周边、道路两侧的绿地宜布局可消纳径流

雨水的海绵设施，场地竖向设计应有利于径流汇入海绵设施。 

（2）建筑设计。建筑的海绵设计应充分考虑雨水的控制与利用，高度小于

50 米、屋顶坡度较小的建筑宜采用绿色屋顶，无条件设置绿色屋顶的建筑应采

取屋面调蓄、雨落管断接等措施收集消纳屋面雨水；地下建筑的顶板覆土宜不

小于 1.2 米，且顶板应做好防水措施。 

（3）小区道路设计。小区道路的路面设计宜满足透水功能要求，小区道

路、休闲广场等路面尽可能采用透水铺装，增加场地透水面积；应合理衔接道路

横坡坡向、路面与周边绿地的竖向关系，便于径流雨水汇入海绵设施。 

（4）小区绿地设计。小区绿地应结合绿地规模与竖向设计，在绿地内布置

可消纳屋面、路面、广场及停车场径流雨水的海绵设施，绿地的植物宜根据土

壤、水质等选择耐淹、耐污等能力较强的乡土植物。 

（5）小区室外排水系统设计。小区室外排水系统的海绵设计应保证排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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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应合理衔接海绵设施溢流口、雨水连接管、盲管与室外雨水主管的高程关

系，便于海绵设施的雨水安全排出；小区雨水口宜优先采用生态式雨水口。通

过溢流排放系统与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和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有效衔接。 

   （6）当上述设计不能满足规划确定的海绵城市设计指标及要求时，还应按照

所需蓄水容积或污染控制要求，合理设计调蓄池、雨水桶等调蓄设施及污染处

理设施。 

7.2.4 建筑与小区海绵设施应根据用地条件、水文地质情况、海绵城市规划设

计目标等进行选取，具体工程措施可参照表 9.5.1。 

7.2.5 建筑与小区海绵措施的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新建建筑与小区中高度不超过 50 米的平屋顶宜采用绿色屋顶；改造建

筑与小区可根据建筑条件考虑采用绿色屋顶。 

1）屋顶植物的应根据气候特点、屋面形式等选择。不宜选择根系穿刺性强

的植物种类，不宜选择速生乔木和灌木植物。屋顶绿化内的乔木应根据建筑荷

载，适当选用，应栽植于建筑柱体处，土壤深度不够可选用箱栽乔木。 

2）绿色屋顶宜设置雨水收集系统，屋面顶板应做好防渗措施，水管、电缆

线等设施应铺设于防水层上，屋面周边应有安全防护设施，灌溉宜采用滴灌、

喷灌和渗灌等设施。 

（2）屋面雨水宜采取屋顶调蓄、雨落管断接等方式收集消纳屋面雨水，或

通过植草沟、雨水管渠将雨水引入场地内的集中调蓄设施。 

（3）屋面及硬化地面雨水回用系统均应设置弃流设施。初期径流弃流量应

按照下垫面实测收集雨水的 SS、COD 等污染物浓度确定，当无资料时，屋面弃

流可采用 5~7mm 径流厚度，地面弃流可采用 5~15mm 径流厚度。建筑与小区的

回用雨水可作为生活杂用水、绿地浇洒、道路冲洗和景观水体补给等。 

（4）建筑与小区道路最大道路纵坡为 8%，最小道路纵坡为 0.3%。周边有

下沉式绿地的道路，道路竖向应高出绿地 50mm 以上。 

（5）建筑与小区道路两侧及广场宜采用植被浅沟、渗透沟槽等地表排水形

式输送、消纳、滞留雨水径流，减少小区内雨水管道的使用。若必须设置雨水

管道，设施规模原则上应该按照《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6

年版）中相应标准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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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筑与小区雨水口宜设在汇水面的低点，顶面标高宜低于排水面

10mm~20mm，并应高于周边绿地种植面 40~50mm；雨水口应截污挂篮、环保

雨水口等措施。 

（7）建筑与小区内绿地宜采用可用于滞留雨水的下沉式绿地： 

1 ） 下 沉 式 绿 地 应 低 于 周 边 铺 砌 地 面 或 道 路 ， 下 沉 深 度 宜 为

100mm~200mm。 

2）周边雨水宜分散进入下沉式绿地，当集中进入时应在入口处设置缓冲。 

3）当采用绿地入渗时可设置入渗池、入渗井等入渗设施增加入渗能力。 

4）下沉式绿地内一般应设置溢流口（如雨水口），保证暴雨时径流的溢流

排放，溢流口超高不宜超过 50mm。 

（8）小区道路两侧、广场以及停车场周边的绿地宜设置植草沟，植草沟与

其他措施联合运行，可在完成输送功能的同时满足雨水收集及净化处理要求。 

1）植草沟断面形式宜采用抛物线型、三角形或梯形。 

2）植草沟顶宽不宜大于 1500mm，深度宜为 50mm~250mm，最大边坡宜为

3:1，纵向坡度不应大于 4%，沟长不宜小于 30m。 

（9）在小区内建筑、道路及停车场的周边绿地宜设置生物滞留设施，对于

径流污染严重、设施底部渗透面距离季节性最高地下水位或岩石层小于 1m及距

离建筑物基础小于 3m（水平距离）的区域，可采用底部防渗的复杂型生物滞留

设施。生物滞留设施的蓄水层深度应根据植物的耐淹性能和土壤渗透性能确

定，一般为 200-300mm，并设 100mm 的超高，局部区域超高可进行适当调整，

但需满足相关设计规范要求。  

（10）建筑与小区应根据条件设置雨水调蓄设施，设施规模参照 5.3.1 计

算。雨水调蓄设施包括：雨水桶、雨水调蓄池、雨水调蓄模块、具有调蓄空间

的景观水体、洼地，不包括低于周边地坪 50mm 及以内的下沉式绿地。 

1）在雨水管渠沿线附近有天然洼地、池塘、景观水体，可作为雨水径流高

峰流量调蓄设施，当天然条件不满足，可建造雨水调蓄设施。 

2）雨水调蓄池可采用室外地埋式蓄水模块、硅砂砌块水池、混凝土水池

等。 

3）蓄水模块作为雨水储存设施时，应考虑周边荷载的影响，其竖向荷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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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侧向荷载能力应大于上层铺装和道路荷载及施工要求，考虑模块使用期限

的安全系数应大于 2.0。蓄水模块内应具有良好的水流流动性，水池内的流通直

径应不小于 50mm，蓄水模块外围应包有土工布层。 

4）有景观水体的小区，景观水体宜具备雨水调蓄功能，水体应低于周边道

路及广场，同时配备将汇水区内雨水引入水体的设施，景观水体的规模应根据

降水规律、水面蒸发量、径流控制率、雨水回用量等，通过全年水量平衡分析

确定。 

7.2.6 建筑与小区海绵措施衔接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 7.2.6 建筑与小区海绵措施衔接关系图 

