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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为推进嘉兴市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更好的指导海绵城市建设工程设计，编制组受嘉兴市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指挥

部委托编制《嘉兴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设计指导图集》。 

本图集以指导性为主，用于指导嘉兴海绵城市建设—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的构建设计。 

图集包括了低影响开发设计总说明、低影响开发系统及低影响开发设施三部分内容。图集编制过程中结合了嘉兴市

水文、地质、气象等特点，给出了具有本地区特点的低影响开发系统的构建方式，提出了具有本地区特点的低影响开发

设施设计参数、计算方式及常用的形式。 

海绵城市建设—低影响开发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各项技术措施及设计参数尚在探索阶段。因此，本图集将根据海

绵城市建设—低影响开发技术进展情况适时修订。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如有完善和补充建议，请与嘉兴市海绵城市建设工

程指挥部或嘉兴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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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说明 
1.1 编制依据 

本图集根据《嘉兴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标准图咨询合同》，

及住建部《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

（试行）进行编制。 

1.2 国家规范、图集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2014 年版）GB50014-2006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                  GB50318-2000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2015 年版）GB50015-2003 

《建筑与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GB50400-2006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J37-2012 

《城市道路路基设计规范》                    CJJ194-2013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            CJJ/T135-2009 

《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                   CJJ/190-2012 

《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                    CJJ/T188-2012 

《城市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CJJ1-2008 

《公园设计规范》                            CJJ48-1992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CJJ82-2012 

《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2005-2010 

《雨水综合利用》                               10SS705 

《种植屋面建筑构造》                            14J206 

《环境景观—滨水工程》                       10J012-4 

1.3 适用范围 

本图集适用于嘉兴地区新建、改建、扩建的城市道路、建

筑与小区、城市绿地（含绿道）与广场的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

工程设计。 

1.4 低影响开发系统（LID）及构建途径 

低影响开发（Low Impact Development，LID）指在场地开

发过程中采用源头、分散式措施维持场地开发前的水文特征，

也称为低影响设计（Low Impact Design，LID）或低影响城市

设计和开发（Low Impact Urban Design and Development，

LIUDD）。 

其构建途径为在城市道路、建筑与小区、城市绿地（含绿

道）与广场的规划建设中，采用源头削减、中途转输、末端调

蓄等措施，通过渗、滞、蓄、净、用、排等技术手段，实现城

市水文良性循环。其核心是通过低影响开发技术削减雨水径流

峰值和总量，维持场地开发前后水文特征不变。 

1.5LID 雨水系统类型 

LID雨水系统包括城市道路LID雨水系统、建筑与小区LID

雨水系统和城市绿地（含绿道）与广场 LID 雨水系统。 

 



1.6LID 技术类型 

1.6.1 低影响开发（LID）技术包括：雨水入渗技术、雨水收集

利用技术、雨水调蓄排放技术和生态驳岸，如图 1.6.1。 

 

图 1.6.1 低影响开发（LID）技术 

目前，嘉兴地区低影响开发系统工程中 普遍采用的是雨

水入渗技术和雨水收集利用技术，一个工程项目可采用其中的

一种或者两种。 

图 1.6.1 中前三种低影响开发技术都应设置雨水储存容积

和雨水溢流外排设施。 

1.6.2 雨水入渗技术 

（1）雨水入渗技术可分为埋地入渗技术和地面入渗技术。 

（2）埋地入渗技术的入渗面隐蔽在地面之下，通过埋地入

渗设施实现雨水入渗。埋地入渗系统的典型构成见图 1.6.2-1。 

 

图 1.6.2-1 埋地入渗系统构成 

（3）地面入渗技术的入渗面裸露在地表面，雨水可由透水

铺装直接入渗或通过生物滞留设施入渗，超量雨水溢流进入市

政雨水管或河道，地面入渗系统的典型构成见图 1.6.2-2。 

 

图 1.6.2-2 地面入渗系统构成 

1.6.3 雨水收集利用技术 

雨水收集利用技术是指汇集的雨水经雨水处理设施处理

后，用管道输送到景观水体或雨水储存池中，超量雨水溢流进

入市政雨水管或河道。 

雨水经集中处理后，回用至绿化浇灌、循环冷却系统补水、

水景补水、道路冲洗用水、冲厕用水等。 



雨水收集利用系统一般包括：雨水收集、雨水预处理、雨

水储存、水质处理和雨水回用。当雨水较为洁净时，也可不设

置雨水预处理设施。 

1.6.4 雨水调蓄技术 

雨水调蓄系统由雨水收集管道、调蓄设施、排水管道等构

成，其中调蓄设施优先利用雨水塘、雨水湿地、景观水体等绿

色设施，也可采用埋地调蓄池等灰色设施。 

1.6.5 生态驳岸 

生态驳岸是指通过植被保护，以保持自然堤岸特性的驳岸

设施，具有修复滨水带生态、净化水体等功能。 

1.7 低影响开发设施选用 

低影响开发设施选用应根据用地的功能、用地类型、土地

利用布局、水文地质等特点进行，可参照表 1.7 选用。 

1.8 其他 

1.8.1 本图集未注明的尺寸单位均以 mm 计。 

1.8.2 使用本图集时，还须遵循国家、地区现行标准、规范中的

有关规定及市政工程施工规范。 

 

 

 

 

 

 

 

 

 

 

 

 

 

 

 

 

 

 

 

 

 

 

 



表 1.7 低影响开发单项设施选用表 

序号 技术类型 单项设施 
用地类型 

建筑与小区 城市道路 城市绿地（含绿道）与广场 城市水系 

1 

雨水入

渗技术

地面入

渗技术 

透水铺装（不可过车） ● ○ ● ○ 

2 透水铺装（可过车） ● ● ○ ○ 

3 下沉式绿地 ● ● ● ○ 

4 生态树池 ● ◎ ● ○ 

5 植草沟 ● ● ● ○ 

6 种植屋面 ● ○ ○ ○ 

7 

埋地入

渗技术 

渗透检查井 ● ● ◎ ○ 

8 渗透管 ● ● ◎ ○ 

9 渗透沟 ● ◎ ● ○ 

10 渗透池 ● ◎ ● ○ 

11 
雨水收集利用技术 

雨水收集池 ● ◎ ● ○ 

12 雨水处理设施 ● ◎ ● ○ 

13 
雨水调蓄技术 

雨水塘 ◎ ○ ● ● 

14 雨水湿地 ◎ ○ ● ● 

15 生态驳岸技术 生态驳岸 ○ ○ ○ ● 

注：●——宜选用◎——可选用○——不宜选用。  



2 低影响开发（LID）设施计算 
2.1 设计参数 

2.1.1 嘉兴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 

根据嘉兴市气象观测站1981～2010年30年日雨量资料（不

包括降雪），将多年日降雨量值按大小排列，忽略 2 毫米以下

降雨之后，按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统计确定了嘉兴市的设计降雨

量。嘉兴市不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详见表

2.1.1。 

表 2.1.1 嘉兴市不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 
年径流总量

控制率（%）
32.7 53.1 66.1 74.7 80.9 85.3 88.5 91.1 93.0 94.4

设计降雨量

（mm）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注：当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中间值时，采用内插法求得。 

