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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理念在
城市规划建设中的应用
——以北海市花公园、体育休闲公园为例
文/北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海绵城市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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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生态系统问题日益突出，城市内涝问题日趋严重。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
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关于水安全的讲
话中指出要解决城市缺水问题，再次提出“海绵城市”的概念。自此，“海绵城
市”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为贯彻落实海绵城市的建设，2015年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为海绵城市建设工作的推进提出
了战略部署，海绵城市建设正式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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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E

一、北海市海绵城市建设情况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自治区关于开展海绵城

休闲公园规划设计中的应用

市建设的相关政策，自2016年起，北海市开始推

（一）项目概况

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通过建立海绵城市建设项

本项目为综合整治改造工程，旨在通过景

目储备库，确定海绵项目建设计划，推进海绵城
市建设的有效落实。同时，为确保海绵城市工作
的有序推进，2017年3月制定了《北海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关于推进城市海绵化建设进程的指导
意见》（北建技〔2017〕18号），9月《北海市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通过市政府常务会审议并实
施。2017年，北海市已完成建成区5%的面积达
到将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的目标，海绵城
市建设初见成效。

观改造设计，改善片区的内涝排水功能，提升铁
路沿线景观效果。项目位于北海市海城区铁路两

至西藏路段明渠和西藏路路侧绿地，全长2.5千
米，总占地面积约为206000平方米，项目总投
资约为20282万元。主要包括市花公园和体育休
闲公园两部分，其中市花公园全长1.8千米，面
积约为151000 平方米；体育休闲公园全长0.7千
米，建设面积约为55000 平方米。

（二）海绵理念运用的总体特色及策略
本项目海绵理念的运用，充分结合场地的

市着力开展海绵城市示范项目建设。北海市花公

地形地貌及周边环境，因地制宜地进行海绵化建

园、体育休闲公园综合整治改造项目是北海市贯

设，在不破坏公园绿地主体功能的基础上强化海

彻海绵城市建设理念的示范项目之一。本文旨在

绵功能，将园林景观艺术和海绵艺术有机融合。

通过对北海市花公园、体育休闲公园中海绵城市

1.利用微地形，巧妙开展海绵设计

理念的应用进行总结分析，为北海市海绵城市建

本项目海绵建设的一大特色为场地微地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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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花公园剖面图

侧，火车站以西段，四川路至云南路段、云南路

自2016年起，为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北海

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62

二、海绵城市理念在北海市花公园、体育

设计，通过优化场地竖向设计，结合地形的起伏

体育休闲公园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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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洼地和高地的结合，因地制宜地设置雨水花

净化作用。公园巧妙地结合微地形设计，通过控

园、下沉式绿地、透水铺装等海绵措施，充分发

制细化竖向设计及排水方向，将地表水自然地排

挥场地对雨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同时，

向四周的道路及河道，通过道路排水管沟，排向

通过植物、鹅卵石等有效的缓冲、净化作用，

明渠，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排水管的应用。

削减雨水径流污染，改善生态环境。其中，市花

2.植物配置融合乡土、海绵、景观于一体

公园以打造北海市市花三角梅景观为主，设计结

本项目的植物设计选择以常绿乔灌木搭配

合三角梅的种植配置，以排水明渠水系为汇水中

开花植物作为主基调。市花公园以三角梅种植为

心，两侧绿地以斜坡设计，结合不同形态的三角

主题，体育休闲公园则种植常绿乔木如香樟、秋

梅及多种形式植物组团种植，构成层次丰富的景

枫等，搭配开花植物如蓝花楹、腊肠树等设计为

观形态，形成大量的植物缓冲带。结合场地海绵

基调。在植物选择上，以乡土植物为主，凸显地

设施对雨水进行渗透、蓄存、净化、排放，植物

域景观特色，同时利于植物的生长。结合场地海

缓冲带表面多余的径流雨水通过斜坡底端设置的

绵设计，植物在色彩、形态和生长习性上加以搭

排水道汇入明渠，排水道表面敷设一层鹅卵石，

配，选择生性强健的植物，后期管理粗放化；雨

对汇集的雨水进行净化和缓冲，有效地缓解了市

水花园选择耐水湿耐阴的湿生植物，通过乔灌草

政雨水管道的压力，提高明渠水生态环境质量。

的组团配置形式创造多样的景观层次和空间形

体育休闲公园通过蜿蜒的雨水花园与高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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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强化场地景观设计的艺术性和生态性。

