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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与推进海绵城市相关工作要求，编制组经深入调查研究，认

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外先进标准和要求，在广泛征求意

见的基础上，编制本导则。 

本导则共分 7 章，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设计参数

与设计计算、规划、设计、施工与验收、运行维护。 

本导则由福州市城乡建设局负责管理，由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及时

反馈至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地址：福州市闽侯县高新区高新大

道 1 号，邮政编码：35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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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海绵城市建设的相关要求，科学推进

福州市海绵城市的建设，指导相关市政工程建设、运行维护等工作，

结合福州实际情况制订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福州市海绵城市市政道路新、改、扩建项目的设

计、施工和验收、运行维护、监测和控制。 

1.0.3 海绵城市建设包括“渗、滞、蓄、净、用、排”等多种技术措

施，涵盖源头减排系统、排水管渠系统和排涝除险系统，结合福州

市市政道路设计建设的特点应以“蓄、净、排”为主。 

“蓄”指的是道路后退绿化带宽度达到15~20m标准,或者道路为

全高架设计，高架下方中央绿化带宽度可达到5m以上的条件下，可采

取植草沟，雨水花园等形式对雨水进行部分存蓄，起到消减雨水量峰

值的效果。 

“净”指的是结合道路绿化、排水设计收集初期雨水中含有的污

染物，降低SS总量，达到降低水体污染的措施。 

“排”指的是通过海绵城市设施设计，更好的收集排放路面雨水，

提高路面排水效果，挺高雨天行车舒适度及安全性。 

1.0.4  海绵城市建设需绿化、道路、排水、水利多专业相互配合、

相互协调。 

1.0.5 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除应执行本导则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

行国家、行业和本市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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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海绵城市 sponge city 

指城市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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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质，是根据城市生态需求，以

城市雨水综合管理理念加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促进雨水的吸纳、

蓄渗和缓释，改善城市的水循环过程。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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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等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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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渗、滞留、调蓄和收集回用，场地内累计全年得到控制（不直接

排入规划区域外）的雨水量占全年总降雨量的比例。 

2.0.4 年径流污染控制率 volume capture ratio of annual urban diffuse 

pollution 

等同于年径流污染物总削减率，以固体悬浮物（SS）的削减量

来计算。年径流 SS 削减率等于区域内海绵城市建设设施对 SS 的削

减总量占区域年径流 SS 总量的比例。 

2.0.5 径流峰值控制率 volume capture ratio of runoff peak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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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影响开发设施在设计降雨的情况下，最大进水流量和最大出

水流量的差值与最大进水流量之间的比值。 

2.0.6 排涝除险设施 local flooding control facilities 

用于控制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下超出源头减排设施和排水管渠

承载能力的雨水径流的设施。 

2.0.7 海绵城市设计降雨量 design rainfall depth of spong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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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海绵城市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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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雨水渗透 stormwater infiltration 

在降雨期间使雨水分散并渗透到人工介质内、土壤中或地下，

以增加雨水回补地下水、净化径流和削减径流峰值的措施。 

2.0.9 雨水滞留 stormwater retention 

在降雨期间暂时储存部分雨水，以增加雨水渗透、蒸发并收集

回用的措施。 

2.0.10 雨水调蓄 stormwater detention  

在降雨期间调节和储存部分雨水，在降雨后再排至下游排水系

统、受纳水体或污水处理厂，以削减径流峰值或径流污染的措施。 

2.0.11 透水铺装 pervious pavement 

可渗透、滞留和排放雨水并满足荷载要求和结构强度的铺装结

构。 

2.0.12 生态树池 ecological tree pool 



7 

生态树池是树木生长的地下空间，多采用适合树木生长的专用

配方土，底部设置有排水盲管，可消纳其周边铺装地面产生的部分

雨水径流，是生物滞留设施的一种。 

2.0.13 植草沟 grass swale 

用来收集、输送和净化雨水的表面覆盖植被的明渠，可用于衔

接其他海绵城市建设单项设施、城市雨水管渠和超标雨水径流排放

系统。主要型式有转输型植草沟、渗透型的干式植草沟和经常有水

的湿式植草沟。 

2.0.14 渗管/渠 infiltration pipe/trench 

具有渗透和转输功能的雨水管或渠。 

2.0.15 地块径流削减量 runoff reduction of unit area 

根据年径流总量的单元控制目标对应的海绵城市设计降雨量，

综合考虑单元类型和不同地类的分布比例，计算得到的地块雨水径

流控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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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参数与设计计算 