2.1.2 嘉兴市地区暴雨强度公式，如公式（1）所示： 

0.65510.647)(t
lgP)179.7167(10.641q




 （1） 

式中：q—暴雨强度[l/(s·ha)] 

P—设计重现期（a） 

t—降雨历时（min） 

2.1.3 设计降雨历时 

（1）雨水管渠是设计降雨历时应按下式（2）计算： 

21 tt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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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一般取

5min~15min）； 

t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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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径流系数 

不同种类下垫面的径流系数应依据实测数据确定，缺乏资

料时可参照表 2.1.4 取值。综合径流系数应按下垫面种类加权

平均计算，如公式（3）所示： 

F
F ii

C （3） 

式中：Ψc—综合径流系数； 

F—汇水面积（hm2）； 

Fi—汇水面上各类下垫面面积（hm2）； 

Ψi—各类下垫面的径流系数。 

 



表 2.1.4 径流系数 

下垫面种类 
雨量径流系数

Ψc 
流量径流系数

Ψm 
硬屋面 0.80-0.90 0.85-0.95 

绿化屋面 0.30-0.40 0.40 
混凝土或沥青广场、路面 0.80-0.90 0.85-0.95 
块石等铺砌路面及广场 0.50-0.60 0.55-0.65 

干砌砖石或碎石路面及广场 0.50-0.60 0.55-0.65 
非铺砌的土路面 0.30 0.25-0.35 

绿地 0.15 0.10-0.20 
水面 1.0 1.0 

地下室覆土绿地 
（覆土厚度≥500mm） 

0.15 0.25 

地下室覆土绿地 
（覆土厚度＜500mm） 

0.30-0.40 0.40 

透水铺装地面 0.08-0.45 0.08-0.45 
下沉广场（50 年及以上一遇） -- 0.85-1.0 

2.1.5 土壤渗透系数应依据实测数据确定，缺乏资料时可参照 

表 2.1.5 取值。 

2.2 水量计算 

2.2.1 雨水径流总量计算： 

FW zc dh10 （4） 

式中：W—雨水径流总量（m3）； 

Ψzc—雨量综合径流系数； 

hd—降雨量（mm）； 

F—汇水面积（hm2） 

表 2.1.5 土壤渗透系数 

地层 
入渗系数 K 

m/d m/s 
黏土 ＜0.005 ＜6×10-8 

粉质粘土 0.005~0.1 6×10-8~1×10-6 
黏质粉土 0.1~0.5 1×10-6~6×10-6 
粉砂 0.5~1.0 6×10-6~1×10-5 
细砂 1.0~5.0 1×10-5~6×10-5 
中砂 5.0~20.0 6×10-5~2×10-4 

均质中砂 35.0~50.0 4×10-4~6×10-4 
粗砂 20.0~50.0 2×10-4~6×10-4 

均质粗砂 60.0~75.0 7×10-4~8×10-4 

2.2.2 设计流量计算 

FQ zmq （5） 

式中：Q—设计流量（L/s）； 

Ψzm—流量综合径流系数； 

q—设计暴雨强度[l/(s·ha)]； 

F—汇水面积（ha）。 

2.2.3 雨水径流控制量计算 

2.2.3.1 雨水径流控制量采用公式（6）计算： 

KzcFHW  10 （6） 

式中：ΔW—雨水径流控制量（m³）； 

Ψzc—雨量综合径流系数； 

F—汇水面积（hm2）； 



Hk—设计目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

(mm)，详见表 2.1.1。 

2.2.3.2 当地区整体改建时，对于相同的设计重现期，改建后的

径流量不得超过原有径流量。 

2.3 低影响开发（LID）单项设施计算 

2.3.1LID 设施的设计规模宜采用容积法，并按式（6）计算。

当用于径流总量控制时，设计降雨量按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

的设计降雨量取值；当用于水质控制时，设计降雨量可根据室

外排水设计规范分流制排水系统径流污染控制标准取值

4mm~8mm。 

2.3.2 雨水入渗设施计算 

2.3.2.1 地表污染严重的地区不应设置以入渗功能为主的源头

控制设施。 

2.3.2.2 入渗设施的入渗量采用公式（7）计算： 

sSs tKJAW  （7） 

式中：WS—入渗设施的入渗水量（m³）； 

α—综合安全系数，一般可取 0.5-0.8； 

K—土壤入渗系数（m/s）； 

AS—需要配置的有效入渗面积（㎡）； 

ts—入渗时间（s），地面入渗系统宜取 24h；埋地入渗

系统宜取 72h； 

J—水力坡度，一般取 1。 

2.3.2.3 入渗设施有效入渗面积 AS按下列要求确定： 

（1）水平入渗面按实际面积计算； 

（2）竖直入渗面按有效水位高度的 1/2 对应的面积计算；

（3）斜入渗面按有效水位高度的 1/2 所对应的斜面实际面

积计算； 

（4）埋地入渗设施的顶面积不计。 

2.3.2.4 入渗设施进水量采用公式（8）计算： 

czcy
c

C tFF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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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60 0 （8） 

