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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津住建设[2022]5 号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关于发布《天津市居住区绿地

设计标准》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关于下达 2019 年天津市工程建设地

方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津住建设〔2019〕27 号）要求，天津市

园林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等单位编制完成了《天津市居住区

绿地设计标准》，经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组织专家评审通过，现批准

为天津市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编号为 DB/T 29-156-2021，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原《天津市居住区绿地设计规范》DB/T 

29-156-2006 同时废止。 

各相关单位在实施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反馈给天津

市园林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由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天津市园林

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2 年 1 月 27 日   



 

根据《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关于下达 2019 年天津市工程建设地

方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津住建设〔2019〕27号）的要求，标准

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

总体设计；5.园路及铺装场地设计；6.水体设计；7.构筑物、小品

及其他设施设计；8.种植设计；9.给排水设计；10.电气设计。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是：1.与现行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

地方标准的协调衔接，重点解决与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

设计标准》GB 50180-2018内容的对接。2.按构成要素对居住区绿

地设计标准的框架及内容进行了重新规定。 

本标准由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由天津市园

林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

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天津市园林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柳林街清湾路下河圈，邮政编码：30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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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规范天津市居住区绿地设计，保障建设质量，制定本标

准。 

  本标准适用于天津市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居住区绿地设计。 

  居住区绿地设计应坚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生态科学、

安全卫生、彰显特色和管护简便的基本原则。 

  居住区绿地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天津

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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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用地  residential area landuse 

城镇居住区的住宅用地、配套设施用地、公共绿地以及城市道

路用地的总称。 

居住区绿地  greenland in residential area 

城镇居住区用地范围内的绿地，包括居住街坊集中绿地、宅旁

绿地、配套设施绿地、公共绿地、城市道路绿地等。还包括满足当

地植树绿化覆土深度要求、方便居民出入的地下或半地下建筑屋顶

绿地。 

社区公园  residential park 

用地独立，具有基本的游憩和服务设施，主要为一定社区范围

内居民就近开展日常休闲活动服务的绿地。 

游园  recreation park 

用地独立，规模较小或形状多样，方便居民就近进入，具有一

定游憩功能的绿地。 

居住街坊集中绿地  neighborhood concentrated green space 

居住街坊内满足一定宽度且集中设置的开放式附属绿地，简称

街坊集中绿地。 

宅旁绿地  green space beside residence 

居住街坊内，除集中绿地以外紧邻住宅建筑周围的其他附属绿

地。 

配套设施绿地  green space attached to neighborhood facility 

居住区用地范围内涉及的配套设施用地内的附属绿地。 

道路绿地  green space attached to urban road 

城市道路用地内的附属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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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阳覆盖率  shading coverage rate 

在居住区的广场、人行道、游憩场及停车场等特定场地的硬化

地面范围内，遮阳体正投影面积总和占该场地硬化地面面积的比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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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绿地应具有改善环境、休闲游憩、防护隔离、景观

文化、社会善治及应急避险等功能。 

居住区绿地设计应与居住区规划设计同步进行，应理解并

贯彻居住项目场地环境整体的规划思想和技术要求。 

居住区绿地设计应统筹考虑居住建筑、道路交通、配套设

施之间空间与功能的关系，并通过区域内各级各类绿地的合理配

置，组成有机协调的居住区绿地系统。 

新建各级生活圈居住区应配套规划建设公共绿地，并应集

中设置具有一定规模，且能开展休闲、体育活动的居住区公园；公

共绿地控制指标及最小规模应符合表 3.0.4 的规定。 

类别 十五分钟生活圈 十分钟生活圈 五分钟生活圈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m2/人） 2.0 1.0 1.0 

居住区公园 
最小规模（hm²） 5.0 1.0 0.4 

最小宽度（m） 80 50 30 

注：每级生活圈居住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m2/人）均不含其以下各级生活

圈居住区人均公共绿地指标，也不包括居住街坊的绿地指标。 

  既有社区改扩建确实无法满足表 3.0.4 的规定时，可采取多

点分布等方式改善居住环境，但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不应低于相应控

制指标的 70%。 

  居住街坊内集中绿地的规划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区建设不应低于 0.50m2/人，旧区改建不应低于 0.35m2/

人； 

2  宽度不应小于 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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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的绿地面积不应少于

1/3，其中应设置用地面积不小于 170m2 的老年人、儿童活动场地。 

居住街坊绿地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

计标准》GB 50180 的规定。 

居住街坊内绿地面积的计算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符合天津市绿地管理的有关规定，满足当地植树绿化覆土

要求且方便居民出入的地下或半地下建筑屋顶绿地可计入绿地； 

2  当绿地边界与城市道路临接时，应算至道路红线；当与居

住街坊附属道路临接时，应算至路面边缘；当与建筑物临接时，应

算至距房屋墙脚 1.0m 处；当与围墙、院墙临接时，应算至墙脚； 

3  当集中绿地与城市道路临接时，应算至道路红线；当与居

住街坊附属道路临接时，应算至距路面边缘 1.0m 处；当与建筑物

临接时，应算至距房屋墙脚 1.5m 处。 

新建居住街坊计入绿地率指标的绿地范围内，绿化种植面

积占总绿地面积的比例不应小于 75%，其余园路场地铺装、人工水

景、园林建（构）筑物及小品等硬质景观的占地面积之和所占比例

不应大于 25%。 

既有社区改扩建时应保留原有绿地内的特色植物，新植宜

以小乔木及直立灌木为主，且绿化植物种植面积占该绿地总面积的

比例不应低于原指标。 

居住街坊内绿地的主要公共活动空间应进行无障碍设计，

与附属道路、住宅及相关配套建筑出入口共同构成社区无障碍环境

系统。 

居住街坊内绿地的植物配植及景观构筑物的设置不应妨

碍消防车道、消防回车场及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的正常使用。 

居住区公园的设计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园设计规

范》GB 51192 的规定外，还应设置占地总面积 10%～15%的体育

活动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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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夏季户外活动场地应有遮阳，遮阳覆盖率不应小于

表 3.0.14 的规定。 

场地 广场 游憩场 停车场 人行道 

遮阳覆盖率(%) 10 15 15 25 

居住区绿地设计应以植物造景为主，采用乔、灌、草结合

的复层绿化，并结合立地条件采用垂直绿化、屋顶绿化等方式进行

有效的立体绿化，丰富绿化层次，增加环境绿量。 

居住区绿地宜采用海绵城市建设等低影响开发生态措施，

充分利用雨水等绿色资源，其设计应符合本标准第 5.1.3 条、第 9.2.2

条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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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绿地的总体设计应通过点、线、面等设计要素的均

好性布局，统筹协调居住功能与绿地景观、平面流线与空间营造，

形成清新自然、简洁流畅、区划清晰的整体效果。 

居住区绿地的竖向设计在顺应自然地形走势的基础上，宜

遵循土方就地平衡的原则，塑造出开合有致、起伏延绵的竖向变化；

利用地下建筑顶板作为绿地或者室外场地的，覆土或者场地上皮高

出室外地坪不应大于 1.0m。竖向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利于地表径流的控制、调蓄利用与安全排放； 

