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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城市水文过程空间模型及

基于其的土地利用方法，将城市水文循环功能要

素对应到城市地理空间，通过对绿地系统、城市

廊道及用地类型进行空间组合和规模控制，构建

完整的由多个雨水集点、汇水廊道、水文功能区

块组合而成的城市水文循环系统，城市水文循环

系统由若干水文循环单元和一个相对水文循环

单元能消纳较大量区域雨水的蓄水空间组成。将

城市水文循环功能要素与城市地表空间对应可

以修复城市水文过程，恢复城市水文循环功能，

在源头上缓解城市内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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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城市水文过程空间模型，其特征在于将城市水文循环功能要素对应到城市地理

空间，通过对绿地系统、城市廊道及用地类型进行空间组合和规模控制，构建完整的由多个

雨水集点、汇水廊道、水文功能区块组合而成的城市水文循环系统，城市水文循环系统由若

干水文循环单元和一个相对水文循环单元能消纳较大量区域雨水的蓄水空间组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城市水文过程空间模型，其特征在于：

雨水集点包括微型绿地和中心绿地两个等级，微型绿地是指街旁绿地、小区公园与市

政公园在内的面积小于2公顷的公园绿地，利用微型绿地建设“小、多、均”的组团绿地下渗

系统；中心绿地为服务半径大约为2000m的市级或区级综合性公园绿地，起到收集雨水和下

渗的作用；

汇水廊道利用GIS工具识别城市汇水线并协调周边用地设计形成，以城市现状河道、绿

地分布、道路及排水管网为设计依据；

城市水文循环系统对应的是城市级尺度；城市降雨时，一部分雨水通过城市中多个

“小、多、均”的点状绿地下渗吸纳；另一部分超出下渗强度的降水，在点状绿地汇集后，依据

线形雨水引导系统，通过城市街道与管网进入中心绿地；当降雨强度增加到超过中心绿地

下渗强度时，中心绿地的雨水将通过城市蓝绿廊道汇入城市郊野绿地及湖泊中；

城市水文循环单元对应的是城市小区级尺度，只收集和消纳自身区域的雨水，当雨水

超出自身消纳能力限度时，需要将雨水外排到更大的雨水收集区域。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城市水文过程空间模型，其特征在于功能区块包括：根据水文

循环原理，以水文功能要素为主导，将城市地表空间分为蒸发主导、产流主导、汇流主导、下

渗主导四大水文功能区；其中：

中心绿地、郊野绿地、湖泊及其周边用地在城市水文过程中主要发挥蒸发和下渗作用，

即为蒸发主导水文功能区和下渗主导水文功能区；

城市高密度建设区，其下渗能力受铺装等建设类型的限制，在降雨时下渗强度很容易

小于降雨强度的城市区域空间是产流主导水文功能区；

汇流主导水文功能区是指城市蓝绿廊道等主要汇水路径及其周边用地，将产流区雨水

疏导至蒸发和下渗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城市水文过程空间模型，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集水点由两个等

级的集水设施组成，第一个等级为微型绿地集水设施，布置于街旁绿地、小区公园与专类公

园等面积小于2公顷的公园绿地，利用这些绿地建设形成前述的“小、多、均”  点状空间的组

团绿地下渗系统下渗吸纳，点状空间间隔大约为500m，第二个等级为中心绿地集水设施，布

置于服务半径大约为2000m的市级或区级综合性公园绿地，起到收集雨水和下渗的作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城市水文过程空间模型，其特征在于土地利用调整模块中对

建设用地类型及开发强度调整包括两个子模块，第一个子模块用于控制土地开发强度，把

城市水文功能分区与土地开发强度控制结合，设置不同等级的土地开发强度控制区，第二

个子模块用于调整土地利用类型面积比例。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城市水文过程空间模型，其特征在于城市客观限制条件为对

地区水文方面的消极影响和客观因素带来的限制条件；主要包括土地商业价值、土地权属、

现状开发强度、经济成本、与周边用地的协调性。

7.基于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城市水文过程空间模型的土地利用方法，其特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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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包括如下步骤：