式中：Wc—入渗设施进水量（m3）； 

Fy—入渗设施受纳的集水面积（m2）； 

F0—入渗设施的直接受水面积，埋地入渗设施取0； 

tc—入渗设施产流历时（min）； 

qc—入渗设施产流历时对应的暴雨强度[l/(s·ha)]。 

2.3.2.5 入渗系统产流历时内的蓄积雨水量采用公式（9）计算： 

）（ SCP WWMW  ax （9） 

式中：WP—产流历时内的蓄积水量（m3），产流历时经计算确

定，不宜大于 120min。 

2.3.2.6 透水铺装设计计算 

（1）透水铺装蓄（排）水能力应满足嘉兴 2 年一遇的暴雨强



度下，持续 60min，表面不产生径流。 

（2）透水路面有效雨水储存量采用公式（10）计算： 

iiiC DSV   （10） 

式中：Vc—有效雨水存储量（m3）； 

Si—砂砾料和砾石垫层、透水面层面积（m2）； 

Di—砂砾料和砾石垫层、透水面层厚度（m）； 

θi—砂砾料和砾石垫层、透水面层孔隙率； 

β—安全系数，取 0.5-0.8。 

（3）孔隙率应满足下列要求： 

1）透水砖有效孔隙率不小于 20%； 

2）透水混凝土有效孔隙率不小于 15%； 

3）砂砾料和砾石的有效孔隙率不小于 15%。 

4）透水路面内的蓄水宜在 24 小时内排空。 

2.3.2.7 植草沟 

（1）植草沟设计流量采用公式（11）计算： 

n
IRAQ

2
1

3
2


 （11） 

式中：Q—设计流量（m3）； 

A—断面面积（m2）； 

R—水力半径（m）； 

I—植草沟坡度； 

n—曼宁系数，宜取 0.03。 

（2）当植草沟用于排除一定设计重现期下的径流雨水时，其

设计流量应为一定重现期下的径流峰值流量。 

2.3.3 雨水收集利用设施计算 

2.3.3.1 收集利用设施的供水能力或用户数量按式（12）配置： 

hii Wtnq  （12） 

式中：qi—第 i 种用水户的日用水定额（m3/d），根据《建筑给

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2003（2015 年版）和《建筑

中水设计规范》GB50336-2002 计算； 

ni—第 i 种用水户的用户数量； 

t—用水时间，一般取 3d； 

Wh—收集利用设施雨水储水量（m3）。 

当有初期雨水弃流时，Wh应扣除弃流量。 

当雨水用户配置不满足式（12）要求时，需另设入渗等设

施消纳雨水。 

当雨水主要用于补充小区景观水体，且作为该水体主要水

源时，可不受式（12）约束。 

2.3.3.2 雨水处理设备计算 

（1）当设有雨水清水池时，雨水处理量按式（13）计算： 

T
W

Q y
y  （13）

 



式中：Qy—设备处理能力（m3/h）； 

Wy—管网日用雨水量（m3），按 iinq 计算； 

T—雨水处理设施的日运行时间（h），可按 20-24h 取值。 

（2）当无雨水清水池和高位水箱时，雨水处理量按回用雨水

系统的设计秒流量计算。 

2.3.3.3 雨水收集利用系统的年可用雨水量按式（14）计算： 

FmW zca dh10 （14） 

式中：Wa—雨水设计径流总量（m³）； 

Ψzc—雨量综合径流系数； 

hd—年降雨厚度（mm）； 

F—计算汇水面积（hm2）； 

m—可收集利用的降雨量系数，可取 0.6~0.7。 

2.3.4 雨水调蓄排放设施计算 

2.3.4.1 调蓄排放设施的排放能力计算。 

调蓄排放设施的设计排水流量应取下列两式（15）（16）中的

较小值： 

'' 2.0 qFQ  （15）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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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式中：Q’—设计排水流量（L/s）； 

0.2—建设项目开发前的流量径流系数； 

q—设计暴雨强度[l/(s·ha)]，可按 2 年重现期、10~15min

降雨历时计算（mm）； 

F’—调蓄排放设施的汇水面积（ha）； 

ΔW—调蓄排放设施承担的雨水控制量（m3），可参照

式（6）计算； 

t’—排空时间（s），宜按 6~12 小时计。 

2.3.4.2 根据设计排水流量 Q’确定排放管管径。 

2.3.4.3 调蓄排放设施的雨水储水池的调蓄池容积 V’可按式（17）

计算：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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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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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mmm
tFqtQQV （17） 

式中：V’—调蓄池容积（m³）； 

Q—雨水设计流量（L/s）； 

tm—调蓄池蓄水历时（min），不大于 120min； 

Ψzm—流量综合径流系数； 

qm—设计暴雨强度[l/(s·ha)]，降雨重现期宜取 2 年，降

雨历时取蓄水历时 tm。 

2.3.5 湿塘、雨水湿地容积计算 

湿塘、雨水湿地应根据汇水面积、蒸发量、入渗量、滞留

雨水量等实际情况计算其水量平衡。 



3 常用材料要求 
3.1 穿孔管外砾石 

穿孔管外砾石的参数及要求见下表 3.1。 

表 3.1 穿孔管外砾石的参数及要求表 
参数 要求 
材质 水洗砾石 

粒径（mm） 20-30 

3.2 地下排水层穿孔管 

地下排水层穿孔管参数及要求见下表 3.2。 

表 3.2 地下排水层穿孔管参数及要求表 
参数 要求 
材质 HDPE 管材 
坡度 ＞0.05% 

钻孔孔径（mm） 10-15 
开孔率 1%~3% 

穿孔管上下砾石层厚度（mm） ＞50 
环刚度（KN/m-2） ＞4 

3.3 土工布 

土工布的参数及要求见表 3.3。 

表 3.3 土工布的参数及要求表 
参数 要求 
类型 短纤维、针刺、非织造土工布 

有效孔径（mm） 0.20-0.25 
入渗系数（cm/s） ＞0.03 

厚度（mm） ＞0.2 

抗拉强度（kg/cm） ＞20 
刺穿强度（kg） ＞15 

单位面积质量（g/m-2） ＞200 

3.4 种植土 

种植土可参照下表 3.4.1 表 3.4.2 配置。 

表 3.4.1 配置土壤特性表 
参数 要求 

入渗系数 约 2×10-6m/s 
pH 5.5~6.5 

有机质含量（%） 约 5.0 
陶粒（%） 约 15% 
土壤（%） 约 80% 

田间持水率（%） 约 35.48% 

表 3.4.2 配置土壤特性表 
参数 要求 

渗透系数 约 1×10-6m/s 
粘土含量（%） 75%~85% 

净水厂污泥颗粒填料 
含量 15%~25% 

氨氮吸附容量 ≥12mg/g 
磷吸附容量 ≥12mg/g 

田间持水率（%） 约 44% 

注：本表仅供参考。种植土宜根据现场土质条件及植物配置进行选择。 

 

 

 



3.5 种植土覆盖层 

表 3.5 树皮的参数及要求表 
参数 要求 
外观 黑褐色 
材料 松树皮 
尺寸 50-80mm 
腐熟度 自然堆积发酵 12 个月以上 
干度 干度≥85%（每升≤185 克） 

3.6 透水砖接缝用砂 

表 3.6 透水砖接缝用砂级配表 

筛孔尺寸(mm) 10 5.0 2.5 1.25 0.63 0.315 0.16 

通过质量百分率(%) 0 0 0-5 0-20 15-75 60-90 90-100

3.7 透水级配碎石基层 

表 3.7 透水级配碎石基层集料级配表 

筛孔尺寸(mm) 26.5 19 13.2 9.5 4.75 2.36 0.75

通过质量百分率(%) 100 85-95 65-80 55-70 55-70 0-2.5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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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影响开发系统说明 
一.城市道路 LID 雨水系统 