2  满足植物的生态习性和正常生长的需要； 

3  保证竖向起伏的构造稳定和环境安全。 

居住区绿地的总体平面设计应兼顾从高层住宅俯视观赏的

整体效果，直线构图宜简洁大方，曲线构图宜舒缓流畅。 

居住区绿地的植物配置应根据环境特点和功能要求，进行

植物材料的选择和空间布局，形成生态结构稳定、疏密错落有致、

季相变化丰富的植物景观。 

居住街坊集中绿地宜位置适当且独立布置，当集中绿地采

用与宅旁绿地自然衔接融为一体的布局时，其开放空间、完整形态、

适度场地和适用设施配置的有效占地范围应符合本标准第 3.0.6 条

的规定。 

大于 1.0hm²的居住区公园应设置儿童游戏、休闲游憩、运

动康体、文化科普、公共服务、商业服务、园务管理等设施，设施

的设置应符合表 4.0.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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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设施类型 
公园规模（hm²） 

1.0～2.0 2.0～5.0 5.0～10.0 

1 儿童游戏 ○ ● ● 

2 休闲游憩 ● ● ● 

3 运动康体 △ ○ ● 

4 文化科普 △ ○ ○ 

5 公共服务 △ ○ ● 

6 商业服务 — △ ○ 

7 园务管理 — △ ○ 

注：1 “●”表示应设置，“○”表示宜设置，“△”表示可设置，“—”表示可不

设置。 

2 表中数据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居住区绿地的总体布局应充分考虑与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

位、再生资源回收点位、快递送达设施、宣传教育设施、配建地面

停车场、消防回车场及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附属道路等场地构成

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做到统筹安排、精致有序和有机结合。 

居住区绿地中各类地表的最小排水坡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草地的排水坡度应不小于 1.0%； 

2  运动草地的排水坡度应不小于 0.5%； 

3  栽植地表的排水坡度应不小于 0.5%； 

4  铺装场地的排水坡度应不小于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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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街坊绿地中的园路与铺装场地应符合总体布局的构想

和上位规划设计的要求。 

各种游憩活动场地应有不少于两个出入口连接园路或附属

道路，场地不应与主要附属道路直接毗连。 

园路与铺装场地应根据不同功能要求确定其材料和结构，

面层应平整、防滑、不积水；路（地）面结构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

宜具有透水性，透水铺装率不应小于 70%。 

园路与铺装场地边缘可采用与路（地）面平齐的平缘石或

采用高于路（地）面 50mm～100mm 的立缘石。立缘石外露侧长边

应做倒角处理且平面转折处不应有尖角构造。 

路面及铺装场地布置收水边沟时应加盖篦子，收水篦子应

与路（地）面平齐且篦子净空不应大于 13mm。 

居住街坊绿地中的园路设计应遵循下列原则： 

1  有序衔接居住街坊中附属道路与各种游憩活动场地； 

2  结合绿地中的地下车库行人出入口，沟通绿地两侧不同方

向的附属道路，协调步行捷径； 

3  避让地下建筑物的风井、采光井及绿地中的配建市政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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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微地形绿地中的园路宜采用平坡过渡高差。 

园路应适配附属绿地的空间尺度，其宽度不宜大于 2.5m，

不宜小于 1.5m，局部非主要空间小径宽度不宜小于 1.0m。 

园路横坡坡度应为 1%～2%，最小纵坡坡度不应小于 0.3%，

最大纵坡坡度不宜大于 5%。 

居住街坊绿地中铺装场地的设计应根据总体布局，结合集

散、活动、休憩等使用功能，确定相应的类型、面积及材料做法，

并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儿童活动场地宜采用柔性、耐磨的地面铺装材料；老年人

活动场地应平坦，避免地面高差，当有高差时应设置无障碍坡道。 

铺装场地中的树穴净尺寸不应小于 1.2m×1.2m，树穴内宜

选用卵石、砾石等散状材料进行表层覆盖，也可以选择通透并具有

一定强度的预制树穴篦子或格栅覆盖，树穴篦子或格栅应与铺装场

地平齐，篦子净空不宜大于 15mm。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位的场地铺装应平整且易清洁，坡度

不宜小于 0.5%。 

机动车地上停车场可设置为塑料植草格、嵌草砖铺装或条

（块）石离缝嵌草式铺装，无障碍机动车位及通道铺装应满足无障

碍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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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绿地水体设计应满足生态节约、季节变化及使用安

全的要求。 

水体的规模和形式应根据居住区绿地总体布局、当地自然

条件及建设要求合理确定。 

景观水体应采用过滤、循环、净化、充氧等技术措施，利

用水生动、植物等生物措施，促进水体自净，其水源及水质应符合

本标准第 9.1.7 条的规定，并避免生活垃圾的污染。 

水体应采用自然化、生态化的立意及工法进行湖底、驳岸

等水体要素的设计。 

水体的常水位与岸（池）顶的距离宜控制在 0.2m～0.4m，

最高水位与最低水位相差宜小于 0.5m。 

水体岸边活动场地的防护设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园林

绿化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4 的规定。  

人体非全身性接触的娱乐性水景水深不应大于 0.3m，水底

应做防滑处理，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

观环境用水水质》GB/T 18921 所列“娱乐性景观环境用水”中“水

景类”的规定。 

水中汀步最小边长或直径不应小于 0.4m，表面应做防滑处

理；平面布置应保证连续跨越顺畅，与常水位水面垂直高差不应大

于 0.2m。 

居住区绿地应合理控制喷泉等人工景观水体的规模，各类

喷泉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喷泉水景工程技术规程》CJJ/T 222

的规定。喷泉喷射水流不应危及人身安全或影响行人及车辆通行；

喷泉周边地面应采用防滑措施，并设置明显警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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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绿地的构筑物、小品及其他设施，应坚持以人为本

的原则，配合植物绿化，满足景观要求及使用功能；布局合理，体

量适度，色彩造型与环境协调。 

应结合地域特征和传统风貌，充分利用场地可利用资源，

包括有保留价值的建（构）筑物遗存、大树及地形等。 

宜使用可回收、可循环利用的既有资源及本地材料；宜采

用预制装配式结构。 

居住区绿地构筑物、小品、游憩活动设施及相关场地应方

便老年人、儿童使用，并满足安全及无障碍要求。在正常游憩活动

可能触及的范围内，不得采用具有锐角或锋利边缘的材料、构造与

造型。 

小品设施不宜采用大面积的镜面金属、玻璃等高反射性材

料。 

亭、廊、花架等供居民游憩使用的构筑物宜采用无台基形

式，居民活动处净高不应小于 2.2m。当景观构筑物需设台基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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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基高度不宜大于 0.3m，并应设置轮椅坡道，轮椅坡道应

