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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城市的雨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和严重,为解决这个问题,雨水管理技术已经被用于海绵城
市的建设中,并且出现了雨水设施景观。目前,对雨水设施景观化的研究主要是技术研究探讨以及实践性探
索设计,而并未考虑雨水设施景观本身的特性,在现代城市空间中很少看到其艺术潜力和超高美学价值的雨
景设施景观。但随着海绵城市概念的迅速发展与崛起,对城市雨水系统的研究已从功能性和适用性逐渐扩展
到艺术性和文化特色性。生态城市雨水设施景观和景观设计的融合乃是未来研究发展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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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水景观还处于起步发展

为：一是绿色雨水基础设施（如水槽,

景观雨水处理设计。同时,在设计中引入

阶段,最为明显的限制因素是雨水管理

栅栏,雨水点等）的建设属于城市家具。

当地地理景观文化,充分尊重现有场地

技术一些列相关的研究和应用并不成

二是受绿色基础设施的影响对其进行使

的文化精神和当地特色景观与本土文化,

熟。首先,中国通过雨水管理技术解决城

用配套的城市家具；第三是根据绿色环

进行深化设计。

市雨水问题的方法长期未得到实施,各

境理念建造的城市家具。

3.2美学性原则。在设计景观雨水处

种具体技术和实践城市雨水压力与用水

3 城市雨景设施景观化指导原则

理设施时,坚持美学性原则,积极寻求创

量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在这样一对矛

随着我们海绵城市概念的迅速发展,

造以雨水为主题的景观美学体验。雨水

盾的环境下,对雨水设施资源进行更加

城市雨景设施的研究范围从理论到实践,

系统在设计时需要与雨水的颜色、形状、

合理设计设置处理,其谨慎的雨水管理

逐渐由功能以及技术方面转向于具有艺

声音等的运用形成最佳组合,因此在优

技术已成为城市亟待解决的问题。

术性、景观性、趣味性的综合雨景设施,

化设计组合之后,应充分考虑听觉,视觉
和触觉以及触觉上的感受。

1 海绵城市

并且在满足其功能、技术的情况下更多

天然存储,渗透和净化是海绵城市

地去营造城市氛围、美化环境,使城市形

3.3安全性原则。与其他景观研究一

概念的标志,“海绵”是基于城市景观和

象更加生动。通过精心设计,设计师将雨

样,判定景观化雨水处理设计是否合格,

雨水设施的生态水基础设施上,使我们

水浇灌的城市景观装置划分为不同的阶

关键在于能否保证设计的安全性,降低

的城市更具弹性,更有效节省城市地下

段并结合景观艺术的处理方法,使城市

识别危险因素的难度。在设计之前,雨水

水,减少城市洪水和净化城市废水的方

中的每个人都感受到并享受处理雨水的

控制设施,要充分考虑场地的特点,在此

法措施。因此海绵城市在城市发展格局

过程,并享受城市美景。

基础上,建立完善,安全,合理的景观化

中发挥着其重要作用。

因此,在不同的实际场地、面积大

系统,同时对场地施加限制,如邻近安全

2 城市雨景设施的界定与类型

小、地形的高低等自然条件下,城市雨景

性应系统地考虑在深水区和对游客封闭

城市雨景设施起源于低影响开发技

设施所展现出的艺术表现魅力各不相

区域的旅游限制。在指定位置安装障碍

术,并且其核心理念依附于绿色雨水基础

同。所以,设计师在设计时则要根据实际

物等设施,确定区域或警告和指导系统

设施(Green Storm water Infrastructure,

情况具体分析,将雨水收集、输送、转运、

安装在相应的位置；此外,应注意确保斜

简称GSD。自1990年代以来,英国、德国

处理通过与城市雨景景观设施的艺术美

坡平缓,并确保安全和有效地确保了视

和美国的许多城市建立了一系列公共城

学完美结合进行设计。但设计师在在具

觉连续性。

市设施,用于雨水的收集,使用和管理,

体设计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4 城市雨景设施的景观化设计

以解决城市雨景问题。因此,根据它的功

3.1因地制宜性原则。景观雨水设施

作为城市雨水景观设施设计的一部

能性质也称它们为城市雨景家具或者城

处理的设计应严格适宜当地条件,并考

分,为了改善游客与雨水供应系统之间

市雨景设施,其总体分类可以看作是城

虑当地的实际情况,当地的气候,地形条

的互动并使它们更加具有景观独特性、

市家具和GSI之间的交叉部分,具体表现

件,结合具有生态特征和功能要求进行

有趣性与美化性,应将重点放在以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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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进行设计处理。既雨水收集阶段、

