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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推进山东省海绵城市建设，指导和规范建设项目海绵城市设

计文件的编制工作，保证设计文件质量，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山东省新建、改建及扩建的建筑与小区、城市道

路、绿地与广场、城市水系等海绵城市设计文件的编制，其他类型项目可

参照执行。

1.0.3 本导则是对国家《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建

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中项目设计内容的补充，海绵相关设计文

件的编制还应符合国家和山东省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规定。

1.0.4 本导则提出的设计文件编制深度属基本要求，不影响业主及相

关设计项目合同提出的其他要求。根据项目类型和规模，设计文件的内容

可适当增减或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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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海绵设施

对雨水具有“渗、滞、蓄、净、用、排 等一项或多项的类似于海绵

效应的工程建设设施。海绵设施主要包括绿色屋面、透水铺装地面、下沉

式绿地、植草沟、植被缓冲带、生物滞留设施、雨水湿地、渗透塘、渗管

（渠）、雨水罐、蓄水池和初期雨水弃流设施等。

2.0.2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通过自然与人工强化的渗透、滞蓄、净化等方式控制城市建设下垫面

的降雨径流，得到控制的年均降雨量与年均降雨总量的比值。

2.0.3 流量径流系数

形成高峰流量的历时内产生的径流量与降雨量之比。

2.0.4 雨量径流系数

设定时间内降雨产生的径流总量与总雨量之比。

2.0.5 下垫面

降雨受水面的总称，包括屋面、地面、面等。

2.0.6 雨水渗透

利用人工或自然设施，使雨水下渗到土壤表层以下，以补充地下水。

2.0.7 透水铺装

可渗透、滞留和渗排雨水并满足一定要求的地面铺装结构。

2.0.8 下沉式绿地

低于周边汇水地面或道路，且可用于渗透、滞蓄和净化雨水径流的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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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用于源头减排时，主要功能为径流污染控制，兼有削减峰值流量的作

用；用于排涝除险时，主要功能为削减峰值流量。

2.0.9 植草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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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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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生物滞留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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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渗透池（塘）

指雨水通过侧壁和池底进行入渗的滞蓄水池（塘）。

2.0.12 渗透管沟

具有渗透和转输功能的雨水管或沟。

2.0.13 植被缓冲带

坡度较缓的、经植被拦截及土壤下渗作用而减缓地表径流流速，并去

除径流中部分污染物的一种植被区。



4

3 基本规定

3.0.1 海绵城市设计文件的编制应坚持规划引领、生态优先、安全为

重、因地制宜、统筹建设的原则，综合考虑项目所在区域的水环境、水安

全、水生态、水资源的需求。兼顾项目建设与流域统筹，注重设施之间的

协同作用，避免碎片化设计。

3.0.2 海绵城市项目设计一般分为前期工作和工程设计两部分。前期

工作包括项目建议书、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工程设计包括初步设

计和施工图设计。本导则包括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三个阶

段。项目建议书和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深度可参照可行性研究。

3.0.3 海绵城市设计文件应明确项目定位，落实上位规划中海绵城市

建设指标，制定项目海绵城市设计方案，指导后续阶段海绵城市设计，以

保证项目各个阶段海绵城市设计的合理、高效和经济。

3.0.4 海绵城市设计文件的编制应注重海绵设施与市政排水系统的合

理衔接，不应降低市政雨水排放系统的设计标准。低影响开发设施的设计

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注重景观效果，避免大拆大建或不合理建设。

3.0.5海绵城市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设计内容涉及多个专业，一般

由给排水、水利、园林、建筑、道路、结构、电气等专业协同完成，专业

间的协同非常重要，各专业设计深度应满足《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

深度规定》、《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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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要求

4.1 概述

4.1.1 说明工程项目建设目的和提出的背景，并简述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编制过程及文件组成等。

4.1.2 编制依据

（1）上级主管部门有关立项的主要文件和行业主管部门批准的项目

建议书及批复文件。

（2）有关的方针政策性文件。

（3）业主的委托书或中标通知书及有关的合同、协议书。

（4）城市总体规划、海绵城市专项规划、详细规划（控规）、系统化

实施方案。

（5）满足海绵城市设计要求的工程地质评价报告。

（6）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文件。

（7）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必要时）。

（8）其他必要的文件、会议纪要等。

4.1.3 采用的标准、规范、导则和指南

说明设计中采用的标准、规范、导则和指南。

4.1.4 编制原则

结合项目特点简述编制原则，因地制宜。

4.1.5 编制范围

（1）合同（或协议书）中所规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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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双方商定的有关内容和范围。

（3）委托其他单位专门研究的项目或有关专题。

4.1.6 结论及主要经济指标

简述建设规模、主要设施、项目组成、技术方案等主要工程内容及经

济指标。

4.2项目概况

4.2.1项目自然条件（地形地貌、气象、水系、工程地质、植被景观、

水文、水文地质、地震等）。

4.2.2 项目性质及规模（项目区位、项目用地性质、工程范围、主要

建设内容、占地面积、下垫面情况等）。

4.2.3 海绵城市上位规划概况（海绵城市专项规划、详细规划、系统

化实施方案确定的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径流污染削

减率（以悬浮物 SS计）等）、相关规划概况（排水、防涝、防洪等专项

规划）。

4.2.4 项目竖向及场地排水条件分析（场地坡度、坡向、雨水径流组

织、排水管网系统及出路等）。

4.2.5 初勘资料，重点说明项目区域内各岩土层的渗透性及透水性。

4.2.6 项目现状问题和评价，可从水生态、水安全、水环境、水资源

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改造类项目重点阐述现状问题及改造需求（历史积水

情况、成因等），新建项目阐述海绵城市建设模式与传统建设模式的区别

及建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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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4.3.1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分析，包括国家或地方对海绵城市建设提出

