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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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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城乡规划标准化工作规划》和原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17年

北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京质监发[2017]2 号）的要求，在

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充分吸取科研成果以及广泛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完成本标准的编制工作。 

本标准共分 5 章，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和符号；3.基本要求；

4.规划编制；5.规划评估。 

本标准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归口管理，北京市城乡规划标准

化办公室负责日常管理，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

释（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60号；邮政编码：100045；电子邮箱: 

wei3@sina.com）。 

本标准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北京市城乡规划标准化办

公室，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电话：68021694，邮箱：bjbb300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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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贯彻国务院及国家相关部委对海绵城市的建设要求，科学合理地编制

海绵城市规划，并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使海绵城市在水安全、水资源、水

环境、水生态和水文化方面发挥切实有效作用，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海绵城市规划编制与规划实施评估。 

1.0.3 北京市海绵城市规划编制与规划实施评估除应执行本标准外，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及北京市地方标准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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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海绵城市 sponge city 

通过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充分发挥建筑、道路和绿地、水系等生态系统

对雨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有效控制雨水径流，实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

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 

2.1.2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volume capture ratio of annual rainfall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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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和收集回用等方式，规划范围内累计全年得到控制的雨水量占全年总

降雨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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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lution 

等同于年径流污染削减率，指雨水径流经过各种预处理措施或低影响开发设

施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等作用和过程，规划范围内累计全年得到控制的雨水径流

污染物总量占全年雨水径流污染物总量的百分比。 

2.1.4 非传统水资源 non-traditional water resources 

指雨水和再生水。 

2.1.5 污水再生利用率 ratio of wasterwater reuse 

指城市污水经处理达标后，用于工业、城市杂用、河道景观等领域的再生水

量占污水处理厂产生的再生水总量的百分比。 

2.1.6 生态岸线 ecological shoreline 

指模仿自然岸线具有的“可渗透性”特点，采用生态材料修建、能为河湖生

境的连续性提供基础条件的河湖岸坡，以及边坡稳定且能防止水流侵袭、淘刷的

自然堤岸的统称。一般指河湖常水位与管理范围线之间的范围。 

2.1.7 绿色雨水基础设施 green stormwater infrastructure 

一种应对降雨天气影响，能够以类似自然方式控制城市雨水径流，具有多重

社会效益的设施，如绿色屋顶、雨水花园、植草沟、透水铺装等。 

2.1.8 灰色雨水基础设施 grey stormwater infrastructure 

一种应对降雨天气影响、功能相对单一的传统工程型基础设施，如雨水管道、

雨水泵站、调蓄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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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蓄涝区 flooding storage area 

内涝发生地区内用于蓄滞涝水的坑塘、绿地、低洼地及水域等区域。 

2.1.10 管控单元 control zone 

为便于规划管理、考核和实施，结合规划区域、规划阶段、排水流域或控制

性详细规划管理单元（街区、片区等），将海绵城市规划范围划分形成的基础片

区。 

2.1.11 建成区 built-up areas 

城市行政区内实际已成片开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区

域。 

2.2 符号 

H——控制降雨量； 

ϕ ——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F——汇水面积； 

V——调蓄容积； 

sV ——渗透设施的调蓄容积； 

pW ——渗透量； 

K ——土壤渗透系数； 

J ——水力坡度； 

St ——渗透时间； 

SA ——有效渗透面积。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2%E6%94%BF%E5%85%AC%E7%94%A8%E8%AE%BE%E6%96%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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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要求 

3.1 一般规定 

3.1.1 海绵城市规划体系可包括：城市总体规划中的海绵城市规划、控制性详

细规划中的海绵城市规划、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3.1.2 全市、区、镇（乡）应编制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城市建设区的街区、片

区、重点功能区、海绵城市试点区宜编制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3.1.3 海绵城市规划的编制应遵循下列原则： 

1 顶层性原则，海绵城市规划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为城市

层面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和推进绿色发展提供涉水顶层设计，为保护城市水生态、

改善城市水环境、保障城市水安全、提高城市水资源承载力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并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提供依据和支撑； 