将目标城市水文过程与物质空间进行投射而得到包括集水点、汇水廊道和水文主导功

能区块在内的三种水文空间要素；

将目标城市不同空间所发挥的水文功能类型与城市用地类型进行耦合而形成城市水

文主导功能区；

根据目标城市的水文过程需求和城市地形特征，对水文空间要素及城市水文主导功能

区进行点、线、面的空间组合而建立目标城市水文空间理想模型；

根据目标城市的土地利用现状，对目标城市水文空间要素进行识别而建立目标城市水

文空间现状模型；

通过协调城市客观限制条件，通过对比耦合目标城市水文空间理想模型和目标城市水

文空间现状模型而得到目标城市的水文空间设计模型；

根据目标城市的水文空间设计模型，进行目标城市的绿地布局选址及规模调整、廊道

空间选线及宽度调整、建设用地类型及开发强度调整。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土地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目标城市的水文过程需求定义为：

将目标片区的DEM数据通过GIS水文分析工具进行分析得到暴雨淹没强度划分图和地

表汇水路径图，再结合该目标片区暴雨渍水点进行耦合，耦合过程为将地表模拟成一个不

渗水的壳得到该模拟过程所包含最容易积水的区域和汇水路径，那么这些最容易积水的区

域和汇水路径就是水文过程中需要的集水和汇水空间。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土地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第一步，在目标城市规划范围内通过GIS水文分析模型划分分水岭，选定其中一个分水

岭作为一个水文循环单元；

第二步，基于GIS水文分析模型，得到暴雨淹没强度分析图和城市地表汇水路径分布

图，然后结合参考城市渍水点分布图和城市地下排水管网分布，得到理想状态下基于 “P-

C-B”水文空间模型的水文空间布局图；

第三步，通过现状用地类型和现状实景勘测、分析得到现状的水文空间布局图；将理想

状态下基于 “P-C-B”水文空间模型的水文空间布局图与现状的水文空间布局图叠合对比，

并结合现状土地开发强度、客观条件对水文功能空间布局进行优化，得到该片区水文功能

空间布局设计图；

第四步，根据该片区水文功能空间布局设计图，在绿地布局、蓝绿廊道选线和土地开发

强度及类型的内容上进行调整利用。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土地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汇水廊道线路设计包括以下两

方面：

考虑地形因素，识别城市汇水线，并尽量将城市道路及排水管网的布置与城市主要河

流相结合，将绿色基础设施与灰色基础设施相联接并与周边用地相协调；

通过城市蓝绿廊道和灰色廊道的衔接整合，使超渗雨水能够顺利汇入中心绿地，再由

中心绿地汇入郊野湿地，构建起完整的具有城市自然地形特征的汇水系统，并配合低影响

开发措施，实现双向线状汇流、纾缓城市排水管网的压力、提高蓝绿廊道的生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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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文过程空间模型及基于其的土地利用方法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环境生态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有关城市生态修复的城市水文过

程空间模型及土地利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3] 目前针对城市生态修复的研究，多集中于某个受损矿山、污染湖泊、废弃垃圾填埋

场等具体场地的生态修复，或重视矿山、河流、湿地等某种类型的生态修复，将更多的关注

点集中在城市郊区，而对人类活动频繁的城市建成区却避而不谈。即便有所涉及，其修复方

法也仅局限于单独的绿地系统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城市，没有与城市土地的开发建设配合起

来，缺乏对城市整体生态系统修复的系统性、综合性研究以及城市生态格局与自然作用规

律的空间对位关系的研究，忽略了城市的介入会对原有自然环境的生态作用产生不可避免

的影响，使其生态效应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

[0004] 水文学认为当降雨强度小于下渗强度时，水文过程为降雨、下渗、蒸发；当降雨强

度大于下渗强度时，雨水按下渗能力下渗，超出下渗能力的雨水会积蓄于地面上大大小小

的坑洼，随着降雨的继续，满足填洼的地方开始产生地面径流，此时的水文过程为降雨、填

洼、产流、汇流、下渗、蒸发。其中降雨、径流（产流、汇流）、蒸发、下渗是水文循环的关键要

素，这四大要素与自然地表空间之间相互渗透、联系、成为系统并具有规律性，形成相互融

合的水文分区。根据水文循环原理，以水文功能要素为主导，可以将地表空间分为蒸发主

导、产流主导、汇流主导、下渗主导四大水文功能区。然而高强度的人类活动使得城市下垫

面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再加上城市规划布局及排水方式不尽合理等原因，造成城市水文

