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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绵城市建设目前已成为众多行业和科技领域的讨论热点之一， 也面临众多争议， 海绵城市建设的内涵、
目标、 内容和效果等均存在不同认识。 针对中国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水问题， 结合参与海绵城市试点建设评

审、 考察以及对国外海绵城市的调研情况， 从城市水文过程的角度， 系统解析了海绵城市的概念， 就海绵城市建

设的目标与指标、 建设功能与发展方向、 城市地下排蓄系统、 建设管理体制等若干问题展开了讨论。 核心观点认

为， 海绵城市是对中国城市水系统的综合治理， 也是城市人居环境的重构， 功能综合是海绵城市建设成功的前提，
海绵城市的建设应以河湖水系为核心， 需要流域和城市的整体规划设计， 海绵城市建设应该基于多部门、 跨行业

的优势互补、 合作交叉， 按照整体规划、 系统布局的方式协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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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城镇化进程发展迅速。 以城镇人口比例统计， １９８１ 年中国城镇化率仅为 ２０ １６％，
而 ２０１５ 年达到了 ５６ １０％； 与此同时， 城市建成区范围也快速扩张， 由 １９８１ 年的 ７ ４３８ ｋｍ２增长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５ ２１ 万 ｋｍ２。 目前， 中国环渤海、 长三角和珠三角形成了世界级城市群， 其他地区也形成了一批具有重要影

响的区域性城市群， ２０１５ 年底全国共有建制市近 ６５６ 座， 建制镇接近 ２ 万个。
过去 ３０ 年来， 中国城镇化对于推动经济社会现代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由于粗放的城市发展模

式， 导致 “城市病” 十分突出， 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资源、 环境问题。 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 一是城镇化

进程中河湖水系格局和微地形变化， 河湖调蓄能力降低， 城市洪涝灾害频发； 二是城市污染物排放负荷超过

了河湖水环境承载能力， 产生了水环境、 水生态恶化问题， 并加剧水资源短缺； 三是水资源供需压力日趋明

显， 城市水资源短缺问题普遍， 全国有 ４００ 余座城市缺水。 这三大方面的城市水问题交织在一起， 成为影响

城市公共安全和人居环境的突出问题， 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针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水问题，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 “建设自然积存、 自然渗

透、 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住建部） 出台了 《海绵城市建设指南———
低影响开发系统》 ［１］；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财政部、 水利部、 住建部联合组织开展了 １６ 个试点城市建设；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 ［２］；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又确定了 １４ 个城市为 ２０１６
年中央财政支持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目前全国除两批共 ３０ 个城市开展海绵城市试点建设， 同时还有一些地区自主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 海

绵城市成为众多行业和科技领域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 然而， 尽管海绵城市建立在低影响开发等已有理念的

基础上， 中国城市水问题治理也有长期的技术积累， 但由于中国城市水问题的复杂性， 海绵城市建设牵涉到

多个不同行业和领域。 目前对于海绵城市的基本内涵、 目标、 构建途径等均有不同认识， 甚至有相当尖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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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
本文作者对海绵城市建设有着较长时间的关注， 作为专家参加了全国海绵城市试点方案评审和年度考

核， 近年来对国外发达国家城市洪涝防治情况进行了技术考察， 结合工作体会和思考， 对中国海绵城市的若

干问题进行讨论， 希望这些讨论有助于人们对海绵城市建设形成更加科学的认识， 以促进当前中国海绵城市

建设方略和路径更加科学实际， 实质性推进城市水系统综合治理。

１　 内涵解析

海绵城市建设的核心是雨洪管理。 在国外， 城市雨洪管理代表性的理念主要包括 ３ 个： ① 美国的低影

响开发（ＬＩＤ）。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在美国马里兰州普润斯·乔治县提出，用于城市暴雨最优化管理实践。 采用源

头削减、 过程控制、 末端处理的方法进行渗透、 过滤、 蓄存和滞留， 防治内涝灾害， 融合了基于经济及生态

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策略。 其目的是维持区域天然状态下的水文机制， 通过一系列的分布式措施构建与天