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天津市无障碍设计标准》DB/T 29-196 的规定； 

2  需设置踏步时，每级踏步宽度不应小于 300mm，高度不应

大于 150mm，踏步数不应小于 2 级。踏步起止处及场地高差处宜

有提示措施，铺装面层不应具有迷惑性。 

支撑藤本植物攀爬的架、廊结构强度应满足植物远期生长

的荷载要求，藤本植物网架网孔构造应防止儿童攀爬。 

绿地内非通行车辆的景观桥，应有可阻止一般车辆通行且

满足无障碍通行的措施。 

围墙、设施设备围挡宜结合垂直绿化设计。 

置石、假山及雕塑等景观小品应结构可靠，具有一定艺术

性，对环境景观起点缀作用。 

应结合居住区绿地景观构筑物、花坛、种植池及活动场地，

合理设置可供居民休息的座凳（椅）等坐憩设施，座凳（椅）面宜

为木质，高度、宽度应满足成人坐憩要求，不应采用粗糙饰面材料

及易刮伤肌肤和衣物的构造。坐憩设施旁应预留不小于 1.5m×

1.5m 的轮椅停留空间。 

儿童活动设施及室外健身器械的布置应符合其产品安全、

卫生等相关要求。 

居住街坊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位，宜布置于远离住宅外

窗的附属道路边缘外侧固定位置，且方便清运。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容器的配置应符合天津市相关标准规定。 

指示标识应功能明确、清晰醒目、位置适当、风格统一；

存在安全隐患处应设置相应的警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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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内活动场地及景观构筑物一侧临空高差大于 0.7m 时，

应采取有效的植物隔离或设置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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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绿地种植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以总体规划设计的要求为依据； 

2  考虑居民居住、出行、游憩及使用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3  兼顾景观效果和生态功能，创造整体统一、特色鲜明的植

物景观； 

4  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合理控制乔木与灌

木、常绿乔木与落叶乔木之间的比例关系； 

5  对场地原有大树进行保护和利用； 

6  注重速生植物与慢生植物的搭配，合理预留植物生长空间。 

居住区绿化种植土壤理化性质及有效土层厚度应符合现行

地方标准《天津市园林绿化土壤质量标准》DB/T 29-226 的规定，

且地下空间顶面种植乔木区覆土深度应大于 1.5m。 

居住区绿地种植设计前，应对土壤的理化指标、地下水矿

化度等进行调查分析，根据其结果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 

居住区范围内宜采用垂直绿化及屋顶绿化等形式进行立体

绿化，并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天津市建筑绿化应用技术规程》

DB 29-220 的规定。 



 

 16 

宜选择抗逆性强、观赏性强、易管理、生态效益明显的乡

土树种为绿化骨干树种。 

宜强调不同色彩植物的应用，通过植物的花、枝、叶、果

等创造景观的季相变化。 

应选择病虫害少、无毒、无刺、无明显飞絮的植物品种。 

不宜大量选用嫁接类植物，不应选用入侵性强的外来植物。 

宜选择分泌杀菌素的植物和芳香类植物，不应选择有异味

和容易诱发人体过敏的植物。 

停车场、林荫场地、休憩广场和运动场地周边及人行道两

侧应选择冠大荫浓、主干通直、生长速度适中、无根蘖、无浆果及

无滴脂污染的落叶乔木，不应选用寿命过短、易发病虫害的速生树

种。 

宜选择易管理、覆盖度高、观赏性强的宿根地被植物。 

根据居住区绿地土壤的理化性质、地下水矿化度或土壤改

良结果，宜选用相应的耐盐碱植物。 

天津市居住区常用绿化植物宜按本标准附录 A 选用。 

应根据居住区绿地的功能和性质，采取多种植物配植形式，

利用植物与植物、植物与其他景观要素之间的合理搭配，创造持久、

稳定、丰富的人工植物群落景观，营造自然和谐的园林生态环境和

人居空间。 

种植设计应根据植物的生态习性做到适地适树，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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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阳面全光照下应种植阳性植物； 

2  建筑背阴处及林下应种植阴性植物或耐阴植物； 

3  下凹绿地、植被浅沟、雨水塘等低洼地势应种植耐短期水

淹的植物； 

4  临海及近海居住区绿地朝向东侧宜种植抗风、耐盐雾侵害

植物。 

植物配植应考虑相邻建筑室内采光和通风要求；住宅楼座

入口前宜选择不同的树种和不同的配植形式，增强入口识别性。 

位于绿地中的变电箱、风井、采光井等设施应采用植物进

行相应的阻隔或遮挡，且不应影响设施的正常使用和日常维护管

理。 

居住区内地上停车场、地下车库出入口、铺装场地及附属

道路两侧种植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上停车场（包括非机动车停车位）宜选用高大且抗强风

的落叶乔木建设为林荫停车场，乔木种植间距应满足相应的车位、

通道、转弯及回车半径的要求，乔木分枝点应大于 2.5m； 

2  地下车库出入口及停车场出入口应保证视线通透，视距三

角形范围内不应种植遮挡视线的植物； 

3  儿童活动场地周围应保持视线通，不应种植遮挡视线的低

分枝乔灌木和多刺的植物； 

4  附属道路两侧宜种植冠大荫浓的落叶乔木； 

5  不宜种植浅根性乔木。 

居住区用地内配套设施绿地的种植设计应符合其使用功

能，并与其他相邻绿地的种植相互协调，自然衔接。 

居住区用地内的城市道路绿地设计应与其他相邻绿地统筹

协调，形成连续完整的绿化效果，并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天津城

市道路绿化建设标准》DB/T 29-80 的规定。 

植物与地下管线的最小水平距离应符合表 8.3.8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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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新植乔木 现状乔木 灌木或绿篱 

电力电缆 1.5 3.5 0.5 

通信电缆 1.5 3.5 1.0 

给水管 1.5 2.0 1.0 

排水管 1.5 3.0 1.0 

排水盲沟 1.0 3.0 — 

消防龙头 1.2 2.0 1.2 

燃气管道（低中压） 1.2 3.0 1.0 

热力管 2.0 5.0 2.0 

注：乔木与地下管线的距离是指乔木树干基部的外缘与管线外缘的净距离。

灌木或绿篱与地下管线的距离是指地表处分蘖枝干中最外的枝干基部

外缘与管线外缘的净距离。 

植物与建筑物、构筑物外缘的最小水平距离应符合表 8.3.9

的规定。 

名称 新植乔木 现状乔木 灌木或绿篱 

测量水准点 2.00 2.00 1.00 

地上桩柱 2.00 2.00 — 

挡土墙 2.00 3.00 0.50 

楼房 5.00 5.00 1.50 

平房 2.00 5.00 — 

围墙（高度小于 2.00m） 1.00 2.00 0.75 

排水明沟 1.00 1.00 0.50 

注：乔木与建筑物、构筑物的距离是指乔木树干基部的外缘与建筑物、构

筑物外缘的净距离。灌木或绿篱与建筑物、构筑物的距离是指地表处

分蘖枝干中最外的枝干基部外缘与建筑物、构筑物外缘的净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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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绿地应设置灌溉系统，灌溉给水设计应充分利用居