7.3 城市道路 

7.3.1 城市道路工程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应在满足《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GB51286-2018）中相关要求，保证交通畅通安全等基本功能的前提下，综合

考虑道路径流组织、源头海绵功能及雨水安全排放等因素，以因地制宜、经济有

效、方便易行为原则，有序开展海绵设计并达到相关规划提出的海绵城市控制目

标与指标要求。 

7.3.2 城市道路工程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目标应以削减径流污染、排水防涝为

主。 

（1）径流污染控制。城市道路径流污染控制目标应满足海绵城市相关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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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要求，当城市道路车行道的径流雨水排入道路红线内、外绿地时，在源头

海绵设施前端，应优先设置环保型雨水口、沉淀池（井）、雨水弃流井（管）、

渗透溢流井等设施，对进入绿地内的初期雨水进行预处理或弃流，以减缓初期雨

水对绿地环境及源头海绵设施的影响。有条件的区域应开展路面污染负荷的监测

及专题研究，无条件的区域可参考附录 9.7 的研究成果。 

（2）排水防涝控制。城市道路排水防涝标准应满足《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4-2006）（2016 年版）、《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51222-2017）

及规划区海绵城市相关规划的目标要求。 

7.3.3 城市道路工程的海绵设计应结合道路高程设计、绿化带设计、道路横断

面设计及常规排水系统设计进行。 

7.3.4 城市道路径流雨水应通过有组织的汇流与转输，经截污等预处理后引入

道路红线内、外绿地或绿化带内，并通过设置在绿地内的雨水渗透、储存、调节

等为主要功能的海绵设施进行处理。 

7.3.5 城市道路应落实海绵城市目标要求。道路设计应优化道路横坡坡向、路

面与道路绿化带及周边绿地的竖向关系等，便于路面径流雨水汇入海绵设施。不

同路面结构交接带及道路外侧宜设置绿化带，便于海绵设施布置及路面雨水收集

排放。 

7.3.6 新建、改扩建城市道路的车行道、人行道横坡设计宜考虑坡向海绵体绿

地、绿化带。 

7.3.7 城市道路工程海绵设施应根据用地条件、水文地质情况、海绵城市规划

设计目标等进行选取，具体工程措施可参照表 9.5.1。 

7.3.8 新建、改扩建城市道路设计人行道（含人机混行道的铺装断面）应采用

透水铺装。位于公园、景区的道路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可采用透水沥青路面或

透水混凝土路面，透水人行道。设计应满足《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

CJJ/T135、《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CJJ/T190、《透水人行道铺设》10MR204

要求。 

7.3.9 城市道路绿化带宜采用下沉绿地、生物滞留设施、植草沟等设施。面积

较大的绿化带、交通岛、渠化岛和大型立交绿地等区域可依据实际情况采用雨水

湿地、雨水花园、湿塘、调节塘、调节池等设施。应采取必要的防渗措施，防止



34 

 

径流雨水下渗对道路路面及路基的强度和稳定性造成破坏。 

7.3.10 城市道路海绵性设计典型横断面布置示意如下图所示。 

 

 

图 7.3.11 城市道路海绵性设计典型断面图(示意) 

7.3.11 道路雨水宜首先汇入道路红线内绿化带，一般采用路缘石开口，排至下

沉式绿地、植草沟等；人行道雨水通过表面径流、透水铺装排至下沉式绿地、渗

管（渠）等。 

7.3.12 采用渗排管、渗管（渠）时应采用透水土工布外包处理，防止管渠堵塞。 

7.3.13 城市高架路下应根据建设条件和水质监测情况设置雨水弃流、调蓄、利

用设施，如雨水桶、滞蓄池等。 

7.3.14 海绵设施应通过雨水口、溢流井、渗管等与城市雨水管渠系统相衔接，

保证上下游排水系统的通畅。设置有溢流口的下凹式绿地等海绵设施宜按

100mm 安全高度设计。 

7.3.15 雨水径流通过开口（孔）路缘石集中进入绿化带处或沉淀池周围宜散铺

卵石，避免径流对绿化带内植被冲刷破坏，并与绿化景观融合，卵石顶面应与绿

化种植面或沉淀池顶面持平。 

7.3.16 路面排水可利用道路及周边公共用地的地下空间设计调蓄设施。当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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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绿地空间不足时，可由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协调，将道路雨水引入道路红线外城

市绿地内、建筑退让道路红线的绿化带实现联动减排。当道路红线内绿地空间充

足时，也可利用红线内海绵设施消纳道路红线外的径流雨水。 

7.3.17 海绵设施中的植物宜根据绿地竖向布置、水分条件、径流雨水水质等进

行选择，宜选择耐盐、耐淹、耐污等能力较强的本土植物。 

7.3.18 城市道路海绵措施衔接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 7.3.18 城市道路海绵措施衔接关系图 

7.4 城市绿地与广场 

7.4.1 城市绿地与广场的海绵设计应在满足现行《公园设计规范》

（GB51195-2016）、《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50420-2007）（2016 版）等相

关规范要求，保证绿地与广场功能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海绵性功能，对

自身及周边雨水径流进行滞蓄、净化、利用和安全排放。 

7.4.2 城市绿地与广场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目标应以控制径流总量、削减径流污

染、错峰减排目标为主。区域内的径流雨水通过海绵设施有组织的汇流与传输，

经截污等预处理后引入绿地内。并应与区域内的雨水管渠系统和超标雨水径流排

放系统合理衔接。 

7.4.3 城市绿地与广场海绵设计对象包括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及广场用地。各

类城市绿地与广场海绵设计侧重点如下： 

（1）公园绿地的海绵设计应以入渗和减排峰为主，以调蓄和净化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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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护绿地的海绵设计应以入渗为主，净化为辅； 

（3）广场用地的海绵设计应以控制径流污染为主，调蓄为辅。 

7.4.4 城市绿地与广场应结合项目布局、用地条件、当地水文地质条件和海绵

规划设计目标，选择适用于城市绿地的海绵措施，具体措施可参照表 9.5.1 选择。 

7.4.5 城市绿地与广场海绵措施的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透水铺装 

1）城市绿地与广场内的人行步道、轻型荷载园路、广场用地和停车场等可

采用透水铺装，根据土基透水性可采用半透水和全透水铺装结构。 

2）透水铺装的设计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并应设置不小于 DN200 的盲管将

水排入雨水管网；透水铺装路面的检查井应采用双层井盖。 

（2）下沉式绿地 

1）宜选用耐渍、耐淹、耐旱的植物品种。 

2）下沉深度应根据土壤渗透性能确定，一般为 100-200mm。 

3） 下沉式绿地内应设置溢流口，保证暴雨时雨水径流的溢流排放，溢流口

超高不宜超过 50mm。 

4）与硬化地面衔接区域应设有缓坡处理。 

5）与非透水铺装之间应做防水处理。 

6）防护绿地应根据港渠、道路、高压走廊等不同防护用地类别，确定是否

采用下沉式绿地。改造项目应根据防护类型、现有植物品种等因素确定具体下

沉深度。 

7）广场用地宜选用下沉式绿地，但需与硬化地面及溢流设施相结合。 

（3）生物滞留设施 

1）按应用位置的不同，生物滞留设施又可称为雨水花园、高位花坛、生物

滞留带和生态树池等。 

2）生物滞留设施的蓄水深度应根据植物耐淹性能和土壤渗透性能确定，一

般为 200-300mm，并应设 100mm 的超高。 

3）生物滞留设施内应设有溢流设施，可采用溢流口、溢流竖管和渗井等。

溢流设施顶部一般应低于汇水面 100mm。 

4）公园绿地内生物滞留设施应根据场地布局、汇水面积，按照 5.3 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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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设施规模。生态树池的超高高度可做适当调整，但需满足相关设计规范要