1.城市道路应在满足道路基本功能的前提下，达到低影响开发

控制目标与指标要求。 

2.城市道路径流雨水首先通过有组织的汇流与转输，引入道路

红线内、外绿地内，并通过设置在绿地内的低影响开发设施进

行雨水入渗、储存、净化，超量雨水溢流进入市政雨水管或河

道。低影响开发设施的选择应因地制宜、经济有效、方便易行。 

3.道路人行道宜采用透水铺装，非机动车道有条件的宜采用透

水沥青路面或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 

4.城市道路LID系统形式 

一般城市道路按路幅分为:单幅路、双幅路、三幅路、四幅

路四种形式；根据道路人行道宽度、分隔带宽度的不同低影响

开发建设形式也不同，具体形式详见下表： 

分类 

路幅 
（一） （二） （三） （四） 

单幅路 
适用于城市

道路；人行

道设置树池 

适用于城市

道路；人行

道设置树

带；两侧无

退让绿地 

适用于城市

道路；人行

道设置树

带；两侧有

退让绿地 

适用于建筑

小区或公园

内部道路。

双幅路 
中分带不设

置低影响开

中分带不设

置低影响开

中分带设置

低影响开发

中分带设置

低影响开发

发设施；人

行道设置树

池；两侧无

退让绿地 

发设施；人

行道设置树

带 

设施；人行

道设置树

池；两侧无

退让绿地 

设施；人行

道设置树

池；两侧无

退让绿道 

四幅路 

机非分隔带

设置低影响

开发设施；

人行道设置

树池；两侧

有退让绿地

机非分隔带

设置低影响

开发设施；

人行道设置

树带；两侧

无退让绿地

  

*三幅路参照四幅路执行 

5.系统要点 

（1）当中央分隔带宽度≥4m时，中央分隔带宜设置LID设施；

当中央分隔带宽度＜4m时，中央分隔带不宜设置LID设施，但

中央分隔带自身雨水需设置自然消化措施。 

（2）当人行道宽度≥4m时，人行道上宜设置树带，树带宽度

宜≥1.5m。 

（3）当机非分隔带宽度≥4m时，机非分隔带宜设置LID设施；

当机非分隔带宽度＜4m时，机非分隔带不宜设置LID设施。 

（4）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增加各绿化带宽度，以提

高其滞水能力。 

（5）道路雨水系统应按《室外排水设计规范》（2014年版）要

求设计。 

 



二.建筑与小区 LID 雨水系统 

1.建筑与小区径流雨水包括屋面径流雨水、路面径流雨水及绿

化径流雨水。 

2.屋面径流雨水可以通过设置绿色屋顶实现雨水径流量的削减

及径流峰值的延缓，无条件设置绿色屋顶时，可用通过设置雨

水罐实现雨水的收集利用。 

3.路面径流雨水通过有组织的汇流和转输，经截污等预处理后 

引入绿地内以雨水入渗、储存、净化等为主要功能的 LID 设施

内进行处理。 

4.各 LID 设施的溢流雨水通过雨水管道进行收集，收集到的雨

水可用于补充景观水体。绿地条件充足时，雨水宜通过湿塘/

雨水湿地处理后再就近排入河道。无绿化条件时，雨水应通过

末端物理设施拦污后再就近排入河道。 

三.城市绿地（含绿道）与广场 LID 雨水系统 

1.城市绿地（含绿道）应通过微地形的设计，实现自身径流雨

水的消纳。当绿地规模较大时，除自身径流雨水外，还应为周

边区块的径流雨水处理提供空间。 

2.广场应设置为透水铺装，超渗雨水通过有组织的汇流与转输，

引入广场周边绿地内以雨水入渗、储存、净化等为主要功能的

LID 设施内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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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入渗—透水铺装说明

一.适用范围： 

本章节适用于城市绿地与广场、建筑与小区、城市道路人

行道的透水路面新建或改造工程。 

二.设计要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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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径流雨水汇入绿地内低影响开发

设施。 

2.道路路面排水可选择采用生态排水的方式，透水路面结构形式

可根据道路所处地域年降雨量和道路使用环境、土质情况选择。 

3.公园道路与小区道路、广场及停车场宜采用透水路面结构，

主要透水砖、植草地坪砖、透水混凝土等形式。 

4.透水混凝土是由粗骨料及水泥基胶结料经拌合形成的具有连

续孔隙结构的混凝土。 

5.透水路面结构与现有建筑及市政道路交接位置应做好相关防

水措施，避免雨水侵入。 

6.透水路面结构内部应做好相关排水设计。 

三.技术要求： 

1.透水路面材料应就地取材，并应有利于自然环境和生态景观

的保护。 

2.透水混凝土应进行28d龄期抗压强度试验，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0。透水混凝土弯拉强度试验应符合以下规定： 

