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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乡村趣味运动场等。

场、旅游服务中心等，选择红砖、木材等暖色调材质，

（8）时尚运动组团。功能构成：高尔夫球场、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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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深灰色屋顶或者绿色屋顶。（见图6）

湖半岛、颐和庄园等。
（9）激情运动组团。功能构成：国际赛车运动基
地、越野赛车、自驾游露营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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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海绵城市设施中下沉式绿地的
常见问题及设计优化
□ 覃敏贵

张建治

图5 基教产业组团色彩选择示意图

图6 产业服务组团色彩选择示意图

[摘 要] 本文简述了海绵城市建设的在国内的发展现状，指出建筑小区海绵城市设施中下沉式绿地在工程项目中存在的若干常见问
题，分析问题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法和优化建议。
[关键词] 海绵城市；下沉式绿地；雨水调蓄
[文献标识号] A
[中图分类号] TU985.12
[文章编号] 1672-7045（2019）08-93-04

康养运动社区包含绿岛·云溪山峪、绿邸·天麓、
生态绿地公园等，屋顶大多为深灰色，外墙面大多偏暖
图1 城市设计分区图

图2 总平面图

4.2.2 重点项目分布
规划中重点项目有公园、学校、广场、酒店、服务

色，其中加入黄红棕色进行一些变化，并且与其他组团
有所联系。绿化在社区中占有很大一部分，环境优越，
景观丰富。（见图7）

中心、社区、公寓等31个。（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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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发生问题的频率也较高，现通过研究设计图纸及施
工效果，总结如下几点问题及优化方法。

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
图7 康养运动社区色彩选择示意图

并加以利用。海绵城市建设应遵循生态优先等原则，将
自然途径与人工措施相结合，在确保城市排水防涝安全

5 结语
随着中国城镇化率的快速提高，特色小镇在城镇化
中扮演越来越重的角色。郴州市小埠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图3 重点项目分布图

4.2.3 建筑色彩

作为体育小镇，而体育小镇作为特色小镇的一种类型，
势必对于未来北湖区城镇化率、其他类似的体育小镇的

高等教育教学区为了突显活力与运动气息，在建

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国外经验分析，到分析小镇

筑材质上大范围地使用红砖与木材来区分灰色的运动

现状，再到小镇定位与策划，最后到小镇总体布局，以

场地，增加趣味性并给整个区域带来变化。（见图4）

期建设既美丽又健康的运动休闲小镇。

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雨水在城市区域的积存、渗
透和净化，促进雨水资源的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常见
的海绵城市设施有下沉式绿地、透水铺装、绿色屋顶、
雨水花园、植草沟、雨水收集池、景观水体等。
经过借鉴澳大利亚水敏感性城市设计、新西兰低影
响开发城市设计以及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经验，我国于
2013年正式提出海绵城市的概念及要求，随后推行相应
的技术指南（试行）。2015年，南宁市作为国家第一批
试点城市，率先对海绵城市建设进行了探索及实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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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高等教育教学区色彩选择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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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OUTLETS、文体产业众创空间、综合性休闲娱乐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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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汇水面积设计计算不准确
下沉式绿地在设计降雨量条件下的最大调蓄容积，
与汇水面积有直接关系，而汇水面积又受场地竖向标
高、周边建筑功能布置、海绵设施配套工程等内容影
响，其中一项设计不当，便会降低设施的实际调蓄量，
进而降低整个场地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目前，国家及地方的各项技术标准仍在不断完善
中，现有标准仅对下沉式绿地设施提出了技术要求，而
未对与之相对应的汇水面积提出标准化要求，加之项目
情况千变万化，设计人员很容易忽视汇水面积的准确
性，做出不合理的设计。通过技术分析，总结出影响汇
水面积准确性的几个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法。（见图
1、图2、图3、表1）

题，如下沉式绿地长期积水、植被成活率低、透水铺装
潮湿长青苔、雨水回用系统出水水质差等。其中下沉式

[作者简介]

绿地因其建设及维护成本较小、可灵活集中或分散布

刘亚龙，桂林理工大学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置、调蓄能力强、可有效去除径流污染物等优点，被设