2 系统性原则，海绵城市规划编制应注重城市建设区与排水分区的空间融合

系统性，按照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的思路，协调绿色和灰色雨水基础

设施关系，以定量分析为支撑，针对规划目标、指标和现状重点问题，提出系统

性解决方案； 

3 实用性原则，海绵城市规划中应为城市总体规划提供空间管控的范围和确

定水生态改善、水资源循环利用、水环境质量和水安全标准等相关指标，为控制

性详细规划提供管控指标，为近期建设规划提供具体范围和相关重点工程项目。 

3.1.4 海绵城市规划应与土地利用规划、防洪规划、雨水排除与防涝规划、城

市竖向规划、水资源与供水规划、绿地系统规划、城市交通规划、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文物保护规划等已有专项规划在管控空间、用地竖向、指标等方面做好协

调衔接，实现不同专项规划在同一城市空间的协调一致。 

3.2 规划内容 

3.2.1 城市总体规划中的海绵城市规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海绵城市规划目标、格局、分区及管控要求； 

2 海绵城市规划指标，主要包括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生态岸线比例、地表水

功能区达标率、内涝防治重现期、污水再生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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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绵设施规划，主要包括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文化等重

大设施布局及规模； 

4 近期建设规划； 

5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3.2.2 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海绵城市规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规划地块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及低影响开发设施规划设计要点； 

2 河湖蓝线规划及管控要求； 

3 再生水厂、泵站、蓄洪区、蓄涝区、合流制及面源污染控制设施规划用地

落实； 

4 排水分区及排水方式确定； 

5 排水和再生水管网规划； 

6 地表径流组织及竖向规划。 

3.2.3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建设条件及问题识别； 

2 规划目标及指标体系； 

3 规划格局、分区及管控要求； 

4 海绵城市管控单元及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确定； 

5 水安全保障、水环境改善、水生态保护与修复、非传统水资源利用、水文

化发展等规划； 

6 与城市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及其他相关专项规划的衔接与协调； 

7 近期建设区域、目标、指标和重点建设项目； 

8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3.3 规划成果 

3.3.1 海绵城市规划成果应包括规划文本、说明书和图纸。 

3.3.2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宜包括下列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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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区位图； 

2 地形高程图； 

3 现状地下水位分布图； 

4 土地利用规划图； 

5 地表岩性图； 

6 历史积水点分布图； 

7 现状黑臭水体分布图； 

8 水文化遗产分布图； 

9 海绵城市总体格局图； 

10 海绵城市建设分区图； 

11 管控单元划分图； 

12 规划雨水排水分区图；  

13 管控单元指标控制图； 

14 雨水管道及泵站系统规划图； 

15 规划雨水调蓄区分布图； 

16 规划河道及蓄涝区分布图； 

17 污水管道及污水处理厂规划平面图； 

18 再生水管道及再生水厂规划平面图； 

19 水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图； 

20 近期建设重点区域分布图； 

21 海绵城市设施近期建设项目图。 

3.4 规划评估 

3.4.1 海绵城市规划的组织编制部门，应每五年组织对全市和各区海绵城市专

项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3.4.2 海绵城市规划实施评估应依据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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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相关政策法规； 

2 已批准的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3 实测数据、统计数据、现场调查和公众意见。 

3.4.3 海绵城市规划实施评估的主要内容应包括规划指标、规划建设项目完成

情况，规划实施保障情况，公众满意度，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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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编制 

4.1 基础条件分析 

4.1.1 基础条件分析需要的基础资料包括：城市下垫面、地形地貌、气象条件、

水文条件、水文地质条件；河流湖泊、洪涝情况；污染源、排污口、河湖水质；

用水量、水源结构；雨水管网、污水管网、污水厂、再生水厂、泵站、调蓄设施；

绿地系统、道路系统；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 

4.1.2 基础条件分析宜包括下列内容：自然地理条件分析、城市建设条件分析、

低影响措施适宜性分析、城市积水与内涝风险分析、生态本底、河道基流与生态

岸线状况分析、河道水环境容量测算、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 

4.1.3 应在基础条件分析的基础上，分析规划区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分析

问题出现的原因，问题及成因分析应以定量分析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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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规划目标、格局与分区 