3.1 设计参数 

3.1.1 福州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和设计降雨量的对应关系详见表 3-1。 

表 3-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与设计降雨量的关系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设计降雨量（mm） 14.8 15.6 15.9 16.3 16.7 17.2 17.6 18.2 18.8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设计降雨量（mm） 19.4 20.4 20.7 21.5 22.3 23.1 24.1 24.9 25.9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设计降雨量（mm） 26.9 27.9 28.9 30.2 31.3 32.6 33.8 35.7  

3.1.2 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按表 3-2 的规定取值。 

表 3-2 福州市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 

城区类型 一般地区 中心城区 
中心城区的 

重要地区 

中心城区地下通道和

下沉式广场等 

重现期 2年 2-3年 5年 20年及以上 

3.1.3 各类低影响开发设施径流污染控制率（以 SS 计）应以实测数据

为准。在缺乏实测数据时，可参考表 3-3 进行取值（引自《海绵城

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 

表 3-3 低影响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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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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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输型植草沟 35-90 

下沉式绿地 —— 干式植草沟 35-90 

简易型生物滞留设施 —— 湿式植草沟 —— 

复杂型生物滞留设施 70-95 渗透管沟 35-70 

雨水湿塘 50-80 植被缓冲带 50-70 

人工土壤渗滤 75-95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40-60 

3.1.4 不同下垫面径流系数取值宜按照表 3-4 进行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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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不同下垫面径流系数取值 

下垫面类别 雨量径流系数 φzc 流量径流系数 φzm 

路

面 

混凝土或沥青路面及广场 0.80~0.90 0.85~0.95 

大块石等铺砌路面及广场 0.50~0.60 0.55~0.65 

沥青表面处理的碎石路面及广

场 
0.45~0.55 0.55~0.65 

级配碎石路面及广场 0.40 0.40~0.50 

干砌砖石或碎石路面及广场 0.40 0.35~0.40 

非铺砌的土路面 0.30 0.25~0.35 

绿地 0.15 0.10~0.20 

水面 1.00 1.00 

地下室覆土绿地（≥500mm） 0.15 0.25 

地下室覆土绿地（＜500mm） 0.30~0.40 0.40 

透水铺装地面 0.29~0.36 0.08~0.45 

下沉广场（50年一遇及以上） — 0.85~1.0 

3.2 水量计算 

3.2.1 设计调蓄容积宜采用容积法，可参照以下公式计算： 

 V=10HφF （3.2.1） 

式中：V——设计调蓄容积（m3）； 

H——设计降雨量（mm），参照表 3.1.1 取值； 

φ——综合雨量径流系数，可参照表 3.1.4 进行加权平均计算； 

F——汇水面积（hm2）。 

3.2.2 雨水设计径流总量和设计流量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雨水设计径流总量应按下式计算： 

 W=10φzchyF （3.2.2-1） 

式中：W——径流总量（m³）； 

φzc——雨量径流系数，见表 3.1.4； 

hy——设计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下对应的日降雨量（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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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汇水面积（hm2）。 

雨水设计流量计算应按下式计算： 

 Q=qφF （3.2.2-2） 

式中：Q——雨水设计流量（L/s）； 

q——设计暴雨强度[L/（s·hm2）]； 

φ——综合流量径流系数； 

F——汇水面积（hm2）。 

3.2.3 暴雨强度公式应按下式计算： 

  （3.2.3） 

式中：q——设计暴雨强度[L/（s·hm2）]； 

t——降雨历时（min）； 

P——设计重现期（a）。 

3.2.4 设计降雨历时： 

雨水管渠的设计降雨历时，应按下式计算： 

 t=t1+t2 （3.2.4） 

式中：t——降雨历时（min）； 

t1——汇水面汇水时间（min），视距离长短、地形坡度和地面铺装

情况而定（屋面一般取 5min；道路路面取 5~15min）； 

t2——管渠内雨水流行时间（min）。 

3.2.5 初期弃流量宜按下式计算。当有特殊要求时，可根据实测雨水

径流中污染物浓度确定。 

 Wi=10δF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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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i——初期弃流量（m³）； 