住区已有的给水管网系统和相应设施，绿化灌溉用水定额可按灌溉

面积 1.0L/(m2.d)～3.0L/(m2.d)计算。 

绿化灌溉水源宜采用中水，其水质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园

林绿化灌溉水质量要求》DB12/T 857 的规定。 

绿化给水管道不得装设取水龙头。管道取水口应设带锁装

置，且必须采取严格的避免误饮、误用的防护措施。 

绿化给水管道应单独成系统，不应与其他给水系统混接。 

绿化给水管道宜采用塑料给水管、钢塑复合管或其他有可

靠防腐性能的给水管材。 

绿化灌溉系统应设置快速取水阀进行绿地灌溉和场地冲

洗，并宜采用喷灌、微灌及滴灌等高效节水的灌溉方式。绿化灌溉

系统管道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 50013

的规定。 

景观水体用水宜采用中水、雨水及其他天然水源，其水质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GB/T 18921 的规定。 



 

 20 

居住区绿地排水设计应充分利用绿地周边已有的雨水管网

和相应设施，不得接入污水管网。 

绿地雨水的排放应利用竖向地形以自然排水为主，并与海

绵城市设施及现状雨水系统结合，实现绿地雨水的渗透、储存与回

用。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应小于 70%，径流污染控制率不应小于

40%。 

绿地雨水设计流量的计算和相应设计参数的选取应符合现

行地方标准《天津市雨水径流量计算标准》DB/T 29-236 的规定。 

绿地雨水的地表径流部分应有收集措施，收集措施包括雨

水花园、卵石沟、下凹式绿地、景观水体等设施。 

进入绿地的雨水，其停留时间不得大于植物的耐淹时间，

一般不得超过 48h。 

居住区绿地排盐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淋水隔离层可采用碎石、煤渣等材质，厚度不应小于 15cm； 

2  管道可采用钢丝骨架透水管、PVC 穿孔管等透水管材； 

3  排水管宜接入场地室外雨水收集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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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绿地用电负荷宜为三级负荷，供电电源点的布局，

应根据负荷分布和容量来确定，220/380V 线路的供电半径不宜大

于 500m。 

居住区绿地中公共活动场所宜预留备用电源和接口。 

配电箱等设备的安放位置应隐蔽、安全且不应对整体景观

产生影响。户外安装的配电箱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54。 

安装在室外的灯具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54；埋地灯具

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67；水下灯具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68；室外灯具的接线盒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54。 

照明光源的选择应按照明质量、景观效果、节能指标和环

保要求综合考虑，光源应有良好的显色性，其一般显色指数 Ra 不

应小于 65。 

居住区绿地景观照明及灯光造景应考虑生态和环保的要

求，应避免产生对居民不舒适的眩光，并应避免对住户的生活产生

不利影响。 

居住区绿地照明应按区域和功能分回路采用自动或手动

控制，自动控制宜采用定时控制、光控或两者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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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室外环境照明应采用节能灯具，灯具造型应与环境

协调，使其成为景观中的一部分。 

绿地照明灯具应根据安装环境选用具有相应防护特性的

产品。 

空旷场地中的景观构筑物及配电设施的防雷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的规定。 

高大、孤立的古树名木的防雷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古树

名木防雷技术规范》QX/T 231 的规定。 

灯具的电气安全防护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低压电气

装置 第 7-714 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户外照明装置》GB/T 

16895.28 的规定。 

水池、喷泉的电气安全防护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低

压电气装置 第 7-702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游泳池和喷泉》

GB/T 16895.19 的规定，并应设置禁止人员进入的固定标识。允许

游人进入的水池、喷泉等，其电气安全防护设计应符合游泳池的相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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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绿乔木 雪松、油松、黑松*、白皮松、桧柏*、侧柏*、龙柏*、白杄、青杄 

落叶乔木 

国槐*、绒毛白蜡*、栾树*、臭椿*、千头椿、银杏、悬铃木、合欢*、青桐、

丝绵木*、元宝枫、柿树*、刺槐*、龙爪槐、毛白杨♂*、垂柳♂、旱柳♂*、

馒头柳、美国白蜡*、杂交马褂木、紫玉兰、白玉兰、二乔玉兰、西府海棠*、

垂丝海棠、欧美海棠类、紫叶李*、山桃、樱花、日本晚樱、杜梨* 

常绿灌木 沙地柏、千头柏、小叶黄杨、大叶黄杨*、胶东卫矛*、朝鲜黄杨、早园竹 

落叶灌木 

碧桃、红叶桃、花石榴、珍珠梅*、榆叶梅*、美人梅、紫叶矮樱、贴梗海棠、

重瓣棣棠、郁李、多花蔷薇、月季类*、木槿*、紫薇、迎春*、连翘、紫丁香、

暴马丁香、裂叶丁香、紫叶小檗、金叶女贞*、金银木*、接骨木*、锦带花、

紫荆、红王子锦带、猥实、荚蒾、天目琼花、红瑞木、紫穗槐*、柽柳* 

地被植物

及草坪类 

狼尾草*、芒草类、大花秋葵、费菜、八宝景天、三七景天、芍药、地被菊、

蛇鞭菊、金光菊、天人菊、大花金鸡菊、黑心菊、大滨菊、德国鸢尾、萱草

类、马蔺、蜀葵、石竹、玉簪、假龙头、玉带草、早熟禾、高羊茅*、结缕

草*、匍匐剪股颖、野牛草、麦冬、苔草、白三叶、二月兰、紫花地丁、蛇

莓委陵菜 

水生植物 千屈菜、菖蒲、香蒲、芦苇、蒲苇、荷花、睡莲、水葱 

藤本植物 爬山虎*、五叶地锦*、紫藤*、金银花、扶芳藤、南蛇藤、葡萄、藤本月季 

注：1 “♂”表示雄株。 

2 “*”表示耐盐碱能力不小于 0.2%土壤含盐量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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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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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 50013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 

《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 50420 

《公园设计规范》GB 51192 

《城市绿地规划标准》GB/T 51346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 

《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4 

《低压电气装置 第 7-702 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游泳

池和喷泉》GB/T 16895.19 

《低压电气装置 第 7-714 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户外

照明装置》GB/T 16895.28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 18921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 85 

《喷泉水景工程技术规程》CJJ/T 222 

《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 163 

《城市居住区热环境设计标准》JGJ 286 

《古树名木防雷技术规范》QX/T 231 

《天津城市道路绿化建设标准》DB/T 29-80 

《天津市无障碍设计标准》DB/T 2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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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建筑绿化应用技术规程》DB 29-220 

《天津市园林绿化土壤质量标准》DB/T 29-226 

《天津市雨水径流量计算标准》DB/T 29-236 

《园林绿化灌溉水质量要求》DB 12/T 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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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工程建设标准  

天津市居住区绿地设计标准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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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本标准是在《天津市居住区绿地设计规范》DB/T 29-156-2006

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本次修订过程中，标准编制组对天津市居住区绿地设计的现状

进行了认真的调研、分析，学习研讨了新发布的现行国家标准《城

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的新内容，广泛征求了专

家、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并与相关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

进行了内容衔接。 

为便于设计、管理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

和执行条文规定，《天津市居住区绿地设计标准》编制组按章、节、

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

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

准正文同等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本标准规定的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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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明确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标准是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的相关内容要求编写的专项设计地方标准。凡在本市行

政区域范围内，新建住宅项目均应执行 2018 年 12 月 1 日开始施行

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相应的居住区绿

地设计亦应执行本标准。改建和扩建的居住区绿地项目当具备条件

时亦适用于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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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B 50180-2018 定义。 