设计必须做好两方面工作,即：一方面要

输送阶段、转运阶段以及处理阶段。

设计好承接排水口排出雨水的接受体,另

4.1雨水收集阶段、输送阶段。首先

一方面要设计好雨水输送末端排水口。

5 城市雨景设施景观化意境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人,诗意
[1]
的栖居在大地上”! 荷尔德林的汉译名

是雨水收集阶段,在收集雨水的阶段其

首先,排水口。通过艺术性的设计技

[2]
句。 。这种生活环境的追求。运用于

实可以和雨水的输送阶段一起考虑。因

术,通道或雨水管中的雨水会在运输过

现代城市环境设计中的景观中。同样在

为地理位置的多样性、南北地域的差异

程中积聚了一定势的能,设计人员在设

城市雨景设施景观化的意境中也适宜。

性、雨水的大小都可以造成不一样的城

计时应考虑到这一点。雨水巧妙地转化

“诗”与“栖居”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

市雨景设计设施。

为动能,并根据出水口位置的高度计算

也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应用艺术设计

通常,在设计海绵状城市系统的整

出排水率,艺术化设计的孔口可以采用

的手段与现代科技完美的融合建立和谐

个过程中,雨水进入雨水处理系统之前

多种形式：可以是复杂程度较高的水台

优美的生活城市环境。但不应该过度艺

的阶段称为雨景输送阶段。在对市政暴

阶,也可以是简单的自然孔口,或由其他

术技术化,过犹不及则为僵化。我个人认

雨设施进行景观设计时,设计人员在设

材料和设计制成的漂亮的排水口。

为应该追求人工与自然景观和谐的搭配

计场所时应考虑雨水,增加雨水通道的

其次,雨水接受体。排水口的设计应

为最好的环境景观。对于城市雨景设施

可视化程度,并允许城市行人看到雨水

具有软质、硬质,硬质景观包括同种异卵

景观而言,简单的艺术技术化已不能满

管道。与传统的将雨水管埋入地下相比,

石,雕塑,石头和金属板,会吸引游客的

足人们的生活。

可视化的雨水路径能够吸引行人的

注意力并发挥消能的效果。从软质景观

需要从更加广阔的角度思考范畴来

注意力,使其有独特的雨景设施景观,也

上看,可以将天然河流流域,水库等充当

分析雨水景观的构建方式。并总结了雨

会让行人去思考这是什么系统设施；达

雨水的接收器。

水建设的三种模式,包括雨水管理技术,
以期雨水喂养的景观将激发现代城市的

到美化城市环境景观和收集雨水与输送

4.3雨水处理阶段。(1)植物配置。

的作用,提高和改善雨景设施与行人的

在海绵状城市系统的设计中,植物不仅

巧妙互动。

扮演着景观的角色,而且还起到净化,滞

5.1城市文化中的雨景设施景观化意

其次是雨落管设施。在普通屋顶上

留等作用。在低影响力开发设施中种植

境。中国园林景观设计的步伐相对很快,

的雨水需借助雨水管才能排入城市雨水

的植物设计应始终遵循以下原则：科学

盲目照搬照抄西方园林景观也是很普遍

供应系统,关于雨落管设施的艺术设计,

和艺术原则,强调不规则天然农作物的

的,雨水景观设施的实践也基于西方雨水

有一个非常精巧的“雨水剧院”案例：

设计,强调观察边缘地区种植的植物的

管理技术。但我国雨水景观设施的建设应

设计师设计了由雨落管组成的独特音乐

价值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完美结合。室内

实际根据当地特色文化和城市设计的实

墙。设计师经过一系例的精巧排列组合,

植物的特征在于高低栽培模式,平面上

际情况,进行合理的分析设计,以寻求适

在下雨的时候,雨水会逐一从所有构件

则为自然式的斑块混交渗透,从而突出

合本地城市雨景设施的雨水景观。

流过,产生音色各异、不同声响的声音,

植物天然组合的群落美的同时彰显植物

在我国以特殊地域文化产生建造的

就如同雨的“交响乐”般,在为自然喝彩

的自然美。通过多层培养模型配置植物

雨水景观设施的也不少见,从中国城市

赞誉,该建筑被称为“雨水剧院”。因此,

的形状,季相、花期和质地等。为了使游

建筑上有很多实例都是完完美结合当地

建筑师在考虑设计时可以参考颜色和结

客在任何季节都能欣赏植物景观的多样

景观文化形成天人合一的景观化雨景设

合雨落管设施的形状,并结合建筑物的

性并避免植物之间在资源类型上的竞争,

施。如徽州的四水归堂民居,紧凑的布置

整体外观,形成有趣的设计。

游客应在设计时考虑到植物生长特征这

设计、完美的院落式景观以及文化与天

诗意生活。

最后是排水沟渠设施。雨水在通过

一特征。(2)构筑物、置石、小品。构筑

人合一的思想。历史上的徽州人利用自

传统的渠道直接排入广场,与传统的排

物、置石、小品等在景观和雨水处理操

己的聪明脑袋与徽州地域文化和多雨的

水渠不同的是,城市雨水处理设施的景

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雨水处理设

