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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充分发挥城市土壤在绿色北京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ꎬ采用资料分析和典型区域实地踏查的方法ꎬ

总结和分析了 ７ 种典型的城市土壤粗放利用现象ꎮ 该文通过对城市土壤相关功能的评估ꎬ归纳提出了建立城市土
壤实用分类体系、推广立体绿化、改造凹碟式树穴、挖掘蓄水暗沟、修建下挖式绿地、优化城市排水系统、建立城市
土壤供需和存储规划、加强潜在城市土壤高效利用与科学研究等一系列加强城市土壤多功能利用的政策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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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土壤与农业土壤、森林土壤、草原土壤、荒
漠土壤、湿地土壤一起构成了全球六大土壤景观单
元ꎬ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ꎬ在城市环境方面具有重要
的意义ꎮ 北京市“ 十三五” 重要目标是“ 建设国际一
流的和谐宜居之都ꎬ建设绿色低碳生态家园” ꎮ 从

壤是为农业服务的ꎬ城市土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
一个全新的概念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城市和工矿
区土壤( 通称城市土壤) 逐渐被重视ꎬ德国率先开展
了一系列城市的土壤制图工作ꎮ 美国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开展了纽约的城市土壤调查和制图ꎮ 这些研
究的兴起ꎬ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逐渐认识到城市土
壤的特殊性、复杂性及其对生态环境的重要影响ꎮ

城市土壤高效利用的角度看ꎬ绿色北京建设离不开

过去主要是一些降水多、地势低洼的城市发生

城市土壤的高效利用ꎮ 什么是城市土壤ꎬ城市土壤

内涝ꎬ最近部分缺水的内陆城市也经常发生ꎮ 古人

在哪里ꎬ有多少ꎬ跟城市建设和人们的生活有多大关

说ꎬ兵来将挡ꎬ水来土掩ꎬ土壤理所当然的就是滞蓄

系ꎬ这些都需要思考ꎮ 城市土壤资源被长期粗放利

城市雨洪的海绵体ꎬ可是目前城市土壤滞蓄雨洪能

用已经成为了制约绿色北京建设的一个瓶颈ꎮ 优化

力非常差ꎬ值得深刻反思ꎮ 北京市区地表硬化率高ꎬ

城市土壤资源利用ꎬ可以节约淡水资源ꎬ增加生物多

城市土壤资源稀缺ꎬ生态绿化要求高ꎬ淡水资源紧

样性ꎬ挖掘文化教育和休闲娱乐价值ꎬ对建立资源节
约集约型美丽城市ꎬ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ꎮ

１

城市土壤利用调研背景
城市土壤零星地分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ꎬ长期

以来由于城市土壤面积狭小、利用经济效益微薄等
原因ꎬ城市土壤一直处于被城市管理者和学术界遗
忘的状态ꎬ 关 于 城 市 土 壤 物 质 组 成 和 特 性 的 系 统
性研究成果非常少ꎮ传统观点认为城市没有土壤ꎬ土

缺ꎬ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研究城市土壤多功能利用的
区域ꎮ

２

城市土壤粗放利用的典型现象调查
从人造城市土壤看ꎬ盆栽树木现象越来越多ꎮ

市区很多地方搞盆栽树木ꎬ盆内栽植的植物以海棠、
木槿、铁树、松柏等多年生木本植物为主ꎮ 比较典型
的情况是西直门桥南和莲花桥桥区ꎮ 这些栽在桶内
的木本植物不接地气ꎬ如果要使土壤表层天天都保
持湿润ꎬ灌溉量非常大ꎬ消耗的淡水资源也就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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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保护古树 ５ ０００ 多株ꎮ 为了保护这些古树ꎬ对
古树根部进行了特别保护ꎬ用水泥做成高出地面半