架，贯穿整个公园，与场地不同形态不同色彩的

的工程性措施。本项目中硬化地面材料大部分均

三角梅相互映衬，结合绿地、海绵设施功能，

为透水性铺装材料，主要采用了透水混凝土、透

打造公园活力四射、生机盎然的景观基调。海绵

水砖、帕米孔海绵艺术路面等材料。其中公园

城市铺装色彩的塑造性与植物景观色彩的强烈搭

广场主要采用孔隙为15%~25%的多彩透水混凝

配，成为海绵城市与景观融合的一大特色。

土面层材料，能够使透水速度达到31~52升/米

4.海绵设计的细节处理

/小时，具有良好的透水性和装饰性。市花公园

本项目在排水管沟上方雨水盖板表面均敷

入口处的花瓣状下沉广场，结合“三角梅”花瓣

设一层60毫米厚、直径为20~30毫米的灰色鹅

的设计元素，采用彩色的透水混凝土铺装，达到

卵石，通过园路与绿地衔接处的细节处理，对径

海绵城市建设与广场景观建设有机融合的效果。

流雨水排放带来的花瓣、落叶等垃圾进行阻隔净

园路主要采用透水砖和高强度的帕米孔海绵艺术

化，与园路蜿蜒布置于场地中，柔化了园路的边

路面，构建场地滨水步道、绿道、园路的生态骨

界，为场地增添别样的情趣。

架，多彩变化的透水路面设计，实现了人行空间

（三）项目海绵技术措施的应用

的景观效果、空间利用以及生态透水性能三大特

本项目的海绵设计充分融入海绵城市“渗、

性的优化组合。以嵌草砖铺设的生态停车场极

滞、蓄、净、用、排”的理念，通过采用透水性

大地增强了场地地面透水能力。其中市花公园

铺装、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植草沟等海绵城

透水铺装面积约为63997平方米，透水铺装率达

市建设措施，将公园建设为景观与海绵化改造相

93%。

廊结合，结合场地地形，设置生态步道、下沉式

3.海绵设计体现色彩美

融相映的景观绿地海绵体，最大限度地恢复场地

绿地、下沉式广场、植草沟等场地空间，下沉式

2.雨水花园

本项目场地采用大量的透水铺装材料，颜

雨水循环的自然化。

雨水花园是海绵城市一项综合性技术措施，

绿地和下沉式广场周围通过地形高差巧妙地设置

色明快靓丽，不同的色块对场地空间分割和游线

1.透水铺装

是自然形成或通过人工挖掘而成的浅凹绿地，对

台阶和绿地，凸起的台阶之间自然形成下凹的绿

引导起到了有效的作用。场地以红色、绿色为主

透水铺装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使不可渗

雨水收集、净化具有较强的作用。本项目中市花

地空间，对雨水形成良好的缓冲、滞留、下渗、

的滨水步道和穿行于绿地中的绿道构成园路主骨

的路面变为可渗透水的路面，直接减少地表径流

公园和体育休闲公园均采用了雨水花园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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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体育休闲公园的雨水花园设计面积最大，约为3841平方米，水深平均约0.3米，整个雨水花园采用自然式驳
岸设计，河道散置自然块石、鹅卵石，对雨水形成缓冲作用，防止径流冲刷。植物配置主要以矮蒲苇、毛芒乱子
草、紫叶狼尾草、兔尾草等耐旱、耐水湿的观赏草为主，对场地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也为公园增添了生态性
和趣味性。雨水花园旁边设置生态绿道和步行道，为游人营造亲水的生态漫步环境。

3.下沉式绿地
下沉式绿地泛指具有一定调蓄容积，可用于调蓄和净化雨水的绿地。下凹深度一般为100~200毫米，设置
市花公园

溢流口，保证暴雨径流在12小时内排放完毕。其建设和维护费用较低，在体育休闲公园的行道树与侧分带设计
中应用了这一措施，绿地下沉深度为100毫米，在行道树的种植上选择可临时耐淹的秋枫、香樟，以适应下沉式