求。 

5）防护绿地内的生物滞留设施应根据防护类型合理选用。 

6）港渠周边生物滞留设施宜紧邻港渠分散布置，且单个规模不宜过大，可

不设置溢流设施；电力高压走廊防护绿地内的生物滞留设施设置，应在符合相

关设计规范的前提下谨慎选用。 

7）广场用地的生物滞留设施规模应根据汇水面积确定，对于含道路汇水区

域的生物滞留设施应选用植草沟、沉淀池等对径流雨水进行预处理。污染严重

区域应设置初雨弃流设施，弃流量根据下垫面旱季污染物状况确定。 

（4）渗井、渗管、渗渠 

1）城市绿地雨水井可采用渗井形式，雨水管采用渗管形式，通过地表、渗

管和渗井多层次立体渗透，达到加快地表水入渗和吸收的作用。 

2）公园绿地内的径流雨水污染较轻微，雨水井可全部采用渗井形式。 

3）防护绿地内的径流雨水污染较小，可通过植草沟、沉淀池等对径流雨水

进行预处理后溢流入渗井。 

4）城市广场内的径流雨水污染较严重，不宜采用渗井。 

（5）水体 

1）城市绿地中的水体应具有雨水调蓄和水质净化功能。公园内的水体可根

据需要适当收纳周边地块的地表雨水，但收纳车行道区域的雨水需进行预处

理，对于污染严重的区域必须设有初期雨水弃流或净化设施。 

2）水体周边应根据水流方向、速度和冲刷强度，合理设置生态驳岸。 

3）缓坡入水的生态驳岸，坡度不大于 1：8。 

4）水体周边植物应结合区域污染源种类，选择具有特定净化功能的植物。 

5）水体间传输型旱溪和汇水型旱溪深度控制在 200-500mm，宽度不小于

1500mm。 

6）公园绿地内景观水体的补水水源，应通过植草沟、生物滞留措施等对径

流雨水进行预处理。 

7）广场用地内景观水体应设置初雨弃流设施。 

（6）调蓄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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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地表调蓄水体且径流污染较小的城市绿地，可设置调蓄池。 

2）根据区域降雨、地表径流系数、地形条件、周边雨水排放系统等因素，

确定调蓄池的容积。 

（7）植草沟 

1）沿硬化地面布置的植草沟深度应控制在 200-500mm，宽度不大于

1000mm。 

2）汇水型植草沟深度控制在 200-500mm，宽度不小于 1500mm。 

（8）植被缓冲带 

1）植被缓冲带适用于公园绿地、防护绿地的临水区域。 

2）公园绿地内临水区域绿地与水面高差较小，植被缓冲带宜采用低坡绿地

的形式，以减缓地表径流。 

3）防护绿地内临水区绿地与水面高差较大，植被缓冲带宜采用多坡绿地的

形式，以减缓地表径流。 

（9）绿色屋顶 

根据整体景观风格和建筑构造确定是否建设绿色屋顶。 

7.4.6 城市绿地与广场海绵措施衔接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 7.4.6 城市绿地与广场海绵措施衔接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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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城市水系 

7.5.1 城市水系的海绵规划设计应在满足排水、景观、生产、水环境等综合功

能的前提下，结合海绵规划目标，统筹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进行

系统规划。 

7.5.2 城市水系的海绵规划设计对象包括城市江河、湖泊、港渠。 

7.5.3 城市水系海绵规划设计内容包括河湖水域控制、生态岸线规划设计、滨

水区规划设计、水质控制、生态排口设置以及与上游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和下游水

系的衔接等。 

7.5.4 城市水系的规划设计应注重与汇流区域的排水系统相衔接。现状调查与

评估中应包括水文条件、水质等级、水系连通、水系利用、岸线与滨水带等现状

资料的收集分析；流域洪水风险、水量平衡、纳污能力等问题的研究与分析。总

体方案应根据水系水位、道路竖向与雨水排水设施的衔接关系，合理确定海绵目

标及需求，重点论证调蓄量、污染物负荷削减量等工程规模，最后进行湖港岸线、

排口、水质净化、滨水带的绿化景观、临水建筑物等的海绵性设计。 

7.5.5 城市水系的海绵工程措施选择及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滨水带 

1）滨水带绿地空间宜选择湿塘、雨水湿地、植被缓冲带等措施进行雨水调

蓄、削减径流及控制污染负荷。 

2）滨水带步行道与慢行道应满足透水功能要求；滨水带内的管理建筑物应

符合绿色建筑要求。  

（2）驳岸 

1）江河、湖泊、港渠的岸线应具有自然性与生态性。 

2）城市江河宜选用安全性和稳定性高的护岸形式，如植生型砌石护岸、植

生型混凝土砌块护岸等；对于流速较缓的河段可选用自然驳岸。 

3）城市湖泊、港渠设计流速小于 3m/s，岸坡高度小于 3m 的岸坡，应采用

生态型护岸形式或天然材料护岸形式，如三维植被网植草护坡、土工织物草坡

护坡、石笼护岸、木桩护岸、乱石缓坡护岸、水生态植物护岸等。 

（3）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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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受纳水体的水功能区划和水质管理目标，城市水系禁止新增污水排

口，新增雨水排口应设置面源控制措施。 

2）城市水系排口应采用生态排口，包括一体式生态排口、漫流生态排口

等。 

3）港渠、湖泊现有合流、混流排口整治设计中，应结合汇水范围内的源头

海绵性改造措施，设置初期雨水调蓄池、截污管涵等工程措施进行末端污染控

制。 

（4）水体 

1）规划新建的水体或扩大现有水域面积，应核实区域海绵规划控制目标，

并根据目标进行水体形态控制、平面设计、容积设计、水位控制及水质控制。 

2）对于城市水体水质功能要求较高、排涝高风险区，可利用现有子湖（湖

汊）等水域规划设计自然水体缓冲区等，缓冲区作为湿塘、前置塘、湿地、缓冲

塘、渗透塘等。根据区域排水量、污染控制目标，确定缓冲区的面积、容积；

根据上游排口标高、下游水体水位明确缓冲区水域竖向标高。 

3）自然水体缓冲区应设置水质污染风险防范措施，以防止发生上游突发污

染事件造成对主水域的水质破坏。 

7.5.6 城市水系海绵措施衔接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 7.5.6 城市水系海绵措施衔接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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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工业仓储类 

