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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 12 月 12 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建设自

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的讲话精神，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5号）等文件要求，在立足

国家和行业既有标准和规范的基础上，总结深圳市已建海绵型道路工程的经验教

训，吸收国内外其他地区的建设经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深圳市交通

运输局组织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六章，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设计目标；4.海绵型

道路设计；5.海绵城市设施施工及验收；6.海绵城市设施维护。本标准不包括道

路设计标准等已编制过地方技术标准的内容。 

本标准由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提出并业务归口，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批准发

布。深圳市创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标准在执行过程

中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送至深圳市创环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清林路留学生创业园，邮编：518000，联系方式：

0755-26519737），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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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0.1 为建设深圳特色的海绵城市，规范海绵型道路工程建设，统一全市海绵型

道路工程建设主要技术指标，提高精细化建设水平，指导海绵型道路施工及维

护，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深圳市域范围内新建、改（扩）建的道路海绵城市设计、施

工、验收和维护。 

1.0.3 海绵型道路设计应遵循和体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符合深圳特色等原则。 

1.0.4 海绵型道路设计宜应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提交成果深度需满足国家及

深圳市相关标准的规定。 

1.0.5 列入海绵城市管控指标豁免清单的项目，应根据项目特点因地制宜落实海

绵城市设施，对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不作强制性要求。 

1.0.6 海绵型道路排水设计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 的

相关规定执行。 

1.0.7 本标准未规定的相关内容，应符合国家及深圳市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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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术语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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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储存、

蒸发（腾）等方式，场地内累计全年得到控制（不直接外排）的雨量占全年总降

雨量的百分比。 

2.0.2 初期雨水径流控制厚度 precipitation depth of first flush 

为满足海绵城市径流污染控制目标而需要处理的初期雨水厚度。 

2.0.3 雨水排空时间 time of rainwater emptying 

雨水从充满有滞蓄功能的海绵城市设施到完全排放、入渗的时间。 

2.0.4 设计调蓄总量 rainwater regulate volume 

为满足海绵城市设计目标而需调蓄的雨水总量。 

2.0.5 径流污染控制量 rainwater treatment volume 

为满足海绵城市径流污染控制目标而需处理的初期雨水径流量。 

2.0.6 雨水滞留控制量 rainwater detention volume 

为满足海绵城市年径流总量控制目标而需要入渗和滞留的雨水量。 

2.0.7 清淤立管 cleanout pipe 

与地下穿孔管联通，用于清除穿孔管内淤积泥沙的立管。通常用于雨水花园、

植被草沟带地下穿孔管的海绵城市设施中。 

2.0.8 配水设施 level spreader 

使得雨水均匀、缓慢进入海绵城市设施中的设施，如砾石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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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计目标 

3.0.1 海绵型道路必须满足道路功能要求。 

3.0.2 海绵型道路应按本标准的要求采用适宜的措施控制 10mm 初期雨水径流。 

3.0.3 各等级海绵型道路年径流总量控制目标宜符合表 3-1 的规定。 

表 3-1 各等级道路年径流总量控制目标 

道路等级 绿化带宽度(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 

东部雨型(2) 中部雨型(2) 西部雨型(2) 

支路 

无绿化带 无硬性要求(3) 无硬性要求(3) 无硬性要求(3) 

＜1.5m 55 50 55 

≥1.5m 63 58 63 

次干路 
＜1.5m 无硬性要求(3) 无硬性要求(3) 无硬性要求(3) 

≥1.5m 50 45 50 

生活性主

干路 

＜1.5m 50 45 50 

≥1.5m 58 53 58 

交通性主

干路 

＜1.5m 55 50 55 

≥1.5m 65 60 65 

高快速路 —— 70 65 70 

*说明：1 绿化带宽度指除中央分隔带外单条绿化带的平均宽度。 

2 雨型划分根据《深圳市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及实施方案》确定。 

3 对于无绿化带的道路，车行道应采用环保雨水口按 3.0.2条控制初期雨水径流

污染，人行道及自行车道应采用透水铺装，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作硬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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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绵型道路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海绵型道路系统应采用如图 4-1 所示形式，初期雨水径流应采用雨水花园、

环保雨水口、生态树池等雨水净化设施处理后入渗、滞留或排放。 

路面雨水路面雨水 收水收水 雨水净化雨水净化 滞留(流)、入渗设施滞留(流)、入渗设施

溢流排放溢流排放

雨水入渗雨水入渗

 

图 4-1 道路海绵系统流程 

4.1.2 道路铺装面层的选取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人行道面层宜采用透水砖； 

2 自行车道面层宜采用透水水泥混凝土或透水沥青； 

3 非重载车行道可采用面层透水的透水混凝土或透水沥青，重载车行道应采

用不透水铺装； 

4 对铺装有特殊要求的区域按要求选取铺装类型。 

4.1.3 道路海绵城市设施的雨水排空时间设计应由公众的接受度、植物特性和土

壤渗透率决定，如无法确定时，宜采用 24～36h。 

4.1.4 宽度小于 1.5m 的绿化带不宜采用下沉式做法。 

4.1.5 道路中央分隔带应采取适当措施使雨水不溢流到路面。 

4.1.6 道路范围内大面积绿地可建设蓄水池、渗透塘等设施。 

4.1.7 道路海绵城市设施的设置不应妨碍道路本体和通行安全，蓄水池、渗透塘

等较大型海绵设施，应设置警示标志及必要的预警系统，避免对公共安全造成危

害。 

4.1.8 桥梁路面雨水宜有组织地收集后接入周边海绵城市设施净化后排放。 

4.1.9 道路纵坡大于 1.5%时，不宜采用道牙开口等雨水侧排方式，宜采用平篦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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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4.1.10 人行道或自行车道纵坡大于 2.0%时，其透水垫层宜设置竖向隔断，隔断顶

面应低于垫层顶面 20～30mm，如图 4-2 所示。 

 

图 4-2 隔断层设置 

隔断层可采用以下材料： 

⚫ 大于 16mm 的 HDPE 或 PVC 防渗膜 

⚫ 15cm 的 C20 混凝土 

最大隔断长度应采用下式计算： 

p

p

p
S

D
L


=

5.1
max

 

式中： maxpL －透水路面最大隔断距离，m； 

pD －透水垫层厚度，m； 

pS －透水路面坡度，%。 

4.1.11 下列条件时，污染负荷较重的道路应在透水人行道、自行车道和绿化带下

部设置砂滤层： 

1 道路底层土壤渗透率大于 5×10-5m/s； 

2 地下水位距离透水垫层底部小于 1.0m。 

4.1.12 当道路开发先于地块开发时，可采用下列措施确保道路与地块海绵系统的

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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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块雨水接入口处宜预留部分绿地作为场地开发雨水的末端控制； 

2 雨水接入井宜预留安装雨水净化设施的接口，如旋流除油沉砂井。 

 

4.2 设计资料 

4.2.1 海绵道路设计应收集以下资料： 

1 道路； 

2 降雨； 

3 土壤及地下水； 

4 卫生状况。 

4.2.2 降雨资料宜包括所在区域暴雨强度公式、水安全目标所要求的重现期下的

降雨量、雨型。 

4.2.3 土壤及地下水资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确定建设区域内土壤及地下水资料时，应以雨季地质勘察资料为主，旱季

地质勘察资料为辅； 

2 土壤渗透系数可采用下列方法确定： 

（1）地勘测得的土壤渗透系数； 

（2）进行现场原位实测； 

（3）采用通用的土壤渗透系数，见表 4-1。 

表 4-1 各种土壤层的渗透系数 

土壤层 土壤渗透系数（m/s） 

砂土 >5.8×10-5 

壤质砂土 1.7×10-5～5.8×10-5 

砂质壤土 7.2×10-6～1.7×10-5 

壤土 3.7×10-6～7.2×10-6 

粉质壤土 1.9×10-6～3.7×10-6 

砂质黏壤土 1.2×10-6～1.9×10-6 

粘壤土 6.4×10-7～1.2×10-6 

粉质粘壤土 4.2×10-7～6.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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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层 土壤渗透系数（m/s） 

砂质粘土 3.5×10-7～4.2×10-7 

粉质粘土 1.4×10-7～3.5×10-7 

粘土 3.0×10-8～1.4×10-7 

*说明：资料来源于深圳市《低影响开发雨水综合利用技

术规范》（SZDB/Z 145-2015）。 

4.2.4 设计者可采用地理信息系统或其他软件绘制土壤及地下水分布图，以选取

适宜的海绵城市设施。 

 

4.3 海绵型道路系统 

4.3.1 海绵型道路系统设计应依据表 4-2 道路海绵城市建设规划设计要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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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道路海绵城市建设规划设计要点 

规划指引 

设计要点指引 

机动车 

路面 

非机动车道

路面（人行

道、自行车

道） 

道路附属绿地 路缘石 排水系统 改造要点 

道路雨水应

以控制径流

污染为主。

视道路类型

不同，可适

当设置入渗

及 调 蓄 设

施。 

适 宜 路

段 可 采

用 面 层

透 水 沥

青 混 凝

土 或 透

水 型 混

凝 土 路

面。 

应采用透水

性路面。人

行道一般采

用透水砖；

自行车道应

采用透水水

泥混凝土路

面或透水混

凝土路面。 

1、大于等于 1.5m道

路侧分带宜建设雨

水花园。 

2、有绿化带的道路，

为增大雨水入渗量，

绿化带内可采用其

他渗透设施，如浅沟

渗渠组合系统、入渗

井、雨水花园等。 

3、在有坡度的路段，

绿化带应设计微地

形。 

4、道路雨水径流宜

就近引入绿地入渗

或经净化后用作生

态补水水源。 

宜采用开孔

路缘石（立

道牙）或其

他形式，确

保道路雨水

能够顺利流

入绿地。 

1、雨水口宜采用有净化功能的雨水口。 

2、绿化带内的雨水管可采用渗透管或渗排

一体管。 

3、市政道路沿线可因地制宜建设雨水调蓄

设施。天然河道、湖泊等自然水体应成为雨

水调蓄设施的首选；也可在公路沿线适宜位

置建人工雨水调蓄池。 

4、土地条件许可时，道路雨水可就近引入

雨水生态塘或人工湿地，进行处理或储存。

雨水生态塘和人工湿地应兼有雨水处理、调

蓄、储存的功能。 

5、经雨水生态塘和人工湿地处理达到相应

标准后的雨水在非雨季时可用于灌溉和浇

洒道路。 

6、在纵坡较大等路段可考虑设置复合横坡。 

道路的海绵

化改造主要

针对附属绿

地、树池、路

缘石、非机动

车道铺装等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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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机动车道可采用以下形式： 

1 不透水铺装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或自行车道相邻，见流程图 A-1。 

2 不透水铺装机动车道和小于 1.5m 侧分带相邻，见流程图 A-1、A-2： 

流程图 A-1 

环保雨水口
不透水铺装

机动车道雨水
排放

 

流程图 A-2 

环保雨水口

入渗井

砾石层

       

滞渗排设施

不透水铺装

机动车道雨水

溢流

入渗

 

3 不透水铺装机动车道和大于等于 1.5m 侧分带相邻，见流程图 A-3： 

流程图 A-3 

道牙开口

雨水花园

生态树池

初雨处理

设施
       

净化设施

不透水铺装

机动车道雨水
下沉式绿地

溢流

入渗

 

4 透水铺装机动车道和小于 1.5m 侧分带相邻，见流程图 A-4： 

流程图 A-4 

排水路缘石

入渗井

砾石层

       