然状态下功能相当的水文和土地景观， 减轻城市化地区水文过程畸变带来的社会及生态环境负效应。 ② 英

国的可持续发展排水系统（ＳＵＤＳ）。 侧重 “蓄、 滞、 渗”， 提出了 ４ 种途径 （储水箱、 渗水坑、 蓄水池、 人

工湿地） “消化” 雨水， 减轻城市排水系统的压力。 ③ 澳大利亚的水敏感性城市设计（ＷＳＵＤ）。 侧重 “净、
用”， 强调城市水循环过程的 “拟自然设计”。

在国内， 尽管受国外低影响开发等理念影响， 相关研究与实践探索已有一定时间， 但 ２０１３ 年之前国内

对于海绵城市的研究只有零星论述［３⁃５］。 海绵城市的明确提出并为社会各界所熟知是始于 ２０１３ 年中央城镇化

工作会议提出 “建设自然积存、 自然渗透、 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住建部发布的 《海绵城

市建设指南———低影响开发系统》 指出： 海绵城市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 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

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 “弹性”， 下雨时吸水、 蓄水、 渗水、 净水， 需要时将蓄存的水 “释放” 并加以利

用［１］。 这一定义被不少文献所采用［６⁃８］， 应当说这些文献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海绵城市的主要功能及特征，
但未能全面系统地回答什么是海绵城市这一根本性问题。

海绵城市的内涵涉及到对海绵城市基本功能和发展目标的理解， 也会影响海绵城市的发展路径和建设内

容。 笔者认为， 在阐述海绵城市概念时不能受低影响开发等理念的局限， 应综合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１） 城市水文及其伴生过程规律。 从水文学观点来看， 在城市环境下雨水的演进包括冠层截流、 土壤

入渗、 地表洼蓄、 陆表和水域蒸散、 坡面径流及汇流过程、 管网收集与排放、 河网汇集与调控等环节， 且耦

合了水质、 生态动力学等过程。 城市水问题是城市水文各环节及其伴生过程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此， 流

域水文规律是海绵城市的科学基础。 对于海绵城市的内涵， 一定要从城市水文过程的角度进行系统认识和描

述， 不能只突出某一环节， 其内涵的阐述要有利于构建更加完整、 平衡和协调的城市水循环过程， 体现对地

表水文过程的源头、 中间和末端规律的重视。
（２）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水问题及其复杂关系。 海绵城市建设作为城市水系统的重要治理模

式， 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海绵城市建设必须有助于实质性解决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

主要水问题。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中国城市面临的洪涝灾害、 水资源短缺、 水环境污染及水生态退

化等三大水问题越来越突出并相互交织在一起， 具有很强的复杂性。 对于这些城市水问题， 不能分而治之，
而应当统筹解决。 海绵城市应当体现对城市洪涝、 水资源、 水环境、 水生态问题的系统考虑和综合治理， 在

适应环境变化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和抗压性。 作为城市发展战略， 海绵城市要引领未来水系统治理乃至城市

建设， 要有前瞻性和全面性。
（３） 城市雨洪管理模式和措施之间的协调性。 海绵城市强调充分发挥自然的作用， 故在构建海绵城市

时， 应利用土壤、 植被、 水系的自然渗透、 积存和净化能力。 海绵城市的构建途径是多样的， 绝不仅仅只有

低影响开发措施。 中国诸多城市人口和产业聚集程度极高， 暴雨强度高， 污染物排放量大、 来源广， 仅靠自

然调蓄和净化是难以实现雨洪高标准管理的。 海绵城市建设应该是城市及片区等不同尺度上 “绿色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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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灰色基础设施” 的有机结合， 城市水系统的系统治理需要对自然水循环和社会水循环统筹考虑在防

洪标准上要考虑小区、 城市及区域的协调。
笔者认为， 海绵城市的内涵可以基本概括为： 海绵城市是一种城市水系统综合治理模式， 以城市水文及

其伴生过程的物理规律为基础， 以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为载体， 综合采用和有机结合绿色、 灰色基础设施，
充分发挥植被、 土壤、 河湖水系等对城市雨水径流的积存、 渗透、 净化和缓释作用， 实现城市防洪治涝、 水

