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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雨水花园是一种重要的绿地系统,具有雨水收集与处理、涵养地下水源和改善生态环境等生
态功能,同时兼具构造简单、成本低及景观效果佳等优点,在国内海绵城市建设中广泛应用。雨水花园
作为海绵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技术措施之一,有着特殊的生态使命。基于此,文章就雨水花园的规划进行
了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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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Planning of Rain Garden in Spong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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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in garden is an important green space system, with ecological functions such as rainwater
collection and treatment, groundwater conservation and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also has the
advantages of simple structure, low cost and good landscape effect, which is widely us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onge city in China.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technical measures in the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the rainwater
garden has a special ecological mission.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planning of the rainwater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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