过程的功能要素与其时空分布状态发生改变，致使原有的城市水文循环系统紊乱，表现在

下渗减弱、产流增强、汇流加剧等方面，继而引发城市内涝现象。

[0005] 目前对于城市内涝问题，人们仍然无法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基于城市水文过程的空间模型及基于其的

土地利用方法，将城市水文循环功能要素与城市地表空间对应可以修复城市水文过程，恢

复城市水文循环功能，在源头上缓解城市内涝问题。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城市水文过程空间模型，其特征在于将城市水文循环功能要素对应到城市地理空

间，通过对绿地系统、城市廊道及用地类型进行空间组合和规模控制，构建完整的由多个雨

水集点、汇水廊道、水文功能区块组合而成的城市水文循环系统，城市水文循环系统由若干

水文循环单元和一个相对水文循环单元能消纳较大量区域雨水的蓄水空间组成。

[0008] 进一步的，雨水集点包括微型绿地和中心绿地两个等级，微型绿地是指街旁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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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公园与市政公园在内的面积小于2公顷的公园绿地，利用微型绿地建设“小、多、均”的

组团绿地下渗系统；中心绿地为服务半径大约为2000m的市级或区级综合性公园绿地，起到

收集雨水和下渗的作用；

汇水廊道利用GIS工具识别城市汇水线并协调周边用地设计形成，以城市现状河道、绿

地分布、道路及排水管网为设计依据；

城市水文循环系统对应的是城市级尺度；城市降雨时，一部分雨水通过城市中多个

“小、多、均”的点状绿地下渗吸纳；另一部分超出下渗强度的降水，在点状绿地汇集后，依据

线形雨水引导系统，通过城市街道与管网进入中心绿地；当降雨强度增加到超过中心绿地

下渗强度时，中心绿地的雨水将通过城市蓝绿廊道汇入城市郊野绿地及湖泊中；

城市水文循环单元对应的是城市小区级尺度，只收集和消纳自身区域的雨水，当雨水

超出自身消纳能力限度时，需要将雨水外排到更大的雨水收集区域。

[0009] 进一步的，功能区块包括：根据水文循环原理，以水文功能要素为主导，将城市地

表空间分为蒸发主导、产流主导、汇流主导、下渗主导四大水文功能区；其中：

中心绿地、郊野绿地、湖泊及其周边用地在城市水文过程中主要发挥蒸发和下渗作用，

即为蒸发主导水文功能区和下渗主导水文功能区；

城市高密度建设区，其下渗能力受铺装等建设类型的限制，在降雨时下渗强度很容易

小于降雨强度的城市区域空间是产流主导水文功能区；

汇流主导水文功能区是指城市蓝绿廊道等主要汇水路径及其周边用地，将产流区雨水

疏导至蒸发和下渗区。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的集水点由两个等级的集水设施组成，第一个等级为微型绿地集

水设施，布置于街旁绿地、小区公园与专类公园等面积小于2公顷的公园绿地，利用这些绿

地建设形成前述的“小、多、均”  点状空间的组团绿地下渗系统下渗吸纳，点状空间间隔大

约为500m，第二个等级为中心绿地集水设施，布置于服务半径大约为2000m的市级或区级综

合性公园绿地，起到收集雨水和下渗的作用。

[0011] 进一步的，土地利用调整模块中对建设用地类型及开发强度调整包括两个子模

块，第一个子模块用于控制土地开发强度，把城市水文功能分区与土地开发强度控制结合，

设置不同等级的土地开发强度控制区，第二个子模块用于调整土地利用类型面积比例。

[0012] 进一步的，城市客观限制条件为对地区水文方面的消极影响和客观因素带来的限

制条件；主要包括土地商业价值、土地权属、现状开发强度、经济成本、与周边用地的协调

性。

[0013] 基于上述的城市水文过程空间模型的土地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将目标城市水文过程与物质空间进行投射而得到包括集水点、汇水廊道和水文主导功

能区块在内的三种水文空间要素；

将目标城市不同空间所发挥的水文功能类型与城市用地类型进行耦合而形成城市水

文主导功能区；

根据目标城市的水文过程需求和城市地形特征，对水文空间要素及城市水文主导功能

区进行点、线、面的空间组合而建立目标城市水文空间理想模型；

根据目标城市的土地利用现状，对目标城市水文空间要素进行识别而建立目标城市水

文空间现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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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协调城市客观限制条件，通过对比耦合目标城市水文空间理想模型和目标城市水