滞渗排设施

透水铺装机动

车道雨水

溢流

入渗

 

5 透水铺装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或自行车道相邻，流程图见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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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图 A-5 

排水路缘石

生态树池

初雨处理

设施
       

净化设施

透水铺装机动

车道雨水
入渗

溢流

 

6 透水铺装机动车道和大于等于 1.5m 侧分带相邻，见流程图 A-6： 

流程图 A-6 

排水路缘石

雨水花园

生态树池

初雨处理

设施
       

净化设施

透水铺装机动

车道雨水
下沉式绿地

溢流

入渗

 

4.3.3 人行道、自行车道可采用以下形式： 

1 透水人行道见流程图 B-1： 

流程图 B-1 

透水砖
透水人行道

雨水

入渗

溢流

 

2 透水自行车道见流程图 B-2： 

流程图 B-2 

透水水泥

混凝土

透水自行车

道雨水

入渗

溢流

 

4.3.4 道路两侧绿化带宜结合地形和景观要求设计微地形和景观小品。设计时可

采用以下形式： 

流程图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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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花园

下沉式绿地

植被草沟

入渗溢流雨水

 

4.3.5 立交桥半岛绿化可设置雨水调蓄池或人工湿地等设施，进行雨水处理或储

存。雨水调蓄池或人工湿地可兼有雨水净化、滞蓄、入渗功能，处理达到相应标

准后的雨水在非雨季时可用于灌溉和浇洒道路。设计时可采用以下形式： 

流程图 D 

雨水花园

人工湿地

雨水调蓄池

溢流雨水 回用

入渗

 

4.3.6 各等级道路的系统组成见表 4-3。 

表 4-3 系统组成 

道路等级  系统组成  系统流程图  

支路 
机动车道+绿化带 A 

人行道+绿化带 B 

次干路 
机动车道+自行车道 A 

人行道+绿化带 B 

生活性主干路 

机动车道+绿化带 A 

人行道+绿化带 B 

自行车道+绿化带 B 

交通性主干路 

机动车道+绿化带 A 

人行道+绿化带 B 

自行车道+绿化带 B 

路两侧绿化带 C 

立交桥半岛绿化 D 

高快速路（一） 
路两侧绿化带 C 

立交桥半岛绿化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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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等级  系统组成  系统流程图  

高快速路（二） 

机动车道+绿化带 A 

人行道+绿化带 B 

自行车道+绿化带 B 

路两侧绿化带 C 

立交桥半岛绿化 D 

 

4.4 典型断面 

4.4.1 绿化带宽度小于 1.5m 的道路可以采用图 4-3 的做法。 

 

图 4-3 典型断面 1 

4.4.2 绿化带宽度大于 1.5m 的道路可以采用图 4-4 的做法。 

 

图 4-4 典型断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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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设施设计 

4.5.1 雨水花园 

1 雨水花园宜包括下列构造：进水设施、存水区、覆盖层、土壤层、种植物、

砂滤层、地下排水层、溢流设施； 

2 增强型雨水花园底部设置有排水管，简易型雨水花园底部不设置排水管，

特点见表 4-4； 

表 4-4 雨水花园形式 

形式 特点 

简易型 

⚫ 可以同时实现污染控制、雨水入渗 

⚫ 结构简单，易于施工维护 

⚫ 地下水位及不透水层深度要求高 

增强型 
⚫ 可以作为雨水收集回用的预处理设施 

⚫ 地下水位及不透水层深度要求低 

3 采用管道进水或者进水落差大于 15cm 时，应设置砾石配水设施； 

4 道路卫生环境较差时，应设置小型沉沙槽等预处理设施，且在土壤层下设

置 15～30cm 砂滤层； 

5 简易型雨水花园底部土壤渗透系数应大于 4×10-6m/s，地下水位及不透水

层深度应大于 1.00m；增强型雨水花园底部地下水位及不透水层深度应大于

0.70m； 

6 雨水花园最大存水深度宜为 10～30cm。简易型和增强型雨水花园存水区

四周宜设置大于 2:1（H:V）的边坡； 

7 雨水花园应设置 5～10cm 覆盖层，覆盖层宜采用枯树皮和树叶； 

8 雨水花园的土壤层厚度宜为 40～80cm，采用配置土壤，配置土壤不应含

有杂草等植物种子、砾石、混凝土块、砖块等杂物，应满足表 4-5 的要求； 

表 4-5 雨水花园配置土壤特性 

参数 要求 

渗透系数 3×10-6～1×10-5m/s 

pH 5.5～6.5 

有机质含量 4.0%～5.0% 

粘土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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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要求 

粉质土 30%～55% 

沙质土 35%～60% 

9 增强型雨水花园地下排水层宜按照以下要求设计： 

（1）宽度方向每 3m 设置一根穿孔管，管径不小于 150mm，排水能力不小

于雨水花园的最大入渗能力，其穿孔管布置见图 4-5； 

 

图 4-5 雨水花园地下排水层穿孔管设置图 

（2）穿孔管外包砾石； 

（3）每根穿孔管设置一根清淤立管，清淤立管管径为 100～150mm。 

10 雨水花园溢流口设置应保证其最大存水深度，溢流口高程均应与雨水花

园最大存水深度线保持一致。 

4.5.2 透水铺装 

1 透水铺装的做法应按《深圳市道路设计标准》要求执行； 

2 地下水位或不透水层埋深小于 0.5m 时不宜采用透水路面。 

4.5.3 下沉式绿地 

1 下沉式绿地宜包括下列构造：蓄水层、种植土、溢流口； 

2 在有坡度的路段，下沉式绿地宜结合周边地形，做出起伏有致，自然律动

的微地形； 

3 下沉式绿地的下凹深度应根据植物耐淹性能和土壤渗透性能确定，宜为

100～200 mm； 

4 下沉式绿地内应设置溢流口，溢流口顶部标高一般应高于绿地 50～100 

mm，且应低于相邻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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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道路雨水应经过净化后排入下沉绿地； 

6 下沉式绿地地下水位及不透水层埋深应大于 1.20m，土壤渗透系数应为 4

×10-6m/s～1×10-4m/s。 

4.5.4 植被草沟 

1 植被草沟地下水位及不透水层埋深应大于 0.60m，土壤渗透系数无特殊要

求； 

2 植被草沟坡度不宜超过 3%； 

3 出现以下情况时，宜采用配水设施： 

（1）雨水径流通过管道进入植被草沟； 

（2）雨水进入植被草沟时跌水超过 15cm； 

（3）植被草沟穿过道路，采用管道连接时。 

4 植被草沟断面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采用抛物线或梯形形状； 

（2）末端深度不宜超过 40cm，平均深度不宜超过 30cm； 

（3）底部宽度宜为 0.50～2.50m，底部宽与最大深度之比宜小于 12； 

（4）梯形断面边坡应大于 2:1（H:V）。 

5 植被草沟应满足设计排水要求，断面宜按下列要求确定： 

n

srA
Q

gg
2

1
3

2


=

 

其中： Q －设计流量，m3/s； 

gA －断面面积，m2； 

抛物线断面： BdAg =
3

2
 

梯形断面： 2dzdBAg +=  

z －梯形断面边坡，H：V； 

 r －水力半径，m； 

 抛物线断面：
22

2

83

2

dB

Bd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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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梯形断面： 
21 zz

dzB
r

++

+
=  

 gs －植被草沟坡度，%； 

 n－曼宁系数； 

 d －断面最大深度，通常为 0.2~0.4m； 

 B －梯形断面底面宽度，m。 

曼宁系数宜按表 4-6 选择： 

表 4-6 植被草沟中曼宁系数 n 取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最大值 

A：直的植被草沟    

1较短种植物（<10cm）,很少杂草 0.022 0.027 0.033 

2较短种植物（<10cm）,较多杂草 0.026 0.030 0.033 

B：弯曲的植被草沟    

1 较长的种植物（>10cm）,很少杂

草 

0.026 0.032 0.040 

2 较长的种植物（>10cm）,较多杂

草 

0.030 0.035 0.045 

6 在 3年一遇设计暴雨条件下植被草沟中最大流速应不超过表 4-7要求： 

表 4-7 植被草沟最大流速要求 

土质 植被高度 
最大流速要求（m/s） 

植被状况一般 植被状况好 

粉质土、砂质土、壤

土 

5-15cm 0.65 1.00 

15-30cm 
0.80 1.10 

粉质粘土、砂质粘土 
5-15cm 1.00 1.30 

15-30cm 1.20 1.40 

粘土 
5-15cm 1.30 1.65 

15-30cm 1.50 1.85 

7 植被草沟应设置溢流设施，溢流口宜设置在植被草沟最高蓄水位下 3～5cm

处； 

8 植被草沟宜种植草皮、地衣等较矮的种植物。种植物的耐淹时间应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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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不应在植被草沟中种植乔木及较大灌木，不应在距离植被草沟 2.0m 范围内

种植板状根乔木。 

4.5.5 入渗井 

1 入渗井不得建造在容易发生滑坡、坍塌、泥石流、水土流失等灾害的危险

场所，不得建造在软土和高含盐等特殊土壤地质场所； 

2 雨水应经过净化达到相应标准后进入入渗井； 

3 入渗井底部距地下水位或不透水层应大于 0.6m，入渗井下层土壤渗透系数

宜为 4×10-6m/s～1×10-3m/s； 

4 入渗井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入渗井底部应设置沉沙室，沉沙室深度宜大于 0.2m； 

（2）入渗井宜设置截污挂篮； 

（3）沉沙室上部应设置渗水区，渗水区外宜采用砾石，砾石外层宜采用土

工布包裹； 

（4）渗水区钻孔孔径宜为 15～20mm，间距宜为 10～15cm，渗水区至少应设

置 3层孔。 

4.5.6 环保雨水口 

1 环保雨水口是一种用于控制径流污染的海绵城市设施，在小雨时能净化初

期雨水，大雨时不影响雨水顺畅排放，适用于各类型道路的雨水收集净化； 

2 环保雨水口宜包括下列构造：箱体、截污挂篮、溢流件、滤料、防蚊闸等，

见图 4-6； 

 

图 4-6 环保雨水口结构图 

3 环保雨水口应采用过滤的方式处理汇水面内前 10mm 的初期雨水，初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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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污染物去除率应大于 70%（以 SS 计算）； 

4 箱体承重应满足道路设计要求； 

5 雨水口整体过流能力应满足道路排水设计要求，截污挂篮过流能力不应小

于雨水篦子； 

6 环保雨水口应具有防止垃圾直接扫入雨水管道的功能； 

7 环保雨水口应具有防蚊虫进出的功能。 

4.5.7 生态树池及初雨处理设施 

1 生态树池及初雨处理设施均为径流污染处理设施，可设置在人行道、自行

车道或绿化带内； 

2 生态树池及初雨处理设施应能处理汇水面内 10mm 的初期雨水，初期雨水

的污染物去除率应大于 70%（以 SS 计算）； 

3 生态树池及初雨处理设施应设置沉沙设施，且沉沙设施应易于清理； 

4 生态树池及初雨处理设施应具备雨水入渗功能； 

5 生态树池应根据道路景观要求与行道树交错布置。 

4.5.8 排水路缘石 

1 排水路缘石是一种主要用于透水路面的集收水、溢流、路缘石为一体的设

施； 

 

图 4-7 排水路缘石大样图 

2 排水路缘石规格及收水孔、溢流孔尺寸应根据收水范围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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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植物选择 