王洪波等:城市土壤多功能复合利用助推绿色北京建设

米的池子ꎬ池内装满土ꎬ结果成了被供起来的古树ꎬ
我们暂时将其称为“ 井台树” ꎮ 这种井台树现象ꎬ在

４３

价值挖掘利用不足ꎮ
单位和名人认养绿地不惜经济和资源代价ꎮ 在

北京的街头比比皆是ꎮ 这些井台树在降雨时根本无

西二环附近ꎬ细心的市民可以发现各种认养绿地的

法蓄积到周围地面上的雨水ꎮ

牌子ꎮ 经过调查发现ꎬ认养方往往是雇人对绿地进

从条带状城市土壤看ꎬ行道树树穴透水硬件完

行除草、修剪、施肥和灌溉ꎮ 城市居民不能亲近这些

备但蓄不到水ꎮ 北京市区呈条带状分布的城市土壤

绿地ꎬ当然也就不关心这些绿地的建设和保护了ꎮ

主要是公路边各类行道树的树穴ꎬ这些树穴一般都

３

在 １ 个平方米左右ꎮ 总的来看ꎬ北京市行道树树穴
部分的透水设施主要有带长形孔的水泥板、带圆孔
的石板、多孔的铁篦子、覆盖石子陶粒、胶结的石子
等几种情况ꎮ 由于北京市的步行道一般高出公路路
面 ２０ 厘米左右ꎬ因此在降雨过程中ꎬ这些树木的树
坑基本上蓄不到什么雨水ꎬ结果是再好的硬件设施
都是白费ꎮ
从面状城市土壤看ꎬ各种绿地地势高滞蓄雨洪

能力差ꎮ 北京地区 １９５１ － ２００６ 年的年平均降水量
为 ６０３ 毫米ꎬ从理论上讲可以满足各种绿色植物的
生存需要ꎮ 公路边和社区内的各种面状绿地ꎬ由于
人们喜爱低丘假山等的文化传统ꎬ在高程上往往比
步行道要高ꎬ而且往往是向步行道和公路倾斜ꎬ因此
在降雨时基本蓄不到雨洪ꎮ 这些面状绿地应该是市
区内滞蓄雨洪的主力ꎬ即使一次降雨达到了 １００ 毫
米ꎬ这些绿地都应该可以消纳ꎬ而不是优先考虑向
外、向丝毫没有滞蓄雨洪能力的公路排水ꎮ
地铁等建设中的潜在城市土壤未能发挥经济、
生态和科学研究价值ꎮ 北京市近年建设了大量的地
铁和高楼ꎮ 在地铁建设和高楼的地基挖掘中ꎬ有大
量的数以百万吨计的泥土需要运送到城外ꎮ 而每年
绿地建设和防汛沙袋等的需要ꎬ又都要从城外运送
大量的土壤进城ꎮ 这些深层土壤ꎬ除了判定土壤质

３.１

城市土壤粗放利用的成因与危害
在高程配置上错位加重了三生争水现象
在北京市区ꎬ通过观察不难发现ꎬ几乎所有的路

边绿地在标高上都要高出步行道 ５ 厘米以上ꎬ几乎
所有的步行道在标高上都要比公路路面高出 １０ 厘

米左右ꎬ这几乎成了路边绿地、步行道和公路建设的
一种思维定势ꎮ 公路、步行道和路边绿地在标高上
的这种配置ꎬ虽然可以实现雨洪期间的高效排水ꎬ但
同时也导致了城市土壤滞蓄雨洪能力差ꎬ加重了生
产、生活和生态争水现象ꎮ
３.２

重排轻蓄加速了小雨成灾大雨看海现象
市区地面过度硬化ꎬ加上城市土壤的粗放利用ꎬ

加重了现代城市在排水方面的问题ꎮ 以“ ７２１” 北
京特大暴雨为例ꎬ复兴门桥、东直门桥区、六里桥等
发生积水ꎬ 导致主路断路ꎮ “ 看 海” 一 词 流 行 了 起
来ꎬ表达了人们对城市内涝的无奈心情ꎮ 巴黎的下
水道均处在巴黎市地面以下 ５０ 米ꎬ水道纵横交错ꎬ
密如蛛网ꎬ总长 ２ ３４７ 公里ꎬ规模远超巴黎地铁ꎮ 水
是非常宝贵的自然资源ꎬ即使污水本身也有很大的
经济价值ꎬ城市土壤的容污降污能力需要尽量挖掘
利用ꎮ
３.３