 透水混凝土 小弯拉强度（MPa） 

抗压强度等级 C20 C25 C30 C35 

抗拉强度等级 2.5 3.0 3.5 4.0 

3.透水级配碎石透水系数不应小于等于1.0×10-2cm/s，孔隙率

不小于15%；集料压碎值不大于26%。 

4.透水混凝土透水系数不应小于等于5.0×10-2cm/s，孔隙率不

小于15%；透水混凝土等级不低于C20，抗折强度不低于2.0Mpa。 

5.透水混凝土水泥应选用强度等级不低于42.5级（含42.5级）普

通硅酸盐水泥，其性能等级应符合国家标准要求。透水混凝土

性能应符合《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CJJ135-2009）。 

6.透水混凝土每隔4～6m设置横向缩缝，缝宽3～8mm，缩缝中

嵌入弹性嵌缝材料。透水混凝土缩缝深度宜为混凝土板块厚度

的1/2～1/3，胀缝应与层厚相同，施工中施工缝可代替缩缝。 

7.透水水泥混凝土面层不应在雨天浇筑。当室外日平均气 

温连续5d低于5 ℃时，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不得施工。当室外

高气温达到32 ℃及以上时，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不宜施工。 

8.透水砖透水系数不应小于等于 1.0×10-2cm/s,孔隙率宜达到

20%，保水量在通常状态下 10000cc/m；透水砖防滑等级为 P3，

相应防滑性能指标 BPN 大于等于 60；透水砖相关性能指标应

符合《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CJJ/T-2012）。







雨水入渗—广义下沉式绿地说明 
一.适用范围 

广义下沉式绿地指具有一定的调蓄容积（不包括调节容

积），且可用于调蓄和净化径流雨水的绿地。本设计指引的广

义下沉式绿地包括生物滞留设施（包括Ⅰ型普通下沉式绿地、

Ⅱ型生物滞留带、Ⅲ型雨水花园、生态树池）和植草沟（转输

型、入渗型）。 

1.下沉式绿地Ⅰ型-普通下沉式绿地 

普通下沉式绿地广泛适用于城市道路、建筑与小区、城市

绿地（含绿道）与广场。在地坪高、卫生差、垃圾多和植被娇

贵的地区，不适合建设下沉式绿地。 

2.下沉式绿地Ⅱ型-生物滞留带 

生物滞留带适用于城市道路机非隔离带或中央分隔带内，

但径流雨水进入生物滞留带之前需要对泥砂、垃圾等进行集中

去除。 

3.下沉式绿地Ⅲ型-雨水花园 

雨水花园广泛适用于城市道路、建筑与小区、城市绿地（含

绿道）与广场，但径流雨水进入雨水花园之前需要对泥砂、垃

圾等进行集中去除。 

4.生态树池 

生态树池适用于城市道路人行道、城市广场内，但径流雨

水进入生态树池之前需要对泥砂、垃圾等进行集中去除。 

5.转输型植草沟 

转输型植草沟适用于建筑与小区内道路，广场、停车场等

不透水面的周边，城市道路及城市绿地等区域，可用于衔接其

他各单项低影响开发技术措施和城市雨水排放系统，也可作为

生物滞留设施、湿塘等低影响开发技术设施的预处理设施。 

6.入渗型植草沟 

入渗型植草沟适用于建筑与小区内道路，广场、停车场等

不透水面的周边，城市道路及城市绿地等区域，既可单独用作

雨水入渗、净化，也可用于衔接其他各单项低影响开发技术措

施和城市雨水排放系统。 

二.系统原理 

1.生物滞留设施主要通过植物、土壤颗粒和微生物的系统作用

实现雨水的下渗、物理净化和生物净化。 

2.植草沟主要通过植物拦截、土壤颗粒过滤等作用实现雨水的

下渗和净化。 

三.设计要点 

1.生物滞留设施设计要点： 

（1）设施表层标高应低于周边铺砌地面或道路，下凹深度应

根据植物耐淹性能和土壤入渗性能确定，下凹深度宜取



100-200mm， 深不超过 250mm。 

（2）除简易生物滞留设施外，生物滞留带、生态树池等复杂

型生物滞留设施宜设置种植土壤覆盖层、种植土及填料层、砂

石层、砾石层等，种植土及填料层和砂石层以及砂石层和砾石

层之间应设置透水土工布。 

（3）对于污染严重的汇水区域，在径流雨水汇入生物滞留设

施之前，应选用植草沟、沉砂设施等低影响开发技术设施对雨

水径流进行预处理，去除大颗粒物质并减缓流速。 

（4）若生物滞留设施离周边建构筑物较近（≤生物滞留设施），

则需做防渗处理，溢流及出流雨水流入附近的排水系统中。 

（5）生物滞留设施底部入渗面距离距离季节性 高地下水位

不宜小于 1000mm。 

（6）对于径流污染严重、设施底部入渗面距离季节性 高地

下水位或岩石层小于 1000mm、距离建筑物基础小于 3000mm

（水平距离）或生物滞留设施下的天然土壤入渗系数大于

10-3m/s 的区域，应采取必要的防渗措施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7）当生物滞留设施下的天然土壤入渗系数小于 10-6m/s 时，

需设置穿孔排水管，穿孔排水管设置在砾石层。 

（8）生物滞留设施植被及种植土层的厚度视植物类型确定，

当种植草本植物≥物滞留设施，小灌木≥小灌木≥施，大、中

灌木≥大、中灌木，乔木≥乔木≥灌木植。要求种植土透水性

能好并满足《园林绿化工程施及验收规范》，植物宜选用当地

耐淹植物。 

（9）生物滞留设施应用于道路绿化带时，若道路纵坡大于 1%，

应设置挡水堰、台坎或其他消能设施，以减缓水流流速并增加

雨水入渗量。 

（10）为减少水流冲刷带来的水土流失，生物滞留设施宜设置

种植土壤覆盖层，土壤覆盖层可选用树皮、碎石或者砾石等，

厚度宜取 50-100mm。 

2.植草沟设计要点： 

（1）植草沟标高应低于周边铺砌地面或道路，下凹深度应根

据植物耐淹性能和土壤入渗性能确定，下凹深度宜取

150-300mm。 

（2）植草沟沟宽应根据汇水面积及浅沟纵坡确定，宜取值

500～2500mm。 

（3）植草沟边坡（垂直：水平）宜取值 1:3～1:4，纵向坡度宜

取值 0.3%～5%。 

（4）除转输型植草沟外，下渗型植草沟宜设置草坪层、种植

土层、砾石排水层等，种植土层和砾石排水层之间应设置透水

土工布。 

（5）对于径流污染严重、设施底部入渗面距离季节性 高地

下水位或岩石层小于 1000mm、距离建筑物基础小于 3000mm



（水平距离）或天然土壤入渗系数大于 10-3m/s 的区域，应采

取必要的防渗措施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6）当入渗型植草沟下的天然土壤入渗系数小于 10-6m/s 时，

需设置穿孔排水管，穿孔排水管设置在砾石层。 

（7）植草沟内植被高度宜控制在 100～200mm。 

（8）植草沟植被及种植土层的厚度视植物类型确定，植草沟

内宜种植草本植物，种植土层厚度不宜小于 300mm。要求种植

土透水性能好并满足《园林绿化工程施及验收规范》，植物宜

选用当地耐淹植物。 

四技术要求 

1.生物滞留设施技术要求： 

（1）径流雨水进入生物滞留设施宜集中进入，入出口应设置

沉砂、沉泥等设施，同时设施消能措施以减少对生物滞留设施

的冲刷。 

（2）生物滞留设施内应设施溢流雨水口（含截污挂篮），溢流

口高度应高于设施 低处 50-150mm，同时溢流式雨水口四周

宜设置宽不小于 100mm，高为 50-150mm，粒径 20-30mm 的

卵石缓冲堆，以减少泥砂进入雨水管网系统。溢流式雨水口间

距应根据设施对应的汇水面积计算确定，雨水口的过流量应能

满足短历时高强度降雨时段的排水需求，宜为 25-50m。连接

管串联雨水口个数不宜超过 3 个，溢流口连接管长度不宜超过

25m。 

（3）穿孔排水管应敷设于砾石层中，管径宜大于 150mm，穿

孔排水管上下砾石层度不得小于 50mm。 

（4）透水土工布应满足透水性能要求和材料强度要求。 

2.植草沟技术要求： 

（1）应根据植草沟的服务汇水面积和周边铺砌地面或道路坡

度情况，合理考虑是否在植草沟内设置溢流雨水口。 

（2）植草沟应用于道路绿化带时，若道路纵坡大于 1%，应设

置挡水堰、台坎或其他消能设施，以减缓水流流速并增加雨水

入渗量。 

（3）如需设置溢流雨水口，溢流雨水口设置要求同生物滞留

设施。 

（4）如需设置穿孔排水管，穿孔排水管应敷设于砾石层中，

管径宜大于 150mm，穿孔排水管上下砾石层度不得小于 50mm。 

（5）透水土工布应满足透水性能要求和材料强度要求。 

 