4.6.1 下沉式绿地、植被草沟、雨水花园、生态树池等道路海绵城市设施中的植

物应根据设计雨水排空时间和道路景观专业要求选择，优先选用本土耐湿耐旱耐

污染植物。 

4.6.2 下沉式绿地、植被草沟可采用下列植物：百慕大草、万寿菊、细叶结缕草、

沟叶结缕草、狗牙根、黑麦草、白三叶、蜘蛛兰等。 

4.6.3 雨水花园可采用下列植物：千屈菜、花叶芦苇、莺尾、细叶芒、大红花、

万寿菊、翠芦莉、蜘蛛兰、红继木、文殊兰、尖叶木樨榄等。 

4.6.4 生态树池可采用下列植物：红背桂、红继木、红刺林投、黄金榕、夹竹桃、

小叶黄杨、马缨丹等。 

 

4.7 水文计算 

4.7.1 水文计算主要包括项目报审和初步设计两个阶段，可采用模型法和容积法

两种方法。 

4.7.2 项目报审阶段水文计算应符合《深圳市海绵城市规划要点和审查细则》中

的相关要求，并完成建设目标表和方案自评表。 

4.7.3 模型法应选择具有低影响开发分析功能的水文水质分析模型。 

4.7.4 初步设计阶段水文计算包括控制量计算、净化设施控制量和滞蓄设施控制

量。 

4.7.5 初步设计阶段水文计算 

1 初步设计阶段水文计算设施分为两种，净化设施和滞蓄设施，应按照图 4-8

流程确定净化设施和滞蓄设施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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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流污染控制量VWQ

雨水滞留控制量VD

径流控制总量V

按表4-8要求确定各项

净化设施规模

按表4-9要求确定各项

滞蓄设施规模

 

图 4-8 设施规模计算流程 

2 净化设施规模确定： 

（1）根据项目报审阶段自评表中下垫面解析部分，确定各汇水分区面积 S，

及其中透水面面积 1S 和不透水面面积 2S
； 

（2）径流控制总量V 应采用下式计算： 

10V H S=
 

式中：V —径流控制总量，m3； 

H —设计降雨量，mm； 

 —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S —汇水面积，ha。 

（3）径流污染控制量 W QV 应采用下式计算： 

10WQ w wV H R S=
 

式中： W QV —径流污染控制量，m3； 

wH —初期雨水径流控制厚度，mm； 

S —汇水面积，ha.； 

wR —径流污染控制系数， 0.05 0.009wR I= +
；

 

I —汇水区域内不透水面积比例，%， 2 100%I S S= 
。 

（4）净化设施规模应按照表 4-8 确定。 

表 4-8 净化设施控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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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施 径流污染控制量计算 说明 

1 雨水花园 

简易型：存水区有效深度面积 

增强型：【存水区有效深度面

积】+【砾石层体积孔隙率（可

取 0.3）】+【土壤层体积孔隙

率（可取 0.2）】 

土壤的可利用孔隙

率应为其残余孔隙

率，即为土壤的饱

和孔隙率日常平均

孔隙率之差 

2 生态树池 
生产厂家提供，并提供计算依

据。 
 

3 
初雨处理设

施 

生产厂家提供，并提供计算依

据。 
 

4 环保雨水口 
生产厂家提供，并提供计算依

据。 

此设施的径流污染

控制量
W QV 不能扣

除，即 DV V=  

3 滞蓄设施规模确定： 

（1）雨水滞留控制量 DV 应采用下式计算： 

D WQV V V= −
 

式中： DV —雨水滞流控制量，m3。
 

（2）滞蓄设施规模应按照表 4-9 确定。 

表 4-9 滞蓄设施控制量 

序

号 
设施 雨水滞蓄控制量计算 说明 

1 下沉式绿地 存水区有效深度面积  

2 植被草沟 存水断面面积植被草沟长  

3 
透水 

铺装 

透水砖 

【透水砖体积 孔隙率】+

【透水混凝土垫层体积孔

隙率】+【级配碎石基层体

积孔隙率】 

孔隙率由厂家提供，

如无可按以下取值： 

透水砖取 0.1； 

透水混凝土取 0.2； 

级配碎石基层层取

0.3 

透水 

水泥混凝

土 

【透水混凝土层体积孔隙

率】+【级配碎石基层体积

孔隙率】 

4 
滞渗

排设

入渗井 
【出水管距井底高度井面

积】+【砾石层体积孔隙率】 
砾石孔隙率可取 0.3 

蓄水模块 蓄水模块体积模块储水率 模块储水率由生产厂



 

22 

 

序

号 
设施 雨水滞蓄控制量计算 说明 

施 家提供，如无可取

0.94 

砾石层 砾石层体积孔隙率 砾石孔隙率可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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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海绵城市设施施工及验收 

5.1 一般规定 

5.1.1 海绵型道路施工应按照符合规定的设计文件和施工技术标准进行施工。 

5.1.2 海绵型道路施工应尽量避免在雨天施工，如在雨天施工应做好水土保持、

防洪及防风措施。 

5.1.3 行泄通道、易发生内涝的道路、下沉式立交桥区等区域的海绵型道路的雨

水调蓄设施，应配建警示标志及必要的预警系统，避免对公共安全造成危害。 

5.1.4 海绵型道路工程除应满足相关专业的工程验收标准外，还应根据本标准对

各个设施的构成仔细检查，以保证其按照设计图纸施工。 

 

5.2 材料要求 

5.2.1 透水铺装 

1 透水砖主要性能指标应达到 GB/T 25993-2010《透水路面砖和透水路面板》

的要求，且符合表 5-1 的规定。 

表 5-1 透水砖主要性能指标 

项目 性能指标 

透水系数（15℃，mm/s） ≥0.2 

抗压强度（MPa） ≥40 

抗折强度（MPa） ≥5.0 

2 透水水泥混凝土材料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5-2 的规定； 

表 5-2 透水水泥混凝土的主要性能指标 

项目 性能指标 

透水系数（15℃，mm/s） ≥0.5 

连续孔隙率（%） ≥10 

抗压强度（MPa，28d）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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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性能指标 

抗折强度（MPa，28d） ≥4.0 

5.2.2 其他材料 

1 设施中砂滤层应满足以下要求： 

（1）应使用天然砂， 

（2）天然砂级配应在 0.5mm～1.0mm； 

（3）天然砂含泥量（按质量计）应≤5%； 

（4）如选用海砂，必须是经过专门的淡化处理，满足相关标准要求后方可

使用。 

2 穿孔管外砾石应满足以下要求： 

（1）应使用水洗砾石； 

（2）穿孔管外砾石级配应在 20mm～30mm。 

3 地下排水层穿孔管应满足以下要求： 

（1）应使用 PVC 或 HDPE 管材； 

（2）穿孔管坡度应> 0.05%； 

（3）穿孔管钻孔孔径宜为 15～20mm，孔间距宜为 10cm； 

（4）穿孔管不应少于 4 排孔； 

（5）穿孔管上下层砾石层厚度应大于 5cm。 

4 土工布应满足表 5-3 中要求。 

表 5-3 土工布材料要求 

项目 性能指标 

类型 短纤维、针刺、非织造土工布 

有效孔径 0.20～0.25mm 

渗透系数 >0.03m/s 

厚度 >0.2mm 

抗拉强度 >20kg/cm 

刺穿强度 >1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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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施工技术 

5.3.1 雨水花园 

1 雨水花园应按下列工序进行施工： 

（1）简易型雨水花园 

开挖 铺砂

配置种植土

回填种植土

土壤测试

存水区
进水及配水

等附属设施
种植物 覆盖层

预处理设施 残土处理 清理打扫

 

图 5-1 简易型雨水花园施工工序 

（2）增强型雨水花园 

开挖 铺砂 铺土工布 充填砾石 安装穿孔管 安装清淤立管 充填砾石

铺土工布
沙滤层或

豆砾石层

配置种植土

回填种植土

土壤测试

存水区
进水及配水

等附属设施
种植物 覆盖层

预处理设施 残土处理 清理打扫

 

图 5-2 增强型雨水花园施工工序 

2 简易型和增强型雨水花园土方开挖可采用人工或小型机械施工，底部土壤

不应夯实； 

3 如开挖后发现底部土壤较密实，可以超挖 30cm，并用超挖土加上 5cm 厚

的建筑细砂，混合均匀后回填； 

4 土方开挖完成后，应根据设计要求立即铺砂，铺砂后不得采用机械碾压； 

5 地下排水层砾石应采用土工布与底部土壤层隔离，挖掘面应便于土工布的

施工和固定； 

6 雨水花园中使用的砾石、土工布、细砂、豆砾石、穿孔管等材料应严格按

照设计要求选取； 

7 地下穿孔管上游端口应采用盖子封住，清淤立管与地下穿孔管应密封连

接。穿孔管管顶和管底应保持不少于 5cm 的砾石层； 

8 配置土壤应在现场按照设计要求进行配置。并经过测定配置土壤的渗透系

数、pH 值和有机质含量满足要求后方可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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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当配置土壤 pH 值不满足要求时，可采用石灰、硫磺粉、硫酸亚铁或矾肥

水调节其 pH 值； 

10回填配置土壤时应按每30cm一层进行回填，回填完一层后洒水使其饱和，

再回填下一层，土壤层不应夯实； 

11 回填配置土壤后的存水空间应预留覆盖层铺设空间，覆盖层宜采用剥落

时间超过 6 个月以上的树皮和树叶。覆盖层应设置均匀、平整； 

12 雨水花园中种植物种植应按照景观绿化专业要求施工。 

5.3.2 下沉式绿地 

1 种植土以排水良好的沙性壤土为宜，保证土壤渗透能力符合规范和设计要

求，如土壤渗透性较差，应通过改良措施增大土壤渗透能力； 

2 下沉式绿地区域应尽量避免重型机械的碾压，对已压实的土壤需要借助机

械改善土壤夯实度，可适量加入有机质、膨胀页岩、多孔陶粒等碎材来改良土壤

结构； 

3 土壤渗透性较差时，可通过添加枝叶粉碎料、炉渣等措施增大土壤渗透能

力，缩短下沉式绿地中植物的淹水时间。 

5.3.3 透水铺装应按照厂家要求施工，且满足《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CJJ/T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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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5.3.4 植被草沟 

1 植被草沟应按照下列工序施工： 

挖槽 场地平整 断面施工 种植物种植台坎、配水设施及溢流设施
 

图 5-3 植被草沟施工工序 

2 挖槽及场地平整时应满足： 

（1）不可压实，如果施工时出现压实需要将压实部分挖开重新回填； 

（2）如果下层部分土壤很密实，可挖开采用其他合适土壤回填。 

3 断面成形施工应满足： 

（1）按照周边道路坡度确定草沟坡度，每隔 5m 检测与道路坡度是否一致； 

（2）场地应平整，不含大块碎石等； 

（3）断面形状应严格按设计要求施工，边坡可轻度压实保证其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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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沿纵坡方向各断面应保持一致； 

（5）可添加种植土以利于种植物生长，种植土应铺设平整，不得破坏坡度

及断面形状。 

4 种植物种植时应满足： 

（1）先种植坡面和边坡，再种植沟底种植物。在种植沟底种植物前，应再

次确认其坡度和形状是否被破坏； 

（2）雨季施工时应采取防排水保土措施。 

5.3.5 其他设施应按照厂家要求施工。 

 

