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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准发布《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程》

等两项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的通知

桂建标[2016]1 号

各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局），各有关单位：

由我厅批准立项，广西华蓝岩土工程有限公司主编的《建筑边

坡工程技术规程》、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主编的《低影响开

发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设计规范》等两项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已获专

家评审通过，现予批准发布。标准编号如下：

DBJ/T45-012-2016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程

DBJ/T45-013-2016 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设计规

范

以上标准于 2016 年 1 月 11 日发布，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实

施。

以上标准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主编

单位负责具体技术内容解释。

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6 年 1 月 11 日





关于同意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程》

等地方标准备案的函

建标标备[2016]25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你厅《关于报送<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程>等两项工程建设地方

标准备案的函》、《关于报送<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程>等两项工程

建设地方标准备案的函》，收悉。经研究，同意该 4 项标准作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备案，其备案号为：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程 J13319-2016

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设计规范 J13320-2016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程 J13321-2016

广西城市道路人行道设计规程 J13322-2016

该 4 项标准的备案号，将刊登在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和

近期出版的《工程建设标准化》刊物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2016 年 1 月 26 日





修 订 说 明

本规范是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自治区住房

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 2017 年度全区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图集制(修)

订项目第二批计划的通知》（桂建标〔2017〕37 号）的要求，由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对《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

及利用工程设计规范》J13320-2016（2016 版）进行修订而成。

本次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完善低影响开发技术措施相关的

名词术语及相关符号定义；补充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处理后的雨水水

质中 CODcr 和 SS 的指标标准；调整土壤渗透系数参考指标；调整

雨水径流总量计算；补充各类建筑物最高日冲厕用水量计算依据；

补充污染物总量去除率计算、雨水回用系统用水量及蓄水量计算；

补充雨水调蓄排放系统的出水管设计流量、储存设施容积计算；雨

水控制及利用不同措施组合方式的雨水入渗量、设计用量计算、储

水量的计算；补充场地最大日降雨控制及利用率、场地外排雨水总

量、雨水控制及利用系统的有效截留雨量计算；增加了转输设施技

术；补充各雨水控制及利用系统或设施的有效截留雨量主要影响因

素为依据；调整土壤入渗土壤渗透系数取值范围；补充雨水入渗系

统的设计要求，补充地下建筑顶面覆土层设置透水铺装、下凹绿地

等入渗设施时的设计要求；调整埋地雨水入渗设施距建筑物基础距

离；对排入市政雨水管道的污染物总量提出要求；对排入城市地表

水体的雨水水质提出要求；增加下渗系统铺设渗排管的要求；对透



水面层提出防滑要求；调整公园绿地入渗系统中溢流设施的设置要

求；调整了绿地下沉深度及溢流设施顶面标高参数取值；增加各材

质调蓄池检查口或检查井部位的加固措施要求；完善监测实施设计

要求等。

规范中下划线表示修改的内容。

本规范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和对规

范相关条文的解释，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对具体技术内

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华蓝设计（集团）

有限公司（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华东路 39 号，邮

政编码：530011，邮箱：hzc@gxhl.com.cn）。

mailto:hzc@gxhl.com.cn）。


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自治区住房

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 2017 年度全区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图集制(修)

订项目第二批计划的通知》（桂建标〔2017〕37 号），由广西壮

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主管，由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主

编，对原广西标准《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设计规范》

J13320-2016（2016 版）进行全面修订。

本规范共分 6 章，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符号；3．设

计计算；4．建筑与小区；5．市政工程；6．低影响开发措施技术

要求。

本规范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和对规

范相关条文的解释，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对具体技术内

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需要修改与补充的建议，请将相关资料

寄送主编单位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兴宁区华东路 39 号，邮政编码：530011，邮箱：

hzc@gxhl.com.cn），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次局部修订的主要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

主编单位：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南宁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主要起草人员： 杨自雄、黄正策、陈永青、杨 涟、覃雪明、

李满桃、杨 洁、杨耀宗、李玲玲、陈顺霞、

mailto:hzc@gxhl.com.cn）。


秦德全、蒋加林、黄 波、赵 宇、陈世京、

陈 琨

主要审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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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实现广西壮族自治区雨水有效控制与利用，减轻城市内涝

和雨水污染，建设或修复水环境与水生态，使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

与利用工程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促进海绵城市建

设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特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广西城镇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小区及市

政建设项目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的设计。

1.0.3 广西城镇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的规划和设计应包括雨

水控制与利用的内容。新建项目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应与项目主体

工程同时规划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及投入使用。

1.0.4 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措施根据气象特点、水文地

质、下垫面、场地条件、污染物去除效果、水资源利用需求、养护

管理等因素，考虑全生命周期经济高效的原则，选择多种低影响开

发措施的组合。

1.0.5 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应在不断总结科研和生产

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积极采用应用广泛和行之有效的新技术、新方

法、新材料、新设备。

1.0.6 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应采取保障公共安全的防

护措施。

1.0.7 雨水入渗系统不得对建筑基础、道路路基等的安全性构成影

响。下列场所不应采用雨水入渗系统：

1 可能造成陡坡坍塌、滑坡灾害的场所。

2 对居住环境以及自然环境造成危害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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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重湿陷性黄土、膨胀土和高含盐土等特殊土壤地质场所。

1.0.8 在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中，给水排水专业、

园林景观、道路工程、建筑工程等各专业之间应密切配合。

1.0.9 低影响开发措施布局应根据场地竖向设计、排水分区、水域

面积等综合确定。

1.0.10 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

尚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现行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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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符号

2.1 术 语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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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等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

2.1.2 雨水控制与利用 rainwater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径流总量、径流峰值及径流污染控制实施的总称。包括雨水的

入渗（渗透）、延缓滞留、收集、净化回用、调蓄排放等。

2.1.3 断接 disconnection
通过切断硬化面或建筑雨落管的径流路径，将径流合理连接到

绿地等透水区域，通过渗透、调蓄及净化等方式控制径流雨水的方法。

2.1.4 雨水调蓄 stormwater detention，retention and storage
雨水滞蓄、储存和调节的统称。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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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和收

集回用。

2.1.6 雨水蓄存 stormwater retention or storage

采用具有一定容积的设施，对径流雨水进行滞留、集蓄，削减

径流总量，以达到集蓄利用、补充地下水或净化雨水等目的。

2.1.7 雨水调节 stormwater detention
在降雨期间暂时储存一定量的雨水，削减向下游排放的雨水峰

值流量、延长排放时间，一般不减少排放的径流总量，也称调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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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2.1.8 雨水收集回用 rain harvesting
利用一定的集雨面收集雨水作为水源，经过适宜的处理并达到

一定的水质标准后，通过管道输送或现场使用方式予以利用的全过

程。

2.1.9 雨水利用设计降雨量 design rainfall depth of stormwater
harvest

指雨水控制与利用系统能消纳并使其不外排的一场雨的雨量，

通常用日降雨量表示。

2.1.10 年径流总控制率 volume capture ratio of annual rainfall
根据多年日降雨量统计分析计算，场地内累计全年得到控制的

雨量占全年总降雨量的百分比。

2.1.11 径流污染控制量 volume of runoff pollution control
为达到控制径流污染目的所需处理的一定体积的雨量。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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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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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4 雨量径流系数 pluviometric unoff coefficient
设定时间内降雨产生的径流总量与总雨量之比。

2.1.15 初期径流 initial runoff
一场降雨初期产生的一定厚度的降雨径流。

2.1.16 下垫面 underlying surface
降雨受水面的总称。包括屋面、地面、水面等。

2.1.17 绿化屋面 green roof
绿化屋面又称绿色屋顶。表面铺装一定厚度滞留介质，并种植

植物，底部设有排水通道的构筑物屋面。根据种植基质深度和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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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程度，绿色屋顶又分为简单式和花园式。

2.1.18 下沉式绿地 depressed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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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9 下沉式绿地率 depressed green ratio
下沉式绿地面积占绿地总面积的比例。

2.1.20 硬化地面 impervious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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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1 透水铺装 pervious pavement
由透水面层、基层、底基层等构成的地面铺装结构，能储存、

渗透自身承接的降雨。

2.1.22 透水铺装率 pervious pavement ratio
透水铺装面积占硬化和铺装总面积的比例。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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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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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4 透水沥青路面 pervious asphalt pavement
由较大空隙率混合料作为路面结构层，容许路表水进入路面

（或路基）的一类沥青路面。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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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许路表水进

入路面（或路基）的一类混凝土路面。

2.1.26 植被浅沟 grass swale
在地表浅沟中种植植被，可以截留雨水并入渗，或转输雨水并

利用植被净化雨水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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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7 生物滞留设施 bioretention system，bioretention cell
通过植物、土壤和微生物系统滞蓄、渗滤、净化径流雨水的设

施。

2.1.28 渗透池（塘） infiltration pool
指雨水通过侧壁和池底进行入渗的滞蓄水池（塘）。

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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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0 渗透管—排放系统 infiltration—drainage pipe system
采用渗透检查井、渗透管将雨水有组织的深入地下，超过渗透

设计标准的雨水由管沟排放的系统。

2.1.31 渗透管沟 infiltration trench
具有渗透功能的雨水管或沟。

2.1.32 雨水湿地 stormwater wetlands
一种通过沉淀、过滤和生物作用等方式达到高峰削减和径流污

染控制的湿地，包括表面流湿地、潜流型湿地两种类型。

2.1.33 过滤设施 filtration facilities
一种通过砂、有机质、土壤等的过滤作用来达到径流污染控制

目的的设施，包括表面砂滤池、地下室砂滤池、周边型砂滤池、有

机滤料滤池、生物滞留槽等五种类型。

2.1.34 弃流设施 initial rainwater removal equipment
利用降雨量、雨水径流厚度控制初期径流排放量的设施。有自

控弃流装置、渗透弃流装置、弃流池等。

2.1.35 渗透设施 infiltration equipment
储存雨水径流量并进行渗透的设施，包括渗透沟渠、入渗池、

入渗井、透水铺装等。

2.1.36 前池 fore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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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在低影响开发设施前，对榆树径流的水位和流量起到调节

作用的构筑物。

2.2 符 号

2.2.1 流量、水量

q ——设计暴雨强度；

cq ——渗透设施设计产流历时对应的暴雨强度；

iq ——某类用水户的最高日用水定额；

W ——需控制及利用的雨水径流总量；

W1 ——入渗设施汇入面上的雨水设计径流量；

W2 ——收集回用系统汇水面上的雨水设计净流量；

Wj ——收集水量；

Wp ——建设场地外排雨水总量；

Wi ——初期径流弃流量；

Wc ——渗透设施进水量；

Ws ——渗透设施渗透量；

Wq ——雨水排放量；

Wxl——入渗设施内累积的雨水达到最大值过程中渗透的雨

水量；

Wy ——回用系统的最高日用水量；

V ——调节容积；

sV ——渗透设施的储存容积；

aV ——下沉式绿地的储存容积；

Q ——设计流量；

zhQ ——水池的水面蒸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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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 ——水体的日渗透漏失量；

'Q ——调控的目标峰值流量；

iTW ——多年日调节计算的总来水量；

uTW ——多年日调节计算的总弃水量。

2.2.2 水头损失、几何特征

F ——硬化汇水面面积；

iF ——汇水面上各类下垫面面积；

aF ——下沉式绿地面积；

Fy ——渗透设施受纳的汇水面积；

oF ——渗透设施的直接受水面积；

zF ——建设场地总面积；

S ——水池的表面积；

hy ——设计日降雨量；

hp ——日降雨量；

 ——初期径流弃流厚度；

ah ——下沉式绿地下沉深度；

mS ——单位面积日渗透量；

sA ——有效渗透面积；

kn ——填料的孔隙率；

ovz ——雨水池溢流堰顶标高；

uz ——雨水池回用容积对应的水位标高；

TA ——调节容积对应的雨水池有效截面积。

2.2.3 计算系数及其他

ncbA 、、、 ——当地降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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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各类下垫面的径流系数；

o ——控制径流峰值所对应的径流系数；

c ——雨量径流系数；

zc ——建设场地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mP ——水面温度下的饱和蒸气压；

aP ——空气的蒸汽分压；

dmV · ——日平均风速；

m ——流量径流系数；

K ——土壤渗透系数；

J ——水力坡降；

 ——综合安全系数；

in ——某类用水户的户数；

T ——雨水池平均雨水收集效率；

P ——调控出流过程平均流量相对于峰值流量的比值。

2.2.4 时间

P ——设计重现期；

T ——雨水处理设施的日运行时间；

t ——降雨历时；

1t ——地面集水时间；

2t ——管渠内雨水流行时间；

st ——渗透时间；

ct ——渗透设施设计产流历时（min）；

mt ——调蓄池设计产流历时；

yt ——用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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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计算

3.1 控制指标及设计参数

3.1.1 海绵城市的强制性标准、指导性标准和其他相关标准如下：

1 强制性标准：多年平均径流总量控制率、年径流污染削减率

单位不透水面积调蓄容积和城市雨水利用水质标准；

2 指导性标准：下沉式绿地率、透水铺装率、绿色屋顶率；

3 其他相关标准：排水标准、内涝防治标准、初期雨水径流污

染物控制标准、合流制溢流污染控制标准和内涝防治标准。

3.1.2 建设用地内应对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径流污染削减率进行

控制,其控制率及相应的设计降雨量应符合当地海绵城市规划控制

指标要求。

3.1.3 降雨资料应根据建设区域内或临近地区雨量观测站 30 年以

上降雨资料确定。当缺乏资料时，可参考条文说明表 3.1.3-1、表

3.1.3-2。

3.1.4 具有 30 年以上自动雨量记录的地区，排水系统设计暴雨强

度公式应采用年最大值法，并按本规范附录 A 的有关规定编制。设

计暴雨强度应按式 3.1.4 计算：

nbt
PCAq

）（

）（





lg1167 1 （3.1.4）

式中： q——设计暴雨强度[L/（s·hm
2
）]；

t ——降雨历时（min）；

P ——设计重现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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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C,A1 ——参数，详见附录 A。

3.1.5 设计降雨历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雨水管渠的设计降雨历时，应按式 3.1.5 计算：

21 ttt  （3.1.5）

式中: t ——降雨历时（min）；

1t ——地面集水时间（min），应根据汇水距离、地形

坡度和地面种类计算确定（一般采用 5min～

15min）；

2t ——管渠内雨水流行时间（min）。

2 在规划或方案设计时，建筑小区设计降雨历时可按 10min～

15min 计算。

3.1.6 不同种类下垫面的径流系数应依据实测数据确定，无实测资

料时可参照表 3.1.6 取值。综合径流系数应按下垫面种类加权平均

计算：

F
F ii

z
 

 （3.1.6）

式中： z ——综合径流系数；

F ——硬化汇水面积（m2）；

iF ——汇水面上各类下垫面面积（m
2
）；

i ——各类下垫面的径流系数。

表 3.1.6 径流系数

下垫面种类 雨量径流系数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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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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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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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6

下垫面种类 雨量径流系数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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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地 0.15

水面 1.00

地下建筑覆土绿地（覆土厚度≥500mm） 0.15

地下建筑覆土绿地（覆土厚度＜500mm） 0.30～0.40

透水铺装地面 0.29～0.36

3.1.7 初期径流雨水水质应以实测值为准，无实测资料时可参照表

3.1.7 中选值。

表 3.1.7 广西地区初期雨水水质指标参考值

初期径流水

质

屋 面 小区路面 工商业区 城中村 市政路面

COD（mg/L） 80～100 100～120 420～480 350～400 300～400

SS（mg/L） 100～120 220～260 600～800 400～1200 400～1000

3.1.8 回用雨水供应系统的水质应根据用途确定，CODcr 和 SS 指

标应符合表 3.1.8 的规定，其余指标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规

定。雨水同时回用为多种用途时，其水质应按所选用途的最高水质

标准确定。

表 3.1.8 回用雨水 CODcr 和 SS 指标

项目指标
观赏性

水景

娱乐性

水景
绿化

车辆

冲洗

道路

浇洒
冲厕

循环冷

却系统

补水

CODcr（mg/L） ≤30 ≤20 - ≤30 - ≤30 ≤30

SS（mg/L） ≤10 ≤5 ≤10 ≤5 ≤10 ≤10 ≤5

3.1.9 土壤渗透系数应根据实测资料确定，无实测资料时，可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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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 中数值选用。

表 3.1.9 土壤渗透系数

土壤层 土壤渗透系数（cm/s） 平均土壤渗透系数建议值（cm/s）

素填土 1.46×10
-6
～1.40×10

-3 3.38×10-5

杂填土 2.64×10
-6
～3.66×10

-3 1.53×10
-4

黏土 1.0×10-8 ～3.31×10-4 2.01×10
-6

碎石黏土 1.35×10
-5
～2.17×10

-3 2.51×10-4

砂砾石（砂土） 8.47×10
-3
～4.06×10

-2 9.26×10
-3

砂砾石（圆砾、卵石） 1.18×10-4 ～4.06×10-2 1.84×10
-3

风化岩 1.2×10
-7
～7.64×10

-3 8.17×10-6

3.2 水量计算

3.2.1 建设场地内为满足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要求的海绵设

施调蓄总容积和为满足雨水径流峰值控制的场地内需控制

利用的雨水径流总量分别按照下列二个计算公式分别进行

计算，并选用大者作为场地内雨水控制调蓄量的指标。

1 建设场地内为满足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要求，低影响开发设施

的有效调蓄总容积应得到控制。有效调蓄总容积按式 3.2.1-1 计

算，计算时选用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和设计降雨量应符合当地海绵

城市规划控制指标的要求。

HFW zc10 （3.2.1-1）

式中：W ——为满足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要求的低影响开发设

施有效调蓄总容积；

zc ——雨量综合径流系数；

H ——设计降雨量（mm）；

F ——硬化汇水面积（h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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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场地内应对雨水径流峰值进行控制。峰值控制需控制利