重景观轻土壤导致生物多样性降低

地好坏和含水量高低以外ꎬ还有很多其它的更有科

在城市绿地建设中ꎬ为了保证城市绿地良好的

学意义的事情我们并没有同时跟进ꎬ比如:这些土壤

景观性ꎬ城市绿地除虫除杂草等工作受到格外的重

可以揭示古代北京的气候ꎬ这些土壤中可能有一些

视ꎬ但同时也导致了城市土壤生物多样性的降低ꎮ

古代的物种等等ꎮ

以城市地被植物为例ꎬ城市草坪忽略本土适应性极

城市土壤休闲娱乐与文化教育价值缺失ꎮ 北京

强的野花、野草的开发运用ꎬ多选用单一外来种ꎬ种

市绿地质量不断提高ꎬ养护标准和成本也随之提升ꎮ

植方式多是以草毯形式铺设而成ꎬ草皮的根系位于

因为比较娇贵ꎬ所以大多绿地都被篱笆保护起来ꎬ不

土壤的表层ꎬ与土壤没有紧密相连ꎬ自我生存能力很

让采摘ꎬ不让践踏ꎬ基本丧失了休闲娱乐价值ꎮ 特别
是市中心的草坪ꎬ由于采取了各种除虫措施ꎬ草地上
很难寻觅到蚂蚱、蟋蟀、甲虫等昆虫ꎮ 因此ꎬ像蟋蟀

差ꎮ 北方炎热夏季 １ 平方米草坪需累计灌溉 １ － ２

吨水ꎬ成为不折不扣的“ 喝水大户” ꎮ 人工地被不仅
消耗大量水资源ꎬ而且杀虫剂和除草剂的大量使用

的住宅、蚂蚁王国、挖荠菜和粘知了等事情ꎬ城市里

还会破坏当地生态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ꎬ引发土壤、

的孩子们只能靠想象和体会ꎬ城市土壤的文化教育

水环境的二次污染ꎮ

４４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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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城市土壤自然文化历史档案功能