向 毅，郴州市规划设计院助理规划师。

计、业主等工程人员大力推广应用，其工程占比较大，

图1 屋面雨水断接措施

图2 路缘石开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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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种土壤层的渗透系数

表1 影响汇水面积准确性的问题分析表
序号

问题名称

问题分析

解决方法

1

计算时，将下沉式绿地的下游标高场地纳入 考虑场地竖向标高，将下沉式绿地设置于汇水面的最下
未结合场地标高
汇水面积，实际下游场地雨水无法流入下沉 游，确保汇水面积内的雨水能够全部重力流入下沉式绿
设计计算
式绿地
地

2

（1）当雨水径流路径被道路阻隔时，采取路缘石开口的
下沉式绿地周边的道路、构筑物等，拦断了 措施；（2）当被构筑物拦断时，设置植草沟、管渠等雨
未结合场地功能
雨水的径流路径，使设计汇水面积内的雨水 水传输措施，将设计汇水面积内被拦截的雨水引流至下
布置设计计算
无法流入下沉式绿地
沉式绿地；（3）当无法采取措施时，设计汇水面积应扣
除该区域面积

3

屋面雨水未断接

设计汇水面积内的屋面雨水管道底部未采取 （1）在屋面雨水立管底部采取断接技术，并设置效能设
断接措施，管道收集的雨水直接排入小区雨 施；（2）当采用断接技术仍无法解决时，设计汇水面积
水管网，而未进入下沉式绿地进行调蓄
应扣除该屋面面积

土壤层
砂土

＞8.83×10

-5

表3 下垫面土壤层工艺要求

土壤孔隙率 田间持水量
0.43

0.17

壤质砂土

1.70×10-6～1.70×10-5

0.44

0.09

砂质壤土

7.20×10-6～1.70×10-6

0.45

0.14

壤土

3.70×10-6～7.20×10-6

0.47

0.25~0.32

-6

0.5

0.28

砂质黏壤土 1.20×10-6～1.90×10-6

0.4

—

0.46

0.32

粉质壤土
黏壤土

-6

1.90×10 ～3.70×10
-7

6.35×10 ～1.20×10

-6

粉质黏壤土

4.23×10-7～6.35×10-7

0.47~0.51

0.3~0.37

砂质黏土

3.53×10-7～4.23×10-7

0.43

—

粉质黏土

导致下垫面土壤渗透能力不满足要求。另外，现行地标

土壤渗透系数（m/s）

黏土

-7

-7

0.47

—

3.00×10-7～1.41×10-7

0.32

—

1.41×10 ～3.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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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原土情况

工艺措施

1

原土渗透系数满足2.8×10-6m/s
～1.0×10-4m/s时

采用原土回填，并
参入15%腐殖土以
满足植物生长需求

2

原土渗透系数不满足2.8×10-6m/s
～1.0×10-4m/s时

改良原土，参入
20%细砂及15%腐
殖土

3

置换原土，一般为
当原土为煤渣、垃圾填埋、受污染 70%～80%粗砂，
土等劣质土时
10%～15%细砂及
15%腐殖土

图集对土壤层的技术要求未做详细规定，也间接导致了
问题的发生。结合上述情况，笔者提出在设计时，应结
合项目的地质勘查资料（含土壤渗透系数），根据不同
的地质条件，采取不同的技术措施：当原土透水能力满
足要求时，采用原土回填以节约建设成本；当原土透水
能力不满足要求或原土为劣质土时，应通过改良或者置
换原土的方法以满足土壤层透水能力的要求。（见表3）

图3 跨路式雨水断接示意图

3 未采用耐旱、耐涝植物

2 土壤层透水能力不足
海绵城市的核心理念为对雨水的“渗（渗透）、
滞（滞留）、蓄（调蓄）、净（净化）、用（利用）、
排（排放）”，下沉式绿地作为一项应用率极高的海绵
措施，具有“渗、滞、蓄、净”等功能，同时要求能
在停雨后24h内排空调蓄雨水（最大不超过36h）。这
就要求下沉式绿地的下垫层满足一定的级配及透水性
能，《广西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中要求，具有雨水
调蓄和净化功能的绿地，其土壤入渗率要求为10mm/
-6