δ——初期径流厚度（mm）；一般屋面取 1~3mm，小区路面取

2~5mm。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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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以及雨水处理设施自用水量： 

日平均水面蒸发量应依据实测数据确定； 

水体日渗漏量可根据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Qs=SmAS/1000 （3.2.6） 

式中：Qs——水体的日渗透漏失量（m³/d）； 

Sm——单位面积日渗透量[L/（m2·d）]，一般不大于 1L/（m2·d）； 

AS——有效渗透面积（m2），指水体常水位水面面积及常水位以下

侧面渗水面积之和。 

雨水处理系统采用物化及生化处理设施时自用水量为总处理水量的

5%~10%；当采用自然净化方法处理时不计算自用水量。 

3.3 设施计算 

3.3.1 渗透设施渗透量按下式计算： 

 Ws=αKJAsts （3.3.1） 

式中：Ws——渗透设施渗透量（m³）； 

α——综合安全系数，一般可取 0.5~0.8； 

K——土壤渗透系数（m/s）； 

J——水力坡降，一般可取 1.0； 

As——有效渗透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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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渗透时间（s），当用于调蓄时应≤12h，渗透井宜取≤72h，其

他≤24h。 

3.3.2 渗透设施进水量按下式计算： 

 
060 ( )]

1 00
[

0
   c

c y zm c

q
W F F t

 （3.3.2） 

式中：Wc——渗透设施进水量（m3）； 

Fy——渗透设施受纳的集水面积（hm2）； 

F0——渗透设施的直接受水面积（hm2），埋地渗透设施取 0； 

φzm——流量径流系数； 

tc——渗透设施产流历时（min），不宜大于 120min； 

qc——渗透设施产流历时对应的暴雨强度［L/（s·hm2）］。 

3.3.3 渗透设施的有效渗透面积应按下列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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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渗透设施产流历时内的蓄积雨水量应按下式计算： 

 Ｗｐ＝max(Ｗｃ－Ｗｓ) （3.3.4） 

式中：Ｗｐ——产流历时内的蓄积水量（m³），产流历时经计算确

定，并宜小于 120min。 

3.3.5 渗透设施的储存容积宜按下式计算： 

 
1≥

p

k

V
W

n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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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1——渗透设施的储存容积（m³）； 

nk——填料的孔隙率，不小于 30%，无填料时取 1.0。 

3.3.6 雨水调蓄设施的储存容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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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不足时宜采用下式计算。 

 
02

60
( ) ]

1000
max[   i mQ QV t

 （3.3.6） 

式中：V2——调蓄池贮水量（m3）； 

tm——调蓄池蓄水历时（min），不大于 120min； 

Qi——调蓄池进水流量（L/s）； 

Q0——出水管设计流量（L/s）。 

3.3.7 下沉式绿地的滞蓄容积 V3 应按照下沉面积和下沉深度确定，

计算下沉深度时只考虑 10cm 以上部分。 

3.3.8 生物滞留设施的滞蓄容积 V4 应按照滞留设施的容积和孔隙率

确定。 

3.3.9 采用多种技术措施组合控制雨水径流总量时，各技术措施的有

效滞蓄水量应符合下式要求： 

 Ve=V1+V2+V3+V4≥1.05V （3.3.9） 

式中：Ve——各类技术措施控制的径流雨水总量（m³） 

如在尽可能调整各技术措施的有效滞蓄水量的情况下，还不能满足

式 3.3.9 要求，则应调整地块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直至满足要

求。 

3.3.10 年 SS 总量去除率可用下述方法进行计算： 

年 SS 总量去除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低影响开发设施对 SS 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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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低影响开发设施对 SS 的控制率参照表 3.1.3 进行取值。 