生活中产生的各种废水、废气和废渣进行净化ꎬ降低

为了保护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土壤ꎬ需要进行

它们的生物毒性ꎮ 土壤中的微生物也在分解有毒污

土壤的自然文化历史档案功能评价ꎮ 如果土壤能够

染物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城市土壤正是通过维

反映出自然历史中地质地貌的变化和早期土壤形成

持植物的生长、微生物的分解和自净能力ꎬ维持着整

及其环境条件ꎬ那么这些土壤就具有特殊的保护价

个城市生态系统平衡发展ꎬ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

值ꎮ 这些历史信息有利于我们了解过去、理解现在

着重要的意义ꎮ

和预测未来ꎮ 在自然历史方面ꎬ主要考虑是否有能

４

够反应古气候古地貌变化的稀有独特土壤ꎻ具有明
显的潜育特征的土壤ꎻ泥炭或起源于某些稀有物质
的土壤ꎮ 在历史文化方面ꎬ主要考虑土壤是否具有

４.１

城市土壤多功能的初步评估
条带状城市土壤蓄水能力的初步评估
对条带状城市土壤蓄水能力的评估ꎬ按照以下

人文历史遗迹ꎬ如土壤是否含有代表特定文化历史

三步进行ꎮ 第一步ꎬ每公里道路上行道树棵数的估

的工艺品ꎬ是否起源于稀有、是否有城市发展的历史

算ꎮ 以连接西三环和西四环的莲宝路和靛厂路为

遗迹ꎬ或是否具有其他被特殊保护的历史价值等ꎮ

例ꎬ进行行道树的数量调查ꎮ 按照十字路口分为 ５

３.５

容污降污能力差加重了城市生态问题
在城市生态环境中ꎬ城市土壤的生态功能是城

段做调查( 具体调查结果见表 １) ꎮ 在行道树树木棵
数的统计上ꎬ金银花、冬青、紫薇、红瑞木、小桧柏等

市污染物的汇集地和容器ꎬ而非生产功能ꎮ 城市土

因为比较矮小ꎬ不算在统计分析中ꎬ结果共有树木

壤通过过滤、降解、缓冲和转化能力将工业、交通和

９２６ 棵ꎬ平均每公里 ３０８ 棵ꎮ

表１
路段 长度( 米)
１
３

行道树树种与数量

两行

杨树 ８ 棵ꎬ椿树 １９ 棵ꎬ国槐 １２６ 棵ꎬ

３１０

四行

８８０

三行

３３０

４
５

行道树行数

６１０

２

合计

典型路段的行道树数量调查

８７０

３０００

四行
三行
—

隔离带上树种与数量

梧桐 ６ 棵
杨树 ４４ 棵ꎬ国槐 ３６ 棵

桧柏 ６８ 棵ꎬ金银花 ４７ 棵ꎬ紫薇 ２１ 棵ꎬ冬青若干ꎮ

杨树 ８２ 棵ꎬ桧柏 ３６ 棵

紫薇 １５ 棵ꎬ红瑞木 ２２ 棵ꎬ金银花 ６０ 棵ꎬ冬青若干ꎮ

国槐 １９９ 棵

紫叶李 １３ 棵ꎬ冬青若干ꎬ小桧柏若干ꎮ

国槐 ２３３ 棵

紫叶李 ２５ 棵ꎬ冬青若干ꎬ小桧柏若干ꎮ

７８９ 棵

第二步ꎬ北京市道路总长度估算ꎮ 根据北京市

路政局的统计ꎬ北京市道路总里程已达到 １９ ００９ 公
里ꎬ分布于城六区的城市道路占 ４ ０１０ 公里ꎮ 按照
城六区 ４ ０１０ 公里城市道路计算ꎬ４ ０１０ 公里 × ３０８
棵 / 公里 ＝ １２０ 万棵ꎮ

第三步ꎬ条带状城市土壤每年雨洪蓄积量估算ꎮ

紫叶李 ３１ 棵ꎬ冬青若干ꎮ

１３７ 棵

埋渗排涵洞的做法ꎬ可将年降水量存储于团城中ꎬ时
至今日仍可做到降中雨地面不产生径流ꎮ 借鉴团城
经验ꎬ可以采用下挖式绿地的方式增加面状城市土
壤蓄水ꎮ 面状城市土壤蓄水能力按照以下三步评
估ꎮ
第一步ꎬ典型区域面状绿地的面积调查ꎮ 在西

按照每年发生 ５ 次形成较大径流的降雨ꎬ树与树之

二环西直门桥到天宁寺桥的西侧ꎬ有较大的路边绿

吨 × ５ 次 ＝ ６００ 万吨ꎮ 昆明湖水量约为 ２００ 万吨ꎬ北

基本是向步行道倾斜ꎬ在暴雨期间基本没有滞蓄雨

间的蓄水暗沟每次可以蓄积 １ 吨水估算ꎬ１２０ 万 × １

海公园约为 ４０ 万吨ꎮ 如果全部沿行道树挖掘蓄水
暗沟ꎬ北京市城六区条带状城市土壤每年可增加的
雨洪蓄积量相当于 ３ 个昆明湖或 １５ 个北海的水量ꎮ

４.２

面状城市土壤蓄水能力的初步评估

北京团城地面高出北海水面近 ６ 米ꎬ现有树龄

大于 ３００ 年的古树 １７ 棵ꎬ采用干铺倒梯形青砖和深

地 ７ 块ꎬ总面积约为 １２６ 亩( 表 ２) ꎮ 这些路边绿地
洪的能力ꎮ 按照每年发生形成地表径流的降 雨 ５

次ꎬ每次路边绿地累计蓄积雨洪 ４０ 厘米( 含降雨期
间入渗部分和形成暂时性积水部分) 计算ꎬ可以共
蓄积雨洪 １６.８ 万吨ꎬ相当于半个北海的水量ꎮ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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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序号
１

