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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雨洪管理概念下的医院园林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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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极端降水天气下的洪涝防治问题，是当代规划、设计、建设、法律、社会的综合性问题。本文基于“海

绵”城市的建设理念，利用雨洪管理的概念，对北京康复医院园林景观建设所采用的措施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并

提出现状的不足与未来的补充方向。实践表明：2015年北京康复医院园林工程景观工程竣工投入使用，经过多年

的补充建设，初步完成了由被动雨水防御转化为主动的控制、管理和资源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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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北京康复医院园林景观，在 1955年建院之初园林

的基础上，本着“以人为本、立足环境、融于自然、

求精求美”为医患提供舒适的环境为技术支撑点，逐

步形成了“三区五园”的划分，即：中央喷泉区、东

侧观水区、西侧跌水区；望春园、百子园、安平园、

红叶园、如意园、杜仲园。为了防止极端天气下的降

雨形成内涝问题，引入雨洪管理概念，将园林景观和

雨洪管理概念结合，形成实用、经济、美观的园林景

观建设。

北京康复医院位于北京石景山区（属暖温带半湿

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降水量

573.11毫米，是华北地区降水量较多的地区之一），

占地约 8.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8万平方米，绿化面

积约 4万平方米，其中南侧主园林区域约 2万平方米，

南侧园林总平面所示。主园林区域主要由绿化种植、

园林水系、景观小品、景观照明、绿化喷灌系统等组成。

2 基于雨洪管理概念下的北京康复医院园林

景观建设

2012年至 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达由 50%增长

至 63.89%，城市数量达 687个，城市建成区面积达 6.1

万平方公里，随之而来的“城市看海”、城市内涝问

题也日趋凸显，如北京 2012年“7·21”、广州 2020

年“5·22”和郑州 2021年特大暴雨，均造成了重大

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自 2012年至今，全国各地极端降雨明显增加，对

待雨水，正确、简单、高效而经济的做法是城市“绿

色海绵”系统的思想下，建立医院的自有的园林“海

绵系统”利用绿地滞留和净化雨水，回补地下水，滋

润干渴已久的土地和地表植被 [1]。

在通常情况下，初期雨水径流的污染物含量在整

个径流过程中是最高的，能够达到 80%左右，减小初

期雨水地表径流，源头减排，控制非点源污染是雨洪

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北京康复医院园林景观工程，

采用了多种措施相结合，施展“滞、渗、蓄、净、用、

排”的手段控制初期雨水冲刷，将雨水资源充分、合

理地利用，发挥雨水的最大价值。

2.1 循势分割，绿地截流，“滞”水为先

医院园林系统中，绿化洼地是让植被种植土标高

低于周边路面标高，实现减少初期雨水的流速目的，

也能兼顾一些过滤、沉淀、渗流的作用等。洼地的任

务并不是储存雨水，而是在降雨来临时，完成初期雨

水的储存、过滤、沉淀、减速和避免内涝的发生，使

雨水渗透进入土壤 [2]。

北京康复医院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表径

流走向同样由西向东。为了控制地表径流速度，利用

园林内道路将园林区域进行分割和微地形景观，形成

滤水带和绿化洼地，尤其是西侧高地部分，采用更多

的道路和分割，既形成蜿蜒探幽境的感觉，不失观赏性，

也能吸收相邻的铺装表面的雨水径流，拦截快速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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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流并将其扩散至更大的表面，从而打断大股的水