-4

h～360mm/h（2.8×10 m/s～1.0×10 m/s）。
下沉式绿地积水时间过长，会降低植被的成活率，
增加园林维护成本，影响小区景观品质，甚至会使调蓄
的雨水水质恶化，不仅达不到净化雨水的功能，还会影

下沉式绿地内的调蓄雨水一般要求在停雨后

少，部分设计被调蓄的雨水通过溢流设施，将恶化的积

94

涝；设置数量过多，又造成建设浪费。另外，部分项目

下沉深度设计为250mm～400mm，对下沉式绿地的使

溢流口设置高度不准确，直接影响下沉式绿地的实际调

用和维护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蓄容积。

解决方法：应按下沉深度不超过200mm实施。针对

解决方法：应根据下沉式绿地的汇水面积、设计重

绿地面积较少、场地空间受限的项目，可采用多种海绵

现期进行雨水量计算，再根据溢流口的排水能力选定设

设施相结合，如采用绿化屋顶、透水铺装等较为经济有

置数量；安装高度应结合下沉式绿地的有效容积确定，

效的设施降低雨水径流量，采用雨水回收池等设施进行

必要时绘制安装大样图，避免施工错误。

雨水调蓄，多项设施相互作用，以满足场地年径流总量
控制率及污染削减率的控制要求。

24h～36h排空，因此设施内的植物要满足耐旱、耐涝、
净化雨水、低维护等要求。部分项目采用马尼拉草、朱

7 未按要求设置渗排系统
下沉式绿地分简易型和复杂型，简易型不含渗排

5 未结合建筑总平及园林景观设计

系统，复杂型含渗排系统。通常情况下，设置在实土区

瑾、龙吐珠、红花羊蹄等，此类植物在水湿情况下存活

海绵城市设计需要多专业相互配合才能实现其技术

域的下沉式绿地，只要其下垫面土壤层满足透水能力要

率达到90%以上，但在水淹情况下存活率均低于25%，导

性能和环境美观性能。根据目前项目实施情况，大部分

求，可不设渗排系统。近年来，为充分利用地下空间，

致下沉式绿地在运行一段时间后植被大量枯死，不仅影响

建设单位将海绵城市建设作为独立子项，单独发包给海

建筑小区地下室在规划许可范围内越做越大，实土绿地

小区景观环境，还降低了下沉式绿地的污染去除能力。

绵设计单位设计，加之项目设计周期较短，海绵设计单

则越来越少，下沉式绿地设置在地下室顶板覆土上也成

解决方法：工程人员可参考2016年4月出版的《海

位、土建设计单位及园林设计单位之间缺乏充分沟通协

为较为常见的技术措施。部分此类项目未设置渗排系

绵城市工程实用手册》“南方地区常见的耐水耐旱植物

调，导致海绵设施与建筑总平冲突，甚至设施中设置有

统，调蓄雨水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渗透排放，影响植物生

一览表”设计选用植物种类，以满足下沉式绿地的技术

园林小品及园林步道，造成下沉式绿地实际调蓄容积减

长及顶板结构安全。

要求。其他地区的工程应根据当地的标准或实践经验，

少，并影响建筑总平规划及园林景观的使用功能。

采用符合当地条件的植物。

解决方法：作为海绵城市建设的技术先行者，海绵
城市设计人员应承担起牵头协调的责任，引导工程参建

响小区居民的卫生健康；另外，积水还会降低下沉式绿
地的调蓄功能，再次降雨时，因实际可利用调蓄容积减

度，人为提高调蓄容积以满足场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4 绿地下沉深度过大
下沉式绿地的深度直接影响该设施的雨水调蓄容