的要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详细规划（控制性规划）或系统化实施方案

提出的要求、项目建设的重要意义等。

4.3.2 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分析，包括项目资金来源等。

4.4 建设规模及方案论证

4.4.1 海绵城市建设目标论证

根据海绵城市上位规划（包括海绵城市专项规划、详细规划（控制性

规划）及系统化实施方案）、项目所属地块或管控分区，确定海绵城市建

设目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径流污染削减率、生态岸线等）；上位规划

中未明确地块、管控分区指标或因特殊原因（场地地基承载要求高、绿化

面积少等）达不到建设目标的项目，应结合项目硬化地面、绿化分布、土

壤特性、地形地貌等本底条件和居住用地、行政办公用地、教育科研用地、

商业服务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率低于广场用地等项目用地类型，以及项

目建设类型（新建、改建、扩建）等综合进行建设目标论证，根据所在城

市海绵城市建设规划设计导则或模型模拟、监测方法，合理确定海绵城市

建设目标。

4.4.2 项目海绵设施总体规模论证

应根据项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项目所在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与

设计降雨量关系曲线（见图 4-1），确定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取值下对应

的设计降雨量，并结合项目屋面、不透水铺装、透水铺装、绿地、水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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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下垫面面积及占比，论证项目透水铺装占比及具有调蓄容积的各类海

绵设施（下沉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调蓄池、湿塘等）建设总体规

模。

图 4-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α与设计降雨量 H的关系曲线示意图

具有调蓄容积的各类海绵设施总体规模可采用容积法进行计算，如式

4-1所示：

V=10HφF （4-1）

式中：V——设计调蓄容积，m3;

H——设计降雨量，mm，根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取值参

照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与设计降雨量关系曲线确定；

φ——综合雨量径流系数，可参照表 4-1进行加权平均计算；

F——汇水面积，hm2（进行海绵设施总体规模计算时采用项

目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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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径流系数

汇水面种类 雨量径流系数φ 流量径流系数Ψ

绿化屋面（绿色屋顶，基质层厚度≥300mm） 0.30-0.40 0.40

硬屋顶、未铺石子的平屋面、沥青屋面 0.80-0.90 0.85-0.95

铺石子的平足面 0.60-0.70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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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建筑覆土绿地（覆土厚度≥ 500 mm) 0.15 0.25

地下建筑覆土绿地（覆土厚度< 5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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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85-1.00

城市水系类项目应根据具体建设目标及需求，确定海绵设施总体规模。

4.4.3 海绵设施选用论证

海绵设施选用应结合项目水文地质、水资源等特点，项目用地类型、

建设类型、建筑密度、绿地率及土地利用布局、地形地势、周边山体、水

系及居民意见等条件，根据项目控制目标，结合海绵设施的主要功能、经

济性、适用性、景观效果等因素，提出几个可能的海绵设施组合方案，选

择效益最优的单项设施及组合系统。各类海绵设施功能特性及适用性见表

4-2、4-3。
表 4-2 各类用地中海绵设施选用一览表

技术类型

（按主要功能）
单项设施

用地类型

建筑与小区 城市道路 绿地与广场 城市水系

渗透技术
透水砖铺装

透水水泥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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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类型

（按主要功能）
单项设施

用地类型

建筑与小区 城市道路 绿地与广场 城市水系

透水沥青混凝土

绿色屋顶

下沉式绿地

简易型生物滞留设施

复杂型生物滞留设施

渗透塘

渗井

储存技术

湿塘

雨水湿地

蓄水池

雨水罐

调节技术
调节塘

调节池

转输技术

转输型植草沟

干式植草沟

湿式植草沟

渗管/渠

截污净化技术

植被缓冲带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人工土壤渗滤

注： ——宜选用 ——可选用 ——不宜选用

表 4-3 海绵设施比选一览表

单项设施

功能 控制目标
处置

方式
经济性 污染

物去

除率

（以
SS

计，%
）

景

观

效

果

集

蓄

利

用

雨

水

补

充

地

下

水

削

减

峰

值

流

量

净

化

雨

水

转

输

径

流

总

量

径

流

峰

值

径

流

污

染

分

散

相

对

集

中

建

造

费

用

维

护

费

用

透水砖铺装 √ — 低 低 80-90 —

透水水泥混凝土 √ — 高 中 80-90 —

透水沥青混凝土 √ — 高 中 80-90 —

绿色屋顶 √ — 高 中 70-80 好

下沉式绿地 √ — 低 低 —
一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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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设施

功能 控制目标
处置

方式
经济性 污染

物去

除率

（以
SS

计，%
）

景

观

效

果

集

蓄

利

用

雨

水

补

充

地

下

水

削

减

峰

值

流

量

净

化

雨

水

转

输

径

流

总

量

径

流

峰

值

径

流

污

染

分

散

相

对

集

中

建

造

费

用

维

护

费

用

简易型生物滞留设

施
√ — 低 低 — 好

复杂型生物滞留设

施
√ — 中 低 70-95 好

渗透塘 — √ 中 中 70-80 一

般

渗井 √ √ 低 低 — —

湿塘 — √ 高 中 50-80 好

雨水湿地 √ √ 高 中 50-80 好

蓄水池 — √ 高 中 80-90 —

雨水罐 √ — 低 低 80-90 —

调节塘 — √ 高 中 —
一

般

调节池 — √ 高 中 — —

转输型植草沟 √ — 低 低 35-90 一

般

干式植草沟 √ — 低 低 35-90 好

湿式植草沟 √ — 中 低 — 好

渗管/渠 √ — 中 中 35-70 —

植被缓冲带 — √ — 低 低 50-75 一

般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 √ — 低 中 40-60 —

人工土壤渗滤 — — √ 高 中 75-95 好

注：1、 ——强 ——较强 ——弱或很小；

2、SS 去除率数据来自美国流域保护中心（Center For Watershed Protection， CWP）的

研究数据。

4.4.4 海绵设施布局及径流路径论证

根据项目占地面积，建筑布局，场地总体竖向条件（如场地坡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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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道路、广场与周边绿地竖向关系，排水管网布局等划分汇水分区，