4.2.1 规划目标确定应遵循下列原则： 

1 根据国家有关要求，并结合规划区的主要问题与需求； 

2 坚持生态优先、安全为重、系统治理、因地制宜的原则； 

3 突出水生态环境保护和城市水安全保障，并充分考虑目标可达性。 

4.2.2 规划目标应包括海绵城市建设的预期效果、海绵城市管理的预期效果、

近期和远期达到海绵城市要求的面积和比例、海绵城市规划指标体系等四方面内

容。 

4.2.3 确定规划指标体系应遵循下列原则： 

1 规划指标应满足国家和本市相关要求，并支撑规划目标要求； 

2 规划指标应具备可操作性，所需数据应易于获取； 

3 规划指标应结合当地基础条件和主要问题合理选取。 

4.2.4 规划指标可分为控制性指标和指导性指标，主要控制性指标应包括年径

流总量控制率、生态岸线比例、城市河湖蓝线划定率、年径流污染控制率、重要

江河湖泊水功能区达标率、内涝积水点治理率、污水再生利用率，宜按表4.2.4

取值。 

表 4.2.4 城市建设区海绵城市主要指标规划取值范围表 

指标名称 
指标值 

中心城 副中心 新城 乡镇中心区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75 ≥80 75~80 75~80 

生态岸线比例（%） ≥90 ≥90 ≥90 ≥90 

城市河湖蓝线划定率（%） 100 100 100 100 

年径流污染控制率（%） 根据水体达标方案具体确定 

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95 ＞95 ＞95 ＞95 

内涝积水点治理率（%） 100 100 100 100 
污水再生利用率（%） ≥90 ≥90 ≥90 ≥90 

注：1. 根据《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中“我国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分区图”，及

本市实际降雨特征确定本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其中，延庆区不低于 80%，其他地区不低

于 75%； 

2. 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确定全市 2035 年重要江河湖泊水

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大于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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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应基于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本底条件确定海绵城市规划格局，

重点识别实现雨水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等功能的生态要素。 

4.2.6 规划格局应包括区域自然生态空间相对集中的海绵基质、承担区域径流

路径功能的海绵廊道、和承担区域或流域尺度雨洪渗滞蓄功能的海绵斑块。 

4.2.7 总体格局应主要包括下列要素： 

1 区域自然生态空间相对集中的农田、林地、山地； 

2 承担区域径流路径功能的河道及两侧绿化隔离带； 

3 承担区域或流域尺度雨洪渗滞蓄功能的水域和水源保护区； 

4 城市尺度的绿化廊道和通风廊道。 

4.2.8 宜立足区域尺度，基于地形地貌、水文地质条件、水功能区划、城市规

划及土地利用类型、水土保持分区等特征划分海绵城市分区。 

4.2.9 应针对分区特征及存在主要问题，提出各分区的海绵城市规划管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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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确定 

4.3.1 中心城及新城管控单元划分宜综合考虑规划街区和雨水排水分区。街区

及镇中心区控规阶段管控单元宜按地块及道路划分。 

4.3.2 应结合规划区降雨特征、水文地质条件、土地利用情况、工程实施难度、

城市建设强度等要素，按经济合理、技术可行的原则分解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 

4.3.3 应选用各行政区内代表气象站30年以上日降雨资料统计得到的各区年径

流总量控制率~日降雨量对应曲线。 

4.3.4 应根据规划区的地表岩性类型和渗透条件、潜水地下水埋深等因素，提

出差异化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及适用设施类型。 

4.3.5 为分解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可将城市用地划分为建筑与小区、道路

广场、绿地及河湖四类，按建设情况分为建成区及规划建设区两类。 

4.3.6 建筑与小区可分为一类居住、二类居住、行政办公、商业金融、基础教

育、高等教育及工业仓储，可按此分类分别确定建成区建筑与小区的年径流总量

控制率。 

4.3.7 已建成的建筑与小区海绵化改造项目可按典型案例分析法确定年径流总

量控制率指标，每个典型分类不应少于两个典型案例，也可按有关地方标准选取。

规划新建地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应低于85%。 

4.3.8 按道路等级将道路划分为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及支路四级，可按此

分类采用面积加权法计算确定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于已建成道路应根据建设条

件合理确定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4.3.9 新建及改建绿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应小于90%。 