文空间现状模型而得到目标城市的水文空间设计模型；

根据目标城市的水文空间设计模型，进行目标城市的绿地布局选址及规模调整、廊道

空间选线及宽度调整、建设用地类型及开发强度调整。

[0014] 进一步的，目标城市的水文过程需求定义为：

将目标片区的DEM数据通过GIS水文分析工具进行分析得到暴雨淹没强度划分图和地

表汇水路径图，再结合该目标片区暴雨渍水点进行耦合，耦合过程为将地表模拟成一个不

渗水的壳得到该模拟过程所包含最容易积水的区域和汇水路径，那么这些最容易积水的区

域和汇水路径就是水文过程中需要的集水和汇水空间。

[0015] 进一步的，包括如下步骤：

第一步，在目标城市规划范围内通过GIS水文分析模型划分分水岭，选定其中一个分水

岭作为一个水文循环单元；

第二步，基于GIS水文分析模型，得到暴雨淹没强度分析图和城市地表汇水路径分布

图，然后结合参考城市渍水点分布图和城市地下排水管网分布，得到理想状态下基于 “P-

C-B”水文空间模型的水文空间布局图；

第三步，通过现状用地类型和现状实景勘测、分析得到现状的水文空间布局图；将理想

状态下基于 “P-C-B”水文空间模型的水文空间布局图与现状的水文空间布局图叠合对比，

并结合现状土地开发强度、客观条件对水文功能空间布局进行优化，得到该片区水文功能

空间布局设计图；

第四步，根据该片区水文功能空间布局设计图，在绿地布局、蓝绿廊道选线和土地开发

强度及类型的内容上进行调整利用。

[0016] 进一步的，汇水廊道线路设计包括以下两方面：

考虑地形因素，识别城市汇水线，并尽量将城市道路及排水管网的布置与城市主要河

流相结合，将绿色基础设施与灰色基础设施相联接并与周边用地相协调；

通过城市蓝绿廊道和灰色廊道的衔接整合，使超渗雨水能够顺利汇入中心绿地，再由

中心绿地汇入郊野湿地，构建起完整的具有城市自然地形特征的汇水系统，并配合低影响

开发措施，实现双向线状汇流、纾缓城市排水管网的压力、提高蓝绿廊道的生态效应。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相对于现有城市建设内涝严重，没有考虑水文循环系统的现状，本发明首先基于科学

的模型构建完整的“点、线、面”即“P-C-B”城市水文循环系统，然后基于 “P-C-B”城市水文

过程空间模型进行土地利用调整，对城市土地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对于缓解城市内涝

是有帮助的并且有可实施性。该方法将城市水文循环这一影响因素纳入对城市生态修复的

过程中综合考量，探究了城市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结合方式，将城市生态真正聚焦

到城市建设区而不是城市郊区，完善了城市生态修补的规划方法，将重点放到土地利用方

式上，而不是仅仅只局限于绿地系统的规划中，并为未来城市双修工作中将各种生态影响

要素与城市土地利用的结合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0018] 该方法将城市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城市生态修复，在发展城市的同时系

统地提升城市的生态功能，探索城市发展对城市生态系统的影响机制、城市生态修复对城

市环境改善的效应机制等，并且把完整的城市与城市土地的开发建设配合起来，将城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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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水文学等学科的理论进行复合，在各自的边界及交集构建城市生态修复理论、知识

和技术体系具有真正的生态实践意义。

[0019]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城市生态水文循环系统模型图；

图2是本发明城市生态水文循环单元模型图；

图3是本发明中“P-C-B”城市水文过程空间模型在土地利用调整方面的应用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1-3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以使本发明的优点和特

征能更易于被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从而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做出更为清楚明确的界定。