用的雨水径流总量应按式 3.2.1-2 计算。当水文及降雨资料具备

时，也可按多年雨量分析确定。

yyFhW )(10 0c2   （3.2.1-2）

式中： 2W ——按雨水径流峰值计算需控制及利用的雨水径流

总量（m
3
）；

c ——硬化汇水面的雨量径流系数；

0 ——控制径流峰值所对应的径流系数（外排径流系

数限值），应符合当地规划控制要求；
yh ——设计日降雨量（常年最大 24h 降雨量）（mm），

可按不小于重现期 2 年的日降雨量取值，详见

表 3.1.1-1；

yF ——硬化面汇水面积（hm
2
）。应按硬化汇水面水平

投影面积计算；硬化汇水面应按硬化地面、非

绿化屋面、水面的面积之和计算，并扣减透水

铺装及绿色屋面的面积。不含绿地、透水铺装

地面或常年径流系数约小于 0.30 或小于 0 的

下垫面，也不含地下室顶板上的绿地、透水铺

装。

3.2.2 设计流量应按式 3.2.2 计算：

qFQ zm （3.2.2）

式中：Q ——设计流量（L/s）；

zm
——流量综合径流系数，见表 3.1.6；

q ——设计暴雨强度[L/（s·hm
2
）]。

3.2.3 水量平衡分析应根据雨水控制与利用目标进行确定，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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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滞蓄、渗透设施的水量平衡应包括雨水来水量、滞蓄量、排

放量；

2 雨水收集回用时，水量平衡分析应包括雨水来水量、初期雨

水弃流量、回用水量、补充水量和排放量；

3 利用景观水体对雨水进行调蓄利用时，水量平衡分析应包括

雨水来水量、初期雨水弃流量、回用水量、渗漏量、蒸发量、补充

水量和排放量。

3.2.4 雨水回用于景观水体的日补水量应包括水面蒸发量、水体渗

漏量，以及水处理自用水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日平均水面蒸发量应依据实测数据确定，无实测资料时可按

式 3.2.4-1 计算。

））（（ dmamzh VPPSQ  135.010.52 （3.2.4-1）

式中： zhQ ——水池的水面蒸发量（L/d）；

S ——水池的表面积（m
2
）；

mP ——水面温度下的饱和蒸气压（ aP ），可查阅给

水排水设计手册第 1 册常用资料中表 3-27；

aP ——空气的蒸汽分压（ aP ），为相对湿度与饱和

水蒸汽压力的乘积；

dmV  ——日平均风速（m/s）。

2 水体日渗漏量可按式 3.2.4-2 计算。

ms SQ  · 1000/sA （3.2.4-2）

式中： sQ ——水体的日渗透漏失量，（m3/d）；

mS ——单位面积日渗透量，[L/（m
2
·d）]；不大于

1L/（m
2
·d）；

sA ——有效渗透面积，指水体常水位水面面积及常

水位以下侧面渗水面积之和，（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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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绿化灌溉最高日用水定额应根据气候条件、植物种类、土壤

理化性状、浇灌方式和管理制度等因素确定，绿化灌溉用水定额应

按表 3.2.5 取值。当无相关资料时，可按 1.0L/m
2
·d～3.0 L/m

2
·d

计。

表 3.2.5 绿化灌溉年均用水定额(m3/m2)

草坪种类
用水定额

特级养护 一级养护 二级养护

冷季型 0.66 0.50 0.28

暖季型 — 0.28 0.12

3.2.6 道路广场浇洒用水定额根据路面性质应按表 3.2.6 取值，广

场及庭院浇洒用水定额可按下垫面类型参照本表选用，道路及广场

浇洒最高日用水定额可按 2.0 L/m
2
·d～3.0 L/m

2
·d 计。

表 3.2.6 浇洒道路用水定额（L／m2·次）

路面性质 用水定额

碎石路面 0.40～0.70

土路面 1.00～1.50

水泥或沥青路面 0.20～0.50

3.2.7 汽车冲洗用水定额，应根据车辆用途、道路路面等级，以

及采取的冲洗方式等因素确定，并应按表 3.2.7 取值。

表 3.2.7 汽车冲洗用水量定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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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8 绿化、道路及广场浇洒、车库地面冲洗、车辆冲洗、循环冷

却水补水等的最高日用水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

规范》GB0015 的规定执行，平均日用水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

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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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各类建筑物最高日冲厕用水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

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 和《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2010 的规定执行。

3.2.10 雨水收集回用系统规模应进行水量平衡分析，且应满足以

下要求：

1 雨水径流总量按本规范式 3.2.1 计算；

2 雨水可回用量宜按不大于雨水径流总量的 90%计算，并应扣

除初期弃流量；

3 回用系统的最高日设计用水量不宜小于集水面雨水径流总

量的 30%。

3.2.11 初期弃流量宜按式 3.2.11 进行计算。当有特殊要求时，可

根据实测雨水径流中污染物浓度确定。

FWi  10 （3.2.11）

式中： iW ——初期径流弃流量（m
3
）；

 ——初期径流弃流厚度（mm）；一般屋面取 2mm～

3mm，小区路面 3mm～5mm，市政路面取 4mm～

8mm；

F ——硬化汇水面面积（hm
2
）。

3.2.12 污染物总量去除率应按式 3.2.12 计算：

（3.2.12）

式中： ss ——污染物总量去除率；

w ——计算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iV ——第 i 种设施有效水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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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 i 种设施污染物去除率，详条文解释表

3.2.12-1，∑Vi和∑ ）（ iiV   可参照表 3.2.12-2

计算。

3.3 渗透、回用及储存设施计算

3.3.1 渗透设施的渗透量应按式 3.3.1 计算：

sss tKJAW  （3.3.1）

式中： sW ——渗透设施的渗透量（m3
）；

 ——综合安全系数，一般取 0.5～0.8；

K ——土壤渗透系数（m/s）；

J ——水力坡降，一般取 1；

sA ——有效渗透面积（m
2
），计算详见条文解释 3.3.1

条；

st ——渗透时间（s），按 24h 计，其中入渗池、井

的渗透时间宜按 3d 计。

3.3.2 渗透设施进水量应按式 3.3.2 计算，且不宜大于日雨水设计

径流总量：

cy
c

c tFFqW 



  )(

1000
60 00 （3.3.2）

式中： cW ——渗透设施进水量（m
3
）；

Fy ——渗透设施受纳的集水面积（hm
2
）；

0F ——渗透设施的直接受水面积（hm2），埋地渗透设

施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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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渗透设施产流历时（min），不宜大于 120min。

cq ——渗透设施产流历时对应的暴雨强度[L/（s·hm
2
）]，

按2年重现期计算。

3.3.3 渗透系统产流历时内的蓄积雨水量按下式计算：

）（ scp WWMW  ax （3.3.3）

式中： pW ——产流历时内的最大蓄积雨水量（m
3
），产流历

时经计算确定，宜取 0～120min。

3.3.4 单一雨水回用系统的平均日设计用水量不应小于集水面需

控制及利用雨水径流总量的 30%。当不满足时，应在储存设施中设

置排水泵，其排水能力应在 12h 内排空雨水。

∑ Wnq ii 3.0 （3.3.4）

式中： iq ——某类用水单位的平均日用水定额（m
3
/d）；

in ——某类用水单位的数量。

3.3.5 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应设置储存设施，其储水量应按下式计

算。当具有逐日用水量变化曲线资料时，也可根据逐日降雨量和逐

日用水量经模拟计算确定。

ih WWW 
（3.3.5）

式中： hV ——收集回用系统雨水储存设施的储水量（m
3
）；

iW —— 初期径流弃流量（m3）。

3.3.6 雨水调蓄排放系统的储存设施出水管设计流量应符合下列

要求：

1 当降雨过程中排水时，应按下式计算。

FqQ  0' 
（3.3.6）

式中：
'Q ——储存设施出水管设计流量（L/s）；

0 ——控制径流峰值所对应的径流系数（外排径流系

数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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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暴雨强度（L/s.hm2），按 2 年重计算。

2 当降雨过后才外排时，宜按 6h～12h 排空调蓄池计算。

3.3.7 雨水调蓄排放系统的储存设施容积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降雨过程中排水时，宜根据设计降雨过程变化曲线和设计出

流量变化曲线经模拟计算确定，资料不足时可采用下式计算。

])tQ'-(Q
1000

60max[V mt 
（3.3.7）

式中： tV
——调蓄排放系统雨水储存设施的储水量（m3）；

mt ——调蓄池蓄水历时（min），不大于 120min；
Q——调蓄池进水流量（L/s）；
Q'——储存设施出水管设计流量（L/s），按 3.3.6

式确定。

2 当雨后才排空时，应按集水面雨水设计径流总量 W 取值。

3.3.8 当雨水控制及利用采用入渗系统和收集回用系统的组

合时，入渗量和雨水设计用量应符合下列公式要求：

 sstKJAαW ∑ yii Tnq （3.3.8-1）

sstKJAW α1  （3.3.8-2）

2W ∑ yii Tnq （3.3.8-3）

式中： st —— 渗透时间（s），按 24h 计；水池及渗透井按

3d 计算；

iq ——某类用水单位的平均日用水定额（m3/d）根据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5 和《建筑中水设计规范》GB50336 计算；

in ——某类用水单位的用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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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 ——用水时间，宜取 2.5d，当雨水主要用于小区景

观水体，且作为该水体的主要水源时，可取 7d

甚至更长时间，但需同时加大蓄水容积；

1W ——入渗设施汇水面上的雨水设计径流量（m3）；

2W ——收集回用系统汇水面上的雨水设计径流量（m
3
）。

3.3.9 当雨水控制及利用采用多系统组合时，各系统的有效储水量

应符合下式要求：

thXs VVWVW  )( 1 （3.3.9）

式中： 1XW ——入渗设施内累积的雨水量达到最大值过程中渗

透的雨水量（m3）；
hV ——收集回用系统雨水储存设施的储水量；
tV ——调蓄排放系统雨水储存设施的储水量。

3.3.10 建设场地日降雨控制及利用率应按下式计算：

)10/(1 Zppk FhWf  （3.3.10）

式中： kf ——建设场地日降雨控制及利用率；

pW ——建设场地外排雨水总量（m3）；

ph ——日降雨量（mm），根据重现期确定；

ZF ——建设场地总面积（m
2
）。

3.3.11 建设场地外排雨水总量应按下式计算：

LZpZcp VFhW 10 （3.3.11）

式中： Zc
——建设场地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LV ——雨水控制及利用设施截留雨量（m3）。

3.3.12 雨水控制及利用系统的有效截留雨量应为各系统的截留雨

量之和，可按式 3.3.12 计算：

321 LLLL VVVV  （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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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1LV ——渗透设施的截留雨量（m3）；

2LV ——收集回用系统的截留雨量（m
3
）；

3LV ——调蓄排放设施的截留雨量（m
3
）。

3.3.13 各雨水控制及利用系统或设施的有效截留雨量应通过水

量平衡确定，并应以下列主要影响因素为依据：

1 渗透系统或设施的主要影响因素应包括：有效储水容积、汇

水面日径流量、日渗透量。透水铺装按表 3.1.5 取径流系数时，

则不再计算截留雨量。

2 收集回用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应包括：雨水蓄存设施的有效

储水容积、汇水面日径流量、雨水用户的用水能力。

3 调蓄排放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应包括：调蓄设施的有效储水

容积、汇水面日径流量。

3.4 调蓄设施计算

3.4.1 合流制排水区域，用于控制面源污染时，雨水调蓄池的有效

容积，可按式 3.4.1 计算：

dric QnntV )(3600 0 （3.4.1）

式中： cV ——调蓄池有效容积（m
3
）；

it ——调蓄池进水时间（h），宜采用 0.5h～lh，当合

流制排水系统雨天溢流污水水质在单次降雨事

件中无明显初期效应时，宜取上限；反之，可

取下限；

n ——调蓄池运行期间的截流倍数，由要求的污染负

荷目标削减率、当地截流倍数和截流量占降雨

量比例之间的关系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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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系统原截流倍数；

drQ ——截流井以前的旱流污水量（m
3
/s）；

 ——安全系数，可取 1.1～1.5。

3.4.2 在分流制排水区域，用于控制面源污染时，雨水调蓄池的有

效容积，可按式 3.4.2 计算：

ipSVSRV  5.1 （3.4.2）

式中：VSR——单位面积上需调蓄雨水量（m3/hm2）；根据初

期雨水控制量要求确定，宜采用 20m
3
/hm

2
～

100m
3
/hm

2
；

ipS ——产流面积（hm2）， Z 总SSip ；

总S ——系统汇水总面积（hm2）；

z ——综合径流系数。

3.4.3 用于削减排水管道洪峰流量时，雨水调蓄池的有效容积，可

按式 3.4.3 计算：


 

t
b

n
Vc 2.1

65.0( · 


 15.0

215.0)3.0lg()10.1
2.0

5.0
nn t · sQ · t

（3.4.3）

式中： cV ——调蓄池有效容积（m
3
）；

t ——脱过系数，取值为调蓄池下游排水管道设计

流量和上游排水管道设计流量之比；

sQ ——调蓄池上游设计流量（m
3
/min）；

nb、 ——暴雨强度公式参数；

t ——降雨历时（min），根据公式 21 ttt  计算。

3.4.4 用于雨水利用时，雨水调蓄池的有效容积应根据降雨特征、

用水需求和经济效益等确定。

3.4.5 雨水调蓄池的放空时间，可按式 3.4.5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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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c

Q
V

t
3600

'
（3.4.5）

式中： 't ——排空时间（h）；

cV ——调蓄池有效容积（m
3
）；

xQ ——下游排水管道或设施的受纳能力（m
3
/s）；

 ——排放效率，一般可取 0.3～0.9。

3.5 转输设施计算

3.5.1 路面雨水通过开口路缘石进入下沉绿地或生物滞留带等海

绵措施时，开口路缘石孔口尺寸计算应满足过流量要求。

1 圆形孔路缘石（参照孔口出流计算）：

gHAQ 2μ
（3.5.1-1）

式中：Q——过堰流量（m3/s）；

μ——流量系数，取值范围 0.60～0.62；

g ——重力加速度；

H ——过堰水深（m）。

2 矩形孔路缘石（参照矩形堰出流计算）：

232 HgmbQ 
（3.5.1-2）

式中：Q——过堰流量（m
3
/s）；

b ——堰宽（m）；

g ——重力加速度，

H ——过堰水深（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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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流量系数，按照公式 3.5.1-3 计算，

]
)(

55.01][0027.0405.0[ 2

2

PH
H

H
m




（3.5.1-3）；

P ——堰壁高度(m)，因路缘石开口底平路面，P取 0。

3 豁口（梯形口）路缘石（参照梯形堰出流计算）：

2386.1 BHQ  （3.5.1-4）

式中：Q——过堰流量（m
3
/s）；

B ——堰槛宽（m）；

H ——过堰水深（m）

3.5.2 转输型植草沟尺寸计算应满足汇流流量要求。

AVQ  （3.5.2-1）

式中：Q——设计流量（L/s）；

A ——植草沟过水断面，宜采用梯形或三角形。参数取

值可参考 6.4.4；

2
1

3
21 IR

n
V 

（3.5.2-2）

式中：V ——设计流速（m/s）,流速应小于 0.8 m/s，否则应

设置挡水堰。挡水堰的尺寸计算参照 3.5.1-2 或

3.5.1-4；

n——粗糙系数，植草沟宜取值 0.025～0.030；

R——水力半径（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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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水力坡降（m）参数取值可参考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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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与小区

4.1 一般规定

4.1.1 建筑与小区包括民用建筑与小区和工业建筑与厂区，涵盖项

目所在建设用地的红线范围。

4.1.2 建筑与小区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的目的是建设或修

复水环境与生态环境，源头削减外排雨水峰值流量和径流总量，削

减径流污染，实现雨水的资源化利用。

4.1.3 建筑与小区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的指标应与所在城

市或城区的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相协调，其中应包括以下指标：

1 强制性指标

1）建筑与小区多年平均径流总量控制率。各地的年径流总

量控制率可参照附录 B——广西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分区

图；

2）年径流污染削减率。

2 一般性指标

1）雨水调蓄设施规模；

2）下沉式绿地率；

3）透水铺装率；

4）新建小区建筑绿色屋顶绿化率；

5）雨水综合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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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系统设计

4.2.1 建筑与小区应依据规划目标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径流污

染削减率、绿地率、透水铺装设置、屋顶绿化率、调蓄利用率等情

况，通过比较，因地制宜、经济合理的设置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

建筑与小区的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系统宜优先选用入渗系统和收

集回用系统，当受条件限制时或不具备条件时，应增设调蓄排放系

统。收集回用系统以下两种模式：

1 雨水汇集→初期雨水弃流/断接→滞蓄及径流污染控制设施

→入渗→溢流排放→处理利用；

2 雨水汇集→初期雨水弃流/断接→入渗→调蓄→溢流排放→

处理利用。

4.2.2 建筑与小区的低影响开发系统设计应满足如下要求：

1 建筑与小区宜优先采用雨水断接、入渗和滞蓄系统；

2 大型公共建筑屋面雨水宜设雨水收集回用系统，收集屋面雨

水，经有效处理后回用于绿地浇灌、道路及场地清洗；

3 市政条件不完善或项目排水标准高的地区，宜设置调节系

统，减少外排雨水的峰值流量；

4 一般建筑屋面雨水宜优先采用雨水入渗、收集回用，或二者

相结合的方式，优先排入绿地、雨水储水池等雨水滞蓄、收集设施；

5 硬化地面雨水宜采用雨水入渗或排入水体。雨水宜有组织的

排向绿地、雨水花园、生物滞留设施、渗透塘等渗透滞蓄设施；

6 设有雨水低影响开发系统的建设用地，应设置雨水外排措

施；

7 传染病医院的雨水、垃圾收集点的雨水、含有重金属污染和

化学污染等地表污染严重的雨水不得采用雨水收集回用系统。

4.2.3 雨水入渗系统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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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用土壤入渗时，土壤渗透系数应为 l0-6m/s~l0-3m/s 之间，