4.3.10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基于控制降雨量，查询规划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设计降雨量曲线得到。控制降雨量可按下式计算： 

F

V
H

ϕ10
=

        （4.3.10-1） 

式中：H——控制降雨量（mm）； 
  ϕ ——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F——汇水面积（hm2）； 

V——调蓄容积（m3），其中渗透设施的调蓄容积可按下式计算： 

ps WVV +=         （4.3.10-2） 

式中： sV ——渗透设施的调蓄容积，包括设施顶部和结构内部的蓄水容积（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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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 ——渗透量（m3），可按下式计算： 

SSp tKJAW =         （4.3.10-3） 

式中：K ——土壤的渗透系数（m/s）可采用时段平均渗透系数或下渗曲线； 
J ——水力坡度，一般取 1； 

St ——渗透时间（s），一般取 24h； 

SA ——有效渗透面积。 

4.3.11 规划区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采用面积加权法计算得到。 

4.3.12 源头控制规划应综合考虑规划区域的自然地理特征、用地布局特征、工

程可实施性等方面因素，并与指标分解需求相协调，提出相应的源头控制规划设

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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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规划方案 

4.4.1 海绵城市规划宜包括水安全保障规划、水环境改善规划、水生态保护和

修复规划、非传统水资源利用规划、水文化发展规划。 

4.4.2 本标准中的水安全保障规划主要指雨水排除与防涝规划，规划应在现状

调查和问题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规划目标和标准制定，其主要内容应包括源头控

制规划要求、雨水管渠及泵站规划、雨水调蓄规划、雨水行泄通道规划、排涝河

道及蓄涝区规划，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水安全保障规划应在全面收集规划区及周边地区现状雨水管渠、河道、积

水点资料及上位规划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现场调查，以保证防涝安全为目标，因

地制宜地合理编制，并与相关规划协调。 

2 水安全保障规划应对现状雨水设施进行校核并提出规划意见，对不满足规

划要求的现状雨水干线管道应提出解决方案。 

3 编制下凹桥区雨水排除规划时，应在下凹桥区外侧设置挡水墙和道路变坡

点，避免本桥区防涝标准内的客水汇入桥区，并在下凹桥区四周布置雨水管渠，

就近接入高水区雨水管渠；下凹桥区道路最低点高程低于与本桥区防涝标准对应

的下游河道洪水位时，应设置桥区雨水泵站。 

4 排涝河道规划应以流域规划为基础，结合城市防涝要求编制。有流量限泄

要求的排涝河道，可利用河道调蓄，也可结合土地利用规划在河道下游或出口处

设置蓄涝区。 

5 与防涝标准对应的外河洪水位高于本规划区地面高程时，应视流域内现状

建设情况，以可行性为原则，编制防涝规划。能够填高地面的宜采用重力流排水

方式，不能够填土的宜采用泵排或蓄排方式。对于个别低洼小区宜单独解决其排

水防涝问题。 

6 雨水管道接入设有堤防的河道时，应在雨水管道出口设置节制闸，防止洪

水倒灌；如与规划区防涝标准对应的河道洪水位高于规划区最低地面高程，可在

雨水管道出口处设置雨水泵站，泵站规模与雨水管道设计流量一致。对于低洼建

成区，可采用独立雨水泵站的方式排除其涝水。 

7 规划区内部排涝河道接入外河的，应根据可用地情况在河道下游或出口处



DBx/x—x 

 14 

设置雨水泵站或蓄涝区，其设计规模应满足排涝河道与防涝标准对应的水位低于

规划区地面高程。 

8 雨水排除与防涝规划应划定填土区、泵排区、蓄排区、蓄排结合区范围，

并确定雨水泵站、蓄涝区布局及其规模和用地面积。 

9 宜采用数学模型法评估城市内涝风险，并提出应对措施。模型参数应利用

实测降雨、流量和积水数据进行率定和验证。无实测数据时，可根据自然地理特

征与水文条件相似流域的数据推求本流域模型参数。 

10 应根据城市内涝风险评估结果，对新建区的竖向提出规划要求。雨水调

蓄设施宜结合绿地、停车场、广场、体育场等公共用地进行设置，并保证地面积

水可重力流排入调蓄设施。 

4.4.3 水环境改善规划应在城市水环境问题及成因调查分析的基础上，以满足

水环境功能区划确定的水质标准为目标，因地制宜地制定，其内容应包括污染源

控制规划、污水管网（含泵站）及处理厂站布局规划、合流制改造规划、初期雨

水收集与处理规划、河道内源治理规划，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建筑小区及公园应采用分流制，规划宽度在 6m 以上的胡同及市政道路应