资源利用、 水环境保护与水生态修复的有机结合， 使城市能够减缓或降低自然灾害和环境变化的影响， 具有

良好的弹性和可恢复性。

２　 建设目标与指标

为科学、 全面表征海绵城市的理念和内涵， 突出海绵城市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构建途径， 引导海绵城市建

设实践， 须明确海绵城市建设的关键性指标， 合理制订相应目标值。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住建部发布了 《海绵城市

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办法（试行）》 ［９］， 该办法以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 为主要基础， 共提出了六大类、
１８ 项指标， 包括水生态、 水环境、 水资源、 水安全等方面， 其中的主要指标包括：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污

水再生利用率、 城市暴雨内涝灾害防治率、 雨水资源利用率、 生态岸线恢复、 地下水位等。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水利部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水利工作的指导意见》 ［１０］提出了海绵城市建设水利工作的主要指标， 包括防

洪标准、 降雨滞蓄率、 水域面积率、 地表水体水质达标率、 雨水资源利用率、 再生水利用率、 防洪堤达标

率、 排涝达标率、 河湖水系生态防护比例等。
不同行业由于专业背景和工作思路不同， 设立的相关指标有较大不同。 笔者认为， 由于指标关系到海绵

城市建设内容导向性和建设规模， 因此， 一定要对其物理意义、 计算方法严格论证。 在制订指标及其目标值

时， 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１） 指标的物理意义以及在气候、 水文、 地理方面的科学性。 如反映雨水源头减排、 集蓄利用能力的

指标， 《海绵城市建设指南———低影响开发系统》 是用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作为控制指标， 笔者认为该指

标有失严谨。 一方面， 这个指标 （又解释为一定排频的降雨量控制率） 定义不准确， 指南中虽冠以“径流控

制率”， 但实际上公式中并没有与径流有任何联系， 实际上径流控制率需要与城镇化后的降雨径流关系建立

联系； 另外， 将降雨量控制率等同于径流控制率更是混淆了雨洪同频概念。 另一方面， 中国多数城市降雨在

年内集中于汛期， 甚至以几场暴雨的形式集中出现， 径流控制效果与场次暴雨总量和时程分布有直接关系，
不同地域的降雨特性不同， 南北方差异很大， 控制要求完全不同。 因此， 根据地域降雨特征来设置径流控制

指标显然更加合理； 同时对于控制指标的阈值， 也需要进行科学的论证［１］。
（２） 指标在监测、 计算、 评价方面的可操作性。 海绵城市的相关指标不仅要有明确的物理意义， 而且

在监测、 评价方面更应具有可操作性。 由于城市暴雨导致的内涝及其灾情在空间上具有分散性、 多样性特

征， 它们并不是一个单因素指标， 如何系统监测， 进而定量计算和评价指标都需要严谨考虑。
（３） 指标的尺度与具体时空范围的对应性。 近年来， 一些学者提出了诸如 “一片天对一片地” 的规划

设计思路， 这对于指导海绵城市建设十分重要。 城市雨水径流具有分散性， 城市雨洪管理措施也具有尺度性

特征（如区域尺度、 城市尺度、 小区尺度等）， 同时不同空间范围之间还会相互影响。 因此， 在提出海绵城

市的指标及其目标值时一定要明确时间和空间尺度或范围。
（４） 指标的地区差异性， 要因城制宜， 体现 “一城一策”。 对于海绵城市， 在暴雨内涝防治、 雨水资源

利用、 水污染治理、 水生态修复方面设立一些共性的关键指标是必要的， 但应该注意到中国各城市自然地理

和社会经济情况的多样性， 水问题现状及成因也不同。 中国南北方城市面临的问题不同， 海绵城市的建设任

务也不一样。 因此， 不同城市建设目标和指标也应不同， 一定要能够体现对于解决本地水问题的导向性， 避

免目标与指标和措施单一趋同， 缺少根据建设区自身自然地理和水文条件的目标及其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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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建设功能与发展方向