且渗透面距地下水位的高差应大于 1.0m，渗透面应从最低处计。

2 地下建筑顶面覆土层设置透水铺装、下凹绿地等入渗设施

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地下室顶板覆土层设置雨水入渗措施时，地下室顶板与覆

土之间应设置导排设施；

2）土壤渗透面层至渗排设施间的土壤层厚度不应小于 300mm；

3）在地下室顶板设置下凹式绿地时，应设置导排设施，覆土

层厚度宜大于 1.0m。

3 除地面入渗外，埋地雨水入渗设施距建筑物基础边缘不应小

于 5m，且不应对其它构筑物、管道基础产生影响。

4 雨水进入埋在地下的雨水渗透设施之前应经沉砂和漂浮物

拦截处理。

下沉式绿地、植草沟等宜选择耐盐、耐淹、耐污等能力较强的

本土植物，且不应对当地生态系统或人类健康产生危害。

5 当采用绿地入渗时，宜通过设置入渗池、入渗井等入渗设施

增加其入渗量。

4.2.4 雨水滞蓄系统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对于污染严重的汇水区应选用植被浅沟、前池等对雨水径流

进行预处理，去除大颗粒的沉淀并减缓流速；

2 屋面径流雨水应由管道接入滞留设施；场地及人行道径流可

通过路牙豁口分散流入；

3 生物滞留设施应设溢流装置，可采用溢流管、排水篦子等装

置，溢流口应高于设计水位 100mm；

4 进水口、溢流口因冲刷造成水土流失时，应设置碎石缓冲或

采取其他防冲刷措施；



30

5 生物滞留设施宜分散布置且规模不宜过大，生物滞留设施面

积与汇水面面积之比一般为 5%～10%；

6 生物滞留设施等宜选择耐盐、耐淹、耐污等能力较强的本土

植物，且不应对当地生态系统或人类健康产生危害。

4.2.5 雨水调蓄系统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 调蓄系统的设计标准应与下游排水系统的设计降雨重现期

相匹配，且不宜小于 2 年；

2 宜优先选取景观水体、池（湿）塘、洼地等作为雨水调蓄系

统；

3 调节池宜采用重力流自然排空，必要时可用水泵强排。排空

时间不应超过 12h，且出水管管径不应超过市政管道排水能力；

4 调节池应设外排雨水溢流口，溢流雨水应采用重力流排出；

5 应设检查口，检查口的位置设于调节池进水口和出水口处；

6 溢流方式宜采用堰或虹吸管溢流，溢流雨水应采用重力流排

出；

7 雨水调节设施应考虑周边荷载的影响，其竖向承载能力及侧

向承载力应满足上层铺装、道路荷载及施工要哀求。

4.3 径流污染控制

4.3.1 初期雨水径流污染弃流量，应按下垫面实测收集雨水的

CODcr、SS、色度等污染物浓度确定，当缺少资料时，屋面弃流径流

厚度宜取 2mm～3mm，地面弃流径流厚度宜取 3mm～5mm。

4.3.2 收集建筑屋面及硬化地面雨水的回用系统，雨水未经入渗处

理的均应设置弃流装置。

4.3.3 弃流装置宜分散布置。

4.3.4 屋面雨水收集系统的弃流装置宜设于室外，当设在室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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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密闭式。雨水弃流池宜靠近雨水蓄水池，当雨水蓄水池设在室

外时，弃流池不应设在室内。

4.3.5 收集系统弃流装置集中布置时，可设置雨水弃流池。雨水弃

流池的池容应根据收集面积、设计降雨厚度、汇水时间、收集后的

用途等情况合理确定，当无法满足初期雨水径流污染控制标准时应

增设沉砂池等处理设施。

4.3.6 截流的初期弃流雨水宜排入绿地等地表生态入渗设施，也可

就地入渗，或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当弃流雨水排入污水管网时，应

确保污水不倒灌至弃流装置内和后续雨水不进入污水管道。

4.4 雨水收集利用

4.4.1 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应优先收集屋面雨水，不宜收集机动车道

路等污染严重的下垫面上的雨水。

4.4.2 雨水用于景观水体时，宜采用如下工艺。

雨水→初期径流弃流→景观水体；

雨水→绿地+土壤渗透→景观水体

其中：景观水体或湿塘宜配置水生植物净化系统。

4.4.3 屋面雨水或其与路面混合的雨水用于绿地和道路浇洒时，宜

采用如下处理工艺。

雨水→初期径流弃流→沉砂→雨水蓄水池沉淀→过滤→消毒

→浇洒

雨水→绿地+土壤渗透→集水管→雨水蓄水池→浇洒

4.4.4 屋面雨水或其与路面混合的雨水用于空调冷却塔补水、运动

草坪浇洒、冲厕或相似用途时，宜采用如下处理工艺。

雨水→初期径流弃流→沉砂、格栅→雨水蓄水池→絮凝过滤或

气浮过滤→消毒→雨水清水池



32

4.4.5 雨水净化设施前处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1 雨水储存设施进水口前应设置拦污格栅设施；

2 利用天然绿地、屋面、广场等汇流面收集雨水时，应在收集

池进水口前设置沉泥井。

4.4.6 回用雨水的水质应根据雨水回用的用途，有细菌学指标要求

时应进行消毒。消毒宜采用紫外线。当采用氯消毒时，宜满足下列

要求：

1 雨水处理规模不大于 100m3
/d 时，可采用氯片作为消毒剂；

2 雨水处理规模大于 100m3
/d 时，可采用次氯酸钠或者其他氯

消毒剂消毒。

4.4.7 雨水处理设备的日运行时间一般不超过 16h，沉砂池、设备

反冲洗等产生的污水宜进行处理或排放至市政污水管道，污泥宜进

行处理。

4.4.8 单一雨水回用系统的平均日设计用水量不应小于集水面需

控制及利用的雨水设计径流总量的 30%。当雨水储存池的有效容积

大于雨水回用系统最高日用水量 3 倍时，应设能 12h 排空雨水的装

置。

4.4.9 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应设置储存设施。当不以雨水回用为主要

目的时，储存设施的储水量应为雨水控制利用径流总量与入渗、调

蓄排放系统容积的差值；当以雨水回用为主要目的时，储存设施的

储水量宜取 3 倍最高日用水量和集水面雨水设计径流总量中的较

小值。资料具备时，也可根据逐日降雨量和逐日用水量经模拟计算

确定。

4.4.10 雨水储存池可采用室外埋地式塑料模块组合蓄水池、各类

材质的蓄水罐、硅砂砌块组合蓄水池、钢筋混凝土水池等。

4.4.11 塑料模块和硅砂砌块组合蓄水池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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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池体强度应满足地面及土壤承载力的要求；

2 外层应采用不透水土工膜或性能相同的材料包覆；

3 池内构造应能满足人工或机械进入池内清除沉积泥沙的要

求；

4 兼具过滤功能时应能进行过滤沉积物的清除；

5 水池应设混凝土底板，当底板低于地下水位时，水池应满足

抗浮要求。

4.4.12 当蓄水池具有沉淀或过滤处理功能且出水水质满足要求

时，可不另设清水池。当雨水回用系统设有清水池时，其有效容积

应根据产水曲线、供水曲线确定。当设有消毒设施时，应满足消毒

的规定。在缺乏上述资料情况下，可按雨水回用系统最高日设计用

水量的 25%～35%计算。

4.4.13 雨水供水管道严禁与生活饮用水管道混合设置。

4.4.14 雨水供水管道上不得装设取水龙头，并应采取下列防止误

接、误用、误饮的措施：

1 供水管外壁应按设计规定涂色或标识；

2 当设有取水口时，应设锁具或专门开启工具；

3 水池（箱）、阀门、水表、给水栓、取水口均应有明显的“雨

水”标识。

4.4.15 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其他内容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

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 50400 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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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市政工程

5.1 一般规定

5.1.1 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市政工程范围包括城市道路、城

市广场、公园绿地、地下空间等。

5.1.2 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的目的是削减外排雨水峰值流

量和径流总量，削减径流污染，实现雨水的资源化利用，应以削减

地表径流与控制面源污染为主。

5.1.3 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设计标准应与所在城市或城区

的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相协调。应对以下指标进行明确（各地的年径

流总量控制率参照附录 B——广西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分区图）：

1 道路用地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2 市政场站用地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3 绿地及广场用地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4 年径流污染削减率（一般以年 SS 总量去除率计）。

5.1.4 在有条件的市政工程中，可以对雨水进行收集、处理、利用。

收集利用的雨水水质应依据不同用途符合当地标准或国家相应规

范标准的规定。收集利用的雨水宜用于城市杂用水、娱乐性景观环

境用水和工业用水。

5.2 系统设计

5.2.1 市政工程应依据规划目标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径流污染

物削减率、绿地率、透水铺装设置等情况，通过比较，经济合理的

设置雨水低影响开发系统。市政路面地表径流宜优先选用以下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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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1 雨水汇集→径流污染控制设施→调蓄→溢流排放；

2 雨水汇集→径流污染控制设施→雨水入渗→溢流排放；

3 雨水汇集→雨水入渗→溢流排放。

5.2.2 城市绿地、城市广场雨水控制与利用形式应以入渗净化为

主；下沉式立体交叉道路、市区路段道路雨水控制与利用形式应以

调蓄排放为主。

5.2.3 新建（含改、扩建）城市道路绿化隔离带可结合用地条件和

绿化方案设置下沉式绿地。

5.2.4 雨水调蓄排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城市路段道路结合道路排水工程建设的雨水调蓄工程，宜结

合道路周围洼地进行雨水调蓄，并应与市政工程管线设计综合协

调，在易发生积水的路段、可利用道路及周边公共用地地下空间建

设调蓄设施。

2 下沉式立交桥区的排水形式应采用强排与调蓄相结合的方

式。

1）雨水调蓄设施宜结合立交雨水泵站集水池建设；

2）雨水调蓄池应根据雨水径流控制指标计算确定有效容积；

雨水调蓄设施应结合现场实际情况设初期雨水收集池，

初期雨水收集池有效容积按立体交叉道路汇水区域内

6mm～15mm 降雨量确定；

3）雨水调蓄设施应满足立交排水重现期标准并提高 3年以

上；

4）雨水调蓄设施内应设小型排水设施，排水设施宜采用潜

水泵，且不宜少于 2 台；

5）雨水调蓄设施排空时间不应超过 12h，且出水管管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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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超过市政管道排水能力。

3 城市广场的建设不应增加周边道路雨水径流总量，应自行消

纳硬化后超标雨水量，并宜进行回用；城市广场下宜建设雨水调蓄

设施。雨水调蓄设施设置要求应按本规范第 6.5.2 条的规定执行。

4 城市重要的地下空间开发区域周边应增加雨水调蓄设施，并

应设置防止雨水倒灌的措施；地下空间的出入口及通风井等出地面

构筑物的敞口部位应高于设计地坪 300mm，并应有防淹措施。

5.3 径流污染控制

5.3.1 径流污染控制设施的选择应结合广西区内各城镇雨水利用

分区，根据下垫面性质、径流污染程度、雨水用途、工程施工条件

及经济性、公众接受度，以及每种设施的污染物去除效率等因素综

合比较后确定，并应与景观设计、高峰控制、雨水入渗等相结合。

一般宜采用以下几种设施：

1 雨水滞留塘；

2 雨水湿地；

3 过滤设施；

4 植草沟。

5.3.2 排入敏感地区的雨水，采用的径流污染控制设施除了满足本

规范要求之外，尚需满足国家与地方的相关规定。

5.4 雨水收集利用

5.4.1 独立的市政工程场站的雨水收集利用，除了符合本规范第

4.4 节的要求外，其雨水收集回用系统的汇流面选择，应满足下列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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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选择无污染或污染较轻的汇流面；

2 应避开垃圾堆、工业污染地等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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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低影响开发措施技术要求

6.1 低影响开发技术设施选择

6.1.1 低影响开发设施具有补充地下水、集蓄利用、削减峰值流量

及净化雨水等多个作用，可实现径流总量、径流峰值和径流污染等

多个控制目标，应根据汇水区特征和设施的主要功能、经济性、适

用性、景观效果等因素灵活选用低影响开发设施，可参照下列表格

选用。

表 6.1.1 低影响开发技术设施选用表

序号 设施类型 单项设施 城市道路 绿地广场 建筑与小区

1

雨水渗透设施

透水铺装

2 绿色屋顶

3 下沉式绿地

4 简易型生物滞留设施

5 复杂型生物滞留设施

6 渗透塘

7 渗井

8

雨水储存设施

湿塘

9 雨水湿地

10 蓄水池

11 雨水调节设施 调节塘

12 雨水转输设施 转输型植草沟

13 干式植草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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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1.1

序号 设施类型 单项设施 城市道路 绿地广场 建筑与小区

14
雨水转输设施

湿式植草沟

15 渗管/渠

16 雨水截污净化设施 植被缓冲带

17

雨水利用设施

雨水喷灌系统

18 雨水收集池

19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注： —— 推荐选用 —— 宜选用 —— 不宜选用

6.2 雨水断接

6.2.1 雨水断接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雨水断接宜优先采用以下模式：

雨水收集→雨水断接→消能设施→植被区

2 雨水断接消能应采取消能池、碎石池、砾石层等措施；

3 雨水断接应保证建、构筑物和周边场地的安全。

6.3 渗透设施

6.3.1 雨水入渗除了满足本规范第 1.0.8 条规定以外，还应符合以

下规定：

1 雨水入渗系统不宜接纳含有较多杂质和悬浮物的雨水，雨水

渗透系统不应对居民生活造成不便，不应对卫生环境产生危害，不

得影响其周围的建筑物安全使用；

2 绿地雨水应就地入渗，其他硬化地面雨水可引入渗透设施集

中入渗；

3 透水铺装路面的雨水入渗不应影响路基路面结构，透水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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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宜设置导排管；

4 从特殊污染源地区，如传染病医院、垃圾收集点、地表含有

重金属和化学污染物的等地表径流污染严重的地区，雨水收集的雨

水不应进行渗透；

5 雨水入渗场所应有详细的地质勘查资料，地质勘查资料应包

括区域滞水层分布、土壤种类和相应的渗透系数、地下水动态等；

6 雨水进入埋在地下的雨水渗透设施之前应设置沉砂和漂浮

物拦截预处理措施。

7 雨水入渗系统的土壤渗透系数应在 1×10
-6m/s～1×10

-3

m/s，并且土壤中的黏土含量应小于 25%，粉砂含量应小于 40%；

8 入渗设施的底部与地下水位应保持不小于 1m 的距离；

9 雨水入渗系统宜设置溢流设施，入渗底部应设置导排设施；

10 入渗场所的植物宜选用耐淹耐旱本地植物。

6.3.2 雨水入渗可采用下凹式绿地、透水铺装、植被浅沟与洼地组

合、生物滞留设施、浅沟渗渠组合、渗透管沟、入渗井、入渗池、

渗透管-排放系统等，透水铺装地面宜用于建筑小区、人行、广场、

停车场、非机动车通行的硬质路面等；绿地、入渗坑塘、入渗井、

入渗植草沟、洼地或植草沟渗渠组合入渗宜用于建筑小区、道路两

侧、公园等地区。

6.3.3 渗透设施的日渗透能力不应小于其汇水面上 2 年一遇的日

降雨量，渗透时间一般不应超过 24h，入渗井、入渗池的渗透时间

不应超过 72 h。
6.3.4 当雨水入渗设施埋地设置时，需在其底部和侧壁包覆透水土

工布，土工布单位面积质量宜为 200g/m2
～300g/m2

，其透水性能应

大于所包覆渗透设施的最大渗水要求，并应满足保土性、透水性和

防堵性的要求。

6.3.5 绿地入渗的设置应满足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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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绿地内宜根据地势设置下沉式绿地，绿地就近接纳雨水径

流，也可通过管渠输送至绿地。

2 下沉式绿地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宜选用耐淹耐旱种类的植物；

2）与路面、广场等硬化地面相连接的绿地，宜低于硬化地

面 80mm～150mm，且不大于 200mm，并有保证雨水进

入绿地的措施；

3）当有排水要求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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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mm～120mm；

4）下沉绿地入渗结构底部应设置导排系统。

3 绿地内表层土壤入渗能力不够时，可增设人工渗透设施。渗

透设施宜根据汇水面积、绿地地形、土壤质地等因素，选用植草沟、

洼地、渗渠、渗透管沟、入渗井、入渗地、渗透管等排放系统形式

或其组合。

6.3.7 硬化地面入渗的设置应满足下列规定：

1 硬化地面应采用透水铺装入渗，根据土基透水性要求可采用

半透水和全透水铺装结构。

2 透水铺装路面宜采用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透水沥青路面、

透水砖路面。

3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适用于新建城镇轻荷载道路、园林中的

轻型荷载道路、广场和停车场等；透水沥青路面适用于各等级道路；

透水砖路面适用于人行步道、广场、停车场、步行街。

4 具备透水地质要求的新建（含改、扩建）人行步道、城市广

场、步行街、自行车道应采用透水铺装路面。

5 人行道、自行车道、步行街、城市广场、停车场等轻型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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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的透水铺装路面的设计应满足当地 2 年一遇的暴雨强度下，持