采用分流制。规划保留的老城历史街区，规划宽度在 6m 以下的胡同可采用合流

制，并应在胡同口进行污水截流，截流倍数不宜小于 5。 

2 污水管道规划设计标准应采用平均日污水量按式（4.5.3-1）计算。 

S=φ·W/A          （4.5.3-1） 

式中：S——污水管道规划设计标准（m3/d·hm2））； 
φ——安全系数，可取 1~2； 
A——规划范围内建设区面积（hm2）； 

W——平均日污水排放量（m3/d），应按式（4.5.3-2）采用平均日用水量计

算。 

W=k·G          （4.5.3-2） 

式中：k——污水排放系数，综合生活污水排放系数取 0.9，工业及仓储污水排放

系数采用 0.8。 
G——平均日用水量（m3/d）。 

3 规划区污水收集率应高于 99%。 



DBx/x—x 

 15 

4 面源污染控制应优先采用源头低影响开发措施。初期雨水宜采用分散调蓄

措施收集，并错峰排入污水处理厂。应制定初期雨水调蓄设施布局规划。 

5 初期雨水控制标准应结合降雨特征、实测径流的水质变化过程和受纳水体

的水质目标经济合理确定。 

6 污水处理厂的规模应按照规划污水量、合流雨水量、面源污染控制雨水量

及来水特征综合确定，出水水质应符合北京地方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

放标准》DB11/890 的要求。 

7 内源污染治理可采用底泥清淤、漂浮物打捞、生物净化的方法。 

4.4.4 水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应在水生态现状调查评价的基础上，以城市防洪

排涝安全为前提，以营造更好的水生态环境为目标进行制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城

市河湖蓝线划定、城市湿地坑塘沟渠保护与修复规划、城市水系岸线生态保护与

修复规划、河湖水系水源补给规划，以及对滨水空间的开发建设管控要求，并应

满足下列要求： 

1 水生态现状调查评价内容应包含水源、径流量、水质、污染源、纳污容量、

水土流失情况。 

2 规划水域面积率应根据城市规划确定，生态岸线比例应达到 90%及以上，

水土流失治理率应达到 100%。 

3 应划定城市河湖蓝线及滨水绿线，结合城市规划用地功能确定生活岸线、

生产岸线。 

4 岸线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应根据相关规划确定的生态廊道布局合理制定。

河底、河坡宜透水，岸线宜与河坡、河底保持水的横向连通性。 

5 应编制城市水系景观水源供给规划，水源可为地表水源、雨水及再生水。 

4.4.5 非传统水资源利用规划应在现状设施及用水需求特征调研的基础上，以

有效替代清水资源为目标，确定再生水、雨水的利用方向，进行用水量计算，内

容应包括再生水利用分区规划、再生水管网及厂站布局规划、雨水利用规划。同

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再生水应优先用于工业、绿化灌溉及环卫作业用水，鼓励用于建筑冲厕用

水，其次用于河湖景观用水等。收集净化的雨水宜用于绿化、道路环卫及河湖景

观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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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污水再生利用率不应低于 90%，雨水资源利用率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 