结合周边地块高程、有无客水、山洪入侵、有无受纳水体等情况，论证雨

水径流汇集路径，对不透水硬化区域的雨水进行径流控制，合理进行海绵

设施布局。

4.4.5 植物选型论证

根据选用海绵设施，如下沉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渗透塘、湿塘、

雨水湿地、调节塘、调节池、植草沟、植被缓冲带等的构造、适用性等特

征，结合植物特性（耐淹、耐旱、耐污染、耐冲刷等）、景观效果，提出

不少于 2种的植物选型方案，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列出优缺点并推荐确定

方案。

4.4.6 设施材料论证

根据选用海绵设施，如透水铺装、排水路缘石、渗井、渗管/渠、湿

塘、雨水调蓄池、调节池、初期雨水弃流设施等的构造、适用性等特征，

结合建设项目对设施材料的承载力、耐久性等要求，提出几个可能的设施

材料选择方案，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列出优缺点并推荐确定方案。

4.4.7 有雨水回用设施的，需要论证雨水利用途径、需水量、回用水

量、回用水水质要求、回用设施规模、主要设备选型及布置等。

4.4.8 项目有监测要求的，需要论证监测内容、监测频次、监测点位

平面布置、主要监测设备等。

4.4.9 城市水系类项目应在保证满足防洪排涝标准的情况下，进行海

绵城市方案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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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0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可达性论证

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可达性论证包括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评价、径流污染

控制评价及生态岸线保护评价等。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评价应检查项目各项设施实际径流体积控制规模，

核算其所对应控制的降雨量，通过查阅“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与设计降雨量

关系曲线图”得到各项设施实际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将各设施、无设施控

制的各下垫面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按包括设施自身面积在内的设施汇水

面积、无设施控制的下垫面占地面积加权平均，得到项目实际年径流总量

控制率。

无设施控制的不透水下垫面，其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为 0；无设施控

制的透水下垫面，应按设计降雨量为其初损后损值（即植物截流、洼蓄量、

降雨过程中入渗量之和）获取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或按下式估算其年径流

总量控制率：

α=（1-φ）×100% （4-2）

式中：α——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φ——径流系数。

径流污染控制评价可采用年 SS总量去除率（径流污染削减率）进行

核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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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设施对 SS的平均去除率。

各类海绵设施对 SS的平均去除率可参照中表 4-3选取。

城市水体项目应进行生态岸线保护评价，即生态性岸线长度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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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改建、扩建城市水体项目的生态性岸线比例不宜减少。

4.5 推荐方案设施设计

4.5.1 根据第 4.4节论证的推荐方案，细化各个设施的具体设计。

4.5.2 常用的海绵设施方案设计内容不应少于以下内容。

（1）透水铺装

1）设计标准，如透水面层、透水基层、透水底基层等应该满足的要

求；

2）设计参数，如材料尺寸、厚度、压实度、强度等，；

3）主要材料，如铺装材料、结构层材料，若采用内部排水，还应包

括排水管材、接口形式等；

4）主要施工方法，如土方开挖、基础、基层及面层施工等要求。

（2）排水路缘石

1）材质、截面尺寸，开设透水孔还需说明开孔间距、透水空尺寸等。

2）主要施工方法。

（3）下沉式绿地

1）设计标准与参数，如下沉深度、溢流口标高、植物选型、与建筑

基础距离等；

2）主要材料，如溢流口、连接排水管渠管材，位于地下建筑顶面需

要设施排水层的，还应包括疏水片材或疏水管管材等；

3）主要施工方法，如土方开挖、土壤换填、溢流口、连接管基础做

法、植物栽植等，建筑基础有防渗要求的，还需说明防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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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物滞留设施

1）设计标准与参数，如下沉深度、溢流口标高、植物选型、与建筑

基础距离等；

2）主要材料，如溢流口、连接排水管渠管材，位于地下建筑顶面需

要设施排水层的，还应包括疏水片材或疏水管管材等；

3）主要施工方法，如土方开挖、土壤换填、溢流口、连接管基础做

法、植物栽植等，建筑基础有防渗要求的，还需说明防渗措施。

（5）渗透塘

1）汇水面积，根据场地坡度、坡向、雨水转输方式等，说明渗透塘

实际收水范围；

2）设计标准及参数，如结构、边坡坡度、底部构造、溢流口标高、

塘深、排空时间、植物选型、与建筑物基础距离等；

3）主要材料，如过滤介质层滤料、溢流口及连接管管材、接口形式

等；

4）主要施工方法，如土方开挖、土壤换填、地基处理、滤料铺设、

植物栽植等；

5）安全措施防护措施及警示标志。

（6）渗井、渗管/渠

1）设计标准及参数，如进、出水管设置、管道尺寸、碎石层级配、

结构等；

2）主要材料，如管材、滤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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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施工方法，如土方开挖及回填、井室施工、集水管铺设、滤