5.4 质量控制 

5.4.1 海绵型道路建设应加强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实行动态质量管理。所有

与工程建设有关的原始记录、试验检测及计算数据、汇总表格，必须如实记录和

保存。对已经采取措施进行返工和补救的项目，可在原记录和数据上注明，但不

得销毁。 

5.4.2 项目设计单位需在设计说明书中对设施的验收及维护标准做出要求。 

5.4.3 施工前必须检查各种材料的来源和质量，供货单位必须提交最新检测的正

式试验报告。各种材料应在施工前以“批”为单位进行检查，不符合本标准技术

要求的材料不得进场。各种材料以同一料源、同一次购入并运至生产现场的相同

规格材料为一“批”。 

5.4.4 施工中的隐蔽工程，应留有照片、视频等影像类资料。 

5.4.5 雨水管道、清淤立管、检查孔等在回填土前应进行无压力管道严密性测试，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的规

定。 

5.4.6 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应随时对施工质量进行自检。监理应按规定要求自

主地进行试验，并对承包商的试验结果进行认定，如实评定质量，计算合格率。

当发现有质量低劣等异常情况时，应立即追加检查。施工过程中无论是否已经返

工补救，所有数据均必须如实记录，不得丢弃。 

5.4.7 工程结束后，施工单位应根据国家和深圳市现行竣工文件编制的规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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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海绵城市专项竣工资料，并向有关单位提交备案。 

 

5.5 验收 

5.5.1 海绵城市设施验收时应对溢流、清淤立管、观察孔等设施进行注水试验，

以检查其排水通畅。 

5.5.2 有特殊土壤要求的海绵型道路设施应按表 5-4 要求进行渗透率测试，每

100m3 回填土应保留一个土样，以确保其满足设计要求。每个土样应大于 0.15m3，

密封保存并标明其回填位置、回填日期、配置人员及该批配置土总量。 

表 5-4 渗透率测点布置要求 

设施 测点布置 测试方法 

雨水花园、下沉绿地 每 200m2一个测点 双环法 

植被草沟 每 500m一个测点 双环法 

透水铺装 每 2000 m2一个测点 使用透水系数测试仪 

5.5.3 设施构成验收 

1 透水砖和透水水泥混凝土铺装验收应满足《深圳市道路工程施工技术指

引》（试行）要求。 

2 雨水花园验收时应满足表 5-5 的标准。 

表 5-5 雨水花园验收标准 

项目 要求 

外观 无缺陷，符合设计要求，美观 

尺寸 符合设计要求 

渗透率 符合设计要求 

水质处理效果 符合设计要求 

土壤 种植土和渗滤材料不得污染水源 

种植物 
下沉式绿地栽植的品种、规格和单位面积栽植数应

符合设计要求 

溢流口或清淤立

管 
溢流口或清淤立管高度符合要求，排水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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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要求 

隐蔽工程 检查隐蔽工程视频（图片）资料，符合施工要求 

3 下沉式绿地验收时应满足表 5-6 的标准。 

表 5-6 下沉式绿地验收标准 

项目 要求 

外观 无缺陷，符合设计，要求美观 

尺寸 符合设计要求 

渗透率 符合设计要求 

土壤 栽植土和渗滤材料不得污染水源 

种植物 
下沉式绿地栽植的品种、规格和单位面积栽植数应

符合设计要求 

溢流口 高度符合要求，排水通畅 

隐蔽工程 检查隐蔽工程视频（图片）资料，符合施工要求 

4 植被草沟验收时应满足表 5-7 的标准。 

表 5-7 植被草沟验收标准 

项目 要求 

外观 无缺陷，符合设计要求，美观 

尺寸 符合设计要求 

渗透率 符合设计要求 

土壤 栽植土和渗滤材料不得污染水源 

种植物 
下沉式绿地栽植的品种、规格和单位面积栽植数应

符合设计要求 

断面 符合设计要求 

溢流口 高度符合要求，排水通畅 

隐蔽工程 检查隐蔽工程视频（图片）资料，符合施工要求 

5 其他雨水净化设施（环保雨水口、生态树池、初雨处理设施）验收时应满

足表 5-8 标准。 

表 5-8 其他雨水净化设施验收标准 

项目 要求 

外观 无缺陷符合设计要求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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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要求 

尺寸 符合设计要求 

水质处理效果 符合设计要求 

强度 符合设计要求 

隐蔽工程 检查隐蔽工程视频（图片）资料，符合施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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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海绵城市设施维护 

6.1 一般规定 

6.1.1 道路海绵城市设施应按道路要求进行定期巡视维护，消除安全隐患，确保

其安全和正常运行。 

6.1.2 道路海绵城市设施应进行日常巡视和特殊巡视，日常巡视应定期进行，特

殊巡视应在台风、暴雨等特殊天气过程结束后进行。 

6.1.3 道路海绵城市设施应进行常规维护和巡视中发现问题后的针对性维护。 

 

6.2 运行及维护要求 

6.2.1 透水水泥混凝土/透水沥青铺装 

1 透水水泥混凝土/透水沥青铺装的日常运行应满足表 6-1 的要求。 

表 6-1 透水水泥混凝土/透水沥青铺装运行标准 

项目 运行标准 

路面卫生 路面无泥土淤积及垃圾堆积 

透水路面破损 透水路面无明显破损 

透水路面平整 透水路面无不均匀沉降 

透水路面透水 暴雨结束后 1h 路面无积水 

2 透水水泥混凝土/透水沥青铺装的巡视中应检查是否满足运行标准，巡视周

期应按表 6-2 的要求进行。 

表 6-2 透水水泥混凝土/透水沥青铺装巡视要求 

巡视项目 巡视周期 

透水路面 

⚫ 按道路巡视要求 

⚫ 如周边有建设工地，有运土车经过，周期适当

缩短 

⚫ 特殊天气后 24h 内 

3 透水水泥混凝土/透水沥青铺装的维护应按表 6-3 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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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透水水泥混凝土/透水沥青铺装维护要求 

维护项目 维护重点 维护周期 维护方法 

路面卫生 清扫垃圾 

⚫ 按照环卫要求日常

定期清扫 

⚫ 巡视中发现路面卫

生不满足运行标准

时 

 

透水路面破损 修补破损的路面 
根据透水路面破损巡

视状况确定 

修补使用的材料

渗透性能不应低

于原有材料 

透水路面平整 局部修整找平 
根据透水路面平整

巡视状况确定 
 

透水路面透水 

去除透水铺装空隙

中的土粒或细沙 

⚫ 不少于 6 个月 1 次 

⚫ 根据透水路面透水

巡视状况确定 

⚫ 出现运输渣土或油

料车辆发生倾覆或

泄漏事故后 24h 内 

可采用高压水流

（ 5MPa ～

20MPa）冲洗法、

压缩空气冲洗

法，也可采用真

空吸附法 

更换找平层、基层、

垫层、防水封层等 

⚫ 道路大修时 

⚫ 根据透水路面透水

巡视状况确定 

 

4 渣土运输车辆通过透水水泥混凝土/透水沥青铺装路面前应做好防撒落措

施。 

6.2.2 透水砖铺装 

1 透水砖铺装的日常运行应满足表 6-4 的要求。 

表 6-4 透水砖铺装运行标准 

项目 运行标准 

路面卫生 路面无泥土淤积及垃圾堆积 

透水砖破损 透水砖无明显破损 

透水砖平整 透水砖无不均匀沉降 

透水砖透水 暴雨结束后 1h 路面无积水 

2 透水砖铺装的巡视中应检查是否满足运行标准，巡视周期应按表 6-5 的要

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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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透水砖铺装巡视要求 

巡视项目 巡视周期 

透水路面 
⚫ 按道路巡视要求 

⚫ 特殊天气后 24h 内 

3 透水砖铺装的维护应按表 6-6 的要求进行。 

表 6-6 透水砖铺装维护要求 

维护项目 维护重点 维护周期 维护方法 

路面卫生 清扫垃圾 

⚫ 按照环卫要求定期

清扫 

⚫ 巡视中发现路面卫

生不满足运行标准

时 

 

透水砖破损 更换破损透水砖 
根据透水砖破损巡

视状况确定 

修补使用的材

料渗透性能不

应低于原有材

料 

透水砖平整 局部修整找平 
根据透水砖平整巡

视状况确定 
 

透水砖透水 

去除透水砖空隙中

的土粒或细沙 

⚫ 不少 6 个月 1 次 

⚫ 根据透水砖透水巡

视状况确定 

可采用高压水

流 （ 5MPa ～

20MPa）冲洗

法、压缩空气

冲洗法，也可

采用真空吸附

法 

疏通穿孔管 
根据透水砖透水巡

视状况确定 

通过从清淤口

注水疏通 

更换全部透水砖 

⚫ 道路大修时 

⚫ 根据透水砖透水巡

视状况确定 

 

更换找平层、垫层、

穿孔管 
更换全部透水砖时  

4 透水砖铺装路面上不得堆放渣土或垃圾。 

6.2.3 植被草沟 

1 植被草沟的日常运行应满足表 6-7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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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 植被草沟运行标准 

项目 运行标准 

植物 

1.沟内无杂草，植物无枯死，且覆盖

率不低于 90% 

2.植物高度满足表 6-10 要求 

植草沟断面形状 边坡无坍塌，坡度符合设计要求 

沟内淤泥及垃圾 沟内无泥土淤积及垃圾堆积 

溢流口 
溢流口格栅栅渣堵塞率不超过过水

断面 10% 

出水 出水水质、水量满足设计要求 

安全警示标志 安全警示标志完好，未被遮挡 

2 巡视中应检查植被草沟是否满足运行标准，巡视周期应按表 6-8 的要求进

行。 

表 6-8 植被草沟运行标准 

巡视项目 巡视周期 

植物 
⚫ 竣工 2 年内不少于 1 个月 1 次 

⚫ 竣工 2 年后不少于 3 个月 1 次 

沟断面形状 
⚫ 竣工 2 年内不少于 2 个月 1 次 

⚫ 竣工 2 年后不少于 4 个月 1 次 

⚫ 特殊天气预警后，降雨来临前 

⚫ 特殊天气过后 24h 内 

沟内淤泥及垃圾 

溢流口 

出水 

安全警示标志 
⚫ 不少于 3 个月 1 次 

⚫ 特殊天气后 24h 内 

3 植被草沟的维护应按表 6-9 和表 6-10 的要求进行。 

表 6-9 植被草沟维护要求 

维护项目 维护重点 维护周期 维护方法 

植物 

1.补种植物 

2.清除杂草、施肥 

3.按照要求修剪植

物 

⚫ 按不同植物生长要

求定期维护 

⚫ 根据植物巡视结果 

 

沟内淤泥及垃

圾 

清理沟内的淤泥和

垃圾 

⚫ 不少于 2 个月 1 次 

⚫ 根据沟内淤泥及垃

圾巡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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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项目 维护重点 维护周期 维护方法 

植草沟断面形

状 

1.修补坍塌部位，保

持断面形状 

2.修正草沟底部，保

持草沟坡度 

⚫ 不少于 4 个月 1 次 

⚫ 根据相应项目的巡

视结果 

 

出水 
清理穿孔管 可采用从清淤

立管注水冲洗

的方式 疏通雨水连接管 

安全警示标志 
确保安全警示标志

完好，未被遮挡 

根据安全警示标志

巡视结果 
 

表 6-10 植被草沟植物修剪高度要求 

设计高度 最大高度 修剪后高度 

50 75 40 

100 140 80 

150 180 120 

6.2.4 入渗井 

1 入渗井的日常运行应满足表 6-11 的要求。 

表 6-11 入渗井运行标准 

项目 运行标准 

井盖/井篦 井盖或井篦完好无破损 

截污框 
1.截污框无损坏 

2.截污框内垃圾不超过容积的 70% 

井底淤泥 

1.满足根据设计制定的运行标准 

2.如设计中无要求，淤泥厚度不大于

40cm 

井内水位 

1.满足根据设计制定的运行标准 

2.如设计中无要求，雨水排空时间小

于 24h 

井体 
1.井体无破损 

2.渗透孔未被堵塞 

2 巡视中应检查入渗井是否满足运行标准，巡视周期应按表 6-12 的要求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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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2 入渗井巡视要求 