3 再生水供水分区应根据地形高程，河道、高速公路、铁路分布，以及再生

水厂布局进行划定，并满足用水量需求及出厂水压要求。再生水厂出厂水压宜控

制在 50m 以下。 

4 有特殊要求的工业用再生水宜采用独立管道供水。河湖景观及市政杂用再

生水管道宜采用环状管网供水。 

5 再生水管网管径应根据高日高时供水量，经平差计算确定，必要时应设置

加压泵站以保证用水压力需求，建筑冲厕用再生水管网自由水头宜高于 20m，工

业及河湖补水自由水头宜高 5m，绿化灌溉及环卫作业用水自由水头宜高于 10m。

再生水干线管道布置及管径应同时满足近远期用水需求。 

6 汇水范围大于 30 hm2的雨水管道（段），宜结合公园、体育场、停车场、

广场设置区域雨水收集利用设施，并视水质情况采取分段收集、处理、利用的方

式。 

4.4.6 对于上位规划有明确要求，或有历史水文化遗迹，或有体现绿色生态水

文化开发条件的地区，宜编制水文化发展规划。 

4.4.7 水文化发展规划编制应在物质和非物质类水文化资源调查评价和问题分

析的基础上，以传承历史水文化和弘扬绿色生态水文化为目标，突出生态文明理

念。同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水文化资源调查评价应包含对规划区内现状水文化资源的梳理，规划区内

水系与周边水系的关系，规划区内水文化资源与区域文化特征的关系；对于含有

历史水系及水文化遗存的地区，还应包含对规划区内的历史水系、古桥闸、古码

头、古堤岸等与水文化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地名、民间传说、文化风俗、特色

饮食等与水文化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尚未被文物部门认定的古迹遗存、

传统民风民俗的梳理。 

2 水文化发展规划应既要传承历史水文化的精华，又要将水生态文明理念下

新的人水关系模式提升到文化高度，形成具有时代特色和地域特征的水文化。 

3 对于保存较好的历史水系及水文化遗迹，应在规划中明确保护要求；对于

保存不良、但有条件恢复的，应在规划中明确恢复要求；对于已严重损毁、且难

以恢复的，可采用标识形式加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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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文化发展规划应遵循自然，避免破坏现有山、水、林、田、湖、草自然

生态格局；城市建设区内可增加亲水空间。 

5 应结合城市水系特征及两岸土地使用功能规划，分段确定河湖景观规划策

略，并针对重要节点设置水文化的展示、教育、宣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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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近期建设规划 

4.5.1 海绵城市近期建设规划区应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和亟需解决的海绵城市系统问题，结合城市新区建设和建成区改造计划，按照

优先推广示范、适当集中连片的原则进行划定。 

4.5.2 海绵城市近期建设的目标和指标应根据海绵城市总体规划目标，结合近

期建设区特征，以问题或目标为导向，综合考虑工程实施难度和建设周期进行确

定。 

4.5.3 应确定海绵城市近期建设项目，制定年度建设计划，并进行投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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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规划实施保障 

4.6.1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宜包括规划衔接、资金配套、政策与制度完善、监测

评估。 

4.6.2 应根据海绵城市专项规划中确定的海绵格局与分区、目标与指标、设施

功能与用地布局，提出对城市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各类专项规划需要衔接的内

容及要求。 

4.6.3 宜从各级财政投资、社会资本投资、创新融资机制等方面提出资金保障

建议。 

4.6.4 应明确对规划设计施工单位的法定性要求，明确规划设计审批、验收与

评估责任主体，明确近期建设项目的责任主体。 

4.6.5 应考虑建设区与小流域评估需求，提出水质水量监测布局要求。 

4.6.6 可从宣传引导、技术研发、新产品应用方面提出规划实施保障的其他建

议。 

 

 



DBx/x—x 

 20 

5. 规划评估 

5.1 评估内容 

5.1.1 规划评估的内容包括：规划指标完成度、规划项目完成比例、规划实施

保障力度、以及公众满意度，具体评估指标体系见表5.1.1。 

表 5.1.1 海绵城市规划评估指标表 
评估分类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分类 

规划指标 

1 已实现海绵城市目标的城市建成区面积比重（%） 控制性 

2 生态岸线比例（%） 控制性 

3 城市河湖蓝线划定率（%） 控制性 

4 潜水地下水水位变化趋势 引导性 

5 城市热岛效应 引导性 

6 城乡污水达标处理率（%） 控制性 

7 源自规划区内地表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控制性 

8 雨水管道达标率（%） 引导性 

9 防涝标准达标面积率（%） 控制性 

10 积水点治理率（%） 控制性 

11 污水再生利用率（%） 控制性 

项目建设情况 12 主要海绵城市工程项目完成率（%） 控制性 

实施保障 

13 机构设置 控制性 

14 政策制定 控制性 

15 资金保障 控制性 

16 制度建设 控制性 

公众意见 

17 小雨积水治理满意度 控制性 

18 大雨内涝治理满意度 控制性 

19 水体黑臭治理满意度 控制性 

20 环境宜居整体满意度 控制性 

 