料铺设等。

（7）湿塘

1）汇水面积，根据场地坡度、坡向、雨水转输方式等，说明湿塘实

际收水范围；

2）设计标准及参数，如池底结构、边坡坡度、进水口和溢流口标高、

消能设施、主塘水深、排空时间、植物选型、与建筑物基础距离等；

3）主要材料，如池底材料、进水口、溢流口及连接管管材、接口形

式等；

4）主要施工方法，如土方开挖、地基处理、消能设施、植物栽植等；

5）安全措施防护措施及警示标志。

（8）雨水湿地

1）设计标准及参数，如池底结构、边坡坡度、进水口和溢流口标高、

消能设施、调节水深、排空时间、植物选型、与建筑物基础距离等；

2）主要材料，如池底材料、进水口、溢流口及连接管管材、接口形

式、防渗材料等；

3）主要施工方法，如土方开挖、地基处理、消能设施、防渗措施、

植物栽植等。

（9）雨水调蓄池、雨水罐

1）汇水面积，根据场地坡度、坡向、雨水转输方式等，说明实际收

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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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计标准及参数，如主体结构、进水口和溢流口标高、调蓄容积、

排空时间、防渗、与建筑物基础距离等；

3）主要材料，如主体材料、进水口、溢流口及连接管管材、接口形

式等；

4）主要施工方法，如土方开挖、地基处理、防渗措施等；

5）有雨水回用的，还需说明雨水回用方式。

（10）调节塘、调节池

1）汇水面积，根据场地坡度、坡向、雨水转输方式等，说明调节塘、

调节池实际收水范围；

2）设计标准及参数，如池底（体）结构、边坡坡度、进水口和溢流

口标高、消能设施、调节区深度、排空时间、植物选型、与建筑物基础距

离等；

3）主要材料，如池体材料、进出水口连接管管材及配件等；

4）主要施工方法，如土方开挖、地基处理、防渗措施、消能措施、

植物栽植等；

5）安全措施防护措施及警示标志。

（11）植草沟

1）植草沟形式，转输式、干式或湿式；

2）设计标准及参数，如断面形式、边坡坡度、纵坡、植被高度、植

物选型、滞水层深度等；

3）主要材料，如消能设施、碎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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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施工方法，如土方开挖、土壤换填、地基处理、消能设施、

植物栽植等。

（12）植被缓冲带

1）设计标准与参数，如坡度、植物选型、消能措施等；

2）设有消能措施的需说明设施规格、材料等；

3）主要施工方法，如土方开挖、消能措施、植物栽植等。

（13）生态驳岸

1）生态驳岸类型，如自然驳岸、生物有机生态驳岸、结合工程材料

的生态驳岸；

2）设计标准与参数，如坡度、植物选型、消能措施等；

3）结合工程材料的生态驳岸需说明驳岸材料，如石材、混凝土预制

构件、耐水木材等；

4）主要施工方法，如土方开挖、消能措施、植物栽植等。

（14）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1）弃流方法，如容积法弃流、小管弃流等；

2）设计标准及参数，如进、出水管设置、管道尺寸、结构等；

3）主要材料，如弃流井或弃流装置主体材料、管材及配件等；

4）主要施工方法，如土方开挖、沟槽开挖、井室施工、进出水管铺

设等。

4.5.3 海绵设施中建（构）筑物、供电系统、自控仪表、监测、通风

系统等附属设施可参照以下内容进行设计，并满足国家有关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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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构）筑物：说明设计依据、建筑方案构思，建筑项目主要

特征表、简要地质概况、抗震设防烈度、结构选型、地基与基础处理、结

构抗浮措施及主要结构材料、主要施工方法等。

（2）供电：供电电源、用电负荷、负荷性质、供配电系统、计量及

测量、功率因数补偿、操作电源、继电保护设置、主要用电设备及驱动方

式、电气设备选型、新技术应用、变配电设置及布置、电缆敷设方式、照

明设计原则、防雷与接地、火灾报警等。

（3）自控仪表：控制系统功能、控制系统工作方式、控制系统硬件

配置、数据通信网络类型、各现场控制站功能描述、中心控制站功能描述

等。

（4）监测：说明监测指标、监测系统选择、设备选用及布置等。

（5）通风：说明编制依据、通风方式、通风设计要求、通风系统设

备与材料选型等。

4.6 主要工程量及主要设备材料

列出海绵设施及配套建筑的主要工程量、主要设备和材料等。

4.7 管理机构、人员编制及项目实施计划

4.7.1 管理体制机构及人员编制

说明设施运营维护的管理机构设置及运维人员编制、班次划分（设施

检查内容、检查方法、维护标准、检查维护频次，列出岗位定远及班制）。

4.7.2 项目实施计划

说明建设进度要求和计划安排，建设阶段的划分（附建设进度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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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社会稳定风险分析

说明项目涉及的社会、民生的相关要素、潜在风险，至少包括土地利

用、征地与拆迁内容等。

4.9 环境保护

说明主要污染物与污染源、环境影响的分析、控制污染所采取的措施

等。

4.10 水土保持

说明项目施工和使用运行中水土保持内容。

4.11 节能

根据项目的建设方案说明项目能源消耗种类、数量及能源使用分布情

况，提出节能措施、效果分析和能耗指标。

4.12 消防设计

分析说明火灾隐患、防火等级、消防水量、消防设施等。

4.13 劳动保护、职业安全与卫生

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对自然危害、生产危害因素进行分析，提出安

全防范措施。

4.14 投资估算及经济评价

详见《投资估算、经济评价和概预算文件编制深度》的相关章节，编

制依据参照《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投资估算指标》。

4.15 项目招标投标内容

如有需要，说明项目招标投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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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情况

说明项目中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

4.17 结论和存在问题

4.17.1 结论

在技术、经济、效益等方面论证的基础上，提出海绵城市建设项目总

评价和推荐方案的意见，新技术应用情况，相应的非工程性措施建议以及

分期建设安排的建议。

4.17.2 存在问题

说明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

4.18 附件

各类批件和附件。

4.19 附图

4.19.1 下垫面分布图（项目用地红线内各类下垫面位置、面积等，要

求用不同图例表示，下垫面分布不得有空白区，并提供下垫面和雨量径流

系数汇总表）；

4.19.2 竖向设计图（地块内设计地形标高，海绵设施控制标高及周边

场地标高（如道路、铺装、绿地等），受纳水体常水位、最高水位、最低

水位等）；

4.19.3 汇水分区图（根据场地设计标高、排水管网布局划分汇水分区）

4.19.4 雨水径流组织路径图（标明场地设计标高，排水管网、雨水径

流方向、溢流排放口标高，溢流排放口与排水管网衔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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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5 海绵设施平面布置图（海绵设施在地块的平面布局，设施面积、