巡视项目 巡视周期 

井盖/井篦 
⚫ 不少于 1 周 2 次 

⚫ 特殊天气后 6h 内 

截污框 

⚫ 不少于 2 个月 1 次 

⚫ 特殊天气预警后，降雨来临前 

⚫ 特殊天气过后 24h 内 

井底淤泥 
⚫ 竣工 2 年内不少于 3 个月 1 次 

⚫ 竣工 2 年后不少于 6 个月 1 次 

⚫ 特殊天气预警后，降雨来临前 

⚫ 特殊天气后 24h 内 
井内水位 

井体 

⚫ 竣工 2 年内不少于 6 个月 1 次 

⚫ 竣工 2 年后不少于 3 个月 1 次 

⚫ 特殊天气后 24h 内 

3 入渗井的维护应按表 6-13 的要求进行。 

表 6-13 入渗井维护要求 

维护项目 维护重点 维护周期 维护方法 

井盖/井篦 
井盖或井篦破损或

丢失后尽快更换 

根据井盖/井篦巡视

结果 
 

截污框 
1.更换破损截污框 

2.清理框内垃圾 

⚫ 不少于 3 个月 1 次 

⚫ 根据截污框巡视结

果 

 

井底淤泥 清理井底的淤泥 

⚫ 不少于 6 个月 1 次 

⚫ 根据井底淤泥巡视

结果 

可采用吸污泵从

井口吸泥 

井内水位 

疏通雨水入水管 
⚫ 不少于 6 个月 1 次 

⚫ 根据井内水位巡视

结果 

 

疏通雨水出水管  

疏通穿孔管  

更换穿孔管、砾石 

⚫ 疏通雨水入水管、出

水管、穿孔管后雨水

入渗仍然不畅时 

⚫ 使用 5—10 年后 

 

井体 更换破损井体 根据井体巡视结果  

4 雨季到来前应对入渗井系统进行全面检查，消除隐患。 

6.2.5 下沉式绿地 

1 下沉式绿地的日常运行应满足表 6-14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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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4 下沉式绿地运行标准 

项目 运行标准 

植物 
绿地内无杂草，且植物至少覆盖 90%

的绿地面积 

排空时间 

1.满足根据设计制定的运行标准 

2.如设计中无要求，雨水排空时间小

于 24h 

溢流口 
格栅栅渣堵塞率不超过过水断面

10% 

2 巡视中应检查下沉式绿地是否满足运行标准，巡视周期应按表 6-15 的要求

进行。 

表 6-15 下沉式绿地巡视要求 

巡视项目 巡视周期 

植物 
⚫ 竣工 2 年内不少于 1 个月 1 次 

⚫ 竣工 2 年后不少于 3 个月 1 次 

溢流口 
⚫ 竣工 2 年内不少于 3 个月 1 次 

⚫ 竣工 2 年后不少于 6 个月 1 次 

⚫ 特殊天气预警后，降雨来临前 

⚫ 特殊天气过后 24h 内 
排空时间 

3 下沉式绿地的维护应按表 6-16 的要求进行。 

表 6-16 下沉式绿地维护要求 

维护项目 维护内容 维护周期 维护方法 

植物 

1.补种植物 

2.施肥 

3.清除杂草，修剪植

物 

⚫ 按不同植物生长

要求定期维护 

⚫ 根据植物巡视结

果 

 

溢流口 清理溢流口 

⚫ 不少于 6 个月 1

次 

⚫ 根据溢流口巡视

结果 

 

排空时间 

疏通穿孔管（如有设

置） 

⚫ 不少于 6 个月 1 次 

⚫ 根据排空时间巡

视结果 

可利用从清淤

立管注水的方

式进行 
疏通排水管 

6.2.6 环保雨水口 

1 环保雨水口的日常运行应满足表 6-17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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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7 环保雨水口运行标准 

项目 运行标准 

雨水篦子 
1.雨水篦子无缺失或破损 

2.雨水篦子上未挂有垃圾，未被堵塞 

截污提篮 

1.截污提篮无损坏 

2.截污提篮内垃圾不超过容积的

70% 

过滤件 

1.小于 20mm/h 降雨半小时内无雨水

从溢流口溢流 

2.出水水质检测满足设计要求；当无

法检测时，目测水质较好 

2 巡视中应检查环保雨水口是否满足运行标准，巡视周期应按表 6-18 的要求

进行。 

表 6-18 环保雨水口巡视要求 

巡视项目 巡视周期 

雨水篦子 
⚫ 不少于 1 周 2 次 

⚫ 特殊天气后 6h 内 

截污提篮 

⚫ 不少于 1 个月 1 次 

⚫ 特殊天气预警后，降雨来临前 

⚫ 特殊天气后 24h 内 

过滤件 
⚫ 不少于 6 个月 1 次 

⚫ 特殊天气后 24h 内 

3 环保雨水口的维护应按表 6-19 的要求进行。 

表 6-19 环保雨水口维护要求 

维护项目 维护重点 维护周期 维护方法 

雨水篦子 更换、补充雨水篦子 
巡视发现雨水篦子破

损或缺失后立即进行 
 

截污提篮 

1.清理截污提篮内

垃圾 

2.更换破损截污提

篮 

⚫ 不少于 3 个月 1 次 

⚫ 根据巡视结果确定 
 

过滤件 

更换过滤料包 

⚫ 根据场地污染程度

不同 1 年 2 次或 3次 

⚫ 根据巡视结果确定 

 

清洗过滤内筒 
⚫ 不少于 1 年 2 次 

⚫ 根据巡视结果确定 

 

清除雨水井内淤泥

或垃圾 
 

6.2.7 生态树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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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树池的日常运行应满足表 6-20 的要求。 

表 6-20 生态树池运行标准 

项目 运行标准 

树木 树木长势良好，满足设计及景观要求 

截污提篮 

1.截污提篮未损坏 

2.截污提篮内垃圾不超过容积的

70% 

溢流口、格栅 
格栅栅渣堵塞率不超过过水断面

10% 

溢流水质及水量 

1.降雨等级不超过大暴雨的情况下

半小时内雨水无溢流 

2.溢流水质检测满足设计要求；当无

法检测时，目测水质较好 

2 巡视中应检查生态树池是否满足运行标准，巡视周期应按表 6-21 的要求进

行。 

表 6-21 生态树池巡视要求 

巡视项目 巡视周期 

树木 
⚫ 竣工 2 年内不少于 2 个月 1 次 

⚫ 竣工 2 年后不少于 3 个月 1 次 

截污提篮 

⚫ 不少于 1 个月 1 次 

⚫ 特殊天气预警后，降雨来临前 

⚫ 特殊天气后 24h 内 

溢流口、格栅 
⚫ 不少于 6 个月 1 次 

⚫ 特殊天气后 24h 内 溢流水质及水量 

3 生态树池的维护应按表 6-22 的要求进行。 

表 6-22 生态树池维护要求 

维护项目 维护重点 维护周期 维护方法 

树木 

1.如树木死亡，尽快

补种 

2.根据绿化要求修

剪、维护树木 

⚫ 竣工 2 年内不少于

4 个月 1 次 

⚫ 竣工 2 年后不少于

6 个月 1 次 

⚫ 根据巡视结果确定 

 

截污提篮 

1.清理截污提篮内垃

圾 

2.更换破损截污提篮 

⚫ 不少于 3 个月 1 次 

⚫ 根据巡视结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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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项目 维护重点 维护周期 维护方法 

溢流口、格栅 
清理溢流口、格栅处

的垃圾 
 

溢流水质及水

量 
更换土壤 

⚫ 不少于 2 年 1 次 

⚫ 根据巡视结果确定 
 

6.2.8 初雨处理设施 

1 初雨处理设施的日常运行应满足表 6-23 的要求。 

表 6-23 初雨处理设施运行标准 

项目 运行标准 

截污提篮 

1.截污提篮无损坏 

2.截污提篮内垃圾不超过容积的

70% 

过滤件 

1.过滤料包完好未破损 

2.降雨等级不超过大暴雨的情况下

半小时内雨水无溢流 

3.雨水排空时间不大于 24h 

4.溢流水质检测满足设计要求；当无

法检测时，目测水质较好 

内外溢流口 
溢流口格栅栅渣堵塞率不超过过水

断面 10% 

2 巡视中应检查初雨处理设施是否满足运行标准，巡视周期应按表 6-24 的要

求进行。 

表 6-24 初雨处理设施巡视要求 

巡视项目 巡视周期 

截污提篮 

⚫ 不少于 1 个月 1 次 

⚫ 特殊天气预警后，降雨来临前 

⚫ 特殊天气后 24h 内 

过滤料包 
⚫ 不少于 3 个月 1 次 

⚫ 特殊天气后 24h 内 

内外溢流口 
⚫ 不少于 6 个月 1 次 

⚫ 特殊天气后 24h 内 溢流水质、水量 

3 初雨处理设施的维护应按表 6-25 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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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5 初雨处理设施维护要求 

维护项目 维护重点 维护周期 维护方法 

截污提篮 

1.清理截污提篮内

垃圾 

2.更换破损截污提

篮 

⚫ 不少于 3 个月 1 次 

⚫ 根据巡视结果确定 
 

过滤件 

更换吸油棉 
⚫ 根据场地污染程度

不同 1 年 2 次或 3 次 

⚫ 根据巡视结果确定 

 

更换过滤料包  

清理内框  

疏通入渗孔 

⚫ 更换过滤料包后雨

水排空时间仍然不能

满足要求时 

⚫ 使用 3—5 年后 

 

溢流口 清理溢流口 
⚫ 不少于 6 月 1 次 

⚫ 根据巡视结果确定 
 

6.2.9 雨水花园 

1 雨水花园的日常运行应满足表 6-26 的要求。 

表 6-26 雨水花园运行标准 

项目 运行标准 

植物 
1.植物无枯死，覆盖率不低于 90% 

2.植物高度满足设计要求 

进水及配水设施 
1.进水管道未被堵塞 

2.配水设施无淤积 

溢流口 
溢流口格栅栅渣堵塞率不超过过水断

面 10% 

穿孔管 穿孔管未被堵塞 

雨水排空时间 

1.排空时间满足根据设计制定的运行

标准 

2.如设计中无要求，雨水排空时间小

于 36h 

蓄水层 
1.蓄水层中无泥沙淤积 

2.边坡完好，无坍塌 

覆盖层 
1.覆盖层平整 

2.下层的种植土壤无露出 

出水水质 
出水水质检测满足设计要求；当无法

检测时，目测出水水质较好 

2 巡视中应检查雨水花园是否满足运行标准，巡视周期应按表 6-27 的要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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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表 6-27 雨水花园巡视要求 