解决方法：应按要求设置渗排系统，使调蓄雨水
能在24h内渗透排空，系统应有定期维护、保养技术措
施，保证其生命周期内的渗透能力。

各方重视海绵城市的建设和实施效果，做到分专业、分
单位但是不分家，各专业之间做好紧密协调，主动与建
筑总平、园林专业沟通，避免专业冲突。

8 未按项目地址对应的控制率计算容积

水一并带入城市雨水管网，造成不利的环境影响。经调

积，深度过浅，不能充分发挥其调蓄能力；深度过大，

查，南宁市大部分地区土质为黏土，黏土的透水性能远

又增大其下垫面的渗排负荷，导致蓄水排空时间过长，

低于下沉式绿地的要求（见表2）。目前，设计人员对

影响景观效果、植物生长及环境卫生等。海绵城市各项

下沉式绿地下垫面的设计，均只简单索引图集，未根据

技术标准、图集中规定下沉式绿地下沉深度不宜超过

溢流口应按汇水面积的设计重现期降雨量设计，

规划》等。各城区地块的指标控制要求均不相同，部分项

项目地质情况，因地制宜地提供对应的土壤工艺措施，

200mm。部分项目因场地受限，盲目加大下沉式绿地深

设置数量不足，雨水溢流排水速度慢，造成场地积水内

目未根据项目地址准确选用设计依据，选定的控制率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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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年平均径流总量控制率的设计依据《南宁
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南宁海绵城市总体规划》

6 溢流口设置不合理

《南宁示范区海绵控规》《南宁五象新区海绵城市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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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偏差，导致下沉式绿地的设计容积不满足行政规划

分发挥其雨水控制利用的技术性能和环境友好的美观性

指标要求。

能，为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发挥技术力量。

火灾后建筑结构检测与安全性鉴定研究

控制指标进行设计，当遇到同个区域在不同依据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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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不够完善、实践经验不足是目前技术人员面临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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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要善于研究、积极与省内外同行交流学习、吸取

覃敏贵，主任工程师，南宁市建筑设计院。

国外先进经验、不断总结项目经验，提高对海绵城市技

张建治，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

术措施的理解和运用技能。设计时要结合地方规划政

水），南宁市建筑设计院。

策、深入了解业主诉求，各专业充分配合实施，才能充
建筑结构发生火灾后，导致建筑结构的各类构件
产生不同程度的损伤，部分构件承载力降低或产生较大

面铺地砖，建筑面积约414m2。

1.2 火灾概况及灾后现状

变形，可能不能满足建筑物的承载力要求或正常使用要

2016年4月2日凌晨5点，该建筑一层屋檐下电线

求。火灾后多数建筑未出现坍塌，如何确定建筑结构灾

遭雷击发生火灾，飞火落入一层屋内，引燃位于房屋西

后的承载能力和安全性成为检测鉴定的主要目的。由于

北面墙角日用百货堆上的纸皮及摩托车等可燃物造成火

着火点位置不同，不同位置构件受损情况也有较大不

灾。公安消防大队于5点56分到达火灾现场，6点30分将

同，导致火灾后鉴定的复杂性。

大火扑灭；火灾过火面积约106m2，过火时间约1.5小时。

本文以某住宅楼的火灾后鉴定为实例，详细介绍火

火灾发生后，检测鉴定人员每间隔10天来现场勘

灾后建筑结构鉴定的基本内容和方法，为以后类似工程

查，共现场勘查3次，经现场勘查发现，裂缝持续发展

的鉴定提供依据。

中。为避免建筑物倒塌发生二次事故和确保鉴定过程中
结构的稳定性，对建筑进行简单支撑加固，悬挑部位已

1 建筑物和火灾概况
2016年4月，接受业主和供电局的共同委托，对居民

用木柱进行支撑；支撑加固后裂缝已无发展，建筑物基
本稳定。

楼进行受灾后安全鉴定。检测鉴定人员先后3次来现场勘
查，了解建筑物的基本情况和火灾发生的概况，根据现场
勘查情况最终确定火灾后的鉴定方法、程序并制定鉴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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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场勘查和消防部门的火灾报告基本确定火灾

案。

影响的范围和程度，火灾过火区主要集中在一层墙体、

1.1 建筑物概况

混凝土柱和二层结构板，二层墙体及以上部位受火灾直

来宾市某居民楼为5层砖混结构私人房，建于2007

接影响较小。制订检测鉴定方案时对火灾影响主要区域

年，无勘探、设计、施工等相关资料；采用条形基础和

进行详细勘查、检测和鉴定，对未受火灾影响的区域进

独立柱基，楼板和屋面板均为混凝土现浇板，承重墙为

行常规勘查、检测和鉴定，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80mm厚砖墙，内外墙面普通抹灰刷白色涂料，室内地
96

2 确定检测鉴定方案和鉴定程序

（1）了解火灾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持续时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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