调蓄容积（下沉深度）、海绵设施服务范围及溢流设施位置，设施之间的

连通关系等）

4.19.6 图纸可分开或合并绘制，但不得影响内容的准确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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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初步设计编制要求

5.1 设计说明书

5.1.1 概述

（1）建设背景及研究过程

（2）设计依据

中标通知书、设计委托书（或设计合同）、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批复文

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文件、规划选址意见书、供水及供电意向书、

水土保持评价报告、地质灾害评价报告及批复文件、地质初勘报告、工程

勘察测量资料、水质检测资料、改扩建工程原有设计资料等。

（3）设计所采用的标准、规范、规则、指引、指南等。

（4）初勘资料，重点说明项目区域内各岩土层的渗透性及透水性。

（5）主要结论

简述设计规模、主要工艺、项目组成、投资概算、项目工期等主要工

程内容。

（6）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意见的执行情况。

5.1.2 项目现状及规划情况

（1）项目自然条件（地形地貌、气象、水系、工程地质、植被景观、

水文、水文地质、地震等）。

（2）项目性质及规模（项目区位、项目用地性质、工程范围、主要

建设内容、占地面积、下垫面情况等）。

（3）海绵城市上位规划概况（海绵城市专项规划、详细规划（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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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规划）、系统化实施方案确定的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如年径流总量控制

率、径流污染削减率（以悬浮物 SS计）等）、相关规划概况（排水、防

涝、防洪等专项规划）。

（4）项目周边区域现状情况（现状排水系统、现状水体、与周边海

绵设施衔接情况等）。

（5）项目竖向及场地排水条件分析（场地坡度、坡向、雨水径流组

织、排水管网系统及出路等）。

（6）项目现状问题，可从水生态、水安全、水环境、水资源四个方

面进行分析，改造类项目重点阐述现状问题及改造需求（历史积水情况、

成因等），新建项目阐述海绵城市建设模式与传统建设模式的区别及建设

效果。

5.1.3 设计目标及设计计算依据

（1）设计目标

根据海绵城市规划要求和建设需求，说明设计目标和控制指标，主要

包括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强制性指标以及透水铺装率、下沉式绿地率等引

导性指标。

（2）径流体积控制计算

根据海绵城市建设要求，按照《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试行）》中

计算方法，进行海绵设施规模计算，说明公式与计算方法选择、重要参数

选取，列出设施清单、主要设施规模、设施调蓄容积等以及控制目标达标

计算。

设计计算和达标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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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标调蓄容积计算。说明公式与计算方法选择，列出设计所需的

各项参数，包括：不同类型下垫面面积、综合雨量径流系数、设计降雨量

等，计算达到工程建设目标所需调蓄容积。

2）目标可达性分析。在满足《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GB/T5134）

要求基础上，按照海绵设施类型、功能（渗透、储存、调节、转输、截污

净化等）和设计规模，计算各类设施调蓄容积和总体调蓄容积，进行指标

达标分析。计算过程应体现各类海绵设施面积、调蓄深度（下沉深度）、

调蓄雨水量。目标可达性可通过模型模拟等手段进行评估。

3）雨水回用设施设计。当有雨水回用时，还应包括雨水利用途径、

需水量、雨水回用方案、回用水量计算、用水量平衡计算等。需水量可参

照《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50013）中相关用水量定额进行计算，回用

设施设计可参照《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

4）排水管网复核。结合区域排水规划进行整体分析，按照《室外排

水设计规范》（GB50014），分析现有（改建工程）雨水管径是否满足排水

需求。

（3）径流污染控制计算

径流污染控制可采用年 SS总量去除率作为控制指标。

按照《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试行）》中计算方法，对项目年 SS

总量去除率进行估算。

（4）生态岸线比例计算

城市水系类项目按照生态岸线占岸线总长进行计算。

（5）透水铺装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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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透水铺装面积占总体铺装面积比例。