5.2 评估方法 

5.2.1 规划评估应采用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的方法。 

5.2.2 规划评估应基于统计和实测数据，并辅以必要的实地调查数据和模型模

拟数据。 

5.2.3 规划评估应采用水务、环保、规划和国土、气象等相关政府部门发布的

统计数据和实测数据，补充统计年鉴中不包含的数据，并以问卷调查、访谈座谈

等形式征求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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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规划评估应针对不同评估内容，采用资料查阅、现场检查、模型模拟、

问卷调查、访谈座谈等方法，规划评估的具体方法见表5.2.4。 

表 5.2.4 海绵城市规划评估方法表 
序号 指标名称 评估方法 

1 已实现海绵城市目标的城市建成区面积比重（%） 资料查阅 

2 生态岸线比例（%） 资料查阅和现场检查 

3 城市河湖蓝线划定率（%） 资料查阅 

4 潜水地下水水位变化趋势 资料查阅 

5 城市热岛效应 资料查阅 

6 城乡污水达标处理率（%） 资料查阅 

7 源自规划区内地表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资料查阅 

8 雨水管道达标率（%） 资料查阅、模型模拟 

9 防涝标准达标面积率（%） 模型模拟 

10 积水点治理率（%） 资料查阅 

11 污水再生利用率（%） 资料查阅 

12 主要海绵城市工程项目完成率（%） 资料查阅和现场检查 

13 机构设置 资料查阅 

14 政策制定 资料查阅 

15 资金保障 资料查阅 

16 制度建设 资料查阅 

17 小雨积水治理满意度 问卷调查和访谈座谈 

18 大雨内涝治理满意度 问卷调查和访谈座谈 

19 水体黑臭治理满意度 问卷调查和访谈座谈 

20 环境宜居整体满意度 问卷调查和访谈座谈 

5.3 评估成果 

5.3.1 规划评估成果应包括规划目标及指标达成评价、项目建设评价、实施保

障评价、公众满意度评价、规划存在问题、规划实施改进建议、下阶段规划实施

的重点任务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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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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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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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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本规范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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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规划编制
	4.1 基础条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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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规划格局应包括区域自然生态空间相对集中的海绵基质、承担区域径流路径功能的海绵廊道、和承担区域或流域尺度雨洪渗滞蓄功能的海绵斑块。
	4.2.7 总体格局应主要包括下列要素：
	4.2.8 宜立足区域尺度，基于地形地貌、水文地质条件、水功能区划、城市规划及土地利用类型、水土保持分区等特征划分海绵城市分区。
	4.2.9 应针对分区特征及存在主要问题，提出各分区的海绵城市规划管控策略。

	4.3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确定
	4.3.1 中心城及新城管控单元划分宜综合考虑规划街区和雨水排水分区。街区及镇中心区控规阶段管控单元宜按地块及道路划分。
	4.3.2 应结合规划区降雨特征、水文地质条件、土地利用情况、工程实施难度、城市建设强度等要素，按经济合理、技术可行的原则分解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
	4.3.3 应选用各行政区内代表气象站30年以上日降雨资料统计得到的各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日降雨量对应曲线。
	4.3.4 应根据规划区的地表岩性类型和渗透条件、潜水地下水埋深等因素，提出差异化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及适用设施类型。
	4.3.5 为分解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可将城市用地划分为建筑与小区、道路广场、绿地及河湖四类，按建设情况分为建成区及规划建设区两类。
	4.3.6 建筑与小区可分为一类居住、二类居住、行政办公、商业金融、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及工业仓储，可按此分类分别确定建成区建筑与小区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4.3.7 已建成的建筑与小区海绵化改造项目可按典型案例分析法确定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每个典型分类不应少于两个典型案例，也可按有关地方标准选取。规划新建地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应低于85%。
	4.3.8 按道路等级将道路划分为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及支路四级，可按此分类采用面积加权法计算确定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于已建成道路应根据建设条件合理确定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4.3.9 新建及改建绿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应小于90%。
	4.3.10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基于控制降雨量，查询规划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设计降雨量曲线得到。控制降雨量可按下式计算：
	4.3.11 规划区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采用面积加权法计算得到。
	4.3.12 源头控制规划应综合考虑规划区域的自然地理特征、用地布局特征、工程可实施性等方面因素，并与指标分解需求相协调，提出相应的源头控制规划设计要点。