[0022] 本发明首先提出了一种城市用地的空间组合模型，即“P-C-B”城市水文过程空间

模型，并基于该模型进行土地利用调整。

[0023] 如图1-2所示，在“P-C-B”城市水文过程空间模型中，“P”是指雨水集点（Point），

“C”指汇水廊道（Corridor），“B”指功能区块（Block），简称为“点、线、面”。首先通过地形分

析划分水文主导功能区，然后将水文循环功能区与土地利用类型进行耦合，以此为依据对

雨水集点的合理选址、汇水廊道的选线和土地使用的类型及强度进行设计，最后根据设计

结果结合城市现状资料可从绿地布局、廊道选线、用地指标三个方面提出城市建设策略和

利用方法。该空间组合模型将城市水文循环功能要素与城市地表空间对应起来，能够恢复

城市健康水文功能和缓解城市内涝。

[0024] 城市水文循环系统由多个水文循环单元和一个能消纳较大量区域雨水的蓄水空

间组成，其对应的是城市级尺度。城市降雨时，一部分雨水通过城市中多个“小、多、均”的点

状绿地下渗吸纳；另一部分超出下渗强度的降水，在点状绿地汇集后，依据线形雨水引导系

统，通过城市街道与管网进入中心绿地。当降雨强度增加到超过中心绿地下渗强度时，中心

绿地的雨水将通过城市蓝绿廊道汇入城市郊野绿地及湖泊中。

[0025] 城市水文循环单元所对应的是城市小区级尺度，只收集和消纳自身区域的雨水，

当雨水超出自身消纳能力限度时，需要将雨水外排到更大的雨水收集区域，城市水文循环

单元具体从集水点布置、汇水廊道线路设计、功能区块开发强度控制三个方面提出对土地

利用调控策略。这种从绿地布局到汇水路径设计再到周边用地开发控制的城市水文过程空

间地理模型既能满足水文循环的良性规律，同时也将整个城市作为一个水文生态系统进行

修复，使城市生态修复的视野从城市绿地拓展到与城市其他用地的协调上。

[0026] 所述的集水点布置包括：

由两个等级的集水设施组成，第一个等级为微型绿地集水设施，布置于街旁绿地、小区

公园与专类公园等面积小于2公顷的公园绿地，利用这些绿地建设形成前述的“小、多、均” 

点状空间的组团绿地下渗系统下渗吸纳，点状空间间隔大约为500m，第二个等级为中心绿

地集水设施，布置于服务半径大约为2000m的市级或区级综合性公园绿地，起到收集雨水和

下渗的作用；

集水点的选址尽量与低洼地、易涝点和渍水点重合，同时结合绿地现状分布和其它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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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系统布局原则，并通过植草沟、雨水池等绿色基础设施实现雨水净化与消纳；集水点的选