续降雨 60min，表面不应产生径流的透（排）水要求。合理使用年

限宜为 8～10 年。

6 透水铺装对道路路基强度和稳定性的潜在风险较大时，可采

用半透水铺装结构。

7 半透水路面结构设计时应满足路面结构内排水顺畅。

8 全透水路面结构设计时应考虑土基渗透性和荷载大小，当土

基渗透系数 K＜1×l0
-6m/s，应在土基中设置排水盲沟（管），排

水盲沟（管）应与市政排水系统相连，并有防倒流措施。

9 透水铺装路面横坡宜采用 1.0%～1.5%。

10 透水铺装宜在土基上建造，自上而下设置透水面层、找平层、

基层和底基层。相关规定和施工要求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小

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 50400 执行。透水铺装路面结构应

满足现行行业标准《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CJJ/T 135、

《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CJJ/T 190、《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

CJJ/T 188、《透水砖铺装施工与验收规程》DB11/T 686 的相关规

定。

11 当透水铺装设置在地下室顶板上时，其覆土厚度不应小于

600mm，并应增设排水层。

12 透水面层应满足下列要求：

1）渗透系数应大于 1×10
-4m/s，可采用透水面砖、透水混

凝土、草坪砖等，当采用可种植植物的面层时，宜在下

面垫层中混合一定比例的营养土；

2）透水面砖的有效孔隙率应不小于 8%，透水混凝土的有效

孔隙率应不小于 10%；

3）当面层采用透水面砖时，其抗压强度、抗折强度、抗磨

长度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并应具有防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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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13 透水找平层应满足下列要求：

1）渗透系数不小于面层，宜采用细石透水混凝土、干砂、

碎石或石屑等；

2）有效孔隙率应不小于面层；

3）厚度宜为 20mm～50mm。

14 透水基层和透水底基层应满足下列要求：

1）渗透系数应大于面层，底基层宜采用级配碎石，中、粗

砂或天然级配砂砾料等，基层宜采用级配碎石或者透水

混凝土；

2）透水混凝土的有效孔隙率应大于 10%，砂砾料和砾石的

有效孔隙率应大于 20%；

3）垫层的厚度不宜小于 150mm。

15 透水铺装地面应满足相应承载力要求；寒冷地区尚应满足

抗冻要求。

16 透水路面结构应便于施工，利于养护并减少对周边环境及

生态的影响。

6.3.8 渗透管沟和入渗井的相关规定和施工要求可按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 50400 执行。入渗浅

沟、洼地、浅沟渗渠组合入渗的设置应满足下列规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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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渗透管/渠的设置应满足下列规定：

1）塑料渗透管/渠开孔率应控制在 1%～3%之间，无砂混凝

土管的孔隙率应大于 20%；

2）渗透管/渠的敷设坡度应满足排水的要求，排水坡度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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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0.01～0.02；

3）渗透管/渠四周应填充砾石或其他多孔材料，砾石层外包

透水土工布，土工布搭接宽度不应少于 200mm；

4）渗透管/渠不宜设在行车路面下。

6.3.9 入渗塘的设置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入渗塘可采用天然或人工洼地，其有效容积宜能调蓄日雨水

设计径流总量。

2 入渗塘进水应设置消能设施，防止雨水对洼地的植物或土壤

造成冲蚀。

3 入渗塘的进水点应多点分散布置，进水前可设置沉砂拦污、

前置塘、植被浅沟、植被缓冲带等预处理措施。

4 植物应在接纳径流之前成型，并且所种植植物应既能抗涝又

能抗旱，适应洼地的水位变化。

5 应设有确保人身安全的设施。

6 入渗塘底部应设置放空管或备用排水管，在特殊情况下可开

启阀门放空或排水，放空时间不大于 24h。

6.4 生物滞留设施

6.4.1 生物滞留设施内应设置溢流设施，可采用溢流竖管、溢流井

或雨水口等，溢流设施顶应低于汇水面 10mm～20mm 。

6.4.2 生物滞留设施自上而下设置蓄水层、植被及种植土层、砂层、

砾石排水层及调蓄层等，各层设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 蓄水层深度根据径流控制目标确定，宜为 200mm～300mm，

最高不超过 400mm，并应设 100mm 的超高；

2 种植土层厚度视植物类型确定，当种植草本植物时宜为

250mm，种植木本植物厚度宜为 10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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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砂层宜由 100mm 的细砂和粗砂组成；

4 砾石排水层宜为 200mm～300mm，可根据具体要求适当加

深，并可在其底部埋置直径为 100mm 的 PVC 穿孔管；

5 在穿孔管底部可设置不小于 300mm 的砾石调蓄层。

6.4.3 雨水溢流口的设置应满足下列规定：

1 雨水溢流口宜设在汇水面的最低处，顶面标高宜低于排水面

10mm～20mm，并应高于周边绿地种植土面 80 mm～100mm；

2 雨水溢流口担负的汇水面积不应超过其排水能力，其最大间

距不宜超过 50m；

3 在雨水重现期标准高或地形下沉区域设置雨水溢流口时，雨

水溢流口数量宜考虑 1.5～2.0 的安全系数；

4 收集利用系统的雨水溢流口应具有截污功能。

6.4.4 植草沟的设置应满足下列规定：

1 植草沟纵向坡度宜取 1%～5%，不得小于 1%；

2 植草沟断面宜采用梯形，在一些特殊的地区可以采用抛物线

形、三角形和矩形；

3 植草沟断面为梯形或三角形时，其边坡（竖直：水平）不宜

大于1：3。

4 植草沟的长度宜按公式（6.4.4）计算：

160 VTL  （6.4.4）

式中： L ——植被浅沟设计段的长度（m），浅沟长度宜大

于 30m；

V ——平均流速（m/s）；

1T ——水力停留时间（min）。

5 植草沟中雨水流速应小于 0.8m/s。
6 植草沟宽度宜为 0.6m～2.4m。



46

7 植草沟宜种植密集的草皮草，不宜种植乔木及灌木植物。

8 植草沟应有配水措施，使其入水均匀分散。

9 当植草沟水力停留时间小于 5min，宜设置挡水设施。

10 植草沟可设置地下穿孔管排水。

11 植草沟积水深度应符合以下规定：

1）中间位置的最大集水深度不宜超过 0.25m；

2）草沟下游终点位置的最大集水深度不宜超过 0.30m。

6.5 雨水调蓄排放

6.5.1 需要控制面源污染、延长排水时间、削减排水管道峰值流量

防治地面积水时，宜设置雨水调蓄设施。

6.5.2 雨水调蓄设施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优先选用天然洼地、湿地、河道、池塘、景观水体，必要时

可建人工调蓄设施或利用雨水管渠进行调蓄；

2 应与周围地形、地貌和景观相协调；

3 应有安全防护措施。

6.5.3 雨水调蓄池可采用室外埋地式玻璃钢蓄水池、塑料模块蓄水

池、硅砂砌块水池、混凝土水池等。雨水调蓄池的设置应满足下列

规定：

1 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

2 需设置拦污、进水管、排空设施、溢流管、弃流装置、集水

坑、检修孔、通气孔及水位监控装置；

3 宜布置在区域雨水排放系统的中游、下游；

4 有良好的工程地质条件；

5 有条件的区域应在调蓄设施上方建设雨水处理设施；

6 应设检查口或检查井，检查口下方的池底应设集泥坑，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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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于 300mm，平面最小尺寸应不小于 300mm×300mm；当有分

格时，每格都应设检查口和集泥坑，池底设不小于 5%的坡度坡向

集泥坑，检查口附近宜设给水栓；

7 当不具备设置排泥设施或排泥确有困难时，应设置冲洗设

施，冲洗水源宜选用池水，并宜与自动控制系统联动；

8 蓄水池需设置防虫、防鼠措施。

6.5.4 与道路排水系统结合设计的雨水调蓄设施应保证上下游排

水系统的顺畅。

6.5.5 调蓄设施的调蓄容积及调蓄控制需按区域降雨、地表径流系

数、地形条件、周边雨水排放系统及用水情况综合考虑确定，有条

件的地区，调蓄设施设计宜采用数学模型法，计算需涵盖降雨重现

期 2、3、5、10、20、50 年的降雨情况。当采用景观水体、塘、湖

等作为雨水储存设施时，应按月进行水量平衡计算，合理确定水体

规模。

6.6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6.6.1 初期雨水弃流宜采用以下模式：

雨水断接→初期雨水弃流→植被区

雨水断接→初期雨水弃流→就地处置设施

雨水断接→初期雨水弃流→市政处置设施

6.6.2 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应设置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6.6.3 弃流设施宜分散布置于室外。

6.6.4 初期雨水弃流量根据下垫面旱季污染物状况确定。

6.6.5 雨水弃流池的池容应根据收集面积、设计降雨厚度、汇水时

间、收集后的用途等情况合理确定。

6.6.6弃流装置主要形式有：小管弃流井、容积法弃流池、电动弃

流装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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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 小型弃流装置当相对集中设置在雨水蓄水池进水口前端时，

应采用污染物浓度及雨量控制的弃流池。

6.7 雨水处理设施

6.7.1 新建市政雨水排放口处宜设置径流污染控制设施，以去除雨

水中的污染物。可采用雨水沉淀池、生态塘、人工湿地等。

6.7.2 雨水滞留塘的设置应满足下列规定：

1 雨水滞留塘宜设置成干式滞留塘、湿式滞留塘、多单元滞留

塘等形式。

2 雨水滞留塘的进水管不宜采用淹没进水。

3 当单个进水管进水量大于总设计处理水量的 10%时，宜设置

预沉淀池。预沉淀池总容积宜为径流污染控制量的 10%～20%。

4 预处理沉淀池的底部宜作硬化处理。池中宜安装标尺杆。

5 滞留塘出口处应设置防冲蚀措施。

6 当滞留塘位于粉砂土质、断裂基岩上时，塘底需设置防渗层。

7 应尽量延长滞留塘进水口到出水口的水流路径，宜通过多级

串联方式处理雨水径流污染。

8 当滞留塘的设计水位大于1.2m时，其周围应设置安全护坡。

9 雨水滞留塘宜采用湿地植物，宜种植在安全护坡或池塘较浅

处。

6.7.3 雨水湿地的设置应满足下列规定：

1 雨水湿地宜设置表面流湿地、潜流型湿地两种形式。

2 雨水湿地进口处宜设预处理前池，出口处应设微型池。

3 雨水湿地的进水管、预沉池、出口等设计参照雨水滞留塘。

4 雨水湿地的工程设计应满足防洪要求。

5 表面流湿地应设置深水水流通道。通道应使从入口到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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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路径最大化。

6 表面流深水水流通道应容纳径流污染控制量的 25%，最小深

度宜为 1.2m。

7 表面流湿地的表面积应符合以下规定：

1）深度不大于 150mm 的表面积比例应不小于 35%；

2）深度小于 450mm 的表面积比例应不小于 65%；

3）应不小于整个汇水面积的 1%。

8 潜流型湿地宜采用砾石填料作为湿地植物生长的环境。砾石

应满足以下要求：

1）粒径的选择宜综合考虑雨水水质、水量等因素；

2）砾石的孔隙应能容纳径流污染控制量；

3）砾石层厚度宜为 300mm～700mm。

9 湿地植物应根系发达，适合当地环境，并优先选择本土植物。

6.7.4 过滤设施的设置应满足下列规定

1 雨水过滤设施宜设置成砂滤池、有机滤料滤池、生物滞留槽

三种形式。

2 整个处理设施（包括预处理）应至少容纳径流污染控制量的

75%。

3 不透水面积比例大于 75%的排水区域的雨水进入过滤设施

时，应设置预处理设施。生物滞留槽宜采用缓冲草带或砾石消能沟

作为预处理，其他过滤设施宜采用沉砂池作为预处理。

4 过滤设施的底部砾石层宜设置穿孔管，管径应大于 100mm。

孔间距宜为 10cm～15cm，孔径宜为 10mm～30mm，砾石层和滤料

层之间应设土工布。

5 预处理设施的容积应至少为径流污染控制量的 25%。

6 利用砂和有机物做滤料的滤池的预处理沉淀池的所需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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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积按照公式（6.7.4-1）计算：

k
s W

QA 0 · 'E （6.7.4-1）

式中： sA ——沉淀池表面积（m2
）；

0Q ——滤池排水流量（m3
）；

kW ——颗粒沉淀速率（m/s），当 I≤75%， kW =0.00012

m/s （颗粒尺寸=20 m ）；当 I ＞75%，

kW =0.00099m/s（颗粒尺寸=40 m ）；

'E ——沉淀物沉淀效率常数。

)360024/(0  vWQQ （6.7.4-2）

式中： 0Q ——滤池排水流量；

vWQ ——径流污染控制量（m3）。

  100/1' ElnE  （6.7.4-3）

式中： 'E ——沉淀物沉淀效率常数；

E ——沉淀效率。

7 砂滤滤床厚度应大于 0.3m，其他形式滤床的厚度应大于

0.5m。

8 滤床表面积应按照公式（6.7.4-4）计算：

fff

fv
f tdhk

dWQ
A

)( 


（6.7.4-4）

式中：A f ——滤床表面积（m2）；

vWQ ——径流污染控制量（m3
）；

fd ——滤床厚度（m）；

k ——滤料的渗透系数（m/d）；

fh ——滤床上的平均水位高度，hf=1/2h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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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ax=0.15m～0.30m；

ft ——设计滤料排水时间，最大为两天。

9 表面砂滤池、有机砂滤池宜种植草皮，种植草皮应具有一定

的耐干旱和耐淹的能力。

10 生物滞留槽应设置以下几层：

1）临时储水层，150mm～300mm；

2）覆盖层，50mm～100mm；

3）种植土壤层， 750 mm～120 mm。

除本条 1）、2）、3）三层外，可选择设置砂滤层和地下穿孔

管。

11 生物滞留槽的植物选取应符合以下规定：

1）优先选用本地植物；

2）应具有一定的耐水和耐旱能力；

3）当选择灌木或乔木时，其树底下应种植耐阴植物；

4）在进水口位置禁止种植木本植物。

6.8 系统控制及监测设施

6.8.1 雨水控制与利用系统应根据需要设置监测设施，满足监测要

求。

6.8.2. 水量、主要控制水位、PH 值、浊度等常用控制指标应实现

现场监测，有条件的可实现在线监测。

6.8.3. 雨水收集、处理设施和回用系统运行宜自动控制，宜设置

下列三级方式控制：

1 自动控制

2 远程控制

3 就地手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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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广西各城市暴雨强度公式一览表

表 A.1 广西各城市暴雨强度公式一览表

序

号

城

市
暴雨强度公式 q20

资料年份及

起止年份

编制

方法

编制

单位
备注

1
百

色
747.05.9

lg547.012800
）（

）（





t

Pq 223

19 数理

统计

法

广西建委

综合设计

院

—
1954～1972

2
北

海
57.04

lg437.011625
）（

）（





t

Pq 266

18
数理

统计

法

广西建委

综合设计

院

—
1955～1972

3
东

兴

 
159.0439.0

2

5
lg0685.011217





Pt

Pq
）（

）（
296

12
数理

统计

法

广西建委

综合设计

院

—1960～1972

(缺 1961)

7
桂

林
686.0268.10

lg581.01830.2276q
）（

）（





t

P
250

58
年最

大值

法

广西壮族

自治区气

象服务中

心

—

1957～2014

8
河

池
743.0542.14

lg607.01233.3157q
）（

）（





t

P
269

30

年最

大值

法

河池市市

政管理局、

河池市气

象局

1985～2014

9
河

池
743.0542.14
lg607.01906.18i

）（

）（





t

P
269

30

年最

大值

法

河池市市

政管理局、

河池市气

象局

1985～2014

1956～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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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1

序

号

城

市
暴雨强度公式 q20

资料年份及

起止年份

编制

方法

编制

单位
备注

12
柳

州
652.0507.9

lg776.01943.1929
）（

）（





t

Pq 212

20
年最

大值

法

柳州市气

象局
—

1995～2014

13
南

宁
793.0293.15

lg516.01586.4306q
）（

）（





t

P
295

30
年最

大值

法

南宁市规

划管理局、

南宁市气

象局

—

1985～2014

14
南

宁
793.0293.15
lg516.01788.25i

）（

）（





t

P
295

30 年最

大值

法

南宁市规

划管理局、

南宁市气

象局

—

1985～2014

15
宁

明
823.05.12
lg62.014030q

）（

）（





t

P
230

17

简便

法

广西建委

综合设计

院

—

1960～1976

16
钦

州
58.07.5
lg505.011817

）（

）（





t

Pq 276

18 数理

统计

法

广西建委

综合设计

院

—

1955～1972

17
融

水
65.07.6
lg516.012097q

）（

）（





t

P
248

11 数理

统计

法

广西建委

综合设计

院

—

1962～1972

18
梧

州
72.07

lg466.012070
）（

）（





t

Pq 249

15
数理

统计

法

广西建委

综合设计

院

仍是

1973 年

版手册

收录的

公式

1958～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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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1

19
玉

林
665.04.6

lg484.012170q
）（

）（





t

P
246 17

数理

统计

法

广西建委

综合设计

院

—

备注：1、本表暴雨强度公式为截止 2018 年 5 月止的公式；

2、如各地市新编暴雨强度公式正式发布，则以新编公式为

准；

3、桂林市的分 5个城区各有相应新暴雨强度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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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广西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分区图

图 B.1 广西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分区图

注：1．本图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

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2014 年 10 月）绘制；

2．我国大陆地区大致分为五个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分区，广西

处在 II 区～V 区之间，本图给出了各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α的最低

和最高限值，即 II 区（80%≤α≤85%；半干旱区）、III 区（75%
≤α≤85%；半湿润区）、IV 区（70%≤α≤85%；湿润区）、V 区

（60%≤α≤85%；湿润区），如图所示。各地应参照此限值，因

地制宜的确定本地区径流总量控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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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