	4.4  规划方案
	4.4.1 海绵城市规划宜包括水安全保障规划、水环境改善规划、水生态保护和修复规划、非传统水资源利用规划、水文化发展规划。
	4.4.2 本标准中的水安全保障规划主要指雨水排除与防涝规划，规划应在现状调查和问题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规划目标和标准制定，其主要内容应包括源头控制规划要求、雨水管渠及泵站规划、雨水调蓄规划、雨水行泄通道规划、排涝河道及蓄涝区规划，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4.4.3 水环境改善规划应在城市水环境问题及成因调查分析的基础上，以满足水环境功能区划确定的水质标准为目标，因地制宜地制定，其内容应包括污染源控制规划、污水管网（含泵站）及处理厂站布局规划、合流制改造规划、初期雨水收集与处理规划、河道内源治理规划，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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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非传统水资源利用规划应在现状设施及用水需求特征调研的基础上，以有效替代清水资源为目标，确定再生水、雨水的利用方向，进行用水量计算，内容应包括再生水利用分区规划、再生水管网及厂站布局规划、雨水利用规划。同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4.4.6 对于上位规划有明确要求，或有历史水文化遗迹，或有体现绿色生态水文化开发条件的地区，宜编制水文化发展规划。
	4.4.7 水文化发展规划编制应在物质和非物质类水文化资源调查评价和问题分析的基础上，以传承历史水文化和弘扬绿色生态水文化为目标，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同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4.5  近期建设规划
	4.5.1 海绵城市近期建设规划区应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亟需解决的海绵城市系统问题，结合城市新区建设和建成区改造计划，按照优先推广示范、适当集中连片的原则进行划定。
	4.5.2 海绵城市近期建设的目标和指标应根据海绵城市总体规划目标，结合近期建设区特征，以问题或目标为导向，综合考虑工程实施难度和建设周期进行确定。
	4.5.3 应确定海绵城市近期建设项目，制定年度建设计划，并进行投资估算。

	4.6  规划实施保障
	4.6.1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宜包括规划衔接、资金配套、政策与制度完善、监测评估。
	4.6.2 应根据海绵城市专项规划中确定的海绵格局与分区、目标与指标、设施功能与用地布局，提出对城市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各类专项规划需要衔接的内容及要求。
	4.6.3 宜从各级财政投资、社会资本投资、创新融资机制等方面提出资金保障建议。
	4.6.4 应明确对规划设计施工单位的法定性要求，明确规划设计审批、验收与评估责任主体，明确近期建设项目的责任主体。
	4.6.5 应考虑建设区与小流域评估需求，提出水质水量监测布局要求。
	4.6.6 可从宣传引导、技术研发、新产品应用方面提出规划实施保障的其他建议。


	5.  规划评估
	5.1 评估内容
	5.1.1 规划评估的内容包括：规划指标完成度、规划项目完成比例、规划实施保障力度、以及公众满意度，具体评估指标体系见表5.1.1。

	5.2 评估方法
	5.2.1 规划评估应采用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的方法。
	5.2.2 规划评估应基于统计和实测数据，并辅以必要的实地调查数据和模型模拟数据。
	5.2.3 规划评估应采用水务、环保、规划和国土、气象等相关政府部门发布的统计数据和实测数据，补充统计年鉴中不包含的数据，并以问卷调查、访谈座谈等形式征求公众意见。
	5.2.4 规划评估应针对不同评估内容，采用资料查阅、现场检查、模型模拟、问卷调查、访谈座谈等方法，规划评估的具体方法见表5.2.4。

	5.3 评估成果
	5.3.1 规划评估成果应包括规划目标及指标达成评价、项目建设评价、实施保障评价、公众满意度评价、规划存在问题、规划实施改进建议、下阶段规划实施的重点任务等方面。


	本标准用词说明
	引用标准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