（6）下沉式绿地率计算

项目下沉式绿地面积占总体绿化面积比例。

5.1.4 总体设计

（1）设计原则

简述本项目的设计原则。

（2）总体方案设计

结合前期方案论证、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同类项目实施情况，优化项目

布局和场地竖向，划分汇水分区，合理组织地表径流，分析下垫面并计算

降雨径流量，简述海绵设施选取方案，确定海绵设施布置和技术路线。

1）说明项目场地竖向高程、雨水管网设置和地块汇水分区划分情况；

2）进行海绵设施的适用性分析，选择适合的海绵设施；

3）根据计算结果确定设施规模，确定设计方案；

4）总体方案设计内容主要包括汇水分区划分、不同下垫面雨水的径

流组织、设施选择和总体布局；

5）明确建设项目周边地块海绵设施衔接情况，充分发挥海绵城市建

设较好地块的辐射功能，与周边区域协同开发。

5.1.5 各项设施具体设计

各项设施一般包括下列内容，根据工程内容可予以增减。

（1）透水铺装

1）透水铺装结构层类型选取及各结构层厚度；

2）铺装的坡度及坡向；



27

3）结构层材料要求及关键设计参数等。

（2）下沉式绿地

1）下凹深度、平面尺寸、调蓄容积等；

2）防渗措施、管材管径、接口形式、溢流设施、与市政管网的衔接、

主要施工方法等；

3）蓄水层及种植土层填料厚度及材料要求；

4）植物设计构思和选择配置。

（3）生物滞留设施

1）下凹深度、平面尺寸、调蓄容积等；

2）防渗措施、管材管径、接口形式、溢流设施、与市政管网的衔接、

主要施工方法等；

3）各层填料组成及材料要求；

4）植物设计构思和选择配置。

（4）排水路缘石

1）路缘石尺寸及开口尺寸；

2）材料要求、靠背及垫层的做法等。

（5）渗透塘

1）平面尺寸、水深、蓄渗容积、边坡坡度等；

2）排空时间、预处理措施、防渗措施、管材管径、接口形式、溢流

设施、阀门、与市政管网的衔接、主要施工方法、安全措施等；

3）底部构造及材料要求。

（6）渗井、渗管/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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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渠走向、长度、尺寸、管材等；

2）渗井的位置、数量、做法、储存的雨水停留时间等；

3）防渗措施、溢流设施、基础处理、接口形式、管渠纵向坡度、管

渠回填材料及要求、与市政管网的衔接、主要施工方法等。

（7）湿塘

1）建议采用水量平衡计算确定合理规模；

2）平面尺寸、永久容积、储存容积、汇水面积、水深、调蓄容积、

边坡坡度等；

3）水力停留时间、效能设施、预处理设施、管材管径、接口形式、

溢流设施、阀门、与市政管网的衔接、主要施工方法、安全措施等。

4）填料组成及材料要求；

5）植物设计构思和选择配置。

（8）雨水湿地

1）根据汇水面积、蒸发量、渗透量、湿地滞留雨水量等计算水量平

衡；

2）汇水面积、调蓄容积、水力停留时间、水深等；

3）管材管径、接口形式、溢流设施、阀门、与市政管网的衔接、主

要施工方法、工艺流程、安全措施等。

4）填料组成及材料要求；

5）植物设计构思和选择配置。

（9）雨水调蓄池

1）水量平衡计算确定合理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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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蓄池尺寸、调蓄容积；

3）水力停留时间、防渗措施、管材管径、接口形式、溢流设施、与

市政管网的衔接、配套设施、池体结构、基础形式、主要施工方法等。

（10）雨水罐

1）储存容积；

2）材料、主要施工方法等。

（11）调节塘、调节池

1）平面尺寸、汇水面积、水深、调蓄容积、边坡坡度等；

2）水力停留时间、效能设施、预处理设施、管材管径、接口形式、

溢流设施、池体结构、基础形式、主要施工方法、安全措施等。

3）填料组成及材料要求；

4）植物设计构思和选择配置。

（12）植草沟

1）断面形式、下凹深度、平面尺寸、排水纵坡、汇水面积等；

2）防渗措施、溢流设施、管材管径、接口形式、与排水管网衔接、

主要施工方法等；

3）填料组成及材料要求；

4）植物设计构思和选择配置。

（13）植被缓冲带

1）缓冲带坡度、消能措施、填料选型、防渗措施、主要施工方法等；

2）植物设计构思和选择配置。

（14）生态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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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取生态驳岸材料，根据驳岸材料类型，确定每层基质的厚度、

坡度、压实系数等。

2）植物设计构思和选择配置。

（15）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1）说明弃流方法；

2）弃流设施结构、与排水管网衔接、主要施工方法等。

（16）有监测要求的项目应明确监测指标、提供海绵城市监测方案和

设施选型。

（17）有其他附属设施的，可参照以下内容进行设计。

建（构）筑物：承载力设计值、抗震设防烈度等；阐述主要构筑物和

大型管渠结构设计的方案比较和确定；概述对重要构筑物，管渠穿越河道、

倒虹管、复杂的管渠排出口等特殊工程的施工方法等。

供电：供电电源、用电负荷、负荷性质、供配电系统、主要设备选型、

计量及测量、功率因数补偿、操作电源、继电保护设置、主要用电设备及

驱动方式、电气设备选型、新技术应用、变配电设置及布置、电缆敷设、

照明设计原则、防雷与接地、防爆要求、主要设备选型、火灾报警等。

自控仪表：说明厂站控制模式、仪表、自动控制设计的原则和标准，

全厂控制功能的简单描述，仪表、自动控制测定的内容、各系统的数据采

集和调度系统，包括带监控点的流程图；仪表系统防雷、接地和克服干扰

的内容。

通风：说明设计范围、设计参数、设计原则和标准等；确定通风设计，

阐述通风系统的形式和换气次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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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主要工程量及主要设备材料

列出海绵设施及配套建筑的主要工程量、主要设备和材料等。

5.1.7 管理机构、人员编制及项目实施计划

在 4.7节基础上编制详细的设施运营维护的管理机构设置及运维人员

编制、班次划分；建设进度要求和计划安排、建设阶段的划分。

5.1.8 土地利用、征地与拆迁

明确项目涉及的土地利用性质、拆迁范围、征地范围等。

5.1.9 环境保护

编制项目施工及设施运营期间的环境保护方案和具体措施，包括但不

限于说明主要污染物与污染源、环境影响的分析、控制污染所采取的措施

等。

5.1.10 水土保持

编制项目施工和设施运营期间的水土保持方案。

5.1.11 节能

根据项目的建设方案说明项目能源消耗种类、数量及能源使用分布情

况，编制节能方案。

5.1.12 消防设计

编制消防设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分析说明火灾隐患、防火等级、消

防水量、消防设施等。

5.1.13 劳动保护、职业安全与卫生

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编制劳动保护、职业安全与卫生实施方案，包

括但不限于分析自然危害、生产危害因素并提出安全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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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 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及下阶段需要进行的试验研

