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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区城市公园绿地海绵化
建设问题的思考

宋爱霞
%烟台市园林管理处!山东 烟台!"KN###&

!摘!要"!本文分析了山东省烟台市区公园绿地海绵化建设的必要性!通过调查烟台市区公园绿地现状发现市区

OK 个较大公园和游园均建成于 "#$N 年前!缺乏海绵化设施!亟须对公园绿地海绵化建设进行系统规划# 针对烟台

市区城市公园绿地的问题!提出了烟台市区城市公园绿地海绵化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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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

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h弹性h"下

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

并加以利用"提升城市生态系统功能和减少城市洪

涝灾害的发生( 建设海绵城市"需要通过加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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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项非常复杂%专业性强%工作量庞

大的系统性工程(

*%烟台市区公园绿地海绵化建设的必要性

$M$!烟台市概况

烟台市地处山东半岛中部"东临威海"西接潍坊"

西南与青岛毗邻"北濒渤海%黄海"与辽东半岛对峙"并

与大连隔海相望( 全市土地面积 "%""MO#@8

"

"海岸线

总长 L#LM$"@8( 烟台市辖 K 个区)芝罘%福山%牟平%

莱山%开发区%高新区*"% 个县级市)龙口%莱阳%莱州%

蓬莱%招远%栖霞%海阳*"$ 个县)长岛县*( 烟台市区

)芝罘%福山%牟平%莱山%开发区和高新区*的常住人

口达 """M%% 万"占全市常住人口 O$ML%P( 烟台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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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低山%丘陵型地形"地势南高北低"西高东低"依山傍

海"临海地带较平坦( 烟台地处中纬度"属于暖温带大

陆性季风气候"由于受季风%台风天气影响及海洋的调

节作用"与同纬度内陆地区相比"具有雨水充沛%空气

湿润%气候温和的特点"市区接近海洋性气候( 夏秋短

历时降雨强度大"低洼地带容易产生内涝(

$M"!烟台市水文状况

$M"M$!陆地水文

流经烟台市区的主要河流为大沽夹河"自东向西"

还有辛安河%鱼鸟河%沁水河%黄金河%逛荡河%金龙河%

白浪花河%解放河%西南河%大海阳河%通申河%钢管河%

幸福河%勤河%柳子河%白银河%八角河等 "## 余条河

流( 在早期城市建设过程中"烟台部分流域人为干扰

严重"填塘平沟%截弯取直%天然水道屡遭破坏"河道硬

质化"渠道暗涵化"造成渗%蓄%净能力降低"水生动植

物生存条件差"环境承载力不足"生态系统脆弱(

$M"M"!海洋水文

烟台近海潮汐属正规半日潮"潮汐周期为 $"MN2"