 

 

 

 

 

















雨水入渗—种植屋面说明

一.适用范围 

1.本章节适用于嘉兴市新建、改建、扩建的民用建筑及工业建

筑的绿色屋顶工程和地下建筑的绿色屋顶工程。 

2.适用本图集的屋面应为坡度 2%～10%的钢筋混凝土基板平

屋面、坡度 10%～50%的钢筋混凝土坡屋面、坡度 1%～2%的

地下建筑顶板屋面。 

二.系统原理 

1.种植屋面的设计应遵循低影响开发的理念，根据实际项目整

体的低影响开发系统设计方案，选择合理的建筑屋面雨水处理

方式； 

2.宜将屋面雨水通过屋顶设置的微地形、透水铺装等低影响开

发设施进行收集处理，并设置屋面雨水回收利用系统收集雨水

用于屋面的绿化灌溉； 

3.暴雨时屋面雨水应通过天沟、雨水落水管等设施引入建筑地

面的低影响开发设施。 

4.通过有效的控制措施，绿色屋顶的雨水径流系数达到 0.3～

0.4，有效降低了场地雨水径流。 

三.设计要点 

1.种植屋面工程的设计应包括选择屋面的种植类型，设计屋面

种植系统，选择相适宜的屋面构造工程做法，设计屋面给排水

系统，计算屋面结构荷载等，设计时应综合考虑地区气候条件、

建筑形式、功能要求等因素，遵循因地制宜的设计原则，合理

进行种植屋面工程设计。 

2.种植屋面工程的种植系统类型可分为简单式种植、花园式种

植。简单式种植仅种植地被植物、低矮灌木；花园式种植将种

植乔灌木和地被植物，并设置休憩、观赏设施；花园式种植也

可在可移动组合的容器、模块中种植植物，并放置在屋面上。 

3.对于建筑高度不高于 50m 的公共建筑以及建筑层数在 18 层

及以下的住宅建筑上人屋面，其种植系统宜设置花园式种植，

对于建筑不上人屋面、建筑高度高于 50m 的公共建筑以及建筑

层数在 18 层以上的住宅建筑屋面，其种植系统宜设置简单式

种植。 

4.种植植物应选择适应嘉兴地区生态环境条件和体现地方特色

的乡土植物及外来适用植物，宜选用耐旱、耐瘠薄、生长缓慢、

方便养护的植物，不宜选择根系穿刺性强的植物种类，不宜选

用速生乔木、灌木和根状茎发达的植物。 

5.种植屋面工程的防水层应满足一级防水等级设防要求，且必

须设置一道有耐穿刺性能的防水材料。 

3.6 本图集未详尽处参见《种植屋面建筑构造》14J206 及《种

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JGJ 155-2013。 



四.技术要求 

1.种植屋面工程必须遵照屋面总体设计要求施工。 

2.进场的防水材料和保温隔热材料，应按相关规定抽样复查，

提供检验报告。严禁使用不合格材料。 

3.施工前应对卷材、涂料与基层处理剂、胶黏剂、密封材料、

涂料保护层等相容性进行确认。 

4.种植屋面工程的施工与验收应严格按照《种植屋面工程技术

规程》JGJ 155-2013 的相关规定执行。 

5.绿色屋顶防水工程竣工后，应进行 48 小时蓄水检验，必须确

认无渗漏现象，方可进行下一道施工程序。 

 

 

 

 

 

 

 

 

 

 

 

 

 

 

 

 

 

 

 

 

 

 

 

 

 

 

 

 

 

 

 

 







雨水入渗—埋地入渗设施说明

一.适用范围 

埋地入渗设施适用于城市道路、建筑与小区、城市绿地（含

绿道）与广场。 

二.系统原理 

硬化地面的雨水经过下沉式绿地、植草沟等低影响设施进

入埋地入渗设施或者硬化地面的雨水直接进入埋地入渗设施，

部分雨水入渗地下，超量雨水溢流进入管道排除。 

三.设计要点 

1.埋地入渗设施分为：入渗雨水口、渗透检查井、渗透管、渗

透沟、渗透池。 

2.埋地入渗设施的进出水管标高由设计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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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埋地入渗设施底部入渗面距离季节性 高地下水位或岩石层

小于 1000mm、距离建筑物基础小于 3000mm（水平距离）或

天然土壤入渗系数大于 10-3m/s 的区域，应采取必要的防渗措

施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四.技术要求 

1.污染严重的汇水区下渗前必须通过植草沟、植被缓冲带等设

施对雨水进行预处理。 

2.入渗雨水口、渗透检查井必须设置截污框拦截雨水中的固体

物，可人工取出截污框，并对其进行清理。 

3.埋地入渗设施尺寸应根据工程设计调蓄容积确定，有效调蓄

容积应扣除充填碎石体积。 

4.埋地入渗设施需定期进行清理维护。 

 

 

 

 

 

 

 

 

 

 

 

 

 



