海绵城市建设不仅要实现雨洪综合管理和利用， 还要统筹考虑交通、 市政、 生态、 景观等多种功能， 与

周边城市环境有机融合、 和谐共存。 因此， 海绵城市是一项系统工程， 是城市水系统的综合管理， 在一定意

义上也可上升到城市人居环境的重构。 功能综合是海绵城市建设的前提。 国外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有着成功的

经验， 代表了城市水系统治理的发展方向。 笔者曾实地查勘英国伦敦东南部 Ｅｌｔｈａｍ 地区城市湿地公园

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 Ｐａｒｋ（图 １）， 该公园的规划和建设是海绵城市建设成功案例， 结合 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 公园的特点， 本文认为中

国海绵城市建设在功能规划发展方向上应注意以下问题：

图 １　 英国伦敦 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 湿地公园

Ｆｉｇ １ 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１） 尊重城市水循环及其伴生过程的自然规律， 以河湖水系为骨架， 合理规划布局， 形成综合功能。
城市河湖水系是城市水循环的骨架， 是城市雨洪调节、 净化、 利用和水生态修复的主要空间。 海绵城市构建

要有流域概念， 以城市河湖为核心， 科学安排渗滞蓄净用排和生态修复格局， 合理布局各类措施和元素， 实

现多种功能的综合和协调。
（２） 海绵城市基础设施及其功能与城市周边环境和谐融合。 海绵城市的相关基础设施， 不能与周边环

境割裂， 而是在功能及景观上要相互和谐和协调， 要融入城市人居环境的整体构建。
以伦敦 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 公园为例 （图 １）， 该公园围绕流经公园的 Ｑｕａｇｇｙ 河这一核心廊道， 顺应地势对河流及

沿岸形态进行自然恢复， 沿河构建了水域、 湿地、 水生植被、 滨河绿地、 透水沟道等雨洪调蓄、 净化和景观

生态元素， 实现了多种雨洪管理措施的综合运用。 作为一个功能综合体， 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 公园不但自身具有雨洪调

蓄和消纳的空间， 而且公园雨洪调蓄还与周边住宅区结合在一起， 公园湿地通过地下涵管与作为蓄水空间的

公寓房地下停车场 （雨季可作为蓄水场所） 联系在一起， 湿地内超标准雨洪还可排入相邻流域联合调蓄，
从而在整体上提升了片区的防洪治涝能力。 同时， 结合 Ｑｕａｇｇｙ 河整治， 实施了水生态修复、 生物栖息地保

护， 该公园被纳入英国地方自然保护计划， 已成为重要的昆虫和鸟类自然保护区节点。 同时， 公园还充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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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了社区居民生活需要， 构建了绿色景观、 开放式的亲水空间， 建有健身休闲步道、 田径场等生活设施， 展

现了人水和谐、 人与自然和谐的风貌。

４　 地下排蓄系统

中国城市人口和建筑密集， 城市水系受用地条件约束， 修建地面排蓄水场所、 恢复地表河道实际上非常

困难。 因此， 中国许多城市吸收国内外经验， 强化地下排蓄系统建设， 以强化雨洪排蓄能力。 如广州开展了

深隧排水工程试验段的建设， 北京规划建设东西两条地下蓄排水廊道， 深圳市也规划建设沿海深层排水隧

道。 地下排蓄系统的构建应因地制宜、 科学规划推进。 借鉴法国巴黎、 马赛等城市雨洪地下排蓄设施建设的

经验， 本文主要建议有：
（１） 新建地下排蓄设施应与原有排水系统合理衔接， 构建层次分明、 功能明确的雨洪排蓄体系。 基于

对区域雨洪径流特性和现有排水系统的评估， 科学规划布局地下雨水调蓄设施。 新建地下雨水调蓄设施要与

原有排水系统有机衔接、 完善配套， 雨洪地下排蓄设施地下主体和地表环境应协调匹配， 城市雨洪地下调蓄

设施不仅是重要的水处理工程， 也是重要的市政工程。
法国马赛市中心 Ｊｕｌｅｓ Ｇｕｅｓｄｅ 建设的地下蓄水设施不仅规模宏大（图 ２）， 重更要的是与马赛地下主排水