（二）年径流总量控制指标测算

绿地调蓄的功能。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是指通过自然和人工强化的渗透、集蓄、利用、蒸发、蒸腾等方式，场地内累计全

4.植草沟

年得到控制的雨量占全年总降雨量的比例。海绵城市建设一般采用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作为控制目标。年径流总

在休闲体育公园中，结合场地地形，在园路和广场两边设置植草沟，形成简易的草地雨水渠，对雨水起到缓

量控制率与设计降雨量为一一对应关系，其控制途径主要包括雨水的下渗减排和直接集蓄利用，其中雨水的下

冲、传输、净化的作用，同时具有较好的景观效果，柔化了地界的冷硬，为场地空间增添点缀效果。

渗主要与场地下垫面的渗透性有关，以综合径流系数来体现，即降雨时在地表形成径流的水量占总降雨量的比

三、北海市花公园、体育休闲公园海绵设施效果评估

值；直接集蓄主要与场地集蓄设施的容积相关。一般项目设计以透水地面设计和调蓄设施设计结合，达到场地

（一）项目设施规模

雨水的有效控制。
按照《北海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的要求，城市新建公园绿地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基准值为80%，对应的
设计降雨量为33.4毫米。根据北海市花公园、体育休闲公园的场地地块设计，市花公园、体育休闲公园的综合

表1：北海市花公园、体育休闲公园设施规模统计表

径流系数分别为0.22、0.25，两个公园的设计调蓄容积分别为1081立方米 、458立方米，即当场地年径流总量
控制率为80%时，除下垫面下渗的雨水量外，两个公园仍分别有1081立方米 、458立方米的雨水需要集蓄。

市花公园（总面积：145270平方米）
透水铺装
（平方米）
63997

不透水

下沉式

铺装

绿地

（平方米） （平方米）
2850

730

植草沟

雨水花园

水景面积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

2240

480

绿化

下沉式

硬化地面

透水铺

总面积

绿地率

总面积

装率

（平方米）

（%）

（ 平方米）

（%）

76105

4%

68685

93%

下沉式

硬化地面

透水铺

绿地率

总面积

装率

（%）

（ 平方米）

（%）

14%

19027

46%

屋面面积

1838

体育休闲公园（总面积：54794平方米）
透水铺装
（平方米）
8273

不透水

下沉式

铺装

绿地

（平方米） （平方米）
10614

992

植草沟

雨水花园

水景面积

屋面面积 绿化总面积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126

3841

0

140

35767

体育休闲公园

（备注：项目总面积为场地实际可利用面积，因部分区域无法施工，与初步设计批复的项目总面积有所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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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以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最复杂的问题

那些年，让我们刮目相看的停车场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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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花公园、体育休闲公园的设计，项目中的雨水调蓄设施主要有下沉式绿地和雨水花园，下沉式
绿地下沉深度为0.1米，雨水花园调蓄深度为0.3米，结合面积和深度计算，市花公园、体育休闲公园集蓄设
施的调蓄容积为1402立方米 、1252立方米，对应设计降雨量为43.32毫米、87.87毫米，大于场地的设计
调蓄容积1081立方米 、458立方米。因此本项目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可达80%，符合《北海市海绵城市专
项规划》的要求。

四、结语
本项目在应用海绵城市理念建设中，最大限度地保留场地地势格局，充分利用现状用地特征，营造雨
水花园与场地微地形，达到土方平衡的同时，使景观元素之间相互结合。同时因地制宜地确定道路竖向位
置，合理组织地面排水，协调布局场地内外的高程衔接，将绿色基础设施与植物景观结合构成有生命的水
生态系统，在满足生态效益的同时，也满足城市景观效果，兼顾了海绵功能与场地功能设计。这种方式是
海绵城市理念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值得借鉴的应用方式，对于北海市海绵城市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本项目在规划建设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海绵化设计缺少明确的目标、设计内容科学的统筹规划性
不足等。在下一步北海市海绵城市建设中，应在项目设计初期，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和相关规划要求，落实
项目的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充分结合现状地形地貌，通过科学的计算或软件模拟计算，统筹规划各项海绵
设施，以此优化场地设计，实现海绵城市建设的真正效益。此外，有条件的项目，应考虑增加雨水利用设
施的建设，实现雨水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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