雨水调蓄设施说明

一.适用范围 

雨水调蓄设施是指在降雨期间调节和储存部分雨水，以增

加雨水入渗、蒸发、收集利用，实现削减径流污染、降低径流

峰值等目标。雨水调蓄设施包含物理调蓄池调蓄和生态调蓄两

大类。物理调蓄池设计要求参见相关标准、图集。本设计指引

的生态雨水调蓄包括湿塘和生态湿地。 

1.湿塘：湿塘适用于绿地、开放空间充足的建筑与小区、城市

道路、广场等雨水的处理。 

2.雨水湿地：雨水湿地适用于具有一定空间条件的建筑与小区、

城市道路、绿地和滨水带等区域的雨水处理。 

二.系统原理 

1.湿塘雨水处理系统原理：雨水通过管道排入湿塘系统的预处

理前池进行沉泥、沉砂处理，将雨水中的大颗粒、可沉淀污染

物去除后，雨水通过溢流通道排入湿塘，湿塘内的水生植物、

微生物对雨水中的可溶性污染物进行净化作用。当降雨量超过

湿塘的设计调蓄容积时，雨水通过溢流通道排入河道。 

2.雨水湿地雨水处理系统原理：雨水通过管道排入雨水湿地的

预处理前池进行沉泥、沉砂处理，将雨水中的大颗粒、可沉淀

污染物去除后，雨水通过溢流通道排入雨水湿地系统的高位沼

泽和低位沼泽区域，通过水生植物、微生物对雨水中的可溶性

污染物进行净化作用。当降雨量超过雨水湿地的设计调蓄容积

时，雨水通过溢流通道排入河道。 

三.设计要点 

1.湿塘设计要点： 

（1）湿塘一般由进水管、预处理前池、溢流堰、湿塘、溢流

通道等构成。 

（2）湿塘进水管管口应堆放石块、碎石或设置消能砍，以缓

解水流对预处理前池的冲刷。 

（3）湿塘内应种植水生植物，湿塘四周有一定的缓坡，坡上

种植本地耐湿植物。 

（4）湿塘外围应设置护栏、警示牌等安全防护和警示措施。 

（5）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湿塘进行定期清淤。 

（6）为保障极端降雨情况下的排水需求，湿塘应设置紧急溢

流口。 

2.雨水湿地设计要点： 

（1）雨水湿地一般由进水管、预处理前池、高/低位沼泽、后

池、溢流通道等构成，辅助以驳岸、养护通道等。 

（2）雨水湿地进水管管口应堆放石块、碎石或设置消能砍，

以缓解水流对预处理前池的冲刷。 

（3）雨水湿地内低位沼泽处应种植水生植物，高位沼泽处应



种植干湿两栖植物，雨水湿地四周有一定的缓坡，坡上种植本

地耐湿植物。 

（4）雨水湿地外围应设置护栏、警示牌等安全防护和警示措

施。 

（5）应根据实际情况对雨水湿地进行定期清淤。 

（6）为保障极端降雨情况下的排水需求，雨水湿地应设置紧

急溢流口。 

四.技术要求 

1.湿塘技术要求： 

（1）湿塘的调蓄水量宜在 24-48h 内排空。 

（2）预处理前池后溢流堰具体形式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计，

溢流堰应该满足短历时降雨雨水的排放要求及预处理前池的

沉淀时间要求。预处理前池容积应与进水管道匹配的重现期雨

水量停留时间不小于 30s，预处理前池驳岸形式宜为生态驳岸，

边坡坡度（垂直:水平）一般为 1:2-1:8。 

（3）湿塘包括常水位一下的永久容积和设计的有效调蓄容积。

永久容积水深一般为 0.5m-0.8m，设计有效调蓄容积的有效调

蓄水深宜为 0.8-1.0m。湿塘的有效调蓄容积应根据湿塘的服务

面积及设计降雨量标准进行计算确定。 

2.雨水湿地技术要求： 

（1）雨水湿地的调蓄水量宜在 24h 内排空。 

（2）预处理前池后溢流堰具体形式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计，

溢流堰应该满足短历时降雨雨水的排放要求及预处理前池的

沉淀时间要求。预处理前池容积应与进水管道匹配的重现期雨

水量停留时间不小于 30s，预处理前池驳岸形式宜为生态驳岸，

边坡坡度（垂直:水平）一般为 1:2-1:8。 

（3）雨水湿地包括常水位一下的永久容积和设计的有效调蓄

容积，永久容积水深不应超过 1.0m。湿塘的有效调蓄容积应根

据湿塘的服务面积及设计降雨量标准进行计算确定。 

（4）为保障沼泽内植物的正常生长，雨水湿地低位沼泽标高

应低于地下常水位 0.1～0.3m，高位沼泽应高于地下常水位

0.3～0.5m。 

 

 

 

 

 

 

 

 

 







雨水收集利用系统说明

一.适用范围 

1.本系统适用于有雨水利用需求的建筑与小区、城市绿地与广

场等。 

2.雨水经处理后可用于绿化浇灌、道路冲洗等。 

3.雨水调蓄池和清水池可采用模块式、钢筋混凝土、砖砌以及

成品容器等形式。本图纸为成套一体化模块式雨水收集利用系

统。 

4.分体雨水混凝-过滤工艺收集利用系统流程设计参见《雨水综

合利用》（10SS705）第 20 页-24 页。 

二.系统原理 

通过管渠将雨水收集储存于蓄水池并采用一定的净化设

施对雨水进行处理，然后将处理后的雨水回用。雨水回用系统

具有减少径流总量同时一定程度上削减径流峰值流量、控制径

流污染的功能。 

三.设计要点 

1.雨水量应根据嘉兴市暴雨强度公式计算。 

2.设计 高时用水量根据回用水量计算确定。 

四.技术要求 

1.雨水处理系统 

（1）自清洗过滤器按回用水量选用。 

（2）消毒设施可根据实际水质要求选用。 

（3）当雨水水质较好且会用水质要求不高时，可不设清水池，

用水直接从蓄水池抽取，但需要保证从水池的上部吸水，不扰

动底部的沉淀层。 

（4）雨水处理如果采用消毒工艺，其设计应执行相关规范的

防毒、防火、防爆要求。 

（5）回用雨水宜消毒，采用氯消毒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①雨水处理规模不大于 100m3/d 时，可利用氯片作为消毒剂； 

②雨水处理规模大于 100m3/d 时，可采用次氯酸钠消毒剂消毒，

同时需增加消毒投加装置。 

2.雨水供水系统及排污系统 

（1）设计所选用提升泵按设计回用水量选用。 

（2）设备间排污泵按所需选用。 

3.雨水反冲洗系统 

（1）PP 模块水池底部需要铺设一定数量的反冲洗管道。反冲

洗系统通过提升泵进行供水。 

4.雨水弃流装置 

根据《建筑小区雨水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2006）

中相关规定，屋面弃流量可采用 2-3mm，地面弃流量可采用



3-5mm。 

5.埋地式雨水收集箱体技术要求：承载≥280kN/m³；超出雨水

箱承压范围时必须加固。 

6.雨水回用指标 

（1）进水水质以实测值为准，当无实测资料时可采用下表 4.6.1

中的经验值。 

表 4.6.1 嘉兴市径流雨水水质情况 
水源\污染物指标 COD（mg/L） SS（mg/L） 

进水水质 100-400 200-1000 

注：进水水质来源于嘉兴市“十二五”水专项课题研究成果 

（2）根据径流雨水的水质及不同用途，应当配建相应的雨水

净化设施，雨水净化方式一般有混凝、沉淀、过滤、消毒。当

用户对水质要求非常高时，可在过滤后增加深度处理。但是，

雨水污染物的可生化性很低，不宜采用生化处理设备。出水水

质应当满足下列规范中相关回用水质的要求：《建筑小区雨水

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2006）、《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