流，对地面径流形成有效的控制。

道路铺装时，要求园林道路高于周边绿地，通过

分割后，增大雨水在绿地的停留时间，形成生物滞留地，

能够有效地控制初期雨水的冲刷，降低污染物的排放。

建筑周边增加绿化种植带，屋面雨水通过雨水汇集至

雨落管，然后排放至绿地内 [3]。这样通过有组织排水，

分散 -收集 -分散，能够减少径流。绿化带具有渗透、

蒸发、储存、过滤雨水的功能，增加绿地内雨水停留

时间。

屋顶绿化是指在建筑物的屋顶种植植物，能减少

中型暴雨时的雨水径流总量，也能减少雨水流失的比

率，同时还能滞留一部雨水，北京康复医院医疗综合楼，

将部分结构条件满足屋面，改为屋顶花园，既能相关

让患者不出病区，就能体验室外的阳光、空气，同时

做一些简单的康复训练，充分实现阳光康复的理念，

又能很大地缓解初期雨水压力。

2.2 因地制宜，绿地铺装，“渗”流不止

雨水资源能够很好地补充地下水，地面硬化，绿

地减少，雨水直接排放是近些年地下水位下降的原因

之一，因此，宝贵的雨水资源能留则留。雨水渗流系

统主要有：绿化洼地、人造透水地面、渗透管（渠）、

渗透浅井、渗透池、渗透浅沟等 [4]。

北京康复医院园林内，利用现有的大面积绿化优

势，主要采用的方式是经济、实用的绿化洼地和人造

透水地面的方式。通过绿地的收集和下渗作用，起到

了很好的雨水渗流效果，降低水初期径流速度，减少

初期冲刷污染排放。园林内和停车场等地面铺装，均

采用透水铺装方式，如：透水混凝土、透水砖、嵌草

砖等。通过绿地和透水路面的作用，初期雨水渗透至

土层，形成自然过滤，利用绿地滞留和净化雨水，回

补地下水，滋润干渴已久的土地和地表生命植被，完

成雨水资源化的运用。

雨水的渗流既能够实现资源回灌，又能够有效地

缓解城市雨水系统的压力，避免灾害和意外的发生。

2.3 水系景观，流水不腐，整体调蓄

雨洪管理概念中，内涝防治不仅仅是一味地快速

排放和增大排水管道，利用雨水调蓄设施，既可以调

节雨水径流峰值，有效地回收雨水资源，提高雨水利

用率，又可以降低初期雨水污染物的排放 [5]。

雨水调蓄设施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是专用人工构

筑物如地上蓄水池、地下混凝土池，也可是天然场所

或已有设施如河道、池塘、人工湖、景观水池等。北

京康复医院基于整体园林景观考虑，采用的是景观水

体调蓄，分为东、中、西三个主要水系，南侧两套补

充水系，通过暗敷管道连接，结合自然西高东低的地势，

利用水泵组合，形成自西向东重力流，自东向西压力

流的整体循环水系。

北京康复医院水系可调蓄水体总量约 600立方米，

最高溢流水位约 1米，日常作为观赏水景，池内水位

深度不超过 0.5米；且将园林水系联通为一整体，让水

充分流动起来，既能够满足流水不腐的景观条件，也

能够在调蓄范围内起到一定的沉淀作用。基于联通成

为整体的特性，景观水系还能够很好地缓解在特殊条

件下降雨量较大，造成单个水景调蓄能力不足的情况。

景观水系收集到调蓄的雨水，通过沉淀后，继续

成为景观水体，超过常规水位的部分，则成为园林绿

化灌溉用水，极大地提高了雨水利用率。

2.4 汇流收集，源头处理，组织排放

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在极端的连续降雨下，很

难做到雨水全部的渗流与调蓄，在此情况下，及时地、

有组织地排放是防涝的关键。

北京康复医院的排水采用雨、污分流系统可避免

污水满溢造成的污染。雨水汇流区域主要包括屋面雨

水汇流，硬化路面汇流，园林区域汇流和景观水体溢流。

收集排放路径主要是：屋面雨水汇流至雨落管至绿地

或地面，园林和硬化路面区汇流至雨水篦子、雨水井

收集。通过雨水篦子收集到的雨水，进入支路雨水井，

在各个前、中端设置沉淀溢流井，雨水经过初步沉淀后，

进入主雨水管道，排放至市政雨水管道。其中园林内

雨水井和雨水篦子均在绿地内，通过草滤带收集到雨

水口和雨水井内；水系景观溢流管道与雨水管道相连，

达到溢流水位时，能够及时地通过溢流管排放至雨水

管道。降雨期间，通过滞留、渗流、调蓄、排放等多

重手段，自 2015年至今，多次通过了极端降雨的考验。

2.5 管理与维护，确保正常运行

雨洪设施建立运行之后，日常的管理维护不可减

少。主要有：春季绿地内补充草绿带；排水篦子、雨

水井、沉淀井的日常巡查，树叶、淤泥等杂物的清理；

景观水体运行期的水体消毒、清理落叶杂物，防止堵塞，

日常水泵保养维护，进入枯水期，入冬前清理的池底

清淤；屋面雨水口杂物清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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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洪设备、设施的管理维护是正常运行的必要条