位置

面积( 亩)

平整状态

高出西二环辅路( 厘米)

北顺城街西

１３

基本平整

１０－３０

１２

向路面倾斜坡度大

２４

高低不平

２

北玉带胡同西

４

南顺城街北段路西

６

复兴门北顺城街路西

合计

—

３
５
７

典型面状城市土壤的调查

阜成门桥区
南顺城街南段路西
复兴门桥区

１８
１１

基本平整

３６
１２

１２６

整体平整

１０－５０

３０－２００
１０－６０

３０－１００
２０－３０

基本平整

３０－４５０

基本平整
—

—

第二步ꎬ北京市不同区域面状城市土壤的面积

性很强的植物ꎬ部分草种旱不死ꎬ涝不死ꎬ割了还长ꎬ

统计ꎮ 根据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详规所提供的

因此在农区就有了要斩草除根的说法ꎮ 但是北京现

数据ꎬ北京市二环内有各种绿地 １.２９ 万亩ꎬ三环内

有草坪草种抗逆性差ꎬ因此几乎所有的绿地上都树

万亩ꎮ

去了休闲娱乐和文化教育价值ꎮ 让野花野草进城回

有 ２.４６ 万亩ꎬ四环内有 ４. ６９ 万亩ꎬ五环内有 １６. ４３

立了禁止踩踏等标识ꎮ 这些草坪被保护了起来ꎬ失

第三步ꎬ北京市不同区域面状城市土壤可蓄雨

归自然已经成为城市生态建设的发展方向之一ꎮ 另

洪的估算ꎮ 按照 ６０％可以改造成下挖式绿地ꎬ每年

外ꎬ土壤能够反映出自然历史中地质地貌的变化ꎬ早

４０ 厘米计算ꎬ可以估算出二环内、三环内、四环内和

类的生产生活ꎬ这些土壤具有特殊的保护价值ꎮ

发生 ５ 次形成地表径流的降雨ꎬ绿地每次蓄积雨洪

期土壤的形成及其环境条件ꎬ甚至可以反映早期人

五环内每年蓄积雨洪的能力依次是１０３０ 万 吨 、

４.５

个、１０ 个、１９ 个和 ６５ 个昆明湖的水量ꎬ分别相当于

划达 １ ０００ 公里以上ꎮ 按照地铁横断面平均 １５ 平

３.０％和 １０.５％ꎬ数量相当可观ꎮ

铁 已 经 产 生 土 壤８３０ 万 吨 土 壤 ꎬ到２０２０ 年 共 产 生

１ ９６０ 万吨、３ ７５０ 万吨和 １. ３ 亿吨ꎬ 分别 相 当 于 ５

南水北调北京分配水量２.４亿吨) 的０ . ８ ％ 、１ . ６ ％ 、

４.３

城市土壤生物多样性初步评估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张润志研究组对六环路以内

城市土壤作为建设基质的经济价值初步评估
北京市目前地铁总长度 ３７０ 公里ꎬ到 ２０２０ 年规

方米ꎬ挖掘土壤每立方米 １.５ 吨计算ꎬ北京市挖掘地
２ ２５０ 万吨ꎮ 城市土壤污染的一般规律是地表污染
要重于深层土壤ꎬ因此这些深层挖掘的土壤受到污

的 ２５ 个公园和绿化带中的柳树树干栖息昆虫进行