7.6.1 工业仓储的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应在保障生产安全的前提下，结合海绵城

市设计目标，因地制宜地有序开展。 

7.6.2 工业区绿地率宜控制在 15%以上，确保厂区具备一定的滞蓄雨水空间，

满足海绵城市的目标要求。 

7.6.3 工业仓储内部的排水系统建设应执行雨污分流、污废分流等要求。工业

污水的排放标准应执行相应的行业标准。 

7.6.4 工业仓储产业的海绵城市设计目标以削减径流污染为主，其初期雨水径

流会污染地表水，应将其收集处理，达到相应排放标准。 

7.6.5 工业区较大的平屋面宜采用屋顶绿化、屋面调蓄等海绵设施，并做好防

渗措施。对于无法设置屋顶海绵设施的轻质屋面结构的工业厂房，可采取雨落管

断接、雨水桶、高位花坛等措施，对屋面雨水进行收集消纳，通过设置下凹式绿

地、植草沟等设施对雨水进行收集、净化、储存。可将收集的雨水用于工业厂房

内的道路冲洗、绿化浇洒等方面。 

7.6.6 工业园区内应结合绿地布局与竖向设计，在绿地内布置可消纳屋面、路

面、广场及停车场径流雨水的海绵设施，绿地的植物宜根据土壤、水质等选择耐

淹、耐污等能力较强的乡土植物。绿地高程应低于地面 50-100mm，并确保周边

建筑、道路雨水汇流入绿地中。 

7.6.7 雨水口宜设于绿化带内，应优先采用生态式雨水口。应合理衔接海绵设

施溢流口、雨水连接管、盲管与室外雨水主管的高程关系，便于海绵设施的雨水

安全排出；通过溢流排放系统与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和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有效

衔接。 

7.6.8 工业区内机动车道路缘石宜采用平道牙或开口型式，确保机动车路面雨

水能自流进入下沉式绿地进行消纳、净化。 

7.6.9 当上述设计不能满足规划确定的海绵城市设计指标及要求时，还应按照

所需蓄水容积或污染控制要求，合理设计调蓄池、雨水桶等调蓄设施及污染处理

设施。 

7.6.10 工业仓储类海绵措施衔接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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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10 工业仓储类海绵措施衔接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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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规划保障措施  

8.1 规划保障 

8.1.1 一般规定 

为贯彻落实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目标及要求，应根据《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

——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等政策文件，结合最新修订的《室外排水设计规

范》（GB50014-2006）（2016 年版）等规范要求，修订相关涉水规划并形成多

规协调统一。 

8.2 组织保障 

8.2.1 工作机制 

建议赣江新区制定海绵城市“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的相关政策

和规定，明确相关部门审查和审批全区的海绵城市规划建设项目，构建全区海

绵城市规划、设计、工程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和维护管理的长效运营管理机制。 

8.2.2 建立项目管控制度和工程管理体系 

在总体规划、控制性详规、修建性详规及道路交通、绿地系统、水系、排

水防涝等规划中，贯彻落实海绵城市规划建设要求，加强地块开发的规划建设管

控。 

出台相关文件建立从项目立项、规划审批、设计审查、施工质量监督及竣

工验收等一套完整的建设工程管理体系。 

落实项目组织编制流程，规范设计单位参与项目招标、委托的过程，加强

项目建设管理。 

将所有海绵城市规划建设项目纳入信息系统管理平台，并进行综合跟踪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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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2 项目管控和工程管理流程图 

8.3 机制保障 

8.3.1 政府应通过年度城建计划将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纳入政府定期督办、城建

重点项目第三方考核和绩效考核等日常工作管理体系。 

8.3.2 逐步将海绵城市规划建设要求纳入土地出让、“两证一书”、施工图审查、

开工许可、竣工验收等城市规划建设管控环节。海绵设施应与建设项目的主体工

程同时规划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图 8.3.2 海绵城市规划管控要点 

8.3.3 在规划阶段，规划管理部门在核发用地规划条件时，建设项目应当包含

海绵城市规划方案；在设计阶段，区域所有新建、扩建建设项目应当按照上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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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提出的海绵城市指标要求进行海绵城市专项设计；在图审阶段，建设项目的施

工图设计文件应当符合海绵城市规划建设要求，否则不得发放《施工图审查合格

书》；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海绵

城市设施及相关工程措施施工，不得擅自修改设计文件降低海绵城市设计目标，

并留存重要海绵工程的施工影像资料；在验收阶段，对不符合海绵城市规划建设

要求的，不予发放排水许可，对竣工验收不合格的，不得竣工验收备案，不得交

付使用；在维护管理阶段，应该指定维护管理责任人，保证海绵设施的完好和正

常运行，建立海绵设施维护管理检查和考核制度。 

图 8.3.3 海绵城市规划建设阶段管控要点 

8.3.4 研究制定支持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的建设用地管理政策，如对于已经出让

或划拨土地尚未建设的地块，统筹协调建设单位和市级单位修改设计，对达到海

绵要求的单位，给予适当奖励。 

8.4 实施保障 

8.4.1 技术方面 

（1）加强城市生态保护。 

（2）加强城市河湖治理。 

（3）提升园林绿地调蓄与净化功能。 

（4）提升道路广场排水能力。 

（5）建设完善城市排水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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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管理维护 

（1）组织编制适用于工程设计、建设和维护的技术标准，通过理论研究和

不断积累工程案例资料，将理论化、理念化的成果转化为工程化的指导文件。 

（2）研究编制工程设计、施工图审查的技术要点、方法和软件系统，提高

项目审批效率，让许可的技术审查条目化、模块化、自动化，制定更易操作的

技术手册、开发操作简单界面直观的审查评估软件系统。 

（3）推广住宅小区低影响开发。 

（4）加强公众参与，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8.4.3 其他 

积极为海绵城市规划建设培养各类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针对海绵城市规

划建设领域发展中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问题，组织攻关，带动技术创新，结

合国内外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经验，开展海绵城市技术领域的技术讲座和交流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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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录 

9.1 相关政策及规范 

9.1.1 相关政策文件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国办

发〔2013〕23 号） 

（2）《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城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编制大纲

的通知》（建城[2013]98 号） 

（3）《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 

（4）《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 号）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2015 年 4 月