2018 年 12 月 1 日实施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是二十五年来的重大改版，居住区的分级模式发生根

本性的变化，由按居住户数或人口规模可分为居住区、小区、组团

三级，改为按照居民在合理的步行距离内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原

则，分为十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十分钟生活圈居住区、五分钟生

活圈居住区及居住街坊四级。“居住区”的概念更具有泛指意义，

即“城镇中住宅建筑相对集中布局的地区，简称居住区”。在此范

围内的住宅用地、配套设施用地、公共绿地以及城市道路用地的总

称为“居住区用地”。同样，城镇居住区用地范围内的各类绿地总

称为“居住区绿地”。 

作为居住区绿地设计的专项地方标准，本标准以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为基本依据，在其框

架内理解、贯彻和对接其相关内容，是“如影随形”的关系，为保

持标准间的从属关联性和表述一致性，原则上沿用其采用的术语及

相关概念内容。 

术语依据现行行业标准《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 

85 定义，明确了“社区公园”与“游园”的概念。 

各级生活圈居住区的公共绿地应分级集中设置一定面积的居

住区公园，形成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绿地系统，创造居住区内大小

结合、层次丰富的公共活动空间，设置休闲娱乐体育活动等设施，

满足居民不同的日常活动需要。现行国家标准《城市绿地规划标准》

GB/T 51346-2019 第 4.4.6 条的条文说明：“本标准与《城市居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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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 对接，将社区公园和游园指标与居住区

公园指标衔接”。这里的居住区公园即指社区公园和游园，即居住

区绿地中的公共绿地。 

术语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B 50180-2018 定义，明确了“居住街坊集中绿地”与“宅旁绿地”

的概念。 

居住街坊是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中新增的术语：“由支路等城市道路或用地边界线围合

的住宅用地，是住宅建筑组合形成的居住基本单元；居住人口规模

在 1000 人～3000 人（约 300 套～1000 套住宅，用地面积 2hm2～

4hm2），并配建有便民服务设施”，是各级生活圈居住区的基本组合

单元，相当于过去的居住组团规模。居住街坊集中绿地即相当于过

去的组团绿地，与宅旁绿地同属居住用地内住宅用地中的附属绿

地。 

本条术语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B 50180-2018 定义，明确了“配套设施绿地”的概念。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中“配套设施”

是与生活圈居住区的分级相对应，各级生活圈和居住街坊配套建设

的生活服务设施的总称。其中包括城市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

(A)、商业服务业设施(B)、市政公用设施(U)、交通场站(S4)，也包

括居住用地内的服务设施(服务五分钟生活圈范围、用地性质为居

住用地的社区服务设施，以及服务居住街坊的、用地性质为住宅用

地的便民服务设施)。配套设施绿地即为居住区用地范围内，上述

配套设施用地界限内的附属绿地。 

该术语中的道路是指城市道路，既不是居住街坊内的附属

道路，也不是绿地中的园路。 

该术语引自现行行业标准《城市居住区热环境设计标准》

JGJ 286-2013。遮阳体为可为户外活动场所提供遮阳的物体，如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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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及亭廊等景观构筑物。应注意遮阳覆盖率是遮阳体正投影面积总

和占该场地硬化地面面积的比率（%），并区别于以往的绿化覆盖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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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明确了居住区绿地应具备的基本功能。 

改善环境功能：通过低碳设计引导居民加强环境保护意识，为

居民提供健康、生态的绿色活动空间；休闲游憩功能：通过场地设

施的合理布置，为居民提供卫生、安全、优美的户外活动交往场所；

防护隔离功能：通过科学的功能区块划分和绿化种植，使安全、安

静的居住环境不受破坏；景观文化功能：通过园林空间、植物配置、

景观小品等提供视觉享受和文化品位欣赏；社会善治功能：社区善

治是社会善治的基础，通过营造优美宜人的社区环境，促进社区精

神文明建设；应急避险功能：主要由规模较大的公共绿地承担。 

本条明确了居住区绿地设计应与居住区规划设计同步进

行，不应滞后和脱节。在项目实施设计阶段，可依据上位规划对居

住街坊场地各项技术要求逐一落实，参照表 1 列出其相关指标。 

项目名称  

场地明细 单位 数量 备注 

建设用地面积 m2   

建筑

指标 

建筑密度 %  ≤X%；居住户数：  户；居住人口：  人 

建筑基底面积 m2  
低层□  多层Ⅰ类□  多层Ⅱ类□ 

高层Ⅰ类□  高层Ⅱ类□ 

绿地

指标 

绿地率 %  ≥X%（按上位规划指标） 

绿地面积 m2   

其中按 

绿地形式 

集中绿地 m2  
≥0.5m²/人（注：含游憩活动健身场地、

景观构筑物） 

宅旁绿地 m2  
（注：含其中可能布置少量的园路铺装及

休憩活动场地） 

其中按 

种植比例 

绿化种植 

占地面积 
m2  

≥75%绿地面积（注：项目用地绿化的基

本保证） 

硬质景观 

占地面积 
m2  

≤25%绿地面积（注：景观构筑物、园路 

活动场地铺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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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数量一栏按项目实际设计统计；备注一栏中“X”的限值均按上位

规划或相关标准及规定要求。 

本条明确了居住区用地范围内各级各类绿地应与其它构成

要素间统筹协调构成有机结合的系统关系。 

本条引自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第 4.0.4 条，该标准覆盖城市居住区规划及设计两个层

面。本标准作为居住区绿地专项设计标准，原则上不仅引用了上层

标准中涉及居住区绿地的相关设计要求，也引用了上层标准中涉及

居住区绿地的基本规划指标，使相关设计及管理人员对居住区绿地

相关标准要求能有全面的认识。 

既有社区改扩建情况下，当人口密集、用地紧张，确实无

法满足本标准第 3.0.4 条的有关规定时，可酌情降低人均公共绿地

面积指标，但不应低于相应标准的 70%。 

场地明细 单位 数量 备注 

附属

道路

指标 

附属道路（≥4m）及延伸 m2  
含消防车道、回车场、消防车登高操作场

地、会车港湾区 

附属道路（≥2.5m＜4m） m2  低、多层住宅宅前道路及入户场地 

面积小计 m2   

占地比例 %   

街坊

配套

设施

场地

指标 

地上车位

面积 

机动车位 m2  
按 Xm²/辆核准，车位数≥X 辆(含无障碍

车位数  辆) 

非机动车位 m2  
按 Xm²/辆核准，车位数≥X 辆（注：均

按上位规划指标） 

垃圾分类收集点位占地面积 m2  共  处，按 Xm²/处核准设置 

室外快递送达设施占地面积 m2  
室外场地内共  处，按 Xm²/处核准预留

（或设置） 

调压柜等市政设施占地面积 m2  市政设施按室外实际占地核准 

面积小计 m2   

占地比例 %   

其他未统计面积 m2  
（注：如建筑基底轮廓线距绿地计算边线

距离的空隙等） 

城市雕塑 座  （注：按上位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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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文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第 4.0.7 条（强制性条文）及其附录 C 第 C.0.3 条：“居