究项目。

编制项目中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及下阶段需要进

行的试验研究方案。

5.1.15 近远期结合实施方案

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编制近远期实施方案，避免设施过度建设。

5.1.16 投资概算

详见《投资估算、经济评价和概预算文件编制深度》的相关章节。

5.1.17 存在问题与建议

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提出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

应的解决建议。

5.1.18 各类批件和附件

5.2 工程概算书

按照国家及地方现行规定执行。概算书中应包括海绵城市专项概算。

5.3 设计图纸

初步设计一般应包括下列图纸，根据工程内容可予增减，图纸可分开

或合并绘制，如有内容已在其他专业图纸中完成，设计图纸可简要介绍。

5.3.1 排水分区图

比例一般采用 1:1000—1:5000，应包括汇水分区编号、汇水分区线、

场地标高、汇水流向、汇水分区低点和高点标高、汇水分区计算表等。

5.3.2 海绵设施总平面布置图

比例一般采用 1:1000—1:5000，主要包括现有和设计的各海绵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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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集中排口、监测设施、雨水排水管网内容等；标明海绵设施溢流与室

外雨水系统的衔接关系；列出主要海绵设施一览表。

5.3.3 下垫面分析图

比例一般采用 1:500—1:1000，应包括项目用地范围内不同下垫面的

位置、面积等，包括建筑屋面（绿色屋顶或硬质）、道路（透水或硬质）、

场地（透水或硬质）、绿化、水面等下垫面平面分布图，并提供下垫面和

雨量径流系数汇总表。

5.3.4 竖向设计图

比例一般采用 1:500—1:1000，应标明场地设计标高、排水分区和雨

水径流方向、各海绵设施的服务范围及面积、各海绵设施之间的连通关系、

海绵设施进出水口标高、溢流排放口及控制节点标高，海绵设施与园路、

场地、绿地等标高关系，溢流排放口与市政雨水管网的衔接、外排雨水与

外围大市政的衔接，受纳水体的常年水位、最高水位、最低水位、池底标

高，排水沟、挡土墙、护坡、台阶、台地控制点标高。

5.3.5 海绵设施设计图

应包括平面图和详图，比例一般采用 1:50—1:1000；图上应示出海绵

设施布置形式、各部分设计尺寸；表明主要设备、仪表及工艺管道，列出

主要设备及主要材料表。

5.3.6 排水管网图

应包括平面图和纵断面图，比例一般采用 1:500—1:1000，图上应标

出雨污水管网主要控制点标高、海绵设施排水口控制节点标高、雨污水排

出口接入市政排水检查井位置和标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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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标准横断面设计图

图上应重点绘出海绵设施与道路设施及综合管线之间的关系，比例一

般采用 1:100—1:200。

5.3.8 海绵设施种植设计图

也可放置于景观专业图纸中，图上应标明现状保留植被或古树名木、

大树；明确乔木、灌木、藤本、地被、草坪、花境等的种植点和范围，选

用的树木图例应简明易懂；列出苗木总表；列出主要植物材料表，包括中

文名、胸径或地径、冠径、高度、分枝点高度、数量、备注等。

5.3.9 雨水回用设计图

应包含雨水回用系统平面图、工艺流程图、纵断面图及详图，比例一

般采用 1:50—1:500，系统平面图上应示出雨水管网、回用水管径及流向、

弃流设施、预处理设施、雨水储蓄池、雨水净化装置及溢流管，列出主要

设备材料表；工艺图上应示出雨水回用系统中各设施及标高关系。

5.3.10 有监测要求的项目应提供监测方案图纸及设备图纸，附主要设

备及材料表。

5.3.11 有其他附属设施的，需提供相应的图纸，建（构）筑物、供电、

自控仪表、通风等专业可参照以下内容提供专业图纸。

建（构）筑物：应包括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工艺布置、主要设

备及材料表。

供电：主要变、配电设备布置图、厂区管缆路由图、主要设备材料表。

自控仪表：控制流程图、系统配置图、场区管缆路由图、主要设备材

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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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系统流程图、主要平面图、主要设备材料表、室内消防设施布

置图。

5.3.12 城市水系类项目海绵设施图纸应在满足第 5.3.1—5.3.11条基

础上，应增加以下图纸。

防洪：应包括平面图、纵断面图和横断面图，除满足防洪工程设计相

关要求外，平面图上应注明雨水排放口受纳水体的位置和标高等。

护岸：除满足防洪工程设计相关要求外，应增加植被缓冲带、生态驳

岸的平面布置和设计详图。

水污染控制：包括沿河截污管道、污水处理设施、初期雨水处理设施、

湿地、湿塘等设施的平面布置和设计详图。

水坝（闸）等各类河道设施的平面布置和设计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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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图设计编制要求

6.1 设计说明书

6.1.1 概述

简要说明项目的来源、位置、规模、采用的海绵城市建设目标、海绵

设施、主要设计思路、图纸组成等。

6.1.2 设计依据

（1）摘要说明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批准的机关、文号、日期及有

关海绵城市设计的审批内容。

（2）施工图设计资料依据。

（3）采用的规范、标准和标准设计。

（4）详细勘测资料，重点说明项目区域内各岩土层的渗透性及透水

性。

6.1.3 主要技术指标

（1）说明项目海绵城市建设标准，包括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及对

应设计降雨量、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污染物削减量、项目设计面积等。

（2）说明海绵设施设计参数选取、计算公式与计算方法选择等。

（3）说明项目下垫面情况，列明屋顶总面积；铺装总面积、透水铺

装面积、不透水铺装面积；绿地总面积，植草沟、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

生物滞留设施、高位花坛、生态树池等设施面积；水体面积等。

（4）说明设施核算指标，列明项目总调蓄容积、各类调蓄设施容积、

设施实际达到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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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雨水系统流程图