25 日） 

（6）《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办法

（试行）的通知》（建办城函[2015]635 号） 

（7）《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暂行规定的通知》

（建规〔2016〕50 号） 

（8）《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排水口、管道及检

查井治理技术指南（试行）的通知》（建城函[2016]198 号） 

（9）《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排水口、管道及检

查井治理技术指南（试行）的通知》（建城函[2016]198 号） 

（10）《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赣府

厅发[2016]4 号） 

（1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意见》（2018 年 6 月 16 日） 

（12）《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征求意见稿）》（2018 年 7 月 4 日） 

9.1.2 相关规范 

（1）《城镇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788 

（2）《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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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 

（4）《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技术规范》GB 50400 

（5）《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93（2016 年版） 

（6）《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318 

（7）《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51222 

（8）《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 

（9）《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 

（10）《建筑中水设计规范》GB 50336 

（11）《城市水系规划规范》GB50513 

（12）《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GB51286 

（13）《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 50420 

（14）《民用建筑绿色设计规范》JGJ/T229 

（15）《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 

（16）《绿化种植土壤》CJ/T340 

（17）《公园设计规范》GB51192 

（18）《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   

（19）《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 18921 

（20）《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 

（21）《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 

（22）《给水排水构筑物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41 

（23）《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 

（24）《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25）《雨水集蓄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T 50596 

（26）《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CJJ/T135 

（27）《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CJJT188 

（28）《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CJJ/T190 

（29）《透水人行道铺设》10MR204 

（30）《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JGJ155 

（31）《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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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雨水综合利用》10SS705 

9.1.3 其他标准 

（1）《江西省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试行）》 

（2）《南昌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试行）》 

（3）《萍乡市海绵城市建设规划设计导则》 

（4）《南宁市海绵城市建设规划设计导则》 

（5）《武汉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 

（6） 《广州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 

（7）《光明新区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 

9.2 各分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目标 

表 9.2.1 儒乐湖新城海绵城市分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表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面积（km2） 
年径流总量 
控制目标 

设计降雨量

（mm） 

RLH-1 

RLH-101 3.05 90% 50.4 

RLH-102 0.62 75% 26.9 

RLH-103 0.48 76% 27.9 

RLH-104 0.60 77% 28.8 

小计 4.75  76% 27.9 

RLH-2 

RLH-201 1.50 90% 50.4 

RLH-202 0.69 77% 28.8 

RLH-203 0.64 77% 28.8 

小计 2.83  77% 28.8 

XZH-1 

XZH-101 0.75 77% 28.8 

XZH-102 0.50 77 % 28.8 

XZH-103 0.89 77 % 28.8 

小计 2.14  77 % 28.8 

GZ-1 

GZ-101 1.12 77 % 28.8 

GZ-102 0.50 77%  28.8 

GZ-103 0.85 75%  26.9 

GZ-104 0.87 77%  28.8 

GZ-105 0.56 78%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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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面积（km2） 
年径流总量 
控制目标 

设计降雨量

（mm） 

小计 3.90  77%  28.8 

XFH-1 

XFH-101 0.74 74%  26.0 

XFH-102 0.66 75%  26.9 

XFH-103 0.86 75%  26.9 

小计 2.27  75%  26.9 

XFH-2 

XFH-201 1.15 75%  26.9 

XFH-202 0.70 77%  28.8 

XFH-203 0.49 77%  28.8 

小计 2.34  76%  27.9 

DJF-1 

DJF-101 0.58 74%  26.0 

DJF-102 0.64 77%  28.8 

DJF-103 0.89 73%  25.2 

DJF-104 0.64 74%  26.0 

小计 2.74  75%  26.9 

XFH-3 

XFH-301 0.80 73%  25.2 

XFH-302 0.64 73%  25.2 

XFH-303 0.89 75%  26.9 

XFH-304 0.70 73%  25.2 

XFH-305 0.85 74%  26.0 

小计 3.89  74%  26.0 

XZH-2 XZH-201 3.15 88%  45.0 

总计 28.01  79% 31.0 

9.3 土壤类型及渗透系数 

9.3.1 不同类型土壤的渗透系数应根据现场勘测数据确定，缺乏资料时可参照

表 9.3.1 取值。 

表 9.3.1 土壤的渗透系数取值 

底层 
地层粒径 

渗透系数 K（m/s） 
粒径（mm） 所占比例（%） 

黏土   < 5.7×10-8 

粉质黏土   5.7×10-8 ~ 1.16×10-6 

粉土   1.16×10-6 ~ 5.79×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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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 
地层粒径 

渗透系数 K（m/s） 
粒径（mm） 所占比例（%） 

粉砂 >0.075 >50 5.79×10-6 ~ 1.16×10-5 

细砂 >0.075 >85 1.16×10-5 ~ 5.79×10-5 

中砂 >0.25 >50 5.79×10-5 ~ 2.31×10-4 

均质中砂   4.05×10-4 ~ 5.79×10-4 

粗砂 >0.5 >50 2.31×10-4 ~ 5.79×10-4 

圆砾 >2 >50 5.79×10-4 ~ 1.16×10-5 

卵石 >20 >50 1.16×10-5 ~ 5.79×10-5 

稍有裂隙的岩石   2.31×10-4 ~ 6.94×10-4 

裂隙多的岩石   >6.94×10-4 

注：以上数据参照《南昌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试行）》。 

9.4 多年平均逐月降雨量及蒸发量 

表 9.4.1 多年平均逐月降雨量与蒸发量一览表 

月份 降雨量（mm） 蒸发量（mm） 

1 72.4 53.5 

2 95.8 60.9 

3 164.3 81.1 

4 220.2 117.7 

5 223.1 153.3 

6 285.5 156.9 

7 159.7 231.6 

8 122.8 215.2 

9 75.7 177.0 

10 58.7 144.5 

11 77.6 92.8 

12 38.1 69.0 

总计 1593.9 1553.5 

注：以上数据参照《江西省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试行）》。 

9.5 主要低影响开发设施示意图 

9.5.1 各类用地低影响开发设施的选用应根据不同类型用地的功能、用地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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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土地利用布局、水文地质等特点确定，可参照表 9.5.1。 

表 9.5.1 各类用地低影响开发设施的选用一览表 

技术类型（按

主要功能） 
单项设施 

用地类型 

建筑与小区 城市道路 绿地与广场 城市水系 

滞渗设施 

透水铺装 ● ● ● ◎ 

绿色屋顶 ● ○ ○ ○ 

下沉式绿地 ● ● ● ◎ 

生态树池 ● ● ●  

简易型生物

滞留设施 
● ● ● ◎ 

复杂型生物

滞留设施 
● ● ◎ ◎ 

渗透塘 ◎ ○ ● ○ 

渗井 ● ◎ ● ○ 

蓄积设施 

湿塘 ◎ ○ ● ● 

雨水湿地 ● ○ ● ● 

蓄水池 ◎ ○ ◎ ○ 

雨水罐 ● ○ ○ ○ 

净化设施 

雨水净化储

存池 
● ○ ◎ ◎ 

初期雨水弃

流设施 
● ◎ ◎ ● 

转输设施 

转输型植草

沟 
● ● ● ◎ 

湿式植草沟 ● ● ● ◎ 

干式植草沟 ● ● ● ◎ 

注：○——不宜选用  ◎——可选用  ●——宜选用。 

9.5.2 雨水滞渗设施 

（1）透水铺装 

1）透水铺装按照面层材料不同可分为透水砖铺装、透水混凝土铺装和透水

沥青铺装，植草砖、园林铺装中的鹅卵石、碎石铺装等也属于渗透铺装。  

2）透水铺装结构应符合《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CJJ/T188）、《透水沥

青路面技术规程》（CJJ/T190）、《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CJJ/T135）