件，不能有大意和侥幸。若放任不管，则会造成地表

径流相对增大；雨水冲刷土体流失；水体调蓄能力大

幅降低；管道堵塞，排水不畅，四处溢流。良好的管

理和维护，能够有效地避免内涝的发生和最大限度地降

低经济损失，相应的费用投入也是有必要和有价值的。

3 医院园林工程建设现状的不足与未来的补

充方向

北京康复医院的园林建设是在 1955年建院时的园

林景观基础上进行改造和补充，原绿化区域，树木植

被众多，且有较多的 50年以上的树木，不便于移栽。

因此在改扩建时，受到了诸多的限制，留下了一些遗憾。

3.1 完善雨水存蓄功能

北京康复医院现在的园林景观满足了雨水的滞留、

渗流、调蓄、简单净化的功能，但是雨水的存蓄功能

略显不足。在水资源日趋紧张的背景下，医院作为用

水大户，能够利用的水资源必须充分利用。结合医院

西高东低地形，可在院区东侧用采用暗埋的形式，设

置适合雨水存蓄设施，做好雨水存蓄，如：玻璃钢储

水罐、地下蓄水池等，配置相应的水泵和管道，形成

雨水回收利用系统。可将该系统存蓄的雨水，结合园

林喷灌系统和水系景观，作为备用水源喷灌系统和水

体补充系统，如此形成整套的回收利用系统。及时地

完善雨水存续功能，既能满足雨水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也能实现对水资源节约，无论经济性还是实用性均能

得到很好的满足。

3.2 完善雨水净化处理系统

雨水排放前的净化处理，在当下同样是需要重视

与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目前各个单位、企业的雨水

排放薄弱环节。一般的企事业单位，能够实现雨污分流，

雨水排放通过雨水井收集后，直接排放至市政管道，

市政管道排放至相应的场站或者一些自然水体。雨水

主要的污染物包括：悬浮物、粪大肠杆菌、氨氮、磷等。

未经处理的雨水直接排放一是会增大场站的处理压力；

二是排放至自然水体的雨水，未经过处理，携带的污

染物直接排入水体，会对水体造成较大的污染。破坏

水体的自然生态系统。

经过相关资料查询，目前能够查到的相关规范和

标注，雨水排放仅对工业污染的单位有相关要求：如

化工、船舶、矿石、造纸等，但对一般企事业单位和市

政的雨水排放要求，并未提及。医疗卫生机构执行的《医

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水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307-2013），也未有明

确的雨水排放要求。目前在我国环保意识日益增加，

环境治理力度日益加大，资源的循环利用，可持续化

发展的大前提下，相信适宜雨水的净化、排放标准很

快就会出现并实施。根据雨水污染物的特点，设置相

应的处理方式，增加雨水净化处理系统和存蓄系统结

合起来，也是未来雨水处理的一大方向，经过处理的

雨水不仅能够满足排放要求，还可以充分保障雨水能

够安全地循环利用，切实保证用水的安全。

4 结论

雨水是天赐的资源，丰富而易取，俗语讲水是“财”，

将雨水存蓄起来，通过相关设备处理（沉淀、过滤、

消毒等），连接灌溉系统、水系补水、部分机械设备

的冷却水系统。充分利用雨水资源，节约地下水的同时，

也能很好地保护水资源。雨水资源化包括一整套的合

理“路径”，因地制宜地采取合理的处置方式，以达

到雨水的收集、滞留、净化、排放等目的。大量的示

例证明，传统的雨水排放方式，单一处置方法，局限

的雨水认识，均不能很好地解决雨水资源化利用的问

题。解决雨水问题若只关注某一方面，采用一些单一

的处理方法，必将导致景观观赏性、实用性大大降低。

雨洪管理路径是紧密衔接的，从收集到排放，需

要从法规、标准、规划、设计、材料、施工、综合管

理等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探索，建立适合的雨

洪管理模式。借鉴成功案例，结合每个项目自身的特点，

因地制宜地推广展开，切实地做到保护水资源、充分

利用水资源，形成良好的水资源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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