巡视项目 巡视周期 

植物 
⚫ 竣工 2 年内不少于 1 个月 1 次 

⚫ 竣工 2 年后不少于 3 个月 1 次 

进水及配水设施 ⚫ 竣工 2 年内不少于 3 个月 1 次 

⚫ 竣工 2 年后不少于 6 个月 1 次 

⚫ 特殊天气预警后，降雨来临前 

⚫ 特殊天气后 24h 内 

溢流口 

穿孔管 

雨水排空时间 

⚫ 竣工 2 年内不少于 3 个月 1 次 

⚫ 竣工 2 年后不少于 6 个月 1 次 

⚫ 特殊天气后 24h 内 

蓄水层 

覆盖层 

出水水质 

3 雨水花园的维护应按表 6-28 的要求进行。 

表 6-28 雨水花园设施维护要求 

维护项目 维护重点 维护周期 维护方法 

植物 

1.补种植物 

2.施肥 

3.清除杂草，修剪植

物 

⚫ 不少于 3 个月 1 次 

⚫ 根据巡视结果确定 
 

进水及配水设

施 

1.疏通进水管道 

2.清洗或更换配水

设施 
⚫ 不少于 3 个月 1 次 

⚫ 根据巡视结果确定 

 

溢流口 清理溢流口  

蓄水层 
清扫蓄水层的垃圾

及淤泥 

⚫ 不少于 3 个月 1 次 

⚫ 根据巡视结果确定 
 

覆盖层 更换覆盖层 
⚫ 不少于 1 年 1 次 

⚫ 根据巡视结果确定 
 

穿孔管 疏通穿孔管 

⚫ 不少于 6 个月 1 次 

⚫ 根据排空时间巡视

结果确定 

可采用从清淤

立管注水冲洗

的方式 

雨水排空时

间、出水水质 

更换种植土 
⚫ 不少于 1 年 1 次 

⚫ 重新植物时 
 

更换人工填料层、砂

层、砾石层和土工布 

⚫ 疏通穿孔管、更换

种植土壤后雨水排空

时间和水质仍然不满

足设计要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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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项目 维护重点 维护周期 维护方法 

⚫ 使用 5-10 年后 

6.2.10 排水路缘石 

1 排水路缘石的日常运行应满足表 6-29 的要求。 

表 6-29 排水路缘石运行标准 

项目 运行标准 

检修口 
1.检修口内无淤泥或垃圾 

2.日常运行中检修口处于关闭状态 

路缘石内排水状况 
路缘石内排水畅通，排水能力满足设

计要求 

路缘石破损情况 路缘石无破损 

2 巡视中应检查排水路缘石是否满足运行标准，巡视周期应按表 6-30 的要求

进行。 

表 6-30 排水路缘石巡视要求 

巡视项目 巡视周期 

检修口 
⚫ 不少于 3 个月 1 次 

⚫ 特殊天气预警后，降雨来临前 

⚫ 特殊天气后 24h 内 

路缘石内排水状况 

路缘石破损情况 

3 排水路缘石的维护应按表 6-31 的要求进行。 

表 6-31 排水路缘石设施维护要求 

维护项目 维护重点 维护周期 维护方法 

检修口 
清掏检修口中的垃

圾 

⚫ 不少于 3 个月 1 次 

⚫ 特殊天气后 24h 内 
 

路缘石内排水

状况 
清理路缘石内垃圾 

⚫ 不少于 6 个月 1 次 

⚫ 特殊天气后 24h 内 
 

路缘石破损情

况 
更换破损路缘石 

根据路缘石破损情况

巡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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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

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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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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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标准中指明应按其它有关部门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

要求）”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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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本标准是由编制组根据深圳市海绵型道路建设工作开展的需要，经充分研

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标准，并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和专家审查后编

制而成。 

为便于深圳市海绵型道路设计、施工、验收、运行及维护阶段在使用本标准

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海绵型道路建设技术标准》编制组按章、节、

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

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法律效力，仅

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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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0.5 根据《深圳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实施我市建设项目海

绵城市管控指标豁免清单管理的意见》深海绵办〔2018〕110 号规定，我市实施

建设项目海绵城市管控指标豁免清单管理，纳入豁免清单的建设项目，在项目设

计、报建、图纸审查、验收等环节对其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不作强制性要求，

由建设单位根据项目特点因地制宜落实海绵城市设施。市交通主管部门可根据项

目特点负责主管部门豁免清单的制定、发布、组织实施及监督检查。 

市交通运输局已编制了《交通行业海绵城市源头管控指标豁免清单》，对于

符合豁免清单原则的项目，应按程序申请列入豁免清单进行管理，在本标准中不

再具体规定。交通行业海绵城市源头管控指标豁免清单原则如下： 

一、特殊地质区 

项目位于《深圳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及实施方案》划定的地质条件不适宜进

行海绵城市建设的区域；或经现场勘查，其地质状况不适宜进行海绵城市建设。 

二、特殊类型项目 

1.修缮改造工程； 

2.单体天桥工程； 

3.应急抢险工程； 

4.临时设施修建工程。 

三、其他经专家论证后认定的海绵城市措施影响项目基本使用功能的项目。 

 

1.0.6 海绵型道路的排水设计应严格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4 执行，不得因建设海绵城市设施降低其原有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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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术语 

本章给出的术语，是本标准有关章节中所引用的，术语是从本标准的角度赋

予含义的，不一定是术语的定义，同时还分别给出了相应的推荐性英文。为了使

用方便，各项海绵城市设施及其他一些术语在国家和深圳市其他海绵城市相关标

准中已经有明确解释，在本章中没有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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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计目标 

3.0.1 海绵型道路需已满足道路基本功能为第一目标，不得因海绵城市设施影响

道路的安全通行等基本功能要求。 

3.0.2 规定了海绵型道路的初期雨水径流控制目标。 

1. 目标制定的原因 

《深圳市海绵型道路建设专项规划及实施方案》（2016 年版）中对道路广场

类项目提出了面源污染削减 40%（以 SS 计）的目标，但由于污染物总量难以确

定，削减率作为指标难以评估。对于新建项目，其下垫面形态发生变化，开发前

的污染物浓度不能作为评估径流污染削减率的指标；对于改造项目，设计前需对

其污染物负荷进行监测才能确定污染物削减量，可操作性较差。因此在本标准中

采用初期雨水控制厚度作为污染控制目标。 

根据已经开展的相关研究可知，深圳市雨水径流污染存在明显的初期污染效

应。在深圳市典型降雨雨型和固定历时条件下，通过模型模拟不同下垫面的污染

物单位面积量，可得到如下的时间-浓度序列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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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不同下垫面污染物浓度变化序列曲线 

通过上述曲线可见，降雨的前 20-30 分钟，雨水中携带的污染物浓度较高，

对城市水环境影响较大。雨水径流水质随着降雨过程的延续逐渐改善并趋向稳

定。地表径流中污染物的 70%包含于初期 7-15mm 降雨中。 

2. 目标数值的确定 

根据深圳市地方标准《低影响开发雨水综合利用技术规范》（SZDB/Z 145 

2015）的规定，不同污染物负荷等级的道路初期雨水径流厚度划分如下表所示。 

表 3-1 道路初期雨水径流控制厚度划分 

水质 

等级 
道路等级 

平均 COD 

（mg/l） 

平均 TSS

（mg/l） 

平均 TP 

（mg/l） 

初期雨水控制

厚度（mm） 

I 轻污染负荷道路 100～800 100～1000 0.2～1.0 10 

II 重污染负荷道路 > 800 > 1000 > 1.0 15 

但由于轻、重污染负荷道路难以准确量化，再结合前期标准试行过程中使用

单位的反馈，该目标实施较为困难。因此在当前阶段将初期雨水径流控制目标统

一确定为 10mm。 

特别需要说明，目前市交通运输局正在会同市海绵城市建设办公室开展深圳

市车行道雨水径流污染特性及控制技术研究，该研究将对深圳市车行道雨水径流

污染物迁移、转移及分布规律进行研究，为深圳市道路径流污染规模控制计算提

供理论依据，同时为本标准的修订提供支持。 

3.0.3 规定了海绵型道路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 

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制定的原则。 

1）海绵型道路应优先利用路面及绿化带内的海绵城市设施对于雨水径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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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控制，原则上不宜在道路红线范围内修建蓄水池等蓄水设施； 

2）道路红线内机动车道宽度占道路红线总宽度的比例是对年径流总量控制

率影响最大的因素，根据《深圳市道路设计标准》，不同等级的道路断面类型有

较大差别，道路红线内机动车道宽度占道路红线总宽度的比例也有明显差距，因

此宜根据道路等级不同，按其典型断面形式确定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 

3）各等级道路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的计算，应在采取通用的科学合理的

海绵城市措施的基础上进行； 

4）本标准 4.1.5 条中规定了宽度小于 1.5m 的绿化带不宜采用下沉式做法，

因此大于 1.5m 和小于 1.5m 的道路雨水滞蓄空间差异较大，因此在确定目标时也

按照绿化带宽度不同进行了区分； 

5）各等级道路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原则上不宜突破《深圳市海绵型道路

建设专项规划及实施方案》对道路广场类项目制定的目标。 

2. 确定目标数值时选用的道路标准断面 

《深圳市道路设计标准》将全市道路等级划分为支路、次干路、生活性主干

路、交通性主干路和高快速路 5 类，因此本标准中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也按此

标准划分。 

此外，本标准中的道路断面划分也按《深圳市道路设计标准》执行，分为车

行道、辅道、人行道、自行车道、中央分隔带、侧分带、绿化带等，断面如下图

3-2 所示。 

 

图 3-2 道路标准断面图 

各等级道路具体断面形态如下图所示。 

1）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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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干路 

 

3）生活性主干路 

 

4）交通性主干路 

 

5）高快速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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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快速路（二） 

 

3. 其他说明。 

1）根据本标准 4.1.6 条，道路中央分隔带原则上不接纳路面雨水，因此不参

与目标确定时绿化带宽度的划分。所以表 3-1 中的绿化带宽度是除中央分隔带外

单条绿化带的平均宽度。对于部分只有非连续的树池作为绿化的道路，树池的宽

度原则上不计入绿化带宽度。 

2）长历时暴雨雨型主要用于整个城市排涝系统，特别是包含排涝河道的系

统设计，对于城市区域，一般选择 6-24 小时作为长历时的雨型统计时段。由于

深圳全市域可分为九大流域，分属三个不同的水文分区，因此本标准中年径流总

量控制率目标也按三个水分分区进行了划分，具体划分原则按《深圳市海绵城市

建设专项规划及实施方案》确定，本标注中不再进行说明。 

3）绿化带是海绵型道路的主要雨水滞留空间，因此对于没有绿化带的道路，

其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往往难以达标，因此不宜对其做硬性要求。但应采用环

保雨水口等设施在路面的海绵城市设施对其初期雨水径流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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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绵型道路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2 规定了道路铺装面层材料的确定原则。 

1. 人行道 

人行道通常承重要求相对较低，且传统城市道路人行道通常采用人行道砖，

因此规定海绵型道路的人行道面层应优先选用透水砖，对承重或景观有特别要求

的部位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其他铺装形式。故本条要求人行道面层“宜”采用透

水砖。 

2. 自行车道 

自行车道通常承重要求也相对较低，且传统城市道路人行道通常采用水泥混

凝土或沥青，因此规定海绵型道路的自行车道面层应优先选用透水水泥混凝土或

透水沥青，对承重或景观有特别要求的部位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其他铺装形式。

故本条要求自行车道面层“宜”采用透水水泥混凝土或透水沥青。 

3. 车行道 

车行道对承重要求较高，考虑到车辆行驶的安全性和舒适性，面层一般采用

沥青，部分道路也会使用水泥混凝土。当前深圳市还处于高速发展、建设期，城

市道路上各种重型车辆或泥头车较多，而当前透水沥青材料在稳定性和耐久性方

面还无法全面代替常规的沥青材料，且透水面层空隙中土粒或细沙清理也较为困

难，因此对于在车行道使用透水沥青材料应持审慎态度，因此非重载车行道可在

充分论证后应用透水铺装，重载车行道现阶段不推荐采用透水铺装。故本条要求

非重载车行道“可”采用面层透水的透水混凝土或透水沥青，重载车行道“应”