住街坊配套设施规划建设应符合表 C.0.3 的规定”。该标准附录“表

C.0.3”相关内容节选如下： 

设施名称 

单项规模 

服务内容 设置要求 建筑面积

（m2） 

用地面积

（m2） 

儿童、老年

人活动场地 
— 170～450 

儿童活动及

老年人休憩

设施 

（1）宜结合集中绿地设置，并

宜设置休憩设施； 

（2）用地面积不应小于 170m2 

居住街坊应设置集中绿地，并结合集中绿地设置老年人、儿童

活动场地，便于居民开展户外活动，因此本标准对其最小规模和最

小宽度进行了规定。 

居住街坊绿地率指标依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第 4.0.2 条（强制性条文）：“居住街坊用地与建筑控制

指标应符合表 4.0.2 的规定”。该标准“表 4.0.2”相关内容节选如

下： 

建筑

气候

区划 

住宅建筑 

平均层数类别 

住宅用地

容积率 

建筑密

度最大

值（%） 

绿地率

最小值

（%） 

住宅建筑高

度控制最大

值（m） 

人均住宅用

地面积最大

值（m2/人） 

Ⅱ、Ⅵ 

低层 

（1 层～3 层） 
1.0～1.1 40 28 18 36 

多层Ⅰ类 

（4 层～6 层） 
1.2～1.5 30 30 27 30 

多层Ⅱ类 

（7 层～9 层） 
1.6～1.9 28 30 36 21 

高层Ⅰ类 

（10 层～18 层） 
2.0～2.6 20 35 54 17 

高层Ⅱ类 

（19 层～26 层） 
2.7～2.9 20 35 8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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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该标准第 4.0.3 条（强制性条文）：“当住宅建筑采用低层或多

层高密度布局形式时，居住街坊用地与建筑控制指标应符合表

4.0.3 的规定”。该标准“表 4.0.3”相关内容节选如下： 

建筑

气候

区划 

住宅建筑 

平均层数类别 

住宅用地

容积率 

建筑密

度最大

值（%） 

绿地率

最小值

（%） 

住宅建筑高

度控制最大

值（m） 

人均住宅用

地面积（m2/

人） 

Ⅱ、Ⅵ 

低层 

（1 层～3 层） 
1.1、1.2 47 23 11 30～32 

多层Ⅰ类 

（4 层～6 层） 
1.5～1.7 38 28 20 21～24 

住街坊内绿地的计算方法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

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附录 A.0.2。 

条文中所指的“屋顶绿地”不包括其他屋顶、晒台的人工绿地。 

社区公园与游园的用地比例已在现行国家标准《公园设计

规范》GB 51192-2016 中规定。本条针对计入居住项目用地绿地率

指标的居住街坊总绿地范围而定。 

本条文综合考虑了包括宅旁绿地中少量可能设置园路及游憩

场地的情况而统筹协调的比例，使居住街坊绿地既满足了居民户外

游憩活动所需的开放空间，又落实了“以绿化为主”的生态优先原

则。 

本条文针对既有社区改扩建绿地提出相关规定。新植宜以

小乔木及直立灌木为主，以适应地段狭窄、用地紧张及避免遮挡住

户采光的情况。 

《天津市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办法》第十一条：“本市新

建、改建、扩建道路、公共建筑、公共交通设施、居住建筑、居住

区的无障碍设施，应当按照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建设，并与建

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交付使用。新建的无障

碍设施应当与周边的无障碍设施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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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的种植点除应避让消防车道、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之

外，还应退让一定距离，预留植物生长空间，避免妨碍消防车的通

行和操作。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

年版）第 7.1.8 条第 3 款：“消防车道与建筑之间不应设置妨碍消防

车操作的树木、架空管线等障碍物”；第 7.2.2 条：“消防车登高操

作场地应符合下列规定：1 场地与厂房、仓库、民用建筑之间不应

设置妨碍消防车操作的树木、架空管线等障碍物……”。 

居住区公园中设置一定比例的体育活动场地的要求依据

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第 4.0.4

条。 

社区公园及游园是最贴近居民生活的公共绿地，为方便附近居

民参加健身活动，居住区公园中应设置占地总面积 10%～15%的体

育活动场地。 

夏季户外活动场地遮阳覆盖率限值的规定引自现行行业

标准《城市居住区热环境设计标准》JGJ 286-2013 第 4.2.1 条：“居

住区夏季户外活动场地应有遮阳，遮阳覆盖率不应小于表 4.2.1 的

规定”，该标准“表 4.2.1”内容如下： 

场地 
建筑气候区 

Ⅰ、Ⅱ、Ⅵ、Ⅶ Ⅲ、Ⅳ、Ⅴ 

广场 10 25 

游憩场 15 30 

停车场 15 30 

人行道 25 50 

天津地区属于Ⅱ建筑气候区，应避免居民在夏季白天户外烈日

下长时间暴晒。环境遮阳可采用乔木类绿化遮阳方式，或采用庇护

性景观亭、廊、膜结构等的构筑物遮阳方式，也可采用绿化和构筑

物混合遮阳方式。 

垂直绿化、屋顶绿化（这里指非地下建筑的屋顶绿化）等

方式应结合立地条件，因地制宜地进行。 



 

 40 

海绵城市建设应当遵循“规划引领、生态优先、安全为重、

因地制宜、统筹建设”的原则，通过“渗、滞、蓄、净、用、排”

等工程措施，对城市原有生态系统进行保护、恢复和修复，并在建

设过程中采用低影响开发措施；同时本条文对绿地中的透水铺装

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径流污染控制率等提出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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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明确了居住区绿地设计总体设计的均好性、系统性和

整体性原则。 

本条明确了居住区绿地竖向设计的原则和基本要求。 

园林微地形是营造园林空间的重要方式之一，竖向设计时要把

握场地特征，扬长避短，用不同微地形划分出不同的空间，丰富景

观环境的塑造。 

1  总平面规划应依据现状地形条件进行场地竖向设计，合理

确定内部道路、广场、绿地的控制高程和雨水的排水方向，实现居

住区雨水径流的源头管控。 

2  不同的地形变化应能够满足不同的植物生态习性和生长需

要。 

3  应控制微地形的起伏高度，满足地基承载力及土壤自然安

息角核算，保持土壤的稳定；同时，地下建筑顶板上的绿地，还应

符合该建筑结构的荷载要求。 

目前我市居住区高层住宅居多，居民在窗前观景的几率很

高，绿地的布局除了满足各种功能之外，还应有很好的构图效果和

艺术感。居住区绿地的总体平面构图设计应兼顾高层住宅居民俯视

欣赏社区优美景观环境的需求。 

植物是构成园林景观的主要素材，由植物构成的空间环境

是极为丰富的。本条从居住区绿地总体布局和空间组织的角度对植

物配置提出要求。 

本条明确了居住街坊集中绿地的布局及设计要求。居住街

坊集中绿地与住宅同属住宅用地，与居民关联密切，对于居民就近

开展日常休闲、健身、游憩、娱乐等户外活动十分重要。宜独立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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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居住街坊入口内侧附近或靠近中心位置，当用地指标条件所