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该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该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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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应为其最新版本。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4

《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2016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给水排水构筑物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41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4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68

《建筑中水设计规范》 GB 50336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 GB 50318

《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35-2002

《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GB 50400-2006

《城市绿地设计规范》 GB 50420-2007

《城镇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78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378-2014

《雨水集蓄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596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J 37-2012

《建筑屋面雨水排水系统技术规程》 CJJ 142-2014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 CJJ/T 85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 CJJ/T 135

《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 CJJ/T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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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 CJJ/T 190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DB 11/938

《虹吸式屋面雨水排水系统技术规程》 CECS 183

《水景喷泉工程技术规范》 CECS 218

《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 DB11/685-2013
《透水砖铺装施工与验收规程》 DB11/T 686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4848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 GB/T 18920-2002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GB/T 18921-2002

住房城乡建设部《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

系统构建》（试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标准

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

设计规范

DBJ/T 45-013-2016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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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说明制定本规范的原则、目的和意义。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城市地区不透水地面面积逐年增

长，造成雨水资源流失、地下水位逐步下降等问题的同时，也造成

城市内涝频现。近年来广西地区强降雨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部分地

区积水严重导致车辆被淹，部分道路沉陷；多处桥区出现严重积水，

道路因积水无法通行。另一方面广西地区属于沿海城市，海河流域

多，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大，是水资源充沛的城市。推行低影响开发

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有利于切实削减雨水面源污染，峰值径流排

水量，防止城市内涝，同时实现雨水的资源化利用，势在必行。

低影响开发的理念，提倡雨水的源头及分散控制，恢复场地开

发前的水文状态。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应以削减径流排

水、降低雨水径流污染负荷、防止内涝及雨水的资源化利用为目的，

兼顾城市防灾需求。

本规范的制定，对指导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的规

划、设计，使其做到经济合理、安全可靠，规范广西地区的低影响

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0.2 明确规定本规范的适用范围。

本规范对广西地区的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建筑与小区及市政工

程都适用。内容涵盖了对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的规划、

设计的相关规定。

“建筑与小区”是指根据用地性质和使用权属确定的建设工程

项目使用的场地和场地内的建筑，包括民用项目和工业厂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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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程”是指城市道路、郊区公路、城市广场、地下空间、园林绿

地、市政场站等城市公用事业工程。不包括江、河、湖流域及城市

防洪排涝工程。

本规范不适用于雨水作为生活饮用水水源的雨水利用工程。有

特殊污染源的地区，其雨水利用工程应专题论证，特殊污染源地区

主要指下垫面污染较严重或有特殊污染源的地区，包括各种农批市

场、废品回收站、车辆维修站、洗车场、特殊工业区、医院等。

1.0.3 对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的建设程序提出规定。

参照国家、地方政策，以及《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GB 50788

中相关规定，强调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必须与主体工程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1.0.6 本条对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的安全性进行了规

定。

近年由于暴雨期间路面积水，因窖井井盖等损坏或丢失而造成

的人员伤亡及车辆损坏事件时有发生。因此，在雨水控制与利用设

施中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防止井盖丢失或被雨水冲走，并在雨

季淹没的开敞式调蓄设施周边加防护网、警示牌等设施，避免人员

车辆误入。

1.0.7 本条提出关于入渗系统设置的安全性要求。

雨水入渗系统的建设不应引起地质灾害，地质条件较差的区域

也不得采用雨水入渗，膨胀土和高含盐土等特殊地质区域采用保护

措施后可采用雨水入渗。

1.0.8 对雨水利用系统设计涉及到的主要相关专业提出了要求。

雨水控制和利用工程是一个新生的建设内容，需要各专业分别

设计和配合才能完成。比如雨水的水质处理和输配，需要给水排水

专业配合；雨水的地面入渗等，需要总图和园林景观专业配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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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面的水质控制和收集效率，需要建筑专业配合等等。

1.0.10 规定雨水利用工程的建设还应符合国家现行的相关标准、

规范。

雨水利用工程涉及到的相关标准、规范范围较广，包括给水排

水、绿化、材料、总图、建筑等。

低影响开发设施属于绿色雨水基础设施，能够起到减少径流总

量、减少径流污染、美化环境的作用，但是遇到大暴雨，若没有管

渠系统的快速排放，城市还是会面临内涝的问题，因此在海绵城市

建设时需要将绿色雨水基础设施和灰色雨水设施有机结合在一起。

在低影响开发设施建设的区域，城市雨水管渠和泵站的设计重现

期、径流系数应按《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 中的相关标准

执行，不能按照雨水控制率盲目减小设计雨水管的径流系数和雨水

管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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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计算

3.1 设计参数

3.1.1 明确海绵城市建设控制指标内容。

设区、县（市、区）规定年限内容建成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及

面积达标率不应低于表 3.1.1-1 的规定，各设区市的年径流总量控

制率对应设计降雨量详见附件 B。
表3.1.1-1 设区市、县（市、区）建成区面积达标率（%）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规定

年限

建成区面

积达标率

（％）

年径流总

量控制率

（％）

地区

2018 10

60
防城港市、钦州市、北海市、玉林市、南宁市邕宁区南部、

南宁市横县、贵港市港南区、岑溪市（属梧州市）

70

崇左市、南宁市、贵港市港北区、蒙山县、藤县、苍梧县

西南部、昭平县、来宾市、百色市东部、田阳县、平果县、

河池市、凤山县东南部、柳州市、桂林市

75

百色市西部、靖西县、德保县、那坡县东部、田林县、凌

云县、乐业县、凤山县西北部、天峨县、全州县东北区、

贺州市、钟山县、富川瑶族自治县

80 那坡县西部、隆林各族自治县、西林县

2020 20

60
防城港市、钦州市、北海市、玉林市、南宁市邕宁区南部、

南宁市横县、贵港市港南区、岑溪市（属梧州市）

70

崇左市、南宁市、贵港市港北区、蒙山县、藤县、苍梧县

西南部、昭平县、来宾市、百色市东部、田阳县、平果县、

河池市、凤山县东南部、柳州市、桂林市

75

百色市西部、靖西县、德保县、那坡县东部、田林县、凌

云县、乐业县、凤山县西北部、天峨县、全州县东北区、

贺州市、钟山县、富川瑶族自治县

80 那坡县西部、隆林各族自治县、西林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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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1.1-1

规定

年限

建成区面

积达标率

（％）

年径流总

量控制率

（％）

地区

2030 80

70
防城港市、钦州市、北海市、玉林市、南宁市、贵港市、

崇左市、来宾市、百色市、河池市、柳州市、桂林市

75

百色市西部、靖西县、德保县、那坡县东部、田林县、凌

云县、乐业县、凤山县西北部、天峨县、全州县东北区、

贺州市、钟山县、富川瑶族自治县

80 那坡县西部、隆林各族自治县、西林县

注：1.本表根据我国大陆地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分区图中广西地区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分布情况对《广西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全区海绵城市建设的通知》提出的建成区年径流

总量控制率％进行调整；

2.本表中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取值为下限值，各地区宜根据所在地实际情况取值，取值

不得低于本表规定值；

3.未列入本表的地区，建成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及面积达标率％，按所在设区市或县

（市、区）规定执行或根据规模计算确定年径流总量控制率％（面积达标率％仍按本表执行），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得低于所在设区市或县（市、区）规定值。

3.1.3 对降雨资料的选取作出规定。

典型降雨资料根据 1980-2014 年等多年年降水量进行统计。雨

水利用设计降雨量应按多年平均降雨量计算，广西地区常用典型频

率降雨量详见表 3.1.3-1、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详

见表 3.1.3-2。

表 3.1.3-1 典型降雨量资料(mm)

序号 城市
平均降雨量

（mm）

年均最大月

降雨量（mm）

一年一遇日

降雨量（mm）

两年一遇日

降雨量（mm

1 南宁 1309.7（7 月） 218.8 62.6 90.3

2 百色 1070.5（7 月） 204.5 58.3 87.3

3 桂平 1739.8（5 月） 287.9 74.7 103.8

4 梧州 1450.9（5 月） 279.5 57.2 101.1

5 河池 1509.8（6 月） 293.7 63.8 91.9

6 钦州 2141.3（7 月） 426.4 98.7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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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3-1

序号 城市
平均降雨量

（mm）

年均最大月

降雨量（mm）

一年一遇日

降雨量（mm）

两年一遇日

降雨量（mm

7 桂林 1921.2（5 月） 351.7 66.7 121.2

8 龙州 1331.3（8 月） 228.9 68.7 91.6

表 3.1.3-2 南宁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

多年平均径

流总量控制

率（％）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设计降雨量

（mm）
10.7 13.8 16.9 19.8 22.7 26.0 33.4 40.4 54.5 66.5

城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值的确定，是通过统

计学方法获得的。设计降雨量是各城市实施年径流总量控制的专有

量值，考虑我区不同城市的降雨分布特征不同，各城市的设计降雨

量值应该单独推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给出了南宁市等典

型城市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相对应的控制降雨量，其它城市的设计

降雨量值可根据以上方法获得。当资料缺乏时，可根据当地长期降

雨规律和近年气候的变化，参照与其长期降雨规律相近的城市的设

计降雨量值。

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涉及的降雨量资料主要还包

括不同频率的最大 24h 降雨量。工程设计中以雨水回用为主要目的

时，一般采用 1年一遇至 2年一遇数据；以雨水调蓄为主要目的时

可选用 3 年一遇、5年一遇、10 年一遇的南宁市典型降雨量资料。

3.1.4 规定了对暴雨强度公式的选择。

本条给出了暴雨强度的通用公式，具体设计时可根据设计手册

中的各地暴雨强度公式进行选用。由于近年来受极端天气的影响，

有部分地区进行了暴雨强度公式的调整，在充分论证新公式符合实

际的前提下，也可采用新编公式。

3.1.5 规定了雨水管渠设计降雨历时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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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降雨历时的概念是集水时间，是地面集水时间和管渠内雨

水流行时间之和。汇水面汇水时间主要取决于雨水流行距离的长短

和地面坡度。在实际设计工作中，要准确地计算是很困难的，故一

般不进行计算而采用经验数值。地面集水的合理距离是 50m～

150m，采用的集水时间是 5min～15min。
3.1.6 本条规定了汇水范围内综合径流系数的计算方法以及绿地、

屋面和路面等不同下垫面径流系数的选用值。

3.1.7 本条给出了广西地区初期径流雨水水质的指标参考值。选用

时可根据路面的清洁程度，在范围内取值。

3.1.8 本条规定了回用雨水应达到的水质指标。

雨水回用时水质相应指标应参考《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

水水质标准》GB/T 18920、《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

质》GB/T 18921 等标准。

3.1.9 列举了广西地区不同土质的土壤渗透系数参考值。

土壤渗透系数 K 主要由土壤性质决定。在现场原位实测 K 值

可采用立管注水法、圆环注水法，也可采用简易的土槽注水法等。

实测中需要注意应取入渗稳定后的数据，初始阶段快速渗透的水量

数据应剔除。

当渗透厚度 50cm 内有多层土壤性质不同、渗透系数不一致时，

宜按最小者取值。

对于地下室顶部的覆土层，其渗透系数按覆土土壤的渗透系数

记。

3.2 水量计算

3.2.1 规定了径流总量计算公式。

城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值的确定，是通过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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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方法获得的。根据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中国地面国际

交换站气候资料数据，选取至少近 30 年（反映长期的降雨规律和

近年气候的变化）日降雨（不包括降雪）资料，扣除小于等于 2 mm

的降雨事件的降雨量，将降雨量日值按雨量由小到大进行排序，统

计小于某一降雨量的降雨总量（小于该降雨量的按真实雨量计算出

降雨总量，大于该降雨量的按该降雨量计算出降雨总量，两者累计

总和）在总降雨量中的比率，此比率（即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

的降雨量（日值）即为设计降雨量。

雨水控制利用工程除了控制年径流总量之外，还需要对径流峰

值进行控制。公式 3.2.1-2 用于计算为控制常年最高日降雨径流峰

值所需要的雨水径流控制量，它是地面硬化后所产生的径流增量。

需控制的径流量 W 是确定雨水控制利用工程规模的基础数据。

工程中需要配置的雨水蓄存设施容积、入渗面积，雨水用户数量等

都以此数据为依据。W 是设计重现期内的最大日降雨径流总量，不

是年、月降雨量。

外排径流系数一般由区域规划确定，建筑项目设计中执行。其

值因具体工程而异，当规划没有给出这个限值时，可取 0.2～0.4。

雨水控制利用系统首先要对雨水进行收集，其收集对象应是硬

化面上的雨水。非硬化面如草地降落的雨水不属于收集对象，主要

理由是：1、草地上降落的雨水，其产生的径流接近于自然下垫面

雨水径流，没有必要进行控制；2、把草地作为雨水收集面，其收

集效率很低，当然，硬化面上的雨水可汇入植草沟、下凹绿地甚至

普通绿地等，利用植物对水质进行净化，然后再收集净化后的雨水

进入收集回用系统。

3.2.2 规定了雨水设计流量计算公式。

雨水设计流量为汇水面上降雨高峰历时内汇集的径流流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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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雨水输送管道的设计流量的计算。

3.2.4 规定了雨水回用做景观用水时的损失量计算方法。

全年水面蒸发量应依据实测数据确定。当雨水回用为景观水体

用水时，景观水体的水量损失主要有水面蒸发和水体渗透。水面蒸

发量是计算水量平衡时的重要参数，与降水、纬度、水温、气温及

风速等气象因素有关，应根据水文气象部门的实测资料选用。表中

陆面蒸发量数据主要参考《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

50400-2006 中表 5 取值，水面蒸发量和降雨量数据主要参考《城

市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程》DB11/T 685-2009 中表 2取值。

表 3.2.4 列出南宁地区多年平均逐月蒸发量与降雨量的数据。

列举了南宁市不同月份的降雨量、陆面蒸发量和水面蒸发量。

表 3.2.4 南宁地区多年平均逐月蒸发量与降雨量（mm/月）

月份 蒸发量 降雨量

1 58.6 40.1

2 55.1 45.4

3 76.9 62

4 109.4 89.2

5 147.7 176.6

6 156.7 217.5

7 170.4 241.7

8 170 181.4

9 160.5 125.6

10 136.6 51.6

11 98.5 45

12 80.6 23.3

合计 1421 1299.4

注：以上数据为 1981-2010 年气候均值；蒸发为蒸发皿蒸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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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雨水回用为景观水体用水时，景观水体的渗透量根据池体结

构和防渗做法不同而有所差别。由于施工技术及工程材料的发展，

一般景观水体单位面积日渗透量不会大于 1L/（m
2
·d）。

当设置雨水净化处理系统时，应考虑有 5%～10%的损失量，如

设备管道滴漏、反冲洗排水、设备排泥等。当处理工艺采用湿地等

自然净化工艺时，由于没有额外排水，可不考虑自用水量。

3.2.5 列举了雨水回用做绿化灌溉用水的回用定额。

养护等级参考《城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标准》DB11/T 213 中

规定执行。特级养护质量标准主要包括：绿化养护技术措施完善，

管理得当，植物配置科学合理，达到黄土不露天。一级养护质量标

准主要包括：绿化养护技术措施比较完善，管理基本得当，植物配

置合理，基本达到黄土不露天。二级养护质量标准主要包括：绿化

养护技术措施基本完善，植物配置基本合理，裸露土地不明显。

最高日绿化浇灌用水定额参照《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2003（2009 版）取值。

3.2.6 列举了雨水回用做不同性质道路浇洒用水的用水定额。

本条文中表 3.2.6 的定额主要参考《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

GB 50555 的表 3.1.5 取值，按早晚各一次计算。最高日道路及广

场浇洒用水定额参照《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2003

（2009 版）取值。

3.2.7 列举了雨水回用为洗车用水的用水定额。

在水泥和沥青路面行驶的汽车，宜选用下限值；路面等级较低

时，宜选用上限值。条文定额参考《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2003（2009 年版）中表 3.1.13 确定。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

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节水意识的增强，微水洗车、电脑循环水洗

车行业将逐步替代传统洗车方式。当采用高技术洗车方式时，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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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应按产品说明书确定。

3.2.8 规定了循环冷却水补水定额。

本条定额参照《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2003（2009年版）

相关定额规定。

3.2.9 规定了雨水回用为冲厕用水定额。各类建筑物最高日冲厕用

水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 表

3.1.10 中最高日生活用水定额与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

计标准》GB 50555-2010 表 3.1.8 中的百分数相乘，即得每人最

高日冲厕用水定额。

3.2.10 规定了雨水收集回用系统的水量平衡计算方法。

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收集总径流量重现期宜按

1～2 年取值。收集雨水中约有 10%左右损耗于蒸发、损失和水质

净化过程，同时根据收集雨水下垫面种类不同，应考虑 1mm～

15mm 左右的弃流量。回用系统的最高日用水量应根据用水定额进

行计算，此款相当于回用系统有能力把日收集的雨水量在 3天内用

完。这主要是考虑当条件具备时应尽可能的利用收集的雨水，降低

自来水用量；同时当蓄积的雨水短时间内用完后，在不增加池容的

基础上，后续降雨都可以进入池中蓄存，提高了利用效率，使雨水

回用相对经济。

3.2.11 规定了初期弃流量的计算方法。

受下垫面表层杂沉、碎屑及油污等污染物的影响，降雨初期径

流雨水中污染物含量较高，水质条件较差，此部分雨水如直接进入

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将增加回用系统的负荷，提高系统处理成本，因

此应对初期雨水进行弃流。

3.2.12 规定了各类设施污染物的去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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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2-1 各类设施污染物的去除率