址具体从绿地与广场用地数量、绿地与广场用地集中度、绿地服务半径覆盖水平、用地水域

保留水平、用地绿地率、用地透水铺装率、用地融合度水平、湖泊水体曲折度水平这几个方

面对区域集水设施布局进行调控。

[0027] 所述的汇水廊道线路设计包括以下两方面：

考虑地形因素，识别城市汇水线，并尽量将城市道路及排水管网的布置与城市主要河

流相结合，将绿色基础设施与灰色基础设施相联接并与周边用地相协调；

通过城市蓝绿廊道和灰色廊道的衔接整合，使超渗雨水能够顺利汇入中心绿地，再由

中心绿地汇入郊野湿地，构建起完整的具有城市自然地形特征的汇水系统，并配合低影响

开发措施，实现双向线状汇流、纾缓城市排水管网的压力、提高蓝绿廊道的生态效应。

[0028] 进一步地，汇水廊道首先要利用GIS工具识别城市汇水线，以城市现状河道、绿地

分布、道路及排水管网为依据，并协调周边用地，设计城市汇水路径。通过城市蓝绿廊道和

灰色廊道的衔接整合，不仅可以使超渗雨水能够顺利汇入中心绿地，再由中心绿地汇入郊

野湿地，从而构建起完整的具有城市自然地形特征的汇水系统，还可以配合低影响开发措

施，实现双向线状汇流、纾缓城市排水管网的压力、提高蓝绿廊道的生态效应。

[0029] 进一步地，功能区块包括四种水文主导功能区块，分别为蒸发主导水文功能区、下

渗主导水文功能区、汇流主导水文功能区和产流主导水文功能区。其中中心绿地、郊野绿

地、湖泊及其周边用地在城市水文过程中主要发挥蒸发和下渗作用，即为蒸发主导水文功

能区和下渗主导水文功能区（以下简称蒸发区和下渗区）。而城市高密度建设区为满足生活

活动的需求，其下渗能力受铺装等建设类型的限制，在降雨时这些区域的下渗强度很容易

小于降雨强度，如果将产生过剩雨水也看做是一种特殊的水文功能，那么这些城市空间便

是产流主导水文功能区（以下简称产流区）。汇流主导水文功能区（以下简称汇流区）主要是

指城市蓝绿廊道等主要汇水路径及其周边用地，主要是将产流区雨水疏导至蒸发和下渗

区，汇水路径的设计不仅考虑地形因素，还要尽量将城市道路及排水管网的布置与城市主

要河流相结合，将绿色基础设施与灰色基础设施相联接并与周边用地相协调。

[0030] 进一步地，功能区块的优化方式是将城市水文功能分区与土地开发强度控制结

合，设置三级土地开发强度控制区。设置中心绿地和郊野绿地、农林用地组成的下渗区，湖

泊、河流等湿地组成的蒸发区，以及沿自然汇水路径所构建的蓝绿廊道及周边用地所组成

的汇流区为一级土地开发强度控制区，禁止高强度开发，以恢复其在城市水文生态中的应

发挥的重要作用。组团绿地及其周边用地的下渗区，沿灰色基础设施与其周边用地的汇流

区为二级土地开发强度控制区，控制其开发强度，使之对城市水文循环不产生负面影响。将

作为产流水文主导功能区的高密度城市建成区设为三级土地开发强度控制区，逐步引导其

开发强度趋于合理，推动城市修补的实现。

[0031] 进一步，本发明提出一种基于“P-C-B”城市水文过程空间模型的土地利用调整方

法，请参阅图3，下面以具体实例来说明本发明的可行性，详见下文描述：

将武汉市青山区内某片区作为调整对象，一方面其平均海拔就武汉市而言较低，暴雨

淹没强度高且城市渍水点多，因此内涝情况较为严重，这种地区的特殊性迫使从业人员在

做土地使用布局和绿地系统规划时有必要将城市水文循环纳入考虑范围。另一方面该区域

水文系统丰富完整、河网纵横、紧邻东湖，用地类型丰富，有着大量非集约利用的土地，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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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态环境可塑性强，可为后期的土地调整留有更大的可能。

[0032] （1）确定土地利用的调整范围。

[0033] 依据地形对目标范围所在区域进行分水岭划分以确保调整范围能在同一分水岭

区，然后根据分水岭划分结果再结合道路、行政边界和山川河流等自然特征最终确定调整

边界。

[0034] （2）基于”P-C-B“水文空间模型对范围内水文空间布局进行设计。

[0035] 以卫星遥感图为依据，参照武汉市总体规划编制时所绘制的武汉市用地现状图及

卫星影像，结合实地考察绘制出所选青山片区的用地现状图。然后结合地下管网数据，根据

表1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所对应的水文主导功能区进行耦合，基于 “P-C-B”水文空间模型

得到该片区水文功能空间布局现状图。

[0036] 表1水文功能分区与土地利用类型分类耦合结果一览表
水文功能分区类型 土地利用类型

产流主导水文功能区 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工业用地以及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等。

汇流主导水文功能区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以及非建设用地中的水域、农林用地与其他非建设用地等。

下渗主导水文功能区 绿地与广场用地、非建设用地中农林用地与其他非建设用地等。

蒸发主导水文功能区 非建设用地中水域、农林用地与其他非建设用地等。

将该片区最新的DEM数据通过GIS水文分析工具进行分析得到暴雨淹没强度划分图和

地表汇水路径，再结合该区暴雨渍水点进行耦合，基于 “P-C-B”水文空间模型得到理想状

态下的水文功能空间布局。将两个结果进行对比找出问题，并结合现状土地开发强度、拆迁

难易程度和实施效果对水文功能空间布局进行优化，得到该片区水文功能空间布局设计

图。

[0037] （3）对目标范围内雨水集点进行布局优化并提出相应策略

增加产流区内小型绿地的分布数量，提升绿地服务布局覆盖率水平，形成小、多、均的

公园绿地体系，并尽可能与渍水点和低洼地重合，使雨水能够通过排水系统进入绿地实现

自然下渗。汇流区布置2-4个集中式公园绿地，提升绿地与广场用地集中度以及用地水域保

留水平。通过调控湖泊公园与其他绿地的融合率来消纳多余的雨水，提升公园与周边用地

的融合度水平，使得周边用地与公园绿地协调对接，更好地接纳湖泊汇水面积范围内各个

方向的径流雨水，保障其汇流过程的顺畅。改变下渗区绿地与广场布局以及与周边用地雨

水的衔接，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保障绿地与广场用地数量及面积，建设渗透式郊野公园