和《透水人行道铺设》10MR20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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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透水铺装的典型构造如图 9.5.2（1）、9.5.2（2）所示。 

 

图 9.5.2（1） 透水铺砖典型构造图 

 

图 9.5.2（2） 透水铺砖典型结构图 

（2）绿色屋顶 

绿色屋顶也称种植屋面、屋顶绿化等，根据种植基质深度和景观复杂程

度，绿色屋顶又分为简单式和花园式，基质深度根据植物需求及屋顶荷载确

定，简单式绿色屋顶的基质深度一般不大于 150mm，花园式绿色屋顶在种植乔

木时基质深度可超过 600mm，绿色屋顶的设计可参考《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

（JGJ155）。绿色屋顶的典型构造如下图所示。 

 

图 9.5.2（3） 绿色屋顶典型构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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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沉式绿地 

1）下沉式绿地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下沉式绿地指低于周边铺砌地

面或道路在 200 mm 以内的绿地；广义的下沉式绿地泛指具有一定的调蓄容积

（在以径流总量控制为目标进行目标分解或设计计算时，不包括调节容积），且

可用于调蓄和净化径流雨水的绿地，包括生物滞留设施、渗透塘、湿塘、雨水

湿地、调节塘等。 

2）狭义的下沉式绿地应满足以下要求： 

①下沉式绿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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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00 mm。 

②下沉式绿地内一般应设置溢流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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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00 mm。  

3）狭义的下沉式绿地典型构造如下图所示。 

 

图 9.5.2（4） 狭义的下沉式绿地典型构造示意图 

（4）生物滞留设施 

生物滞留设施指在地势较低的区域，通过植物、土壤和微生物系统蓄渗、

净化径流雨水的设施。生物滞留设施分为简易型生物滞留设施和复杂型生物滞

留设施，按应用位置不同又称作雨水花园、生物滞留带、高位花坛、生态树池

等。 

简易型和复杂型生物滞留设施典型构造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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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2（5） 简易型生物滞留设施典型构造示意图

图 9.5.2（6） 复杂型生物滞留设施典型构造示意图 

（5）渗透塘 

渗透塘是一种用于雨水下渗补充地下水的洼地，具有一定的净化雨水和削

减峰值流量的作用。渗透塘典型构造如下图所示。 

 

图 9.5.2（7） 渗透塘典型构造示意图 

（6）渗井 

1）渗井指通过井壁和井底进行雨水下渗的设施，为增大渗透效果， 可在渗

井周围设置水平渗排管，并在渗排管周围铺设砾（碎）石。 

2）渗井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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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水通过渗井下渗前应通过植草沟、植被缓冲带等设施对雨水进行预处

理。 

②渗井的出水管的内底高程应高于进水管管内顶高程，但不应高于上游相

邻井的出水管管内底高程。 渗井调蓄容积不足时，也可在渗井周围连接水平渗

排 管 ， 形 成 辐 射 渗 井 。 辐 射 渗 井 的 典 型 构 造 如 下 图 所 示 。

 

图 9.5.2（8） 辐射渗井的典型构造示意图 

9.5.3 雨水蓄积设施 

（1）湿塘 

1）湿塘指具有雨水调蓄和净化功能的景观水体，雨水同时作为其主要的补

水水源。湿塘有时可结合绿地、开放空间等场地条件设计为多功能调蓄水体，

即平时发挥正常的景观及休闲、娱乐功能，暴雨发生时发挥调蓄功能，实现土

地资源的多功能利用。 

2）湿塘一般由进水口、前置塘、主塘、溢流出水口、护坡及驳岸、维护通

道等构成。湿塘应满足以下要求： 

①进水口和溢流出水口应设置碎石、消能坎等消能设施，防止水流冲刷和

侵蚀。 

②前置塘为湿塘的预处理设施，起到沉淀径流中大颗粒污染物的作用；池

底一般为混凝土或块石结构，便于清淤；前置塘应设置清淤通道及防护设施， 

驳岸形式宜为生态软驳岸，边坡坡度（垂直：水平）一般为 1：2—1：8；前置

塘沉泥区容积应根据清淤周期和所汇入径流雨水的 SS 污染物负荷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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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主塘一般包括常水位以下的永久容积和储存容积，永久容积水深一般为

0.8-2.5 m；储存容积一般根据所在区域相关规划提出的“单位面积控制容积”确

定；具有峰值流量削减功能的湿塘还包括调节容积，调节容积应在 24-48 h 内

排空；主塘与前置塘间宜设置水生植物种植区（雨水湿地），主塘驳岸宜为生态

软驳岸，边坡坡度（垂直：水平）不宜大于 1：6。 

④溢流出水口包括溢流竖管和溢洪道，排水能力应根据下游雨水管渠或超

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的排水能力确定。 

⑤湿塘应设置护栏、警示牌等安全防护与警示措施。湿塘的典型构造如图

下图所示。 

 

图 9.5.3（1） 湿塘典型构造示意图 

  

图 9.5.3（2） 湿塘及雨水湿地实景图 

（2）雨水湿地 

1）湿地具有储存、净化雨水等作用，利用物理、水生植物及微生物等作用

净化雨水，是一种高效的径流污染控制设施，雨水湿地分为雨水表流湿地和雨

水潜流湿地，一般设计成防渗型以便维持雨水湿地所需的水量，雨水湿地常与

湿塘合建并设计一定的调蓄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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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雨水湿地与湿塘的结构相似，一般由进水口、前置塘、沼泽区、出水

池、溢流出水口、护坡及驳岸、维护通道等构成。 

3）雨水湿地应满足一下要求： 

①进水口和溢流出水口应设置碎石、消能坎等消能设施，防止水流冲刷和

侵蚀； 

②雨水湿地应设置前置塘对径流雨水进行预处理； 

③沼泽区包括浅沼泽区和深沼泽区，是雨水湿地主要的净化区，其中浅沼

泽区水深范围一般为 0-0.3米，深沼泽区水深范围一般为 0.3-0.5米，根据水深不

同种植不同类型的水生植物； 

④雨水湿地的调节容积应在 24 小时内排空； 

⑤出水池主要起防止沉淀物再悬浮和降低温度的作用，水深一般为 0.8-1.2

米，出水池容积约为总容积（不含调节容积）的 10%。 

4）雨水湿地典型构造如下图所示。 

 