序

号
单项设施

污染物 去除率

（以 SS 计，%）

序

号
单项设施

污染物 去除率

（以 SS 计，%）

1 透水砖铺装 80-90 12 蓄水池 80-90

2 透水水泥混凝土 80-90 13 雨水罐 80-90

3 透水沥青混凝土 80-90 14 调节塘 —

4 绿色屋顶 70-80 15 调节池 —

5 下沉式绿地 50-80 16 转输型植草沟 35-90

6
简易型生物滞留

设施
— 17 干式植草沟 35-90

7
复杂型生物滞留

设施
70-95 18 湿式植草沟 —

8 渗透塘 70-80 19 渗管/渠 35-70

9 渗井 — 20 植被缓冲带 50-75

1

0
湿塘 50-80 21

初期雨水弃流

设施
40-60

1

1

雨水湿地 50-80 22 人工土壤渗滤 75-95

表 3.2.12-2 ∑Vi、∑（Vi·ηi）计算表

单项海绵设施

设施面

积

Si（m2）

有效水深

Hi（m）

各项设施有

效调蓄容积

Vi=Si·Hi

（m3）

各项设施污

染物去除率ηi

(以 SS 计，%)

各项设施污

染物去除率

权重

Vi·ηi

蓄水池 85

景观水池 60

下沉式绿地 70

雨水花园 80

总计∑ ∑Vi ∑（Vi·ηi）

3.3 渗透设施计算

3.3.1 本条规定了入渗设施渗透量的计算公式。



75

本条采用的公式为地下水层流运动的线性渗透定律，又称达西

定律。式中 为安全系数，主要考虑入渗设施会逐渐积淀尘土颗

粒，使渗透效率降低。广西属于南方地区，雨水较洁净，可取高值。

水力坡降 J 是渗透途径长度上的水头损失与渗透途径长度之

比，其计算式为：

2
ZJ

ZJJ
s

s






式中： sJ ——渗透面到地下水位的距离（m）；

Z ——渗透面上的存水深度（m）。

当渗透面上的存水深 Z 与该面到地下水位的距离 sJ 相比很小

时，则 J ≈1。为安全计，当存水深 Z 较大时，一般仍采用 J =l。
入渗设施的有效渗透面积按下列要求确定：

水平渗透面按投影面积计算；竖直渗透面按有效水位高度的

1/2 计算；斜渗透面按有效水位高度的 1/2 所对应的斜面实际面积

计算；地下渗透设施的顶面积不计。

水平渗透面是笼统地指平缓面，投影面积指水平投影面积；有

效水位指设计水位；实际面积指 1/2 高度下方的部分。

一般要求入渗设施在 24h 内把蓄存的雨水渗完，渗透池（塘）、

渗透井可延长至 72h。

本条公式的用途主要为：

1 根据需要渗透的雨水设计量求所需要的有效渗透面积；

2 根据设计的有效渗透面积求各时间段内对应的渗透雨水量。

单一系统渗透设施的渗透能力不应小于集水面需控制及利用

的雨水径流总量。当不满足时，应增加入渗面积或加设其他雨水控

制及利用系统。入渗面积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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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 WS /（K·J·TS）

下凹绿地面积大于接纳的硬化汇水面面积时，可不进行渗透能

力计算。

3.3.2 规定了入渗设施进水量的计算方法。

本条公式引自《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给水排

水》（2009 年）。集水面积指客地汇水面积，需注意集水面积 F
的计算中不附加高出集雨面的侧墙面积。根据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赵世明在“降雨过程中雨水渗透设施的雨水流入量计算”中指出，

我国给排水工程雨水管网计算中，设计降雨强度采用的是平均降雨

强度而不是瞬时降雨强度，经推导需将原公式中修正系数 1.25 去

掉，以避免设计计算中产生误差。

入渗设施（或系统）的产流历时概念：一场降雨中，进入入渗

设施的雨水径流流量从小变大再逐渐变小直至结束，过程中间存在

一个时间段，在该时间段上进入设施的径流流量大于入渗设施的总

入渗量，这个时间段即为产流历时。

3.3.3 规定了入渗系统产流历时内的蓄积雨水量计算方法。

本条公式中最大值 )WW(Max SC  可如下计算：

步骤 1：对 SC WW  求时间（降雨历时）导数；

步骤 2：令导数等于 0，求解时间 t，t 若大于 120min 则取 120；

步骤 3：把 t 值代入 SC WW  中计算即得最大值。

降雨历时 t 高限值取 120min 是因为暴雨强度公式的推导资料

采用 120min 以内的降雨。

如上计算出的最大值如果大于按条文中（3.2.1）式计算的日

雨水设计总量，则取小值。根据暴雨强度计算的降雨量与日降雨量

数据并不完全吻合，所以需作比较。

求解 )WW(Max SC  还可按如下列表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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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以 10min 为间隔，列表计算 20min、30min、……、

120min 的 SC WW  值；

步骤 2：判断最大值发生的时间区间；

步骤 3：在最大值发生区间细分时间间隔计算 SC WW  ，即可

求得 )WW(Max SC  。

3.3.4 回用系统的平均日用水量、计算方法见现行国家标准《民用

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集水面需控制利用雨水径流总量 W

根据 3.2.1-2 计算。雨水用户有能力把日收集雨水量约 3日或者更

短时间用完。对回用管网耗用雨水的能力提出如此高的要求主要基

于以下理由：

1、条件具备。建设用地内雨水的需用量很大，比如公共建筑

项目中的景观水体补水、空调冷却水、绿地和地面浇洒、冲厕等用

水，都可利用雨水，而汇集的雨水很有限，上千平方米汇水面的日

集水量一般只有几十立方米。只要尽量把可用雨水的部位都用雨水

供应，则雨水回用管网的设计用水量很容易达到不小于日雨水设计

总量 30%的要求。

2、提高蓄水池的利用效率。管网耗用雨水的能力越大，则蓄

水池排空得越快，在不增加池容积的情况大，后续的降雨（比如连

续 3 日、7 日等）都可搜集蓄存起来，提高了水池的周转利用率和

雨水的收集效率，即所需的储存容积相对较小，使回用雨水相对经

济。

雨水控制及利用还有其他的水量平衡方法，比如月平衡法、年

平衡法。

当上述公式不满足时，说明用户的用水能力偏小，而雨水量 W

又需要拦蓄控制、储存在蓄水池中，水池雨水无法及时（3日或者

72 小时）被用户用完，这种情况需要增设排水泵，排水泵按 12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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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排空水池确定，改时间参考调蓄排放水池的 6～12 小时，取上限

12 小时。

3.3.5 本条规定了两种方法确定雨水储存设施的有效容积。

用本条公式计算简单，需要的数据也少。要求雨水储存设施能

够把设计日雨水收集量全部储存起来，进行回用。这里未折算雨水

池蓄水过程中会有一部分雨水进入处理设施，故池容积偏大偏保

守。

当仅以替代自来水为目标而无雨水控制要求时，储存设施的储

水量可取集水面控制利用的雨水径流总量和 3 倍最高日量中的较

小值。

计算机模拟计算方法的基础数据是逐日降雨量和逐日用水量。

而在工程设计中，管网中的实际逐日用水量如何变化是未知的，这

使得计算难以完全符合实际，有些失真。

3.3.6 调蓄排放系统的排水可设计为降雨过程中就开始外排或降

雨结束后再外排。降雨过程中外排水的流量径流系数取 0.2，近似

于地面硬化前的值。降雨技术后再外排的排水时间控制在 6～12

小时，可确保下一次暴雨到来之前排空水池。计算排水流量用于确

定调蓄排放水池的排水管径。

3.3.8 采用入渗系统（间接利用）和收集回用系统（直接利用）组

合方式时雨水耗用规模的确定。入渗系统和收集回用系统的耗雨量

之和要不小于建设场地的应控制雨水径流总量。

3.3.9 本公式的含义是组合系统中各个系统截留的雨水之和不小

于建设场地的应控制利用总雨量。工程中要尽量趋近与等式，截留

水量过大会投资浪费。

3.3.10 本规范规定了径流总量控制和径流峰值控制的要求。若控

制径流峰值，至少应对最大 24h 降雨（常年或 3、5 年一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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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本条公式即是计算控制效果。公式中的分数项是雨水的流失

率（外排比率），其中分母是场地上日总降雨量，分子是外排雨水

总量或者流失量。控制利用率用于判断工程中的雨水控制利用设施

控制雨水的效果。

3.3.11 公式右侧第一项是整个建设场地下垫面上的总径流量，该

径流量随降雨重现期的增大而增大。

3.3.12 雨水控制利用系统截留的雨水总量为入渗、收集回用、调

蓄排放三中系统分别截留的雨量之和。当其中某一类系统没有采用

时，该系统的截留雨量为零。

3.3.13 各系统的截留雨量由多个影响因素综合平衡决定。对于入

渗和收集回用系统，截留雨量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汇水面上的汇

集水量、储水容积、资源化利用雨量。三个参数相互匹配得好时截

留雨量最多，匹配得不好时截留雨量少。比如一个收集回用系统，

如果雨水蓄水池很小，尽管该系统汇水量很大以及用户的用水量很

大，但是截留雨量很小。

3.4 调蓄设施计算

3.4.1 关于合流制区域，用于控制面源污染的雨水调蓄有效容积的

计算规定。

雨水调蓄池用于控制面源污染时，有效容积应根据气候特征、

排水体制、汇水面积、服务人口和受纳水体的水质要求、水体的流

量、稀释自净能力等确定。本方法为截流倍数计算法。可将当地旱

流污水量转化为当量降雨强度，从而使系统截流倍数和降雨强度相

对应，溢流量即为大于该降雨强度的降雨量。根据当地降雨特性参

数的统计分析，拟合当地截流倍数和截流量占降雨量比例之间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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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均将雨水调蓄池作为合流

制排水系统溢流污染控制的主要措施。德国设计规范 ATVA128《合

流污水箱涵暴雨削减装置指南》中以合流制排水系统排入水体负荷

不大于分流制排水系统为目标，根据降雨量、地面径流污染负荷、

旱流污水浓度等参数确定雨水调蓄池容积。日本合流制排水系统溢

流污染控制目标和德国相同，区域单位面积截流雨水量设为

1mm/h，区域单位面积调蓄量设为 2mm～4mm。

3.4.2 关于分流制区域，用于控制面源污染的雨水调蓄有效容积的

计算规定。

目前我国在分流制排水区域控制面源污染没有相关规定，规范

参考德国“ATV Arbeitsblatt A 128 1992”标准中的调蓄池计算

方法，采用单位面积上削减的径流体积作为控制分流制区域的控制

指标，根据市政工程范围内初期雨水控制量 3mm～15mm 确定单位面

积上需调蓄雨水量宜采用 20m
3
/hm

2
～100m

3
/hm

2
。

3.4.3 关于雨水调蓄池用于削减峰值流量时有效容积计算的规定。

雨水调蓄池用于削减峰值流量时，有效容积应根据排水标准和

下游雨水管道负荷确定。

本方法为脱过流量法，适用于高峰流量入池调蓄，低流量时脱

过。式（3.4.1）可用于 q=A/（t+b）n、q=A/tn、q=A/（t+b）三种

降雨强度公式。

3.4.4 关于雨水调蓄池用于收集利用雨水时容积计算的规定。

雨水调蓄池容积可通过数学模型，根据流量过程线计算。为简

化计算，用于雨水收集储存的调蓄池，也可根据当地气候资料，按

一定设计重现期降雨量（如 24h 最大降雨量）计算。合理确定雨水

调蓄池容积是一个十分重要且复杂的问题，除了调蓄目的外，还需

要根据投资效益等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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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关于雨水调蓄池最小放空时间的规定。

调蓄池的放空方式包括重力放空和水泵压力放空两种。有条件

时，应采用重力放空。对于地下封闭式调蓄池，可采用重力放空和

水泵压力放空相结合的方式，以降低能耗。

设计中应合理确定放空水泵启动的设计水位，避免在重力放空

的后半段放空流速过小，影响调蓄池的放空时间。

雨水调蓄池的放空时间，直接影响调蓄池的使用效率，是调蓄

池设计中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参数。调蓄池的放空时间和放空方式

密切相关，同时取决于下游管道的排水能力和雨水利用设施的流

量。考虑降低能耗、排水安全等方面的因素，公式（3.4.5）引入

排放效率，可取 0.3～0.9。算得调蓄池放空时间后，应对调蓄

池的使用效率进行复核，如不能满足要求，应重新考虑放空方式，

缩短放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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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与小区

4.1 一般规定

4.1.1 明确规定建筑与小区的适用范围。

“建筑与小区”是指根据用地性质和使用权属确定的建设工程

项目使用的场地和场地内的建筑，包括民用建筑与小区和工业建筑

与厂区。

本规范对广西地区的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建筑都适用。内容涵

盖了对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的规划、设计的相关规定。

4.1.2 建筑与小区的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的目的。

建筑与小区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的目的是建设或修复

水环境与生态环境，源头削减外排雨水峰值流量和径流总量，削减

径流污染，实现雨水的资源化利用。通过源头削减外排雨水峰值流

量，有效减轻市政雨水管网的压力，从而提高市政管网的排涝标准，

减小城市内涝的发生。通过滞蓄及利用雨水，减少年均外排径流总

量，即将大量的雨水都留在了场地内，强化雨水入渗，增加土壤含

水量，减少了地面硬化对雨水径流的影响，实现了低影响开发，同

时雨水的资源化利用又对缓解水资源短缺有积极的作用。

4.1.3 明确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设计需要控制的指标。其中

径流总量控制率和年径流污染削减率为强制性指标，其余为一般性

指标。

1 强制性指标

1）本条对年外排雨水总控制率提出要求。

广西是全国降水量最丰富的省区之一，各地年降水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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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mm～2760mm，大部分地区在 1300mm～2000mm 之间。其地理分

布具有东部多，西部少；丘陵山区多，河谷平原少；夏季迎风坡多，

背风坡少等特点。

如附录 B 所示，我国大陆地区大致分为五个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分区，广西处在 II 区～V 区之间，本图给出了各区年径流总量控

制率α的最低和最高限值，即 II 区（80%≤α≤85%；半干旱区）、

III 区（75%≤α≤85%；半湿润区）、IV 区（70%≤α≤85%；湿润

区）、V区（60%≤α≤85%；湿润区）。各地应参照此限值，因地

制宜的确定本地区径流总量控制目标，广西年径流总量控制率α宜

在 60%～85%。

2）本条对年径流污染削减率提出要求。

2 一般性指标

1）雨水调蓄对削减峰值流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条对

项目调蓄设施规模提出要求，但广西各地自然条件和经

济发展情况差别较大，各地应根据国家和地方政府相关

规定结合实际情况确定指标。

2）～4）下沉式绿地、透水铺装及绿色屋顶不但有利于滞蓄

雨水、削减峰值流量，同时对径流面源污染截流、地下

水位提高、改善周边空气环境等都有较明显的作用，应

大力推广。

5）本条对雨水综合利用率提出要求。

广西各地气候特征、土壤地质等天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差异较

大，径流总量控制目标也不同，特别是东南部沿海地区，由于极端

暴雨较多导致设计降雨量统计值偏差较大，造成投资效益及低影响

开发设施利用效率不高。因此，本规范未对这些指标提出统一的要

求。各城市应对本地的历年日降雨量统计分析，并结合本地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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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本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及其对应的设计降雨量值关系及其他

各项指标。

以下列出南宁市指标供参考：

（1）建筑小区多年平均径流总量控制率，新建不低于 70%，

改建不低于 60%；

（2）年径流污染削减率（一般以年 SS 总量去除率计）不低于

50%；

（3）政府投资的新建公共建筑，单体屋面正投影面积超过

2000m2
的，每 1000m2

硬化面积，应配建不小于 20m3
的雨水调蓄设

施；工业项目屋面正投影面积超过 5000m2的，每 1000m2硬化面积

应配建不小于 20m3
的雨水调蓄设施；

（4）已建成小区改造，下沉式绿地率不宜低于 25%；新建小

区下沉式绿地率不宜低于 45%；

（5）已建成小区改造，除机动车道以外的硬化地面，透水铺

装率不宜低于 25%；新建小区，除机动车道以外的硬化地面，透水

铺装率不宜低于 70%；

（6）新建小区建筑绿色屋顶绿化率不宜低于 15%。

4.2 系统设计

4.2.2 提出雨水控制与利用系统的选用原则。

1 可通过雨水断接、绿化、渗井、渗管、透水铺装和设置下沉

式绿地等达到雨水入渗、滞蓄目的。

2 大型公共屋面建筑如体育馆、博物馆、火车站等建筑，其屋

面面积大，可收集雨水量大，适合雨水的收集回用。收集雨水可就

地回用于室外等水质要求较低的场所。

3 按规定设置了雨水利用设施后其排水量仍大于市政接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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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项目，或排水设计重现期远高于市政管网时，应设调蓄排放系