绿地体系，提高绿地公园边界开敞度，打通绿地与其他用地的连通性；调整公园边界地形坡

度与改变下渗土壤性质，加入坡地、自然洼地等减灾型地形的设计,使径流雨水通过地形能

够更好地下渗。划定绿线与蓝线保护范围进行严格控制，保证蒸发区水域调蓄面积、保障湖

泊水体的边界曲折度与用地绿地率。增加水体与周边用地的融合率，使得周边用地与水体

协调对接，连接城市排水系统同时做好雨水净化处理，更好地吸收来自绿地周边用地面积

范围内各个方向的径流雨水[19]，有效地发挥东湖的雨水调蓄作用。具体可从绿地与广场

用地数量、绿地与广场用地集中度、绿地服务半径覆盖水平、用地水域保留水平、用地绿地

率、用地透水铺装率、用地融合度水平、湖泊水体曲折度水平这几个方面进行调控。

[0038] （4）对目标范围内汇水廊道进行布局优化并提出相应策略

建议发展城市低洼地建成湖泊水体、绿地公园或者城市集水的建设区，而汇水廊道要

保证地表超渗水能够沿设计线路汇入集水点，并且尽可能在集约建设的同时发挥出其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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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和生态方面的价值。因此，汇水廊道的选线要通向集水区，依据地表地形、河渠绿带

和道路给排水管网的布局综合设计，并在沿线考虑设置绿色基础设施。汇水廊道的主线设

计带状绿地，通向东湖等主要的集水区，周边用地功能及开发强度要与之协调，设置汇流功

能区。

[0039] （5）对目标范围内土地开发类型和开发强度进行布局优化

在产流主导水文功能区，提升绿地面积比例至15%以上，减少渍水点周边高产流的土地

利用类型的面积与所占比例。针对低洼地与暴雨淹没程度较高区域，在保障城市建设基础

水平上希望提高公园绿地、水域等所占比重，尽量采用透水铺装及路面，尤其对于受内涝严

重的产流功能区尽量保障用地透水铺装率达到50%以上、用地绿地率达20-30%，受内涝较轻

产流主导水文区的标准可弹性降低。

[0040] 在汇流主导水文功能区，划出汇水廊道建设退让线，退让线内严格控制其开发强

度及类型，周边区域开发强度控制指标可逐渐放宽，为绿色基础设施的布设如植草沟等留

有建设余地。区域内绿地与广场用地占比能提升至35%，减少渍水点周边高产流、汇流的土

地利用类型的面积与所占比例，例如减少道路与交通设施场地，增加道路建设中绿地面积

与所占比例。

[0041] 在下渗主导水文功能区，提升绿地与广场用地比例至30%以上，同时控制产流、汇

流等土地利用类型的增加，保护林地、农田等绿色缓冲区，拆除侵占林地、农地土地的建筑。

减少大面积硬质铺装，增加林地、草地与透水铺装的面积在绿地与广场用地中的比例，保障

下渗主导水文区的绿地率能达到35%-45%。

[0042] 在蒸发主导水文功能区，对东湖及其周边区域的开发强度进行严格控制，恢复并

提升原本湖泊、河流的调蓄面积，改善其生态环境与植被覆盖，在一定程度下可考虑设立保

护区；对于非建设用地应当以保育为主，严格控制保障其边界与规模不受侵占。增加周边下

渗主导的绿地广场的用地比例，控制产流、汇流等土地利用类型的增加，保护河流、湖泊、湿

地等水域缓冲区，严禁侵占河湖湿地的土地。

[0043] 以上所述的实施试式仅仅是示意性的，其中所述作为设计模块可以连续也可以分

离重组，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选择其中的部分或者全部模块来实现具体方案目的。本领域

普通技术人员在不付出创造性的劳动的情况下，即可以理解并实施。

[004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方法或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

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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