图 9.5.3（4） 雨水湿地典型结构图 

（3）蓄水池 

蓄水池指具有雨水储存功能的集蓄利用设施，同时也具有削减峰值流量的

作用，主要包括钢筋混凝土蓄水池，砖、石砌筑蓄水池及塑料蓄水模块拼装式

蓄水池，用地紧张的城市大多采用地下封闭式蓄水池。蓄水池典型构造可参照

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雨水综合利用》（10SS705），实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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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3（5）蓄水模块拼装式蓄水池实景图 

（4）雨水罐 

雨水罐也称雨水桶，为地上或地下封闭式的简易雨水集蓄利用设施，可用

塑料、玻璃钢或金属等材料制成，实景图如下图所示。 

 

图 9.5.3（6） 雨水桶实景图 

（5）屋面调蓄设施 

屋面雨水调蓄已经在瑞士已经广泛采用，许多城市已经出台了法律条文规

定为标配设施。新建房屋必须对屋面做雨水调蓄处理。实现屋面雨水调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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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有绿化和无绿化两种不同类型的屋面。为了滞留屋面的雨水，在瑞士房屋

的屋面设置了厚度一般为 5 - 50 厘米的调蓄层。为此其新建大楼的屋面结构必

须具有足够的承载强度和几十年良好的防水质量。采用蓄水层、腐殖土层、限

流和溢流设施后，目前瑞士和欧洲中部国家屋面的雨水调蓄深度可达数十厘

米。要确保平屋顶上有足够的调蓄容量，平屋顶四周的女儿墙应高出屋顶（且雨

水斗也应相应高出屋顶），采用该措施可以显著降低屋顶的径流系数。为了对屋

面的雨水进行滞留调蓄，建筑物必须建成平顶屋面，且四周圈墙较高。同时要

考虑滞留在屋面上的雨水重量对房屋承载的能力的影响。为避免损坏建筑物，

其屋面防水必须采用质量的高级防渗漏材料。为保护防水层，建议在其上面铺

上一层松散的颗粒物，比如砂砾。在屋面的落水管入口处需要安装一个限流器

件（排水限流阀），以便达到让雨水在屋面滞留的效果。此外必须设置一个应急

溢流口，溢流口的连接点位于限流阀出水侧，避免屋面滞留雨水过多，溢出并

渗入外墙里面去。 

为了获得更大的调蓄容积，可在腐殖土层下方设置雨水调蓄箱。这种雨水

调蓄箱可以起到调蓄分区的作用。在雨水调蓄箱和腐殖土层之间还必须增加一

层透水膜，这层透水膜必须具有防止根茎刺穿和过滤性能。 

 
图 9.5.3（7）用于扩充调蓄容积的雨水调蓄箱（左边：绿化植物屋面，右边：无

绿化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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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chretention 屋面雨水调蓄

进水

溢流排放口

蓄水池

出水限流调节

 

 

图 9.5.3（8） 屋面雨水调蓄瑞士（上：借助节流阀让滞留雨水受控排放及应急

溢流口位置示意图；下：应急溢流口举例） 

瑞士屋面雨水调蓄意向图如下： 



62 

 

 

 

图 9.5.3（9） 屋面雨水调蓄意向图（瑞士） 

9.5.4 雨水净化设施 

（1）雨水净化储存池 

 

图 9.5.4（1） 塑料雨水净化储存池剖面参考图 

（2）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初期雨水弃流指通过一定方法或装置将存在初期冲刷效应、污染物浓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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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降雨初期径流予以弃除，以降低雨水的后续处理难度。弃流雨水应进行处

理，如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或雨污合流管网）由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等。常

见的初期弃流方法包括容积法弃流、小管弃流（水流切换法）等，弃流形式包括

自控弃流、渗透弃流、弃流池、雨落管弃流等。初期雨水弃流设施典型构造如

下图所示。 

 

图 9.5.4（2）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示意图 

（3）截污式雨水口（瑞士） 

瑞士规定，所有道路、广场和居住区排水管网都必须设置截污式雨水口，

雨水通过这种雨水口进入雨水管网。截污式雨水口能够将城区道路等地面上的

小石头、沙粒、树叶和各种垃圾滞留在井内。如果维护得当、定期清理，截污

式雨水口还可以对雨水起到一定的净化效果。截污式雨水口可以替代在道路、

广场、屋檐等边上现有的与主排水网或沟渠直接相连雨水口。通过截污式雨水

口可以把从路面流入的沙子、砾石沉积在其底部，同时把垃圾、树叶、树枝和

各种漂浮物挡住。由此可以阻挡部分污物和减少排水管网中的沉积物。截污式

雨水口可以提高排水管网的运行安全性、减轻管网的负荷和维持管网的运行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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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4（3） 瑞士应用实例——推荐采用截污式雨水口 

 

图 9.5.4（4） A 型截污式雨水井（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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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采用 A 型截污式雨水口，排水主管(直径至少为 300mm)，用于收集雨

水的“A 型截污式雨水口”可按照附件图纸建造。这种雨水口，其沉泥井较深，

并带有一个潜水弯头，这种弯头也可以做成直角形式。这样可以确保泥沙和漂

浮物不会进入排水主管。“A 型截污式雨水口”与排水主管连接时，排水主管不

能穿过雨水口。 

9.5.5 雨水转输设施 

植草沟指种有植被的地表沟渠，可收集、输送和排放径流雨水， 并具有一

定的雨水净化作用，可用于衔接其他各单项设施、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和超标雨

水径流排放系统。除转输型植草沟外，还包括渗透型的干式植草沟及常有水的

湿式植草沟，可分别提高径流总量和径流污染控制效果。 

植草沟应满足以下要求： 

①浅沟断面形式宜采用倒抛物线形、三角形或梯形。 

②植草沟的边坡坡度（垂直：水平）不宜大于 1:3，纵坡不应大于 4%。纵

坡较大时宜设置为阶梯型植草沟或在中途设置消能台坎。 

③植草沟最大流速应小于 0.8 m/s ，曼宁系数宜为 0.2-0.3。  

④转输型植草沟内植被高度宜控制在 100-200 mm。 

 

图 9.5.5（1） 转输型植草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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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5（2） 常有水的湿式植草沟 

 

图 9.5.5（3）渗透式干式植草沟 

9.6 植物应用名录 

9.6.1 陆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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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6.1 陆生植物一览表 