染的程度会比较低ꎮ 目前各种建设工程外购土方的

对昆虫多样性有明显影响ꎻ在距市中心 ３０ 公里范围

建设中挖掘土壤 ６０％质地适中可以使用来计算ꎬ北

了 ３ 年的系统调查与监测ꎬ监测结果表明ꎬ城市扩张

价格一般在 １０ － ２０ 元 / 方之间ꎬ按照 １０ 元 / 方ꎬ地铁

内ꎬ每向市中心靠近 ５ 公里ꎬ就减少 １ 个物种和 ６０％

京市修地铁到 ２０２０ 年共产生可用的城市土壤 １ ３５０

的个体数量ꎮ 上述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ꎬ城市化是
目前全球生物多样性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ꎮ
对于草坪ꎬ减少农药等化学药剂的使用ꎬ放养蚂
蚱、蟋蟀等昆虫ꎬ增加地黄、蒲公英、荠菜等野生草
种ꎮ 大力推广乡土树种ꎬ乡土植物群落在漫长的进
化历程中已经和本地环境形成良好的适应ꎬ其生命
力极强ꎬ无需过多的人工管理ꎬ有人工植被无法比拟
的优势ꎬ能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环境效益ꎮ
４.４

城市土壤休闲娱乐与文化教育价值的初步评

估

万方ꎬ经济价值是 １.３５ 亿元ꎮ 如果这些潜在城市土
壤不是就近使用而是运输到城外ꎬ按照每车 １０ 吨计
算需要运送 ２２５ 万车次ꎬ经济成本将非常大ꎮ

５

城市土壤多功能综合利用助推绿色北京

建设的建议

５.１

建立城市土壤实用分类体系
结合北京市城市土壤的现状ꎬ可以从偏离耕作

土壤的程度和潜在用途两个角度出发ꎬ提出一个城
市土壤的实用分类体系ꎬ具体可以包括人造城市土

草坪绿地应该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ꎬ是青少
年识别各种植物和昆虫的场所ꎮ 草应该是一种抗逆

壤、零星城市土壤、条带状城市土壤、面状城市土壤
和潜在城市土壤五个类型ꎮ

４６

王洪波等:城市土壤多功能复合利用助推绿色北京建设

(１) 人造城市土壤主要指装入了盆、桶等容器

以及生物工厂类似土壤的培养基等与地表土壤分
离ꎬ但是仍能发挥生长绿色植物功能的土壤状物质ꎮ
(２) 零星城市土壤主要指城区内零星分布的树坑、
建筑的边角等裸露的土地ꎬ在面积上可以界定为小
于 １０ 个平方米的裸土地或绿地ꎮ ( ３) 条带状城市

土壤主要指路边栽植行道树或生长乔、灌、草的连续

树挖掘蓄水暗沟ꎬ暗沟可以设置成 ２０ 厘米宽ꎬ５０ 厘
米深ꎬ沟的顶部用带孔洞的地板砖覆盖ꎬ既可以蓄
水ꎬ又不影响交通的便利性ꎮ
将面状城市土壤改造成下挖式绿地ꎮ 摒弃目前
高于地面和路面ꎬ靠灌溉补水的做法ꎮ 将这些绿地
逐步改造成下挖式绿地ꎬ下挖的深度可以结合实际
情况保持在 ２０ 厘米 － ５０ 厘米之间ꎮ