采用不透水铺装。 

4.1.3 规定了雨水排空时间的确定原则。 

雨水排空时间是指雨水从充满有滞蓄功能的海绵城市设施到完全排放、入渗

的时间。如雨水排空时间过长，则可能影响公众正常出行，也可能影响设施内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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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正常生长，还可能会导致蚊虫滋生等问题，因此海绵城市设施在设计中应

严格控制雨水排空时间。 

4.1.4 规定了窄绿化带的下沉要求。 

小于 1.5m 的绿化带沿着上不宜采用下沉式做法，原因主要有以下 3 点： 

1）小于 1.5m 的绿化带，在扣除必要的市政公用设施（如路灯底座、电缆检

查井等）面积后，实际可供雨水入渗的绿地面积很小； 

2）在车行道施工中，路基横向夯实宽度比路面横向宽度要宽，这就意味着

绿化带下面有部分是夯实的土壤，雨水无法通过这些土壤入渗； 

3）到目前为止，尚没有确切实验证据证明绿地下沉对植物生长的影响。但

是根据植物相关专业的分析，植物浸泡在水里的时间过长对植物生长有副作用。 

4.1.5 规定了道路中央分隔带雨水滞留的要求。 

道路中央分隔带应采取适当措施使雨水不溢流到路面，不需作为专门滞蓄设

施接纳路面雨水，原因主要有以下 3 点： 

1）设有中央分隔带的道路，其双向的车道横坡一般都是坡向道路外侧，而

改变道路坡向又会对道路整体的施工造成较大困难，因此路面的雨水难以漫流进

入中央分隔带。 

2）如中央分隔带修建为下沉式绿地，则需配套建设专门的雨水溢流设施，

而通常道路雨水排水管道沿道路一侧或两侧铺设，因此中央分隔带的溢流雨水接

驳比较困难； 

3）中央分隔带内的植物还有夜间防眩的作用，如果将中央分隔带的土层从

现有的高出地面 10-30cm 改为下沉 10-20cm，就需要植物高度相应增高 20-50cm，

需要对城市道路整体的植物设计进行较大修改，实施起来也较为困难。 

4.1.9 根据实验及软件计算模拟结果，当道路纵坡为 1.5%时，只有 60%的雨水进

入能够侧向排放；当道路纵坡为 2.0%时，只有 35%的雨水能够侧向排放。因此

当道路纵坡大于 1.5%时，不建议采用雨水侧排方式，宜采用平篦收水。 

4.1.10 当透水路面坡度太大时，上游端的透水垫层将无法蓄存雨水，需要将透水

路面隔断处理，才能保证透水路面的蓄水功效。 

4.1.11 砂滤层应布置在透水垫层下方，可避免对道路雨水径流中的污染物入渗对

地下水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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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设施设计 

4.5.1 雨水花园 

1. 规定雨水花园的构成 

1）雨水花园的结构如图 4-1： 

 

图 4-1 雨水花园结构图 

2）雨水花园设置沙滤层的目的是：a）加强雨水过滤，提高污染物去除效果；

b）隔开土壤层与土工布，防止土壤堵塞土工布。 

3. 规定雨水花园的进水要求 

1）没有路沿的道路的雨水直接漫流进入雨水花园，而有路沿的道路雨水则

可以采用道牙、立篦或其他方式进入雨水花园。 

2）为了使得雨水花园运行效果良好，雨水应顺畅、均匀地进入雨水花园。

由于雨水花园存水深度通常为 10～30cm，如果集水区有一定的坡度，雨水径流

会冲蚀雨水花园，需要采用配水设施使得进水均匀且不会冲蚀雨水花园。 

5. 规定不同形式雨水花园的土壤渗透系数、地下水位及不透水层埋深要求 

雨水花园自身的土壤需要经过配置以保证其渗透系数符合要求。简易型雨水

花园的雨水需入渗，则需要对场地土壤、地下水位及不透水层深度提出要求；而

增强型雨水花园只需要对地下水位及不透水层深度提出要求。 

6. 规定雨水花园的进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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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花园最大存水深度越大则滞留（流）的雨水量就越大，有利于更好的实

现低冲击开发目标。但是最大存水深度过大有两个不利的因素：a）影响景观效

果；b）排水时间延长，影响种植物生长，且夏季容易滋生蚊虫。本条要求存水

深度为 10～30cm 既兼顾了景观效果，同时也保证滞留（流）雨水能够在 36 小

时内入渗或者排放。 

7. 规定雨水花园覆盖层设置 

根据美国联邦环保局（EPA）近年来提供的的监测数据显示，覆盖层对雨水

花园作用非常大，其主要作用如下： 

1）保持雨水花园中土壤湿度，有利于种植物生长； 

2）防止雨水冲蚀土壤层； 

3）提供微生物环境有利于雨水中污染物去除； 

4）泥沙包裹在树皮、树叶中，有利于雨水花园的维护。 

早期，有些雨水花园在建设中为了更加有利于去除雨水中的污染物，采用多

孔介质例如木屑、碎草屑作为覆盖层，但是后来发现在较大暴雨时这些物质会随

着雨水漂浮进入溢流系统。本标准建议不要采用木屑、碎草屑等物质作为雨水花

园覆盖层。 

8. 规定雨水花园土壤层的要求 

1）渗透系数根据如下确定： 

a）当雨水花园最大存水深度为 30cm 时，36 小时排空雨水需要的土壤渗透

系数为 3×10-6m/s； 

b）太高的土壤渗透系数会导致雨水花园污染物去除效果下降。 

2）研究结果显示，pH 值在 5.5-6.5 之间时 N，P 等污染物最容易被土壤及植

物根系吸附。下图 4-2 是被吸附固态磷量与 pH 值之间的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

当 pH 值在 5.5～6.5 之间时，固态磷最容易被土壤及植物根系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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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土壤中固态磷被吸附量与土壤 pH 值关系 

3）保证有机质含量既有助于雨水花园中种植物的生长，也同时有利于土壤

及植物根系吸附污染物。 

4）土壤中粘土、粉质土和沙质土的百分比要求是以体积计算，提高土壤中

沙质土和粉质土的比例是为了提高配置土壤的孔隙率和保证一定的渗透系数。以

上数据是根据国外雨水花园的设计及建造经验确定的。 

9. 规定地下排水层设计要求 

1）砾石层采用的水洗砾石不能用鹅卵石替代，砾石不仅用于蓄水排水，同

时还能够培养生物膜，有利于氮的去除。 

2）清淤立管有两个作用： 

a）当雨水花园使用很长时间后，地下穿孔管内可能有泥沙淤积，可以通过

立管清淤； 

b）雨水花园也可以采用清淤立管溢流雨水。 

10. 规定雨水花园的溢流设置 

不管采用何种溢流形式，溢流口高程均应与雨水花园最大存水深度线保持一

致，否则会减少雨水花园雨水径流污染处理量，影响其设计效果。 

增强型雨水花园采用地下排水管溢流时，地下排水管的排水能力应按照设计

进水流量设计，不再是按照其最大入渗能力设计。 

4.5.2 透水铺装 

透水铺装的具体做法应按《深圳市道路设计标准》中的规定执行，本标准中

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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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下沉式绿地 

1. 规定下沉式绿地的构成，下沉式绿地的结构如图 4-3： 

 

图 4-3 下沉式绿地 

4.5.4 植被草沟 

1. 规定植被草沟土壤要求 

植被草沟最大深度通常为 0.20-0.40m，则排水型植被草沟地下水位及不透水

层埋深应大于 0.60m 才能保证：1）不会污染地下水；2）地下水不会反渗到植被

草沟中。而入渗型植被草沟由于需要设置地下蓄水层，其地下水位及不透水层埋

深应大于 1.20m。 

2. 规定植被草沟坡度要求 

植被草沟规定最小坡度要求是为了便于排水。此外，植被草沟的坡度也不宜

过大，否则可能造成流速过大冲蚀草沟。 

3. 推荐植被草沟的进水要求 

雨水径流进入植被草沟应：1）顺畅、均匀地流入；2）不会对植被草沟土壤

造成冲蚀。当雨水通过管道或跌水的形式进入植被草沟时需要采用配水设施使得

进水均匀且不会冲蚀植被草沟。 

4. 规定植被草沟断面设计要求 

1）植被草沟断面采用抛物线或梯形形状是为了保持断面的稳定性，且要求

梯形断面边坡应大于 2:1。 

2）植被草沟最大深度要求是基于以下原因：a）景观设计要求；b）雨水排

空时间要求。 

5. 规定植被草沟断面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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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被草沟断面尺寸根据曼宁公式计算，本条提供了详细的计算方法，包

括抛物线断面和梯形断面，需要注意的是断面最大深度宜为 20-40cm。 

2）由于植被草沟有一定的坡度，所以其最大平均存水面积并不等于最大面

积。 

6. 规定植被草沟最大流速要求 

植被草沟最大流速要求与草沟土质、植被高度、植被状况等有关。表 4-7 的

数据是根据美国密西根州环境质量部门于 1998 年发布的《Surface Water Quality 

Division Guidebook of 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 for Michigan Watershed》报告计

算得出的。 

7. 规定植被草沟溢流设施设置 

1）植被草沟应根据其入渗能力、滞留能力、排水能力进行计算确定。溢流

设施可以设置在草沟末端也可设置在中间位置。 

2）溢流口宜设置在最高蓄水位下 3-5cm 处，是为了保证植被草沟的蓄水能

力。 

3）溢流口位置设置不宜太过密集，通常不宜小于 30m。如果植被草沟太短，

其污染物去除能力将受到很大的影响。下图是实际监测的植被草沟污染物去除能

力与草沟长度的关系曲线（Walsh et al. 1997）。 

 

图 4-4 植被草沟污染物去除效果与长度关系 

4.5.5 入渗井 

1. 规定入渗井的适用条件 

容易发生坍塌、滑坡灾害的危险场所土壤被雨水浸湿后，更容易造成土壤层

不稳定，加大其坍塌、滑坡的风险，所以不得建造入渗井。自重湿陷性黄土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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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浸湿并在一定压力下土体结构迅速破坏，产生显著附加下沉，高含盐量土壤当

土壤水增多时会产生盐结晶，在这两类场地也不得建造入渗井。 

 

4.5.6 环保雨水口 

1 规定了环保雨水口的功能 

环保雨水口的功能如下图所示。 

 

图 4-5 环保雨水口功能示意图 

3 规定了环保雨水口的雨水净化要求 

环保雨水口从原理上可大致分为弃流型、沉砂型、过滤型。弃流型环保雨水

口通常是通过将初期雨水弃流到市政污水排水管网而达到雨水净化的效果，虽然

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雨水管网中污染负荷，但对市政雨水排水系统有较大影响，

不宜大面积使用；沉砂型环保雨水口通过设置沉砂区，沉积雨水中的沙粒等物质，

可实现一定的污染物去除的效果，但整体去除效率较差；过滤型环保雨水通过截

污、过滤等结构进行复合净化，污染物去除效果较好，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可满足

污染物去除 70%以上（以 SS 计）的效果。因此本标准中规定了环保雨水口应采

用过滤型。 

5 规定了环保雨水口过流能力的要求 

雨水口是道路雨水排放的主要通道，因此不得因设置环保雨水口影响道路雨

水顺畅排放。在设计时为方便计算，原则上截污挂篮的有效过流面积不应小于雨

水篦子有效过流面积。 

7 规定了环保雨水口防蚊虫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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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四害防制设施设置技术规范》要求排水管网的雨污水井需设置防蚊