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

环境用水水质》（GB/T18921-2002）。 

7.选材：成品储水模块采用 PP 材质；连接管材采用 HDPE 材

质；成品检查井采用 HDPE 材质。 

8.系统安装及后期维护 

水处理设备的安装应按照工艺要求进行，其噪声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噪声设计规范》（GBJ118）的相关规定，

后期维护应根据相关设备的规定进行养护管理。 

9.电气控制 

（1）出水井内安装潜水供水泵，低液位停泵；一般建议设置

潜水供水泵两台，互锁联动运行。 

（2）排污泵设在出水井里，用于清除可能经进水口进入蓄水

池的污泥的排除；排污泵控制方案应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设置。 

（3）电控柜实时显示雨水系统的运行状态：闸门工作状态、

水泵运行、停止、过载、缺相、面板漏电、电机进水、电流、

电压等显示。并对泵进行全自动保护（过载、缺相、短路、渗

漏）。 

（4）电气控制柜具体放置位置可根据现场环境确定，并可以

配备遥控设施方便操作，还可实现与中控室联动控制。 

10.雨水回用系统流程 

雨水回用系统流程见下图。 

 



 
雨水回用系统（一） 

 
 
 
 

 

 
雨水回用系统（二）







生态驳岸说明

一.适用范围 

1.木桩驳岸 

木桩驳岸是指位于公园、小区、街边绿地等的溪流河边用

倒木的树干或适用的粗枝横向截断成规定长度的木桩打造成

的驳岸。 

木桩驳岸适用于坡度自然（可适当大于土壤自然安息角），

水位落差较小，水流较平缓的区域。一般用于郊野、庭院等。 

2.石笼驳岸 

石笼驳岸是生态格网结构的一种形式，为防止河岸或构造

物受水流冲刷而设置的装填石块的笼子。 

石笼驳岸适用于坡度较陡（稍大于土壤自然安息角），水

位落差较小，水流较平缓的区域。 

3.块石驳岸 

块石驳岸是指在毛石沙浆砌筑完成基础后，在岸顶面放置

块石，起到软化驳岸的作用。 

石笼驳岸适用于坡度较陡（大于土壤自然安息角），水位

落差较小，水流较平缓的区域。 

4.连锁植草砖驳岸 

连锁植草砖驳岸是一种既能防冲固沙又具备生态保护、美

化环境，且能适合本地区施工及生长条件的绿化混凝土护坡结

构形式。 

连锁植草砖驳岸适用于坡度 70°以下岸线，无急流水体的

区域。 

5.生态砌块驳岸 

生态砌块驳岸是指以一定规格的混凝土砌块，堆叠形成生

态驳岸，每个混凝土砌块中都具有空隙，可以成为水生植物及

鱼类的生态空间，不同混凝土砌块间存在一定的间隙，既可以

增强生态驳岸的整体刚性，又能够形成入渗性水陆交界面。 

生态砌块驳岸适用于高差不大，坡度 70°以下岸线，无急

流水体的区域。 

二.设计要点 

1.生态驳岸形式的选择应根据河道水位、土质、水流速度、现

场条件等具体情况通过计算确定。 

2.生态驳岸的布置应根据现状的地形地貌，以恢复自然河岸“可

入渗性”为宗旨，以保证生物多样性，保证安全为导向，以减

少对河流自然环境的破坏为目标。 

3.各类生态驳岸种植的植物选择，宜根据所在水体的深度决定，

并结合抗污、耐污、经济、方便管理的特性选择植物。生态驳

岸植物配置宜考虑四季色相的变幻及常绿落叶的合理搭配，既

能使岸与水融为一体，起到之间的柔化过渡的作用，又能对水



面空间的景观起着映衬作用。 
 

表 2.2 生态驳岸植物选用表 

特征群落类型 水深 群落形态 主要植物种类 

缓坡的自然式

生态驳岸：湿生

林带、灌丛，缓

坡自然生草

花草地，喜湿耐

旱禾草莎草高

草群落 

常水位

以上 

植物喜湿，

亦耐干旱，

土壤常处于

水 饱 和 状

态。 

河柳、旱柳、柽柳、杞柳、银芽柳、

灯芯草、水葱、芦苇、芦竹、银芦、

香蒲、草芙蓉、稗草、马兰、香根

草、伞草、水芹菜、美人蕉、千屈

菜、红蓼、狗芽根、假俭草、紫花

苜蓿、紫花地丁、菖蒲、燕子花、

婆婆纳、蒲公英、二月兰等等 

浅水沼泽挺水

禾草莎草高草

群落 

0.3 米

以下 

密 集 的 高

1.5 米以上

以线形叶为

主的禾本科

莎草科灯芯

草科湿生高

草丛。 

芦苇、芦竹、银芦、香蒲、菖蒲、

水葱、野茭白、蔺草、水稻、苔草、

水生美人蕉、水鳖、萍蓬草、杏菜、

莼菜、三白草、水生鸢尾类、伞草、

千屈菜、红蓼、水蓼、两栖蓼、水

木贼 

浅水区挺水及

浮叶和沉水植

物群落 
0.3-0.
9 米 

以 叶 形 宽

大、高出水

面 1 米以下

的睡莲科、

泽泻科、天

南星科的挺

水、浮叶植

物为主 

荷花、睡莲、萍蓬草、杏菜、慈菇、

泽泻、水芋、黄花水龙、茨实、金

鱼藻、狐尾藻、黑藻、苦草、眼子

菜、沮草、金鱼草 

 

三.技术要求 

1.木桩的原木、方木和板材应符合《木结构设计规范》

BG50005-2003（2005 年版）中的选材规定。不得采用商品建

材的等级标准替代，主要的承重构件应采用针叶材，重要的木

质连接件应采用细密、直纹、无节和无其他缺陷的耐腐的硬质

阔叶材。如使用进口木材时，应选择天然缺陷和干燥缺陷少，

耐腐性较好的树种木材。 

2.生态驳岸用到的混凝土结构需满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2002 中承载能力及耐久性的规定，钢筋混凝土结构

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20。 

 
 

 

 

 
 
 
 
























	1-16.pdf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73
	1
	2
	3
	4
	5
	6
	7

	74
	75
	76
	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