或断续的呈线状的土地ꎬ在面积上界定为宽小于 ２

５.５

壤主要指分布在城区内生长乔灌草的近似方形的面

研究ꎬ深层土壤的属性、土壤中的植物孢子等记录了

米ꎬ长大于 ５ 米的裸土地或绿地ꎮ ( ４) 面状城市土
积较大的绿地或裸露的土地ꎮ ( ５) 潜在城市土壤是

加强潜在城市土壤的科学与利用研究

结合各种工程建设ꎬ对深层土壤开展古气候的

北京市过去的气候环境ꎬ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ꎬ

指在楼房建设和地铁施工中ꎬ从地表深层挖掘出来

对于推演气候变化ꎬ对气候变化进行干预具有重要

的质地适中适宜植物生长的土壤ꎮ

的意义ꎮ 对土壤中的重金属进行人工治理ꎬ无论是

５.２

树立城市土壤优化利用的原则

采用生物降解法、还是化学消除法ꎬ都是费时费力费

在城市绿化中要坚持能够栽到地上的绝不栽到

用昂贵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采用工程建设中产生的无

盆里的原则ꎮ 在各种绿化建设中采取除石、深松等

污染的土壤对各种棕地进行客土改造将是一个高效

措施提高城市土壤质量ꎬ目前城市公园基本可以做

节约的方法ꎮ

到这一点ꎬ但是各种路边绿地和生态绿地还远远达

５.６

不到该要求ꎮ 树立城市环保观念妥善处理植物的凋

借鉴表土剥离再利用经验建立城市土壤存储

和供需的规划

落物ꎬ采取比较合理的就地堆埋处理ꎬ促其发酵分解

采用耕地表土剥离再利用的思路ꎬ对市区内不

转化为肥料ꎬ进入物质循环通道维护生态系统的良

同时段的需土区、产土区进行动态规划和匹配ꎬ可以

性发展ꎮ 增加民众参与意识向家庭推广生态用地认

节省土方运送的费用和能源消耗ꎮ 在合适地点规划

养制度ꎮ

设计一批土壤存储场所ꎬ并按照市场规则向需要对

５.３

利用人造和零星城市土壤实施立体绿化

象提供ꎬ可以实现城市土壤资源的经济价值ꎮ

建议在寸土寸金的北上广等大城市充分利用人

５.７

造城市土壤和零星城市土壤ꎬ推广种植爬山虎、紫

基于雨洪高效利用原则优化城市排水系统
将城市土壤作为海绵城市的海绵体进行建设ꎬ

藤、凌霄等攀援植物ꎬ实施立体绿化ꎮ 一是充分利用

改直排式为溢排式ꎮ 将排水口设置在面状绿地上ꎬ

人造城市土壤ꎬ在高层楼房的建设中ꎬ为爬山虎类植

且高出地面一定高度ꎬ在降雨量较小时ꎬ雨水全部蓄

物设计和建造“ 驻足点” ꎬ同时利用厨房产生的废水

积在绿地内ꎬ在降雨量较大时ꎬ当蓄积的雨水超过排

浇灌ꎬ实现高层楼房少窗面的分层垂直绿化ꎮ 二是

水口时ꎬ多余的雨水才能进入城市雨水管网ꎮ 利用

充分利用零星的城市土壤ꎬ实施道路护坡和高架桥、

面状城市土壤大量消减污染物ꎮ 利用各种生态型用

高速路线下水泥立柱绿化ꎮ 三是利用学校、公园、党

地和郊野公园ꎬ规划和设置地下水补给场所ꎬ充分利

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宾馆饭店的楼房和围墙实施立

用夏季降水滞蓄雨洪ꎬ通过形成临时性水面的办法ꎬ

体空间绿化ꎮ

对地下水进行有效补给ꎮ

５.４

加强对零星、条带和面状城市土壤的利用
改造零星城市土壤改善古树生长环境ꎮ 打破过

( 致谢:在本论文的撰写中ꎬ北京市城市规划设

去通过围水泥井台的做法ꎬ将树坑改造为凹碟式ꎬ这

计研究院、致公党员许槟提供了相关绿地面积数据ꎬ

样可以达到蓄水和透气的目的ꎬ这样才是保护这些

同时论文受到了致公党北京市西城区委徐典文副主

古树ꎮ 考虑到古树的稳定性问题ꎬ可以对这些井台

委和致公党员朱宏林的指导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中的土壤采取逐年剥离的手段ꎬ促使古树根系向更
深层土壤发展ꎮ
沿条带状城市土壤挖掘蓄水暗沟ꎮ 建议沿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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