限，集中绿地无法独立布置而采用与宅旁绿地自然衔接融为一体的

布局时，其开放空间、完整形态、适度场地和适用设施配置等有效

组合占地范围应符合本标准第 3.0.6 条的规定，满足居民基本游憩

活动需求。同时应在场地和住宅建筑之间通过微地形、植物种植等

方式做适当的隔离，避免对居民造成视线和噪声影响。 

本条引用自现行国家标准《城市绿地规划标准》GB/T 

51346-2019，并与现行国家标准《公园设计规范》GB 51192-2016

相对接。大于 1.0hm²的居住区公园(社区公园)，主要为一定社区范

围内老年人、儿童和居民就近开展日常休闲活动服务，是城市中居

民使用频率最高的公园绿地类型，公园设施应能满足相应活动需

求。 

本条强调了居住街坊环境总体布局中相关场地配套要素的

统筹协调对景观绿地影响的重要性。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位（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和再生资源

回收点位应合理布置在适当的固定位置，便于居民投放及转运；快

递送达设施宜结合物业管理服务中心进行集中设置，也可根据物业

管理方式及住宅建筑的分布，结合附属道路外侧及绿化场地边缘预

留设置，但应以不影响居民对公共活动空间的正常使用为原则；宣

传教育设施可结合绿地或小品；非机动车位宜按就近方便的原则在

各楼座出入口前分散布置；地面上预留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以适

应老龄化社会的需求，并应为老年人、残疾人专用车等新型交通工

具和辅助工具留有必要的发展余地；兼做消防车道的附属道路及消

防回车场、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等对景观绿地的影响较大，且不应

被占用。 

设计中应妥善处理场地构成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做到统筹安

排、精致有序和有机结合，达到满足功能、使用方便和环境优美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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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引自现行国家标准《公园设计规范》GB 51192-2016，

明确了居住区各类地表的最小排水坡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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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安全，各种游憩活动场地应以绿化与附属道路特别

是主要附属道路隔离，应有不少于两个出入口连通附属道路，避免

袋形场地造成流线不畅走回头路。 

本条明确了绿地中园路及铺装场地的材料做法及透水铺装

率要求。 

园路不同于城市道路，其路缘石的做法应以绿地内的实际

要求确定。 

本条中收水边沟加盖收水篦子等相关规定是为了满足无障

碍要求。 

本条明确了居住街坊绿地中园路设计应遵循的原则。 

1、2  园路是附属道路的重要补充，结合居民出行流线，沟通

绿地两侧不同方向的附属道路，协调步行捷径，避免践踏绿地，方

便居民日常活动与出行。 

3  本条款考虑景观和安全因素。 

4  微地形绿地中的园路推荐平坡过渡高差，方便老年人及肢

体障碍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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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街坊绿地面积有限，园路应适配附属绿地的空间尺度，

其宽度不宜大于 2.5m 可对接其他附属道路；不宜小于 1.5m 便于搀

扶老人或轮椅通行；无障碍系统以外的局部非主要空间小径宽度不

宜小于 1.0m。 

最大纵坡坡度不宜大于 5%，是对应 1：20 的无障碍平坡要

求。 

各种铺装场地的位置、材料、色彩、质感和面积，要遵循

居住区绿地总体的规划设计要求，结合其不同的功能要求和景观效

果需要来确定。 

本条针对老年人和儿童活动场地的地面形态和材料提出要

求。 

铺装场地地面材料应考虑平整、耐磨、防滑，尽量选用透水透

气型环保产品。儿童身体机能相对不完善，因此其活动场地宜采用

柔性、耐磨的地面铺装材料，老年人活动场地应避免地面高差。 

本条明确了铺装场地中的树穴的设计要求。 

为使铺装场地中的树木能更好地存活和生长，树木周围一定范

围内要透气透水，故规定树穴内径或边长不应小于 1.2m，同时减

少树穴覆盖对铺装场地上居民活动的影响。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位的场地虽占地小，但使用频率高，

容易受到垃圾污染，因此提出场地平整、排水坡度、便于清运和保

洁的要求。 

对于居住区的配建机动车地上停车场，宜设置为嵌草式铺

装以增加绿量和透水率；对于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应考虑轮椅或

拄拐杖者的通行安全和方便，因此其铺装应满足无障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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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明确了居住区绿地水体设计应满足的基本要求。 

水体具有丰富环境色彩、增加景观气氛的作用。水体的规

模和形式应根据居住区绿地总体布局、当地自然条件及建设要求合

理确定，应考虑运行维护成本和实际使用频率，不应盲目强调水景

的面积和规模。应充分落实海绵城市有关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

然净化等建设要求，采用渗、滞、蓄、净、用、排等措施，更多地

利用自然的力量控制雨水径流并补给水源。 

本条强调应确保绿地景观水体不受生活垃圾和污水的污

染，并提出水源及水质应符合的相关要求。流动缓慢的静态自然水

体宜因地制宜地采取生态修复工程，可通过种植水生植物、放养鱼

类与设置生物浮岛等技术，吸收大量氮、磷，并向水中释放氧，净

化水质，防止水体富营养化的发生。这些措施加强水体自净能力，

有助于景观水体水质保障。 

常水位控制旨在保持景观水体的基本效果，人工水体可取

低数值，自然水体可取高数值。 

详见现行国家标准《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4-2021

第 条。 

人体非全身性接触的娱乐性水景水深应控制在 0.3m 以内，

水底应做防滑处理，以防止儿童跌倒溺水；同时强调其水质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 18921

所列“娱乐性景观环境用水”中的“水景类”的规定。 

本条对汀步设计的安全性、亲水性和通行性提出要求。 

天津为北方缺水地区，冬季较长，同时居住区用地紧张，

因此应控制喷泉等人工水景的规模。喷泉设计时必须保障居民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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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选择不危及人身安全的喷射压力。应考虑风力影响下的喷洒

范围，选择适宜的喷泉位置及喷水高度。还应考虑喷射和水流的噪

音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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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物、小品及其他设施，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综合

考虑居住区的空间形态和尺度以及住宅建筑的风格和色彩，满足居

民观赏、游乐、健身、休憩等需求，为居民塑造舒适宜居的生活环

境。 

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构筑

物，是城市发展演变历程中留存下来的重要历史载体，应加以合理

利用。 

材料在生产、使用和废弃过程中消耗了大量能源和资源，

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应充分利用场地既有材料、可回收及可循

环利用材料，减少能源的消耗，延长其使用周期，创造出更加生态、

绿色、可持续的园林景观。 

景观构筑物、小品及其他相关场地设施，应体现以人为本

的理念，在居民正常游憩活动可能触及的范围内，不得采用具有锐

角或锋利边缘的材料、构造与造型，以避免发生意外伤害事故。 

不宜采用大面积的镜面金属、玻璃等高反射性材料，是为

了减少光污染，同时也可以避免光面金属在夏季阳光暴晒后对人体

的灼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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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考虑可达性，景观构筑物尽量不做台基，为老年人、