3.3.11 用于削减雨水管道高峰流量的调蓄池，其有效容积可按下列

公式计算： 

 
1.2 0.15

0.65 0.5 0.215
1.10) ( 0.[ ( 3 ]

+0.2
）      tc s

b
lg a Q t

n
V

t n n  （3.3.10） 

式中：Vc——调蓄池有效容积（m³）； 

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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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s——调蓄池上游设计流量（m³/min）； 

b、n——暴雨强度公式参数； 

t——降雨历时（min）。 

3.3.12 雨水调蓄池排空时间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3600
＇


 c

x

V
t

Q  （3.3.11） 

式中：t＇——排空时间（h）； 

Qx——下游排水管道或设施的受纳能力（m³/s）； 

η——排放效率，一般可取 0.3~0.9； 

Vc——雨水调蓄池有效容积（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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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 

4.1 一般规定 

4.1.1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应根据保护水生态、改善水环境、保障水安

全、涵养水资源方案确定的措施，需要综合分析地块和市政项目的

协同作用和功能，进行综合统筹，并分别从源头减排（建筑小区、

道路广场海绵化改造等）、过程控制（管网、调蓄设施、临时净化设

施、污水处理厂等）、系统治理（山水林田湖、园林绿地、河道整治

等）三个方面进一步梳理，从而提出海绵城市建设任务和规模。 

4.1.2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应确定近远期海绵建设重点区域。结合各城

市近期建设规划、发展需求和现状存在问题，明确近期（2020 年）、

远期（2030 年）海绵城市建设的重点区域与项目内容。重点区域应

在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的指导下，编制海绵城市详细规划，将分解到

排水分区或控制性详细规划单元的管控要求再进一步分解，落实到

地块和市政设施，以更好的指导实施地块管控和建设实施，满足规

划建设管理诉求。 

4.2  规划衔接 

4.2.1  城市排水防涝规划与海绵城市衔接内容 

    城市排水防涝是海绵城市的重要组成。城市排水防涝综合规划

在满足《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4）、《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51222）等相关要求的

前提下，应明确海绵城市的建设目标与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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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年径流总量控制目标与指标。通过对排水系统总体评估、

内涝风险评估等，明确年径流总量控制目标，落实城市总体规划中

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并与海绵城市专项规划进行衔接。 

    确定径流污染控制目标及方式。应通过评估、分析径流污染对

城市水环境污染的贡献率，根据城市水环境的要求，结合悬浮物（SS）

等径流污染物控制要求确定多年平均径流总量控制率，同时明确径

流污染控制方式并合理选择海绵设施。 

    明确雨水资源化利用目标及方式。应根据水资源条件及雨水回

用需求，确定雨水资源化利用的总量、用途、方式和设施。 

    源头海绵设施应与排水管渠系统、排涝除险系统相衔接，共同

发挥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源头径流减排雨水系统对雨水径流的渗

滞、调蓄、净化等作用。 

    优化海绵设施的平面布局与竖向控制。应利用城市绿地、广场、

道路等公共开放空间，在满足各类用地主导功能的基础上合理布局

海绵设施。 

    调蓄设施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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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与海绵城市衔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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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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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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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雨水径流。 

    确定各等级道路源头径流控制目标。分别确定城市道路中主干

路、干路、 

    支路等不同道路形式的径流控制目标。充分利用城市道路自身

及周边绿地空间落实海绵设施，结合道路横断面和排水方向，利用

不同等级道路的中分带、侧分带、人行道和停车场建设下沉式绿地、

植草沟、雨水湿地和透水铺装等海绵设施，通过渗滞、调蓄和净化

等方式，实现道路源头径流控制目标。 

    调道路与周边场地竖向关系。充分考虑道路红线内外雨水汇入

的要求，通过建设下沉式绿地、透水铺装等海绵设施，提高道路径

流污染及总量等控制能力。 

    出各等级道路源头海绵设施类别、基本选型及布局等内容。合

理确定源头径流减排雨水系统与城市道路设施空间衔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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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海绵城市建设应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通过分析评