天然条件,设计出以水生财的徽商特殊

观设计鼓励了雨水分配过程的可视化。

施中的碎石路建设可以创造在视觉上与

院子。四水归堂的民居以大门为中轴线,

由于道路相对平坦,可以通过安装连续

绿色植物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有利

正面正房为大厅,后院为二楼庭院建筑。

的草槽或生态流量槽并将砾石或者在边

于雨水的渗透。同时,在设计小型石制物

由四合院围成的天井小院,合理的利用

沟中植草来显着提高雨水景观的效率。

品时,应充分考虑场地的功能和努力创

采光和排水。当屋顶内侧坡雨水从四周

如果道路坡度偏陡峭,应在充分考虑台

造一个供公众娱乐,学习和娱乐的空间,

流入天井与周边环境小院形成“水聚天

地的基本情况下采取安设生态种植带挡

最好的例子是某大学滞留塘,其置于滞

心”所以称曰四水归堂。坐在厅堂中,

墙,并在水坝规模上创造了多种多样的

留塘内的巨大石头可以加速雨水的渗透

望向“天井”,古老的石缸,郁郁葱葱的

雨水景观。

并改善雨水的下渗速度、改善环境,这是

盆景景观植物,再有绵绵的细雨稀稀的

当地地理特征的重要体现。

汇聚,这就是天人合一中的典型结合。

4.2雨水转接阶段。雨水转接阶段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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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以中国的地域文化雨景设施

主要取决于景观的功能性、空间性以及

本投入,同时也能是城市的空间更加丰

的结合并不少见。以新的理念结合当地文

舒适性,还取决于设计美学和经验。凭借

富、灵活多变的利用。以实现城市生态

化通过创新设计,通过简单实用朴实的地

丰富的设计经验、视觉体验以及现代美,

建筑中多种生态经济的效益。

域手法创造设计的雨景设计景观,以雨水

这些都让城市化雨景设施变得更加具有

现代城市生态建设并不是特定区域

之美造景的景观化设施,同时创造出优美

亲和力和凝聚力,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好

的生态建设和特定的责任,而是整个社

的雨水景观,同时也为城市增添特殊的意

[5]
的生活环境 。

会的责任和共同目标,因此,需要一系列

境美景。这种传达现代设计雨景设施的景

5.3绿色生态城市建设雨景设施景

的技术,例如低影响力开发,现在已经对

观化设计和表达传统文化的简单方法最

观化意境。在现代城市发展中,绿色生态

城市雨水管理产生了影响,未来可能会

接近景观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现代城

建设城市是常态,就崔究需要绿色建筑、

出现其他有关城市雨水管理的想法和措

市景观文化遗产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永恒

绿色经济、绿色发展等,同样绿色城市中

施,因此,尽管技术不断发展,但雨水景

主题,特别是现代多雨的城市景观应从中

雨景设施的景观也是绿色的建设。以资

观的建设必须符合城市生态要求。

国特有的地域文化、建筑文化、乡村优秀

源换空间或是换金钱等方式都是会牺牲

6 结束语

文化中、汲取灵感,并力求在城市雨景景

生态环境。只要绿色建设中的可持续发

总之,通过对海绵城市理念、城市雨

观中取得突破,以创造真正可持续的艺术

展才是成功之路。必须以保护环境作为

景设施的概念介绍,探讨了关于城市雨

景观和文化景观。将城市文化中优秀地域

经济发展的首要前提。城市生态降水作

景设施在设计中应该考虑到相关的设计

文化与雨景设施景观很好的结合,也让我

为阻碍城市生态环境发展的因素之一,

指导原则,详解阐述了现代城市雨景设

们在漫步城市中感受雨景设计文化与城

必须要迫切的、生态的解决其带来的问

施的景观化设计以及雨景设施景观化意

市相容中产生特有的地域文化雨景设施

题。而生态雨景设施的景观设计,运用现

境。为城市雨景设施设计提供了一些新

景观化的意境。

代的艺术技术化手段、结合城市的生态

的设计思路和方法。城市雨水设施景观

5.2注重审美与体验的雨景设施景观

化设计建造雨景设施设计就能合理解

化的设计已经取得了进步。城市雨水设

化意境。高速发展中的中国现代化城市景

决。而且还能将生态雨景设施合理的融

施不仅必须发挥其基本功能,而且还必

观,城市化景观都大同小异,拥有特色的

入到现代的城市设计建设中,产生雨景

须具有一定的美学功能以及美学审美价

[3]

雨景设施化意境的更是少之又少 。孟浩

设施景观化意境。让我们在休憩之余看到

值,让人们在生态的城市中享受城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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