儿童、残疾人提供方便、安全的游憩环境，营造全龄友好的活动空

间。一级踏步所带来的地面高差变化微小，不能够明显地反映在行

人前方的视野当中，因此很难引起行人的注意，极易造成意外伤害。 

为防止游人接触受伤，坐憩设施不应采用粗糙饰面材料，

也不应采用易刮伤肌肤和衣物的构造，以保证居民使用时的安全。

座凳面宜采用导热系数低的材料，避免与人体温度差异过大造成的

不舒适。 

本条对场地中儿童活动设施及室外健身器械的布置提出相

关要求。 

标识在居住区绿地设计中广泛采用，可结合实际需要进行

深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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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明确了居住区绿地种植设计应符合的规定。 

3  居住区绿地种植设计应考虑植物的生态习性和观赏特点，

充分发挥植物造景和塑造空间的特性，依据所处场地的位置、高程、

环境条件和功能的不同进行植物配置设计，并采取以植物群落为主

的多种植物配置形式，创造丰富的植物景观。 

4  考虑居民居住和使用的安全感和视觉特性，应保证视线的

通透性，减少遮挡视线的灌木，尤其是低分枝灌木、丛生灌木的比

例；为提高居民夏季室外活动的舒适度，适当增加落叶乔木的数量；

同时考虑冬季景观效果，适当配置常绿植物。这里强调因地制宜的

设计原则，不应刻意量化具体比例关系。 

6  不应过于注重建成后的早期效果，植物搭配与种植密度应

科学合理，预留出生长空间。 

天津为沿海城市，整体海拔较低，土壤质量较差，特别是

滨海新区盐碱地涉及范围较大，盐碱化程度不一，所采取的土壤改

良技术措施也相应不同。绿化栽植前应对土壤的理化指标、地下水

矿化度等进行调查分析，并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土壤处理应符合

现行地方标准《天津市城市绿化工程施工技术规程》DB 29-68 及

《天津市盐碱地园林树木栽植技术规程》DB/T 29-207 的规定。 

在绿地面积有限的既有社区的改造项目中，应利用建筑外

墙、屋顶和各种围墙、围栏等进行立体绿化，利用各种空间增加绿

量，充分发挥植物的生态效应；对于新建居住区，由于地下车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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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的增多，地下建筑顶板绿化的形式也日渐普遍，实施时应符合

现行地方标准《天津市建筑绿化应用技术规程》DB 29-220 的规定。 

植物的养护条件是影响植物生存的重要因素之一，应多选

择适应性强的植物品种，可减少日常养护成本，方便管理，利于保

持植物景观效果。 

园林植物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应按照天津地区的气候特

点，塑造春观花、夏享荫、秋看叶、冬赏枝的四季不同植物特色景

观，比较符合传统美学和大众审美。 

近年来出现的嫁接类植物色彩艳丽，明亮醒目，但缺点是

感官刺激强烈且持续，不适宜居住区恬静平和的总体氛围，不宜在

居住区绿地中大量应用。 

某些植物的树叶和花朵能够分泌杀菌素和芳香性挥发物

质，具有杀菌作用，能够去除周围病原微生物，可改善空气质量，

提升环境品质，应根据需要加以选用。某些植物的汁液、叶、花、

果有毒，或散发异味，或引起人体过敏，产生不同程度的不适感，

应谨慎选用。 

速生树生长迅速，见效快，但抗性弱，抵抗病虫害能力差，

不抗风，枝条易折，容易引发安全问题。 

不同植物对盐碱土壤的耐受程度不同，应因地制宜根据土

壤质量状况和所实施的土壤改良具体结果来选择相应的植物，不应

千篇一律。 

本标准附录 A 中仅为本市居住区常用的绿化植物，其中带

“*”者为筛选出的耐盐碱能力不低于 0.2%土壤含盐量的植物，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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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还应根据品种、树龄、当时生境条件等具体情况综合考虑，酌

情选用。 

居住区环境的各生态因子，如光照、地势、土壤、水等，

对植物的生存、生长产生主导的生态、生理作用，各种植物对生存

条件和生态因子变化强度的适应范围是有一定限度的，超出这个限

度植物的生存生长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在植物选择时应做到适地适

树，使植物能对周围环境产生良好的生态效应。 

应利用植物进行空间隔离，阻止儿童靠近、攀爬具有一定

潜在危险的公共设施。 

第 2 款中，视距三角形指的是平面交叉路口处，由一条道

路进入路口行驶方向的最外侧的车道中线与相交道路最内侧的车

道中线的交点为顶点，两条车道中线各按其规定车速停车视距（驾

驶员在发现障碍物前停住所需要的最短距离）的长度为两边，所组

成的三角形。在视距三角形内不应种植遮挡视线的植物。 

各级生活圈居住区的各类配套公建服务设施（如公共厕所、

生活垃圾收集站、幼儿园、小学等）配建附属绿地时，种植设计应

符合其使用功能，并与其他相邻绿地的种植相互协调，自然衔接。 

除居住街坊外，其他各级生活圈居住区内涵盖了一定的城

市道路，其道路用地内的附属绿地设计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天津

城市道路绿化建设标准》DB/T 29-80 的规定。 

主要数据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公园设计规范》GB 

51192-2016，部分数据按现行国家标准《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

GB 55014-2021 补充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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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给水管网应充分利用居住区已有的给水管网系统和相

应设施，避免重复建设。绿化灌溉用水定额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2019 第 3.2.3 条。 

为保证绿化用水的使用安全，防止绿化用水的误饮、误用

提出的使用要求。绿化给水管道不得装设取水龙头是指在人员出入

较多的公共场所安装的易开式取水龙头，应安装供专人使用的带锁

取水器。 

绿化用水因为水源的多样性，可能具有一定的腐蚀性，因

此应选用防腐性能可靠的给水管材。 

景观水景的补充水量应根据蒸发、飘失、渗漏、排污等损

失确定，宜取循环水流量的 3%～5%。 

居住区内的绿地排水不得接入污水管网，避免增加污水管

道的负荷及防止混合污水回流污染。 

绿地雨水的排放应结合地形以自然排水为主，优先采用低

影响开发措施，结合场地内的海绵城市设施，充分利用场地内原有

的水体、湿地及沟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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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范围内的雨水通过地面组织径流或明沟可收集至雨水

花园、卵石沟、下凹式绿地及景观水体。 

本条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城市绿地设计规范(2016 年版)》

GB 50420-2007 第 8.2.5 条第 4 款。 

根据天津地区土壤含盐量偏高的地方特点，当绿地设置排

盐系统时应符合的基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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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绿地景观用电负荷不大，负荷较分散，但低压供电

距离长，电能损耗大，运行不经济，因此对供电半径提出相应规定。 

居住区绿地照明倡导使用 LED 灯具、节能灯具，利用太

阳能等天然资源。 

分回路、分区控制，可根据不同的环境需要开关灯，有利

于节能。定时或光控自动控制可减少长明灯，节约电能。 

居住区绿地中人多，特别是儿童嬉戏玩耍容易触及电气设

备，为了防间接电击，保护人员安全。 

水池、喷泉的电气防护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

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2019 第 12.10.18 条、第 12.10.19 条、

第 12.10.20 条的规定。电气设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低压电气装

置 第 7-702 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游泳池和喷泉》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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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95.19-2017 第 702.512.2 条的规定，电气设备应具有表 702.1 规

定的防护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