估合理确定近远期建设的目标和指标。 

5.1.2  海绵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控制目标应以地区排水除涝、水污染

防治和水环境改善为主要目标，逐步推进雨水资源利用，促进城市

资源的综合利用。具体控制目标包括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径流污

染控制率、排水防涝标准和雨水资源利用率等。 

5.1.4 建设区域不应因设置源头减排设施而降低城镇雨水管渠系统的

设计标准。 

5.1.5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综合考虑当地水资源情况、降雨规律、开

发强度、海绵城市建设设施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后确定；年

径流污染控制率应结合区域内建设情况、用地性质、水环境质量要

求、径流污染特征等合理确定。 

5.1.6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和海绵城市设计降雨量的对应关系应按表

5.1 执行。 

表 5-1 福州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与海绵城市设计降雨量的关系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60 70 75 80 85 

海绵城市设计降雨量（mm） 14.6 19.9 24.1 28.2 34.3 

5.1.7 市域内各区域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综合考虑区域现状和相关规划、开发强度与建设情况等因素，

《福州市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将福州市划分为 70 个管控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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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取值范围在 65%~85%之间。 

2、对于因存在特殊情况、不适合上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取值范

围的区域，经相关研究论证，可进行微调，调整幅度应控制在±10%

以内。 

5.2 设计原则 

    根据福州市城市降雨特点，土壤特性及地下水水位高程，制定

以下市政道路海绵设施设置原则。 

5.2.1 市政道路红线外有绿地公园的道路项目，道路路面排水宜导向

绿地公园，功能为消减初雨面源污染，消减部分雨水峰值，提高排

水标准，道路红线范围内不设置海绵设施； 

5.2.2 从快速路行车安全性考虑，主辅路之间侧分带不宜设置海绵设

施； 

5.2.3 市政道路侧分带宽度小于 2.0 米不宜设置海绵设施； 

5.2.4 市政道路侧分带宽度大等于 2.0 米时，可设置环保式溢流雨水

口，结合下凹式绿地，功能为消减初雨面源污染，消减部分雨水峰

值。 

5.2.5  立体交叉道路范围内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可设置 PP 模块或钢

筋混凝土雨水调蓄池，功能为消减初雨面源污染、消减部分雨水峰

值、回用水提供绿化浇灌水源。 

5.2.6 城市道路濒临河道时，路面径流宜通过地表漫流或暗渠等形式

排入河道。宜在道路上与河道之间设置植被缓冲带、生态护岸等措

施，控制径流量、径流污染和峰值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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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技术措施 

5.3.1 道路工程 

1  道路应在满足道路基本功能的前提下达到相关规划提出的

低影响开发控制目标与指标要求； 

2  道路人行道应采用透水铺装，非机动车道在具备管养能力地

区可采用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透水铺装设计应满足国家有关标准

规范的要求； 

3  道路横断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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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径流雨水汇入低影响开发设施； 

4  当具备较宽绿化带时，路面雨水宜首先汇入道路红线内绿化

带、道路红线外绿地内的低影响开发设施内进行消纳。低影响开发

设施应通过溢流排放系统与城市雨水管渠系统相衔接，保证上下游

排水系统的顺畅； 

5  道路绿化带内低影响开发设施应采取必要的防渗措施，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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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道路绿化带为了满足设置低影响开发设施以及相关构造，需

对道路上不同种类绿化带的宽度及深度进行规定： 

1）侧绿化带：为满足低影响开发设施的布设宽度要求，侧分隔

带宽度小于 2.0 米的道路，不建议侧绿化带设置下沉式绿地等低影

响开发设施，侧分隔带大于 2.0 米的道路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侧分

隔带下设置下沉式绿地等低影响开发设施，低影响开发设施的收水

范围，可根据绿化带、路面宽度等具体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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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水盲沟设计：道路侧分带下沉式绿地宽度较小，考虑道路