采用流程图说明项目范围内雨水径流组织和排水出路。

6.1.5 设计内容

（1）说明项目海绵措施设计总体思路及布局。

（2）说明海绵设施工艺设计。明确设施设计汇水面积、设计标准与

参数、设施构造、设施占地面积、调蓄容积、排空时间、溢流设施、植物

选型、填料厚度及组成要求、管道参数及管材要求等。

（3）说明项目雨水系统和污水系统设计。

（4）有雨水回用的项目需说明回用水质要求、回用设施设计。

（5）有监测要求的项目需说明监测指标、监测方案和设施选型。

（6）其他附属设施的设计说明。

6.1.6 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的说明

6.1.7 施工安装注意事项及质量验收要求

有必要时另编主要工程施工方法设计。

6.1.8 运转管理注意事项

6.1.9 施工过程中水土保持、环境保护、职业健康等要求。

6.2工程预算书

按照国家及地方现行规定执行。预算书中应包括海绵城市专项预算。

6.3 设计图纸

6.3.1 海绵设施总平面布置图

采用比例 1:1000—1:5000，图上内容基本同初步设计，而标注需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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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确切。

6.3.2 排水分区图

采用比例 1:1000—1:5000，图上内容基本同初步设计，而标注需更为

详细确切。

6.3.3 竖向设计图

比例一般采用 1:500—1:1000，图上内容基本同初步设计，而标注需

更为详细确切。

6.3.4 各类海绵设施平面布置图

比例一般采用 1:500，应包括设施种类、规模、位置和地面标高、坡

向等，应标注定位坐标和定位尺寸。

6.3.5 各类海绵设施详图

比例一般采用 1:50—1:200，图上标注内容不应少于 5.1.5设计内容。

6.3.6 排水设施平面图和纵断面图

比例一般采用 1:500，应标明雨水口、检查井和雨水调蓄池位置（坐

标），明确设施与建筑和道路的位置关系；标注雨水排水管线的布置、排

水方向、管径、检查井编号、井距、坡度、设计管内底标高、设施溢流口

位置和标高、溢流管的标高和坡度、监测设施布置点位等；排水管线与市

政雨水管网的接驳口坐标、管径和标高，排水管线与受纳水体的排放口坐

标、管径和标高；受纳水体的常水位、高水位、低水位等。

6.3.7 检查井、雨水口等排水设施详图。

6.3.8 景观种植图和苗木种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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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 标准横断面设计图

比例一般采用 1:100—1:200，图上内容基本同初步设计，而标注需更

为详细确切。

6.3.10 雨水回用设计图

应包含雨水回用系统平面图、工艺流程图、纵断面图及详图，比例一

般采用 1:50—1:500，图上内容基本同初步设计，而标注需更为详细确切。

6.3.11 监测设计图纸

应包含设备平面布置图、工艺图、详图及材料表，比例一般采用

1:50—1:500。平面布置图应包括监测点位和设备布置，标注定位坐标和定

位尺寸；工艺图、详图及材料表应满足施工需求并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6.3.12 其他附属设施需提供相应的图纸，图纸应满足施工需求并符合

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6.3.13 有地下建筑的项目应增加地下建筑顶板结构梁平面图，设计图

应标注地下建筑户外出入口挡水设施的高度、室内外正负零高差、内部场

平高出相邻城市道路高度；海绵设施进水口标高和汇水面标高及坡度。

6.3.14 市政道路类项目应增加道路典型断面图，图纸应标明海绵设施

及其进出水口位置和标高，设施连接管管径、标高、排水去向，汇水面坡

度和标高等。

6.3.15 城市水系类项目应在设计说明书中增加主要专项指标，包括但

不限于滨水绿化带总面积、调蓄设施面积和下凹深度，硬化面种类及面积，

透水铺装种类及面积，雨水调蓄利用设施容积，初雨调蓄设施容积，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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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面积等。

6.3.16 城市水系类项目应在满足第 6.4.1—6.4.12条基础上，增加以下

图纸：

（1）防洪设计：包括平面图、纵断面图和横断面图，图纸应满足防

洪工程相关要求。

（2）工程平面总布局图：应标明河道起止点、蓝线范围、滨水绿化

控制范围、护岸形式及位置、水工控制建筑物布置、海绵设施位置等内容，

包括建设场地内水体与海绵设施之间的衔接关系，以及溢流雨水排放措施，

海绵设施溢流管的坡度、溢流口和排水口的位置、管径和标高，应顺利排

入获批准的受纳水体。

（3）海绵设施详图：应标出与河湖水体相衔接的溢流管的坡度、溢

流口和排水口的位置、管径和标高。

（4）断面图：应标明各典型断面高程、护岸材料、结构形式、亲水

平台、植物带种植范围及高程、源头减排设施布置、陆域布置等。

（5）应有生态护岸平面图，并标出生态岸线比例。

（6）水工控制建筑物管理区海绵设施平面图和详图。

（7）海绵设施平面图和设施详图应包括河道沿线初期雨水收集弃流、

生态拦截带、调蓄设施等设施的平面位置及规模等；源头减排设施等平面

和断面图；透水铺装平面布置和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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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

《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

《水利水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规程》；

《水利水电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编制规程》；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

《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GB/T 51345；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

《城市用地竖向规划规范》CJJ 83；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

《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

《城市道路路基设计规范》CJJ 194；

《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CJJ/T 190；

《透水碎路面技术规程》CJJ/T 188；

《雨水集蓄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T 50596 ；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

《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 50400；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GB 51222；

《城市水系规划规范》GB 50513；

《防洪标准》GB 50201；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 5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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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滞洪区设计规范》GB 50773；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2009；

《建筑中水设计规范》GB 50336 ；

《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CJJ 75；

《公园设计规范》GB 51192；

《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GB/T 50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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