植物类型 中文名称 

乔木 

悬铃木、三角枫、重阳木、枫杨、湖北枫杨、垂柳、金丝垂柳、旱柳、榔

榆、皂荚、池杉、落羽杉、墨西哥落羽杉、中山杉、大叶女贞、香樟、栾

树、棕榈、乌桕、喜树、苦楝、香椿、黄连木、棠梨、白蜡、糖槭、桑树、

柿树、君迁子、丝棉木、湿地松、构树（雄株）、意杨、加杨、大叶杨、

沼生栎、柘树、龙柏、园柏、侧柏、刺柏、水松、桤木 

灌木 

大叶黄杨、金边黄杨、夹竹桃、栀子、海滨木槿、木芙蓉、石榴、木槿、

珊瑚树、胡颓子、六道木、紫穗槐、洒金珊瑚、中华蚊母、蚊母、八角金

盘、金丝桃、金丝梅、金银木、火棘、海州常山、槭叶秋葵、柽柳、山矾、

小叶女贞、柘树、湿地木槿、棣棠、中华胡枝子、美丽胡枝子 

藤本 爬山虎、凌霄、常春藤、云南黄馨、金银花、络石、紫藤、葡萄 

草本 

一叶兰、紫菀、美人蕉、花叶美人蕉、美国薄荷、鸭跖草、金鸡菊、文殊

兰、香雪兰、萱草、鱼腥草、铜钱草、鸢尾、灯心草、石蒜、金叶过路黄、

芭蕉、肾蕨、红花酢浆草、紫叶酢浆草、狼尾草、牵牛花、红蓼、凤尾蕨、

吉祥草、半枝莲、佛甲草、柳叶马鞭草、婆婆纳、紫花地丁、葱兰、麦冬、

金边麦冬、狗牙根 

9.6.2 水生植物 

表 9.6.2 水生植物一览表 

植物类型 中文名称 

挺水植物 

荷花、菖蒲、泽泻、莲子草、花叶芦竹、香附子、荸荠、千金子、千屈菜、

雨久花、燕子花、鸭舌草、水芹、中华水芹、芦苇、水蓼、梭鱼草、藨草、

水葱、荆三稜、金色狗尾草、再力花、水芋、荻、狭叶香蒲、宽叶香蒲、

香蒲、菰 

浮水植物 
满江红、莼菜、芡实、浮萍、田字萍、萍蓬草、睡莲、王莲、莕菜、槐叶

苹、紫萍、菱、红菱 

沉水植物 
金鱼藻、黑藻、大茨藻、小茨藻、水车前、龙舌草、菹草、微齿眼子菜、

浮叶眼子菜、黄花狸藻、苦草、狐尾藻 

9.6.3 既耐水又耐旱植物 

意杨、构树、枫杨、垂柳、旱柳、腺柳、金丝垂柳、乌桕、苦楝、桑树、

柽柳、棕榈、榔榆、龙柏、园柏、侧柏、刺柏、紫穗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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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径流污染负荷研究 

9.7.1 不同下垫面径流污染负荷研究 

根据《城市不同下垫面的降雨径流污染》、《武汉市不同下垫面降雨径流污

染特征分析与污染负荷估算》等研究成果，根据赣江新区集中起步区规划用地条

件，分析得到不同下垫面径流污染的成果。为控制城市道路径流污染提供参

考。 

地表径流污染负荷是指一场降雨或一年中多场降雨所引起地表径流排放的

污染物的总量。由于降雨的随机性以及降雨径流污染监测工作的困难性，通常

人们难以监测到一年中所有场次降雨径流污染，所以很难对降雨径流年污染负

荷进行精确计算。国内外学者计算年污染负荷时经常采用的方法是利用径流中

污染物平均浓度估算污染负荷的近似计算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Ly=CF×Φ×A×P×C                 （9.7.1） 

式中：Ly——年污染负荷，kg； 

CF——不产生径流的降雨校正因子，亦即产生径流的降雨事件占总降雨事

件的比值，缺乏资料时通常取 0.9； 

Φ——径流系数； 

A——集水区面积，km2； 

P——年均降雨量，mm； 

C——多场降雨径流平均浓度，如 EMC 值或污染物浓度的算术平均值，

mg/L。 

《城市不同下垫面的降雨径流污染》一文中指出屋面、道路及草坪 3 种下垫

面径流 COD、TN、TP 浓度与 SS 含量之间有较好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均达到

0.85 以上，说明大部分的污染物质是以颗粒吸附态存在的。根据这一性质，通

过对城市环境卫生进行清扫，对雨水径流截污、沉淀和过滤，可以有效地控制

污染物总量。由于监测数据不足，本规划区径流污染负荷可选取邻近大型城市

武汉的相关参数进行计算，并以降雨径流中污染物 SS 的污染负荷作为径流污染

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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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7.1（1）武汉市四种下垫面常规污染物的降雨径流平均浓度（mg/L） 

下垫面类型 COD TN TP SS 

路面 171 4.75 0.66 998 

屋面 57 7.16 0.17 32 

绿地 53 3.66 0.53 205 

注：数据来源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市不同下垫面降雨径流污染特征分析与污

染负荷估算》 

规划后路面、屋面以及绿地的综合径流系数分别为 0.90、0.90 以及 0.15，

其中路面又可分为城市道路和地块中路面，故可据此计算以下几种不同下垫面

类型年径流污染负荷，如下表所示。 

表 9.7.1（2）规划区不同下垫面类型年径流污染负荷 Ly（kg） 

下垫面类型 
次降雨 SS 平均浓

度（mg/L） 
径流系数 φ 径流面积 A（km2） 

年污染负荷

（以 SS 计）Ly 

路

面 

城市道路 998 0.9 2.67 3480683 

地块路面 998 0.9 1.9 2484013 

屋面 32 0.90 1.43 59735 

绿地 205 0.15 5.42 242145 

总计 — — 11.42 6266576 

 
图 9.7.1 规划用地不同下垫面类型占比（左图）及产生的年污染负荷（SS）

占比（右图） 

如上图所示，占规划区总面积 23.38%的城市道路承担了 55.54%的年污染负

荷，因此城市道路的海绵建设迫在眉睫，也切实能够缓解城市地表径流污染。 

9.7.2 城市道路交通布局与降雨径流污染关系研究 

参照《城市街区道路交通布局与降雨径流污染关系研究——以杭州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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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论文的研究成果，文中指出交通性路网是造成城市道路径流污染的

主要原因；非交通性路网密度的增加及公共交通环境的改善能够引导优化居民出

行方式，有效抑制个体机动化出行，避免道路雨水径流水质的持续恶化。 

该论文中城市道路径流污染监测结果参见表 9.7.2（1），可作为城市道路径

流污染的参考。 

表 9.7.2（1）杭州市城市道路径流污染监测数据 

 

该论文研究显示，COD、金属离子等污染物与 SS 有很强的相关性，且相关

系数达 0.923，可以用 SS 浓度来表征降雨径流污染的情况。同时，该论文通过

交通结构与 SS 相关性的分析，其研究成果参见表 9.7.2（2），可为控制城市道

路径流污染时需要的交通布局调整方案提供参考。 

 

图 9.7.2 道路交通布局结构指数与 SS 拟合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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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7.2（2）道路交通结构与 SS 拟合分析相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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