路基的安全，需要在侧分隔带种植土下设置通长排水盲沟，盲沟内

埋设穿孔实壁 PE 管最后接入溢流式雨水口，盲沟碎石厚度不低于

40cm，盲沟底部以及路基路面受水影响范围内，需铺设一层防渗土

工布。5.3.2 城市高架桥部分 

城市高架道路下绿化带宜设置生物滞留设施。高架绿化带内设置

生物滞留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高架下绿化带具有较好的植被生长环境，且宽度较宽。 

2、宜采用局部下凹形式，在绿化带沿道路方向的两侧保留一定

宽度高势绿地，中间部分下凹设置生物滞留设施，处理经雨落水管收

集的高架道路路面雨水。 

5.3.3 侧绿化分隔带海绵设计与开口路缘石设计 

1、侧绿化分隔带海绵设计 

非机动车道与机动车道间设置的绿化隔离带，宜通过土壤改良来

增加其入渗率，采用生物滞留设施收集道路雨水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综合考虑绿化相关规划要求和生物滞留设施占地需求，设置

生物滞留设施的机非隔离绿化带宽度应≥2.0m。 

2）当绿化隔离带规划种植乔木时，生物滞留设施应与乔木种植

分段间隔布置。 

3）机非隔离绿化带内的生物滞留设施宜分段设置，设施宽度根

据道路机非隔离绿化带宽度确定，总长度根据服务道路的径流控制要

求确定，宜为10m~15m；下凹式绿地的雨水进水口宜与道路雨水口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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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相结合。 

 

图 5-1 侧分带海绵设施大样图 

 

图 5-2 下沉绿地雨水排放断面图（雨水口居中位置） 

 



23 

 

图 5-3 环保式溢流雨水口及截污挂篮大样 

2、侧分带立缘石设计 

为了保证立缘石在满足功能的同时，又能使路面雨水快速进入绿

化带中，目前常用的三种立缘石有三种：打孔立缘石、豁口立缘石和

间隔式立缘石。 

立缘石开口宽度应根据道路收水面积及设计标准计算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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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打孔立缘石大样图 

 

图 5-5 豁口与间隔式立缘石大样图 

5.3.4、非机动车道的海绵设计 

1、非机动车道可采用全透式透水混凝土结构； 

2、透水混凝土指标要求详见CJJ/T 135-2009《透水水泥混凝土

路面技术规程》，其余各结构层材料技术指标要求详见《城镇道路路

面设计规范》； 

3、设计透水混凝土面层时，应设计纵向和横向接缝。纵向接缝

的间距按路面宽度在3.0~40.5米范围内确定，横向接缝的间距宜为

4.0~6.0米；基层有结构缝时，面层缩缝应与其相应结构缝位置一致，

缩缝宽度一般为3～5mm。胀缝每隔30-50m设置一道，缝宽控制在15～

20mm左右，填缝料均采用橡树发泡塑胶柔性材料； 

4、全透式路面的土基应具有一定的透水性能，土壤入渗率不应

小于10-6m/s，且土基顶面距离季节性最高地下水位应大于1m。当土

基、土壤入渗率和地下水位高程等条件不满足要求时，应增加路面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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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设施（排水盲沟），排水盲沟应与道路设计时的市政排水系统相连。

全透式路面的路基顶面应设置反滤隔离层，可选用粒料类材料或土工

织物； 

5、下沉式侧绿化分隔带与透水水泥混凝土非机动车道下的排水

盲沟应协同设置。 

5.3.5、人行道的海绵设计 

人行道的海绵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人行道宜采用透水结构铺装。 

2、铺装要求平整、抗滑、耐磨、美观，建议采用大块透水砖，

颜色原则上以灰色调为主，结合项目周边环境选定铺装材质、颜色及

图案，并与之协调； 

3、透水砖铺装颜色、图案要求统一、连续，应注重边角及与构

造物衔接处的铺装细节处理设计。 

4、透水混凝土基层应严格按照配合比进行集中拌和，推荐采用

粒径4.75~9.5mm或9.5~13.5mm的单一级配碎石。 

5、干硬性水泥砂浆宜采用集中拌和工艺，并按水泥：砂子=1：

5~7配制，具体配合比应以实验为准。 

4.3.6、绿化海绵设计 

1、人行道设置的树池，宜采用生态树池，宜将相邻的树池通过

人行道透水铺装、人行道下方铺填专用种植土或人行道下方设置蓄

渗模块连接形成连续的海绵体。 

2、人行道与专用非机动车道间设置的绿化隔离带大于 2 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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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下沉式设计，使两侧雨水汇集到绿化带中，并宜将雨水口设置