闸，安装在雨水篦子下面，确保进水时闸门挡板能被重开，无水时呈闭合状态，

因此环保雨水口也应符合上述规范要求。 

 

4.6 植物选择 

本节给出的是下沉式绿地、植被草沟、雨水花园、生态树池等设施中可采用

几种植物，实际设计中可根据项目实际况且选取植物，不应局限于本节中给出的

品种。 

 

4.7 水文计算 

4.7.3 规定了模型法应用模型软件的要求 

本标准不对应用的软件做具体规定，设计人员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现阶段

可采用《深圳市海绵城市规划要点和审查细则》等文件中应用的 SWMM 模型进

行计算。 

 

图 4-6 SWMM 模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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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海绵城市设施施工及验收 

5.1 一般规定 

5.1.1 规定施工的设计文件要求 

 海绵型道路工程包含了室内外管道安装、景观绿化、雨水收集、水质处理、

设备安装等内容，比常规的雨水管道系统涵盖的内容多，系统复杂，施工要求更

加严格。施工过程是海绵型道路工程能够实现设计目标的一个关键环节，施工时

能够按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图纸施工、是否采用正确的材料、各项设施施工能

够满足设计要求等都可能对整个项目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施工前施工单位应熟悉

设计文件和施工图，深入理解设计意图及要求，严格按照设计文件、相应的技术

标准进行施工，不得无图纸擅自施工，施工队伍必须有国家统一颁发的相应的资

质证书。 

5.1.4 规定验收时的检查内容 

 每项海绵城市设施包含很多的构成，在验收时需要对每一项设施进行仔细检

查。例如雨水花园包括进水设施、存水区、覆盖层、土壤层、种植物、沙滤层、

地下排水层、溢流设施等部分，在验收时应按照应列出每项设施的构成部分，检

查的尺寸、坡度、种植物状况。 

 

5.3 施工技术 

5.3.1 雨水花园 

1. 规定雨水花园施工工序 

1）雨水花园有两种形式，其结构上有所不同，从而使得其施工工序也有一

定的差别。 

2）增强型雨水花园通常采用地下穿孔管作为溢流。本条中增强型雨水花园

的溢流设施包含在清淤立管安装中。入渗型雨水花园通常采用堰溢流，其溢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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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施工包含在预处理设施施工中。 

2-5. 对雨水花园的施工过程提出技术要求 

1）土方开挖工作可用人工或小型机械施工，在有滑坡危险的山地区域，应

有护坡保土措施。在采用机械开挖时，挖掘工作从地面向下进行，表面用铁锨等

器具剥除。剥落的砂土要予以排除。为了保护挖掘底面的渗透能力，应避免用脚

踏实。 

2）雨水花园与入渗设施有所不同，其主要功效是削减污染物，而对雨水入

渗并没有太高的要求。所以在施工时土壤密实时只需要超挖 30cm 并混合 5cm 细

砂回填，保证其有一定的浅层入渗能力即可。 

3）沟槽开挖后为保护底面应立即铺沙，但是地基为沙砾时可以不用铺沙。

铺沙用脚轻轻的踏实，不得采用滚轮等机械碾压，用人工铺平即可。 

4）为防止砂土进入砾石层影响其雨水储存和堵塞穿孔排水管，充填砾石时

应全面包裹土工布。 

7. 规定地下穿孔管的设置 

 地下穿孔管上游端口应采用盖子封住是为了防止砾石进入穿孔管中，影响雨

水排放。而穿孔管管顶和管底应保持不少于 5cm 的砾石层是为了保证雨水能够

顺畅的进入到穿孔管中。 

8,9. 规定种植土壤的配置方法 

1）配置土壤渗透系数是影响雨水花园运行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控制

配置土壤的粘土、砂质土和粉质土比例可以改变其渗透系数。 

2）土壤 pH 值测定可采用便携式 pH 计测试，测试方法按照相关规范执行。

当土壤 pH 达不到设计要求时，需要采用石灰、硫磺粉或硫酸亚铁调节其 pH 值，

例如采用 150g 硫磺粉/m3 土壤或 400g 硫酸亚铁/m3 土壤，可降低 0.5—1 个 pH

单位。 

3）在配置前应测定或估算用于配置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据此可以确定配置

后的土壤是否满足有机质含量要求。最后再将配置好的土壤送实验室检测确定其

满足要求后方可实施回填。 

10. 规定配置土壤回填的要求 

 配置土壤回填需要使其不会产生沉降，但是又不能夯实，所以需要按照 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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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回填。洒水使其饱和是为了保证其以后不会产生沉降。 

5.3.4 植被草沟 

3. 规定植被草沟断面施工要求 

植被草沟的断面形状及坡度对其运行效果影响很大，必须严格按照设计施

工，特别是不能出现过流量不一致的断面，出现涌水或跌水的状况。 

4. 规定植被草沟种植物施工要求 

1）如果先种植坡地，再种植边坡时，其容易破坏坡底形状及坡度，不易清

理，宜先种植边坡及坡面； 

2）雨天施工时，应采取排水保土措施。例如截洪沟、三维植被网等。 

 

5.4 质量控制 

5.4.1 规定海绵型道路工程应采用动态质量管理 

施工质量的管理与检查验收在国外通常称为“质量控制/质量保证”（简称为

QC/QA），是工程项目保证质量的手段。在施工的各个阶段，业主、承包商、监

理及监督单位各有各的责任。 

对施工质量的“过程控制”及“动态质量管理”是在连续生产线上及时发现

不合格的工序和单元，防止它流入下一个工序和单元，这样可以保证最后的产品

是合格品。“过程控制”首先是工艺控制，即所采用的施工工艺不致产生不合格

产品。 

5.4.3 规定施工前检查各种材料的来源与质量。 

海绵型道路工程中重要的材料包括透水材料、土工布、防渗材料、管材、砾

石、沙等。采购前，需要供货单位提供最新检测报告以保证其满足本标准规定的

技术要求。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标准中规定的土工布需采用短纤针刺非织造土

工 布 ， 故 土 工 布 应 按 照 《 土 工 合 成 材 料 短 纤 针 刺 非 织 造 土 工 布 》

（GB/T17638-2017）检测标准进行检测。 

5.4.7 规定了海绵型道路竣工验收材料的要求。 

深圳市海绵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了《深圳市建设项目海绵施验收技

术指引》等竣工验收指引性文件，对各项项目及设施的竣工验材料及标准收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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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具体规定，海绵型道路竣工验收应按照上述文件执行，本标准不再重复说明。 

5.4 验收 

5.4.2 规定保留回填土壤样品，用于验收时检测。 

1. 保留土样采用常水头渗透试验测试渗透系数。常水头渗透试验应按照下列要

求实施： 

 1）土样填充直径大于 400mm； 

 2）土壤填充厚度按该土样回填点的设施实际土壤厚度填充； 

 3）土壤上端应保持 20-30cm 存水深度； 

 4）测试时稳定渗透系数时间应大于 15 分钟。 

2. 土样标明回填位置及土样总量的目的是：当该批土壤不符合要求时，能够挖

起回填土重新配置回填，进行工程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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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海绵城市设施维护 

6.1 一般规定 

6.1.2 海绵城市建设主要构建低影响开发的雨水系统，在各种天气条件中，降雨

对海绵城市设施的影响是最大的，因此本标准中的特殊天气主要指降雨量远大于

平均情况的天气，包括台风、暴雨等。 

根据深圳市气象局（台）发布的深圳市气候概况，深圳市深圳属南亚热带季

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23.0℃，历史极端最低气温 0.2℃，一年中 1 月平均气温最

低，平均为 15.4℃。故本标准不考虑降雪、冰冻等天气及融雪剂对海绵城市设施

造成的影响。 

 

6.2 运行及维护要求 

6.2.1 透水水泥混凝土/透水沥青铺装 

透水铺装路面在降雨时路面不应出现积水，但使用中透水性能会有所降低，

路面可能会出现短时间积水；此外，在降雨时也难以对透水铺装路面进行巡视。

因此本表规定在暴雨结束后 1h 内路面无积水，这样既考虑到运行中的实际情况，

又兼顾了巡视的可操作性。 

造成透水铺装透水能力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是其孔隙被堵塞，而运土车经过常

常会撒落渣土，因此当周边有建设工地，有运土车频繁经过时，透水路面的巡视

周期应缩短。 

透水铺装孔隙堵塞后，可使用高压水冲刷孔隙洗净堵塞物，或用压缩空气冲

刷孔隙使堵塞物去除，或用真空泵吸出杂物等方法进行处理。当采用高压水冲刷

时，其对水压作了限制，严防水压过大，对路面产生破坏性影响。 

根据相关研究结果，透水铺装路面在高压水冲洗后，大部分铺装透水面层的

透水性能能恢复较好，但如果是砂浆等堵塞了孔隙，则透水面层的透水系数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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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虽然实验表明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其透水系数可以恢复，但恢复工作毕竟较

费时费力。因此为增加透水铺装的使用寿命，在使用中就应加强保护，避免人为

因素导致透水砖铺装性能快速降低。 

6.2.3 植被草沟 

1. 植被覆盖率的要求 

为了防止雨水冲刷沟体，植草沟土壤不得裸露，因此规定植被覆盖不低于

90%。 

2. 植草沟断面形状检查的原因 

检查植草沟断面形状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1）植草沟的输水能力是在设计断面形状的条件下计算得来的，断面形状的

改变会影响植草沟的输水能力，因此植草沟在运行中断面形状不应有太大改变； 

2）植草沟边坡坍塌等造成沟断面形状改变影响植草沟的美观，也一定程度

上形成了安全隐患。 

植被高度对植草沟的功能有直接影响，植被高度过低则雨水净化能力小，高

度过高则影响过水能力，因此需要定期对植物进行修建。巡视的周期是根据植草

沟常用植物的生长状况得出的平均值，可以根据实际种植植物及长势进行适当调

整。 

植被草沟应设置专用的清淤立管，以便疏通地下管道。溢流管管径过大，难

以用于疏通地下管道。 

6.2.4 入渗井 

1. 竣工 2 年内和 2 年后巡视周期不同的原因 

刚竣工时场地或设施管道内可能还有部分渣土或剩余的建筑垃圾，会随着降

雨冲刷进入渗井内，因此井底淤泥和井内水位在竣工前两年的检查周期应更短。

而渗井井体通常采用的是塑料成品井，由于塑料制品的老化，其各项性能会随时

间而降低，因此对井体的巡视周期应随使用年限的增长而缩短。其他设施竣工 2

年前后巡视周期不同的原因类似，不再重复说明。 

6.2.6 环保雨水口 

1. 雨水溢流 

截污式雨水口主要用于处理初期雨水中的污染物，本条中规定小于 20m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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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时半小时内雨水无溢流，这样就可以保证前 10mm 初期降雨全部经过过滤处

理后再排放。 

2. 水质 

截污雨水口等净化设施可以有效去除雨水中的 COD、TN、TP 等污染物，

仅通过目测难以全面评估设施的运行状况，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通过水质

检测来检查设施的运行情况。 

6.2.9 雨水花园 

有的雨水花园在运行中可能出现蚊虫滋生问题，其维护责任单位因根据实际

运行情况对蚊虫进行消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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