统。

4 屋面雨水宜排入绿地等自然入渗，净化并间接利用。高层屋

面需进行消能处理，对旧有项目改造时，可通过雨水管断接等方式

将屋面雨水接入绿地中。当土壤渗透能力较大，足以满足其汇流面

上的雨水入渗要求，则可考虑将其就近的屋面雨水进行土壤入渗。

屋面面积较大时对于污染较轻的屋面雨水要进行收集回用。

5 机动车道的径流雨水水质一般较差，经过截污处理后入渗可

控制面源污染。可考虑采用地面的生态设施来处理机动车道雨水，

雨水径流经过生态设施净化处理后可进行土壤入渗。渗排一体化设

施既可净化雨水，又能对雨水进行输送并且能方便雨水的入渗。渗

排一体化设施一般可设置在绿地或透水铺装下面，在小区机动车道

旁的绿地适合设置渗排一体化设施，机动车道上的雨水通过渗排一

体化设施的净化后，一部分在渗排设施内就入渗至土壤内，超出入

渗能力的雨水则输送至排水管排放。对于小区机动车道上的雨水处

理，渗排一体化设施具有便捷、经济、生态等特点。

7 为了保障雨水收集回用的安全，禁止特殊区域采用雨水收集

回用系统。如传染病医院的雨水、垃圾收集点雨水、含重金属污染

和化学污染的雨水等地表污染严重的雨水。

4.2.3 对雨水入渗系统的设计提出要求。

1 渗透面距地下水位大于 1m，是指最高地下水位以上的渗水

区厚度应保持在 1m 以上，以保证有足够的净化效果。污染物生物

净化的效果与入渗水在地下的停留时间有关，通过地下水位以上的

渗透区时，停留时间长或入渗速度小，则净化效果好，因此渗透区

的厚度应尽可能大。

2 雨水入渗应保证安全，不应引起地质灾害及损害建筑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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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系对雨水入渗设置场所的限制。

3 室外排水检查井与建筑的间距一般要求 3m，入渗设施的间

距应该更大，故规定为 5m。当建筑物的基础为膨胀土地基时，雨

水入渗设施与建筑物基础的距离应进行核算，确保结构安全。作为

参考资料，给出德国的相关规范要求：雨水入渗设施不应造成周围

建筑物的损坏，应根据情况设定距建筑物基础的最小间距。雨水入

渗设施不应建在建筑物回填土区域内，比如分散雨水入渗设施，要

求距建筑物基础的最小距离不小于建筑物基础深度的 1.5 倍（非防

水基础），距建筑物基础回填区域的距离不小于 0.5m。

4 雨水进入埋在地下的雨水渗透设施之前应经沉砂和漂浮物

拦截处理。可通过植草沟、植被缓冲带、沉淀（砂）池等方式进行

沉砂和漂浮物拦截。

下沉式绿地中的植物选取很重要，要满足耐旱耐淹要求并与景

观协调一致，并且不应造成外来植物入侵，对当地生态形成破坏。

目前已知我国至少有 300 种入侵植物，入侵物种不仅会威胁本地的

生物多样性，而且会降低人们基本生命支持系统的健康水平。

表 4.2.3 是南方地区常见的耐水耐旱植物一览表，可作为植物

配置参考。

表 4.2.3 南方地区常见的耐水耐旱植物一览表

序号 植物类型 植物配置名录

1 乔木

水松、落羽杉、池杉、水杉、湿地松、红千层、串钱柳、多花红千层、

黄金香柳、白千层、水蒲桃、莲雾、海南蒲桃、番石榴、水翁、小叶

榕、垂叶榕、高山榕、黑叶印度橡胶榕、构树、垂柳、撑蒿竹、麻竹、

粉单竹、青皮竹、蒲葵、老人葵、大王椰、假槟榔、金山葵、红花羊

蹄甲、洋紫荆、羊蹄甲、黄槐、刺桐、木棉、蓝花楹、猫尾木、黄槿、

水石榕、秋枫、大花紫薇、苦楝、龙眼、第伦桃、相思、马占相思、

重阳木、水黄皮、小叶榄仁、阿江榄仁（中叶榄仁）、合欢、糖胶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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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2.3

2 灌木

夹竹桃、粉花夹竹桃、黄花夹竹桃、软枝黄蝉、黄婵、狗牙花、红绒

球、双荚槐、翅荚槐、银合欢、口仔树、木芙蓉、朱槿、悬铃花、木

槿、三角梅、野蔷薇、毛杜鹃、黄金榕、海桐、棕竹、美丽针葵、三

药槟榔、散尾葵、小叶女贞、富贵竹、红枝蒲桃（红车辕）、丝兰、

栀子花

3 草本植物

龟背竹、春羽、小天使、绿萝、白蝴蝶、万年青、白鹤芋、马蹄莲、

射干、花叶良姜、蟛蜞菊、蜘蛛兰、文殊兰、沿阶草、阔叶麦冬、大

叶油草、丝带草、吊竹柏

4 水生植物
芦苇、旱伞草、纸莎草、千屈莱、鸢尾、水竹芋、梭鱼草、水芋、紫

芋、三角芋、野芋、香蒲、菰草、荷花、睡莲、美人蕉、萍蓬草

4.2.4 对雨水滞留系统的设计提出要求。

1 生物滞留设施可设置在建筑周边绿地中，直接接纳屋面雨

水；也可设置在道路绿化隔离带中，场地及人行道雨水可通过路牙

豁口流入。

2 规定绿化屋面雨水口的设置要求。绿化屋面适用于符合屋顶

荷载、防水等条件的平屋顶建筑和坡度≤15°的坡屋顶建筑。一般

绿化屋面上的雨水应先通过种植土层的滞留并过滤后再排出，因此

为保证雨水先进入种植土层，屋面的雨水口设置标高不得低于种植

土的标高，在屋面设有雨水收集沟等措施时，雨水口可设置在收集

沟内。为保证屋面安全，做绿化屋面的建筑屋面都应有疏排水设施。

4.2.5 对雨水调节系统的设计提出要求。

随着城市的发展，不透水面积逐渐增加，导致雨水流量不断增

大。而利用管道本身的空除容积来调节流量是有限的。如果在雨水

管道中利用一些天然洼地、池塘、景观水体等作为调蓄设施，把雨

水径流的高峰流量暂存在内，待洪峰流量下降后，再将雨水慢慢排

出，由于调蓄设施削减了峰值，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下游雨水干管

的压力，对降低工程造价和提高系统排水的可靠性减轻洪涝灾害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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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若没有可供利用的天然洼地、池塘或景观水体作调蓄，需

要时可设置调节池。

4.3 径流污染控制

4.3.1 径流厚度建议值主要根据北京市雨水径流的污染研究资料

确定。我国北方初期径流雨水比南方污染较重，故弃流厚度在南方

可小些。

4.3.2 弃流装置是控制初期雨水径流污染的主要途径。由于国情限

制，雨水径流污染较严重，需强化弃流、前置预处理等措施，否则

严重影响后续设施的景观及功能。如无其他可靠的控制措施时，雨

水收集系统和回用系统均应设置弃流装置。

4.3.3 弃流装置分散布置在每根雨水立管时，可准确控制弃流厚

度。当屋面面积或地面汇水面积很大时，各立管或雨水口收集的初

期雨水流至集中弃流装置的时间不同，会导致弃流池的容积剧增，

增加外排雨水量，减少可回用的水量。因此推荐分散布置。

4.3.4 屋面雨水收集系统的弃流 装置目前有成品和非成品两类，

成品装置按照安装方式分为管式安装式、屋顶安装式和埋地式。管

道安装式弃流装置主要分为累计雨量控制式、流量控制式等，屋顶

安装式弃流装置有雨量计式，埋地弃流装置有弃流井、渗透弃流装

置等。按控制方式又分为自控弃流装置和非自控弃流装置。

小型弃流装置便于分散安装在立管或出户管上，并可实现弃流

量集中控制。当相对集中设置在雨水蓄水池进口前端时，虽然弃流

装置安装量减少，但由于通常需要采用较大规格的产品，在一定程

度上将提高事故风险度。

弃流装置设于室外便于清理维护，当不具备条件必须设置在室

内时，为防止弃流装置发生堵塞向室内溢水，应采用密闭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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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采用雨水弃流池时，其设置位置宜与雨水储水池靠近建设，

便于操作维护。

4.3.5 当屋面面积或地面汇水面积很大时，各立管或雨水口收集的

初期雨水流至集中弃流装置的时间不同，如按 4.3.1 条规定计算会

导致弃流池的容积剧增，增加外排雨水量，减少可回用的水量。此

时应加强绿地等下渗系统或回用系统的处理能力以达到控制初期

雨水污染的目标，不宜一味的加大雨水弃流池容积。

4.3.6 从大量工程的市政条件来看，向项目用地范围以外排水有雨

水、污水两套系统。截留的初期径流雨水是一场降雨中污染物浓度

最高的部分，平均水质通常优于污水，劣于雨水。将截留的初期径

流雨水排入雨水管道，无法达到控制初期雨水污染的目标。排入污

水管道时，由于雨污分流的管网设计中污水系统不具备排除雨水的

能力，可能导致污水系统跑水、冒水事故。初期弃流雨水排入何种

系统应依据工程具体情况确定。

一般情况下，建议将弃流雨水排入有一定处理能力的生物滞留

等设施，当弃流雨水污染物浓度不高，绿地土壤的渗透能力和植物

品种在耐淹、耐高温方面条件允许时，弃流雨水也可排入绿地。当

地市政污水处理厂有处理初期雨水的能力时，可将弃流雨水排至污

水厂处理。上述条件均不具备且弃流量较少时，也可排入化粪池以

后的污水管道，污水管道的排水能力应以合流制计算方法复核。

收集雨水和弃流雨水在弃流装置处存在连通部分，为防止污水

通过弃流装置倒灌进入雨水收集系统，要求采取防止污水倒灌的措

施。同时应设置防止污水管道内的气体向雨水收集系统返溢的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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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雨水收集利用

4.4.1 规定雨水收集范围。

屋面雨水水质污染较少，并且集水效率高，是雨水收集的首选。

广场、路面特别是机动车道雨水相对较脏，不宜收集。绿地上的雨

水收集效率非常低，不经济。

4.4.2 推荐雨水用于景观水体的工艺。

景观水体水质要求相对绿化浇洒、冷却塔补水、冲厕等类似用

途较低，故不提出回用雨水的来源的限定，但应满足本规范的相关

规定。

景观水体宜配置水生植物净化水质。

此工艺的出水当达不到景观水体的水质要求时，可考虑利用景

观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和水体的水质维持净化设施对混有雨水的

水体进行净化。景观水体有确切的水质指标要求时，一般设有水体

净化设施。对于地面雨水散流方式进入水体时，可设法使雨水流经

草地或者流经岸边砾石沟使之初步净化，再进入水体，这样可省略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当景观水体设计为雨季有水、旱季无水的形式

时，水体可不进行水循环过滤处理。

景观水体是最经济的雨水储存设施，当水体有条件设置雨水储

存容积时，应利用水体储存雨水，而不应再另建雨水储存池。

4.4.3 推荐雨水用于绿地和道路浇洒的处理工艺。

沉砂处理可采用沉沙井，蓄水池沉淀指雨水储存期间的自然沉

淀，过滤采用筛网快速过滤器时，其孔径宜小于 100 m 。

4.4.4 推荐雨水用于冷却塔补水、冲厕等类似用途的处理工艺。

这类用水的水质较绿地浇洒类的水质要求较高，故需要采用絮

凝过滤或气浮。絮凝过滤宜采用砂滤料，粒径 d≤1.0mm，滤层厚

度 H=800mm～1000mm。混凝剂宜采用聚合氯化铝，投入量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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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g/L。当过滤水量≥50m3/h 可选用纤维球过滤器，反冲洗采用

水气结合方式。

4.4.5 对预处理设施提出要求。

4.4.6 推荐消毒方法。

本条是根据经验推荐雨水回用水的消毒方式，一般雨水回用水

的加氯量可参考给水处理厂的加氯量。依据国外运行经验，加氯量

在 2mg/L～4mg/L 左右，出水即可满足城市杂用水水质要求。

当绿地和路面浇洒限于夜间时，可不消毒。滴灌雨水不宜消毒。

4.4.7 规定雨水运行设施的运行时间及污泥处置方法。建筑与小区

内的雨水处理设备为无降雨时段间歇运行，沉砂池排泥和反冲洗周

期较长，排污量较少，设置污泥处置设备存在困难时可排入市政污

水管，但应征得污水厂的同意。

4.4.8 排空装置包括重力排空管道（有条件时）或水泵。12h 排

空能力可保障为即将到来的暴雨清空蓄水容积，减小外排流量。水

池容积大于回用系统 3 倍的最高日用水量，表明水池偏大，雨水容

易在池内积存，不易及时耗用掉。

4.4.9 规定雨水储存设施的设置规模。

雨水回用不是海绵城市建设的唯一目的，可以采用多种措施达

到目标。雨水回用系统的初投资较高，且降雨存在不均匀和不确定

性，用水综合成本仍然较当前的广西地区平均水价偏高，是否以雨

水回用为主要目的应经过技术经济分析比较后确定。

4.4.10 规定雨水储水池的材质。

经过多年发展，新型室外埋地式塑料模块组合蓄水池、玻璃钢

和 PE 蓄水罐、硅砂砌块组合蓄水池等新型产品不断推出，设计可

在进行技术比较分析后选取。

4.4.11 规定拼装组合蓄水池的构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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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工程实践中发生多起拼装组合蓄水池垮塌事故，除施工和

不当使用外，塑料模块厂家未提供侧向承载力数据，设计没有充分

考虑周边荷载影响是重要的因素。

早期塑料模块产品由于分层组合、蓄水池间断工作、受物业管

理水平所限不能按时冲洗等因素，依靠反冲洗水泵冲洗效果不佳，

长期运行后导致池容减小，水质变差，因此要求池内构造应能满足

人工或机械进入池内清除沉积泥沙的要求。

4.4.12 规定储存设施的排空控制要求。

设置储存设施水位监控系统和放空管电动阀门是为了以后统

一管理全市雨水储存设施，以应对连续暴雨危害而预留接口。

4.4.13 提出雨水清水池的容积计算方法。

管网的供水曲线在设计阶段较难确定，清水池容积一般按经验

确定。参照《建筑中水设计规范》GB 50336，取雨水回用系统最

高日设计用水量的 25%～35%。

4.4.14 管道分开设置禁止两类管道有任何形式的连接，包括通过

倒流防止器等连接。管道包括配水管和水泵吸水管等。

4.4.15 规定保证雨水安全使用的措施。

4.4.16 本规范仅根据广西地区的实际情况针对建筑小区实施海绵

城市的雨水收集系统做出一些相关规定，其余部分应符合现行《建

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 50400 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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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市政工程

5.1 一般规定

5.1.1 明确市政工程雨水控制与利用的范围。

市政工程一般属于国家的基础建设，是指城市建设中的各种公

共交通设施、给水、排水、燃气、动力、城市防洪、环境卫生及照

明等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本规范将城市道路、城市广场、地下空间、公园绿地、市政场

站等纳入市政工程雨水控制与利用的范围内，城市防洪系统不在本

规范的范围内。

城市道路按道路在道路网中的地位、交通功能，以及对沿线的

服务功能等，分为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四个等级。按照

城市道路的形态分布又可分为路段道路和立体交叉道路，下凹式立

交桥区是城市立体交叉道路的一种。

5.1.2 规定了市政工程雨水控制与利用的目的。

规范从保护城市水环境和防灾减灾的角度出发，对市政工程雨

水控制与利用的目的做了规定。市政工程范围内不透水下垫面占大

多数，径流系数较大，由降雨径流冲刷引起的面源污染严重的影响

了城市水环境。此外，极端降雨事件引起的水患也对城市公共安全

造成较大的威胁。广西雨水丰沛，但雨季时间较短，降水量的季节

变化不均，雨水收集利用的工程效益不明显，故本规范规定以削减

地表径流与控制面源污染为主，雨水收集利用为辅。

以削减地表径流与控制面源污染为主、雨水收集利用为辅，这

是由广西地理位置与水文气候特征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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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明确了市政工程雨水控制与利用的控制指标。

本条文主要从削减雨水高峰流量、径流总量控制、径流污染控

制、收集利用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前 3个分项目标数据根据设计

导则指导内容可明确，雨水回收利用因广西水资源丰富，但降水量

的季节变化不均，雨水回收利用整体价值不高，以不定量目标为宜。

广西是全国降水量最丰富的省区之一，各地年降水量为

1080mm～2760mm，大部分地区在 1300mm～2000mm 之间。其地

理分布具有东部多，西部少的特点。广西各地气候特征、土壤地质

等天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差异较大，径流总量控制目标也不同，特别

是东南部沿海地区，由于极端暴雨较多导致设计降雨量统计值偏差

较大，造成投资效益及低影响开发设施利用效率不高，可适当降低

径流总量控制目标。因此，本规范未对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提出统一

的要求。各城市应本地的历年日降雨量统计分析，得到本地年径流

总量控制率及其对应的设计降雨量值关系。

如附录 B 所示，我国大陆地区大致分为五个年径流总量控制

率分区，广西处在 II 区～V 区之间，本图给出了各区年径流总量

控制率α的最低和最高限值，即 II 区（80%≤α≤85%；半干旱区）、

III 区（75%≤α≤85%；半湿润区）、IV 区（70%≤α≤85%；湿润

区）、V 区（60%≤α≤85%；湿润区）。各地应参照此限值，因

地制宜的确定本地区径流总量控制目标，广西年径流总量控制率α
宜在 60%～85%。

1～3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可根据道路、绿地及广场、市政场站

等不同用地实施海绵化设计的难易性，做出了相应规定。

考虑到部分道路用地紧张，仅有人行道，无侧分带和中分带，

实施海绵化设计有困难，标准略降低。

以下列出南宁市指标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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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路用地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新建应不低于 60%，