于下凹式绿化带中。 

3、应根据场地条件和土壤特性选择适宜的植物种类及配置模

式，土壤的理化性状应符合当地土壤标准，并满足雨水渗透的要求。

适宜选用的植物参见附录 A《福州地区海绵城市绿地建设推荐植物》 

4、源头减排设施内的植物应根据设施水分条件、雨水径流水质

进行选择，宜选用耐涝、耐旱、耐污染能力强的本地适宜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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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与验收 

1、施工单位应配备具有良好的海绵技术相关设施专业知识的技

术人员。 

2、开工前，施工单位应会同建设单位、监理工程师确认本项目

海绵城市建设工程的分部（子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作为

各项雨水调节和综合利用设施施工质量检验、验收的基础。 

3、海绵城市建设设施应按照批准的设计文件和施工技术标准进

行施工，施工变更应经设计人员同意。 

4、在施工时应避免压实生态滞留过滤介质，建议土壤分层回填，

每层300mm左右高度，并用反向铲轻微拍打；由于浇灌也将使土壤紧

实，填埋高度可略增加、控制在50mm以内。 

5、在施工过程中应注意对碎石层中穿孔管的保护，避免回填夯

实过程中损坏管道。 

6、施工结束后检查出入口标高和生物滞留设施所有标高与设计

相符；确保在现场以及整个汇水区完全稳定之后再种植植被，植物在

适于种植的季节栽种将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和存活。 

7、海绵建设工程各子项中，道路透水铺装应最后施工，或应在

施工后采用土工布覆盖。 

8、透水面层工程质量、验收标准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透水砖

路面技术导则》（CJJ/T188）和《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导则》

（CJJ/T135）相关规定。路基、垫层和基层施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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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的相关规定，且渗透系数应符

合设计要求。 

9、施工过程中，应先对相关海绵设施进行验收，合格后方能进

入到绿化施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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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行维护 

7.1 透水路面维护 

透水路面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透水路面的养护工作内容可分为日常巡视与检测、清洗保养、

小修工程、中修工程、大修工程等。对于透水路面的较大损坏，应根

据损坏程度，及时安排中修工程、大修工程，进行维修和整修。 

2、应经常检查透水路面的透水情况，每季度应至少检查一次，

检查时间宜在雨后1h~2h。发现路面明显积水的部位，应分析原因，

及时采取维修保养措施。 

3、应定期对透水路面路段所有车道进行全面透水功能性养护，

全面透水功能性养护频率应根据道路交通量、污染程度、路段加权平

均渗水系数残留率、养护资金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后确定。透水路面

通车后，应至少每半年进行1 次全面透水功能性养护，透水系数下降

显著的道路应每个季度进行1次全面透水功能性养护。 

4、除全面透水功能性养护外，应根据透水路面污染的情况，及

时进行不定期的局部透水功能性养护，当发现路面上具有可能引起透

水功能性衰减的杂物或堆积物时，应立即清除，并及时安排局部透水

功能性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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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环保型溢流雨水口建设要求及维护 

1、环保型溢流式雨水口数量应根据路面汇水面积及设计标准，

通过计算选用，单箅雨水口的设计过水量30L/S。 

2、环保型溢流式雨水口标高应严格按照设计要求施工，避免路

面积水。 

3、初期雨水中含有的污染物的过滤收集主要通过雨水口周边级

配碎石进行滞留、下渗，碎石粒径，宽度、厚度应按设计选择，保证

截流和下渗效果。应期对碎石进行清洗或更换，冲洗废水应进入污水

系统。 

4、环保型溢流式雨水口应定期清理维护，避免落叶、垃圾堵塞

雨水篦，影响排水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