涨潮平均历时 KM$'2"落潮平均历时 KM"#2( 潮汐余流

很小( 因受地形影响"基本上是涨潮流向西北"落潮流

向东南"为西北东南流( 涨潮流速略小于落潮流速"最

大涨潮流速比最大落潮流速小 ' $̂#:8Q6(

烟台市海绵化城市的建设!特别是老城区的海绵

化改造"由于老城区所有的建设空间基本已经消耗殆

尽"虽然可以通过排水管网改造%道路硬铺改为透水设

施等措施来改善"但是难度高%投资巨大( 当前"海绵

城市建设要尽快取得成效"大规模新建绿地和改造既

有绿地是最直接的方法( 城市道路绿地和公园绿地是

其中最主要的两个方面"但有的城市道路绿地的现状

较差( 在尽可能减少对园林植物生长以及园林景观影

响的前提下"应当充分发挥城市公园绿地的海绵功能(

"%烟台市区公园绿地海绵化建设的现状

市区自东向西"相对比较大的公园和游园有 OK

个( 牟平区有 % 个"分别是快活岭公园%烟墩山体育公

园%希望广场%雷神庙广场%文化长廊%沁水河公园%鱼

鸟河公园( 高新区有 $ 个"为辛安河公园( 芝罘区有

$O 个"分别是芝罘岛人民广场%东风游园%市府游园%

解放路地下变电站游园%芝青园%奇山游园%迎祥园%白

石遗址%南山公园%毓璜顶公园%东炮台公园%西炮台公

园%塔山游乐公园( 福山区 K 个"分别是健身广场%河

滨广场%太阳广场%月亮广场%西山公园%象牙桥广场(

莱山区有 O 个"分别是生态广场%初家红绿灯小游园%

烟台市植物园( 开发区有 % 个"分别是夹河公园%天地

广场%福莱山公园%五指山路小游园%科技大厦小游园%

晨光小区小游园%星海湾小游园( 这些公园%游园建成

时间都在 "#$N 年以前"都未充分考虑到海绵化城市建

设的需要(

在管理上"由各区独自管理( 但即使在各个区"也

是多头管理"如芝罘区的公园"由芝罘区园林部门烟台

市园林管理处和芝罘区个体业主共同管理( 从地理位

置上"很多公园是滨水)河流%池塘%水库*而建(

+%烟台市区公园绿地海绵化建设的建议

OM$!完善海绵体建设规划

按海绵城市建设要求"根据烟台市地形%水利特

点"结合公园%游园位置"完善海绵体建设规划"充分发

挥河流%公园绿地海绵体的作用( 河流本身就是海绵

体"为了使河流海绵体更好地发挥海绵作用"要定期疏

通"分段设立闸坝"达到旱时蓄水%洪水时排涝的目的(

烟台市区公园"部分沿河而建"公园内有人工水塘且距

离河道不远( 将距离河道较远的公园"根据地形地貌"

引河道水入园"建设园内水系( 公园内设施%广场%植

物"均从透水%蓄水上考虑"如公园与规划建设低影响

开发雨水系统"将公园%游园绿地建成蓄水海绵( 在公

园停车场铺装中混播草种"使广场铺装停车场更具有

生态效应"成为生物滞留设施"可滞留%净化公园入口

道路和内地面形成径流而进入绿地的雨水( 在草坪绿

地下面建蓄水池"建立海绵化排水净化系统"通过植物

自然过滤雨水径流( 雨水花园位于低洼处"汇集周边

绿地径流雨水"花园底层铺设碎石及黏土层"面层散铺

种植土"并种植半湿生植物"通过低洼地势汇集周边径

流雨水"形成雨季池塘景观"旱季湿地景观"在保证雨

水下渗的前提下"通过汇集雨水改善局部小气候%小环

境"从而带动山体公园整体生态系统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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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成立海绵城市建设专门机构

海绵城市建设是一项非常复杂%专业性强%工作量

大的系统工程"必须改变多龙治水的局面"建立统一的

组织协调机构和完善的分工负责体系"才能确保各项

工作有条不紊%整体推进( 目前"烟台海绵城市建设工

作主要由市城管%规划等部门分头负责"缺少统一的组

织协调机构和完善的分工负责体系( 建议由市规划部

门牵头"发改%住建%国土%城管%环保%水利%林业%水文

等相关部门配合"本着#资金投入最小%效果最好%工作

推进容易$的原则"成立专门海绵城市建设组织机构"

对新建区域或项目从规划策划起全面统筹落实海绵城

市建设标准和要求,对在建区域或项目立即调整落实

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纳入项目验收内容,对旧城改造区

域或项目因地制宜全力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OMO!做好长远规划

在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应统筹自然降水%地表水

和地下水的系统性"协调给水%排水等水循环利用各环

节"并考虑其复杂性和长期性( 近期改造提升着重从

水系规划%公园绿地规划"远期应按照&海绵城市建设

技术指南'编制一批符合烟台市实际的技术导则( 着

眼长远"要将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作为城市总体规

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的刚性控制指标,

将建筑与小区雨水收集利用%可渗透面积作为城市规

划许可和项目建设的前置条件,将海绵城市相关工程

措施作为建设工程重点审查和验收内容"为海绵城市

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G%结%语

根据本次针对烟台市的海绵城市公园绿地系统化

研究"可以看出海绵城市的建设不仅仅局限于城市公

园绿地中"它需要站在整个城市的视角发掘各区海绵

城市建设的潜能( 同时"政府决策部门应加大相关技

术的研发与推广力度"规划%园林%建设%水利等各部门

应加强配合"才能使海绵城市理念真正适应我国国情"

在城市未来的发展中起到可持续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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