改建应不低于 50%；

（2）市政场站用地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新建应不低于

70%，改建应不低于 60%。

（3）绿地及广场用地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新建应不低于

75%，改建应不低于 65%；

（4）年径流污染削减率（一般以年 SS 总量去除率计）不低于

50%；经过径流污染控制设施处理后的雨水，污染物的平均浓度应

低于以下目标值：COD：50mg/L，SS：35mg/L，TP：0.2mg/L。
各地可根据本地具体规划要求确定。

5.2 系统设计

5.2.1 关于市政雨水控制与利用系统与选型的规定，以明确指导设

计。

（1）明确拟建市政雨水控制与利用系统选择需进行技术经济

比选。

（2）明确拟建市政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所采用的

系统流程。

5.2.3 关于道路隔离带设置下沉式绿地的规定。

道路范围内设置下沉式绿地有利于控制面源污染，道路隔离带

内的下沉式绿地宜结合道路景观要求和周边用地条件设置。

5.2.4 对雨水调蓄排放系统设置作出一般规定，并对市政道路、地

下空间、城市广场等位置设置要求作出比较详细的规定，以有效指

导设计。

1 关于结合市区路段道路排水系统设计的雨水调蓄工程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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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基于：（1）城市道路硬化路面较多，降雨初期因径流冲

刷作用，初期径流水质较差，防控路面雨水引起的面源污染己成为

广西地区相关管理部门的难题；（2）城市道路范围内径流系数较

大（0.85～0.95），雨天形成径流的时间较短，如何削减路面径流

对防控积水具有重要意义。在编制市政管线设计综合阶段应统筹考

虑市政管线、道路、调蓄设施及其他构筑物的相互关系，做到协调

统一。

2 关于对下沉式立交桥区雨水调蓄设施设计的规定。

实际工程中，由于下沉式立交桥区经常出现滞水现象，鉴于下

沉式立交桥区排水的重要性，其调蓄设施应尽量满足排涝标准要

求。

1）为便于管理，有条件的地区雨水调蓄设施应结合立交雨水

泵站建设，没条件合建的地区也可分别建设。

2）新建下沉式立交桥区调蓄设施应设置初期雨水收集池，

改造项目有条件的也应设置初期雨水收集池。初期雨水

收集池可以与调蓄池合建，中心城区初期雨水调蓄池有

效容积可按上限选取。对初期雨水调蓄池的放空时间及

出路进行了规定。

3）对雨水调蓄设施设计标准的规定，对于新建或改建下沉式

立交桥区排水系统增设调蓄池的项目，应使下沉式立交

桥区原排水系统的标准提高到相应防涝标准以上，相应

收水、出水系统均应满足排涝标准。

4）对雨水调蓄池排放设施的规定。

5）对雨水调蓄池排空时间及排空管道的规定。

3 关于城市广场外排周边道路雨水径流总量的规定。

4 关于城市重要地下空间开发区域周边建设蓄水设施的规定。



97

城市重要的地下空间开发区域对区域排水安全有较高要求，为

防止雨水溢流风险，城市重要地下空间内不宜建设雨水调蓄设施。

一般宜在其周边区域建设蓄水设施，可有利于提高区域的排水标准

和抗风险能力。

5.3 径流污染控制

5.3.1 对径流污染控制作出一般性的规定，从设施种类、选择原则、

设置要求、设计与景观、高峰控制、雨水入渗等因素相结合提出总

体要求，以指导具体设计。

5.4 雨水收集利用

5.4.1 关于保证雨水资源使用安全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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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低影响开发技术措施

6.1 低影响开发技术设施选择

6.1.1 关于低影响开发技术措施的分类与选型。

低影响开发技术措施按主要功能一般可分为断接、渗透、储存、

调节、转输、截污净化等几类。通过各类技术的组合应用，可实现

径流总量控制、径流峰值控制、径流污染控制、雨水资源化利用等

目标。实践中，应在满足项目海绵城市建设规划明确的控制目标基

础上，来确定设计目标，尤其在改建项目中，宜尽可能顺便解决现

状存在的各种建设问题，以发挥最佳的工程效益，应结合不同区域

水文地质、水资源等特点及技术经济分析，按照因地制宜和经济高

效的原则选择低影响开发技术及其组合系统。

目前广西区内建筑小区的雨水控制与利用形式较多，而市政工

程范围内雨水控制与利用进展缓慢，己建成的市政雨水控制与利用

工程多为入渗、调蓄排放、收集回用之一或组合形式。采用何种技

术形式应与市政工程的具体特点相适应，应经过技术经济比较确

定。

1 雨水入渗系统宜设雨水收集等设施。

2 调蓄排放系统宜设雨水收集、储存和排放管网等设施。

3 收集回用系统应设收集、储存、处理和回用管网等设施。

6.2 雨水断接

6.2.1 明确雨水断接技术的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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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断接是通过切断硬化面或建筑雨落管的径流路径，将径流

合理连接到绿地等透水区域，通过渗透、调蓄及净化等方式控制径

流雨水的方法，适用于城市道路、绿地广场、建筑与小区等区域。

6.3 渗透设施

6.3.1 明确雨水入渗的一般规定。

实际工程中由于径流雨水中含有较多杂质和悬浮物，致使入渗

系统堵塞，管理维护量增大，且会有造成地下水污染的风险，并对

周边卫生环境和建筑安全造成影响，故对含有较多杂质和悬浮物的

初期雨水不宜直接接纳入渗，入渗污染控制措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灵活采用沉砂拦污装置、植被缓冲带、植草沟等。雨水入渗系统的

建设不应引起地质灾害，此外地质条件较差的区域也不得采用雨水

入渗。广西地区全年降雨量大，降雨强度高，地下土壤以黏土为主，

下渗性能较差，雨水入渗的作用重在净化与缓排，故入渗设计时要

同时考虑上部溢流与下部的导排设计，确保广西地区入渗设施的安

全与有效应用。

6 沉砂和漂浮物拦截的预处理措施可通过格栅格网、植草沟、

植被缓冲带、沉淀（砂）池等方式进行沉砂和漂浮物拦截；

6.3.3 关于渗透设施设计标准要求。

本条参考《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 50400 中

第 6.1.4 条的相关规定确定。广西部分代表城市降雨数据可参照下

表：

表 6.3.3 广西部分代表城市降雨数据表

城市
一年一遇

降雨厚度（mm）

两年一遇

降雨厚度（mm）

两年一遇雨强前一

小时降雨厚度（mm）

南宁 62.6 90.3
取相对合理全区平

均值为 60mm.
百色 58.3 87.3

桂平 74.7 103.8



100

续表 6.3.3

城市
一年一遇

降雨厚度（mm）

两年一遇

降雨厚度（mm）

两年一遇雨强前一

小时降雨厚度（mm）

梧州 57.2 101.1

河池 63.8 91.9

取相对合理全区平

均值为 60mm.

钦州 98.7 164.2

桂林 66.7 121.2

龙州 68.7 91.6

透水铺装路面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

CJJ/T188 的规定。

6.3.4 关于渗透设施透水性的要求。

保护埋地入渗实施的土工布选用主要参照了《土工合成材料应

用技术规范》GB 50290；《公路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JTG/T
D32 等国家和相关行业标准指定。土工布的水力学性能同样是土壤

和土工布相互作用的重要性能，主要为土工布的有效孔径和渗透系

数。

6.3.5 规定绿地入渗的做法。

1 关于绿地内设置下沉式绿地的要求。

规范参考《绿色建筑设计标准》DB11/938 相关规定，规定绿

地内设置下沉式绿地率不宜低于 50%。

2 关于下沉式绿地设计要求规定。

下沉式绿地是绿地雨水调蓄技术的一种，较普通绿地而言，下

沉式绿地具有利用下沉空间充分蓄集雨水、削减洪峰流量、减轻地

表径流污染等优点。典型的下沉式绿地结构为：绿地高程低于路面

高程，雨水口设在绿地内，雨水口低于路面高程并高于绿地高程。

下沉式绿地先汇集了周边道路等区域产生的雨水径流，绿地蓄满水

后再流入雨水口。

1）下沉式绿地具有雨水入渗功能，并能蓄集一定容积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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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此外考虑广西地区气候特点，本条规定了下沉式绿

地内的植物选择区别于一般绿地。

2）路面高于路边绿地80mm～150mm，是参考南方典型城市南

宁雨水入渗的工程实践经验。

3）雨水口高于绿地地面，可防止雨水流失。条文中雨水口

顶面标高高于绿地 50mm～100mm，与路面高于路边绿

地 50mm～120mm 相对应，这样能保证雨水口表面高度

比路面低。

3 关于下沉式绿地设置人工渗透设施的选用规定。

6.3.6 规定硬化地面入渗的做法。

1 关于硬化地面透水铺装结构的规定。

硬化地面透水铺装具有降低地面径流系数、储水、回补地下水

等功能，特别是道路的透水铺装还具有提高路面抗滑性能和降低噪

音的功能。

全透水铺装结构适宜在当土基透水性较好时采用，一般雨水可

全部透过透水铺装结构层，渗透水通过渗入地下或在路基内有组织

排出；半透水透水铺装结构不适宜土基透水性差时采用，渗透水由

表面层或基层（垫层）有组织排出。透水铺装结构的设计应考虑渗

透水排水系统设计，特别是在土基渗透性较差的区域应在土基中加

设渗排水系统，并应注意管理维护，避免堵塞。

2 关于透水铺装路面种类的规定。

透水砖路面在广西应用较多，特别是透水人行道近几年在广西

得到了广泛应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环境效益。目前，透水水泥混

凝土路面、透水沥青路面在广西应用较少。

3 明确不同类型的透水铺装路面适用范围。

4 关于轻型荷载硬化地面透水铺装面积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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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荷载硬化地面透水铺装率不应小于 70%，主要参考《国家

生态园林城市标准》中的相关规定。

5 关于透水铺装路面渗透标准的要求。

参考《北京市透水人行道设计施工技术指南》3.1.3 条和《透

水砖路面技术规程》CJJ/T 188 中 3.0.3 条规定，考虑自行车道、

步行街、城市广场、停车场均属于轻荷载硬化路面，一些属性与人

行道类似，本规范采用同一标准。每小时降雨量 62.6mm 相当于南

宁市 2 年一遇持续 1h 的降雨量。

6 关于透水铺装路面增加防滑功能的要求。

基于南宁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实践案例，有不少的项目透水铺

装因铺设地阴湿易滋生青苔，行人易滑跌，故要求采用的透水铺装

材料具有一定的防滑性能，如采用防滑花纹以及防滑铺装等。

6.3.7 规定入渗浅沟、洼地、浅沟渗渠的做法。

渗透管沟的设置要求主要参考《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

规范》GB 50400 中的规定。汇集的雨水通过渗透管进入四周的砾

石层，砾石层具有一定的蓄水调节作用，然后进一步向四周土壤渗

透。相对渗透池而言，渗透管沟占地较少，便于在城区及生活小区

设置。它可以与雨水管道、渗透池、渗透井等综合使用，也可以单

独使用。渗透管外用砾石填充，具有较大的蓄水空间。在管沟内雨

水被储存并向周围土壤渗透。这种系统的蓄水能力取决于渗透沟及

渗透管的断面大小及长度，以及填充物的孔隙。对于进入渗透管沟

的雨水宜在入口处的检查井内进行沉淀处理。

6.3.8 塑料渗透管/渠的开孔率参数参照《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

利用工程技术规范》编写，当有新材料渗透管/渠时，其开孔率应

根据实际渗透要求，结合新材料结构性能，通过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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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生物滞留设施

6.4.1～6.4.2 规定生物滞留设施的做法。

对于污染严重的回水区域，需在生物滞留设施前加预处理设

施，如植被浅沟、前池等，拦截大颗粒并减小流速。生物滞留设施

可设置在建筑周边绿地中，直接接纳屋面雨水；也可设置在道路绿

化隔离带中，场地及人行道雨水可通过路牙豁口流入。生物滞留设

施溢流管一般可为溢流竖管或篦子，并设有一定的超高。为达到较

高的出水水质要求，在生物滞留系统中可适当增加种植土层、砂层

及砾石层厚度，也可在系统中种植对污染物净化能力好的植物。

6.4.3 规定雨水溢流口的做法。

本条的雨水口设置要求基本上沿用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

计规范》GB 50014。下沉绿地低于地面 50mm～100mm，而雨水口

应低于收水面 10mm～20mm。因此，高于下沉绿地种植土层 40mm～

80mm。地面雨水一般污染较重，杂质多，为减小雨水入渗设施和

蓄存排放设施的堵塞或杂质沉积，要求雨水口具有截污功能。传统

雨水口的雨篦可拦截较大的固体，但对于泥沙等均不起作用。本条

所说的雨水口的截污功能主要指的是拦截雨水径流中绝大部分固

体物甚至部分污染物 SS，为保证截污效果，宜采用经检测的成品

雨水口。

6.4.4 规定植草沟的做法。

植草沟在输送雨水的同时，能对雨水中污染物有一定的截流作

用，如与洼地、渗渠等入渗设施组合，则能增加雨水的入渗。与明

沟、明渠等相比，植草沟具有生态、环保、经济、美观等优点。

6.5 雨水调蓄排放

6.5.1 关于雨水调蓄设施的一般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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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6.5.3 关于雨水调蓄设施的要求。

明确了雨水调蓄设施要优先利用自然条件，雨水调蓄设施的建

设要与周边的景观相协调。目前国外有些城市的停车场、运动场、

公园、绿地、景观水体等，建设了集雨水调蓄、防洪、城市景观、

休闲娱乐等于一体的多功能调蓄设施，这些调蓄设施的建设与城市

的生态环境和一些社会功能更好的结合起来，高效率的利用城市宝

贵土地资源，值得借鉴。

雨水调蓄设施的建设要有安全防护措施，特别是结合开发式绿

地、景观水体、河道、池塘建设的调蓄设施必须设置安全防护措施，

具体可设置防护栏杆、标识标牌等。

雨水调节池检查口或人孔一般设置在集泥坑的上方，以便于用

移动泵排泥。当不具备设置排泥设施或排泥确有困难时，应在雨水

处理前自动冲洗水池池壁和将蓄水池内的沉淀物与水搅匀，随净化

系统排水将沉淀物排至污水管道，以免在蓄水池内过量沉淀。搅拌

系统应确保在工作时间段内将池水与沉淀物充分有效均匀混合。

调蓄池检查口或检查井部位应保证结构安全，在南宁市海绵城

市建设期间，部分工程实践案例出现调蓄池检查口或检查井部位结

构变形现象，出现变形的原因多为此类部位安装工艺结构强度不

足，设计时应采用可靠的设备材料与结构设计

6.5.5 关于雨水调蓄设施容积和控制的规定。

城市雨水系统是由汇水街区、管线、沟渠、河道、泵站、检查

井、雨水口、出水口、堰、孔口、调蓄设施及渗透设施等要素组成

的一个拓扑结构复杂、规模庞大、变化随机性强、运行控制为多目

标的网络系统。运行中的雨水系统，其状态随降雨量的变化而变化，

加之结构的复杂性，很多参数和状态变量是不确定的，整个系统表

现出强烈的动态、随机性。到目前为止，数学模型法是展示雨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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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运行状态的最有效方法。因此，规范规定在有条件区域调蓄设施

设计宜采用数学模型法，该方法能动态的反映出调蓄设施的运行工

况，有利于后期维护管理。

6.6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6.6.1 关于初期雨水弃流的模式。

6.6.2 关于初期雨水弃流的形式。

6.6.3～6.6.5 关于初期雨水弃流设施的要求。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可分为成品和非成品两类：

（1）成品设施按照安装方式分为管道安装式、屋顶安装式和

埋地式。管道安装式弃流装置主要分为累计雨量控制式、流量控制

式等；屋顶安装式弃流装置有雨量计式等；埋地式弃流装置有弃流

井、渗透弃流装置等。按控制方式又可分为自控弃流装置和非自控

弃流装置。

（2）非成品设施可分为小管弃流井和弃流池。

6.6.6 关于初期雨水弃流的形式。

6.6.7 关于小型雨水弃流设施的要求。

小型弃流装置便于分散安装在立管或出户管上，并可实现弃流

量的集中控制，较简单。当相对集中设置在雨水蓄水池进水口前端

时，应采用污染物浓度及雨量控制的弃流池。

6.7 雨水处理设施

6.7.1 关于新建市政雨水排放口处设置径流污染控制设施的规定。

实际工程中在雨水排放口处设置径流污染控制设施的排水系

统能拦截大量的悬浮物和泥沙，便于后期的维护管理，有利于水环

境的保护。目前广西区内大部分现状雨水口位于河道处，用地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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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已不具备增加径流污染控制措施。本规范规定在新建市政雨

水排放口处根据用地情况设置径流污染控制措施。

6.7.2 规定雨水滞留塘的做法。

雨水滞留塘污染控制设施的做法主要参考《建筑与小区雨水利

用工程技术规范》GB 50400 中的规定，以及车伍、李俊奇编写的

《城市雨水利用技术与管理》书中对洼地、渗透池等的做法要求。

具体设计时，结合工程具体特征来进行选型与设计。

6.7.3 规定雨水湿地的做法。

雨水湿地径流污染控制设施的做法主要参考《建筑与小区雨水

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 50400 中的规定，以及车伍、李俊奇编写

的《城市雨水利用技术与管理》书中对雨水湿地等的做法要求。规

定雨水湿地的具体设计要求，可有效指导设计。

6.7.4 规定过滤设施的做法。

过滤是雨水径流污染控制的一个有效措施。除传统滤料滤池方

式外，生物滞留槽也是雨水过滤的一种很好的形式。过滤设施的具

体设计要求参考《深圳市雨水利用技术规范》，可有效指导设计。

6.8 监测设施

6.8.1 为了提高海绵城市和排水系统的规划建设决策水平、运行管

理水平和维护水平，各地可根据需要，或结合海绵城市建设效果分

析模型建模需求，在各主要源头控制设施或建模要求设置的设施出

水口或调蓄设施内部安装液位计、流量计，雨量计等监测设施，对

低影响开发设施作用进行定量评估，对海绵城市建设效果进行整体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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