管合理衔接， 成为城市地表排水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时， Ｊｕｌｅｓ Ｇｕｅｓｄｅ 地下雨洪调蓄池结构设计和空间

布局有序， 分为上下两层。 上层是管理人员工作空间， 可以对设施运行情况进行监控和维护， 下层是雨洪调

蓄空间， 径流排放装置、 水质处理装置、 水位监测设施和各类管线等布局井然有序。
（２） 雨洪地下排蓄通道应兼具雨洪调控和水质净化功能， 实现水量水质双控制。 地下雨洪调蓄设施不

仅是重要的径流调蓄设施， 而且可以具有水环境改善功能。 可以把城市地上污水处理设施置于地下， 与雨洪

调蓄设施匹配， 不仅可以完善运用功能， 还可以置换土地， 筹集建设资金。
马赛 Ｊｕｌｅｓ Ｇｕｅｓｄｅ 调蓄池内部空间巨大， 可用容积达 １ ２ 万ｍ３， 可以很好地弥补地下管网排水能力的不

足， 调蓄周边雨洪； 同时， 该蓄水池还具有水质净化功能， 其内部有专门的径流污染物沉积处理装置， 可以

削减雨洪污染物负荷。

图 ２　 法国马赛市 Ｊｕｌｅｓ Ｇｕｅｓｄｅ 地下雨洪调蓄设施

Ｆｉｇ ２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ｒａｉｎｗａｔ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Ｊｕｌｅｓ Ｇｕｅｓｄｅ， 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ｅ， Ｆｒａｎｃｅ

５　 建设管理体制

海绵城市不仅要构建良性循环的城市水系统， 还要综合考虑城市交通、 市政、 环境、 生态、 景观等功能

并与城市总体规划、 产业发展和空间布局有机融合。 因此， 海绵城市必须整体规划、 系统布局、 协同推进，
才能取得建设效果。 另一方面， 海绵城市不仅要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也要重视管理维护， 还要应用现代高新

技术， 建立信息化、 智慧化的信息监测平台和预测调度管理系统。
（１） 充分发挥多部门的协同、 联动作用。 海绵城市建设涉及城市规划、 防洪治涝、 水资源保护、 水生

态修复等多个方面， 需要系统认识城市水问题， 统筹规划、 综合安排。 需要通过多部门的协同规划、 同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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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保障既定目标的实现。
（２） 科学规划海绵城市的顶层设计、 系统布局。 应当紧密结合城市自然地理、 社会经济背景， 在系统

分析建设区域水问题及其成因的基础上， 制订顶层设计方案， 明确海绵城市建设目标、 总体布局。 在顶层设

计中， 应从流域、 区域、 城市相结合的角度来系统分析城市水问题， 理清脉络、 举纲张目， 科学安排雨洪管

理格局和调控、 修复措施， 在不同尺度设计建设方案。 建立跨行业的技术机构， 通过不同行业、 学科的优势

互补和交融， 从整体思考和规划， 推动城市发展与水资源、 水环境承载力相协调。
（３） 深度融合水科学与互联网＋技术， 建设智慧型海绵城市。 海绵城市建设应以智能化为重要发展方

向， 通过深度融合城市科学、 水科学与互联网＋技术， 使海绵城市建设成为科技创新、 产业发展的重要载

体， 带动城市发展升级。 尤其要注重互联网＋技术在雨洪监测中的深度应用， 通过智能传感技术， 立体监测

城市雨洪信息， 实时掌握雨洪运动状态； 耦合气象、 水文模型， 强化暴雨洪涝预警预报； 采用大数据分析和

云计算技术， 实现城市水系统智能调控和精细化管理， 使城市快捷、 智慧、 弹性地应对水问题。

６　 结论与建议

海绵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笔者希望海绵城市建设可以成为多学科交叉、 多部门协同治水的重要契

机， 是学科交叉、 产业发展和城市转型的重要机遇， 应避免各自为政、 急功近利。 政府层面应科学制订顶层

设计和系统布局方案， 相关领域的学者应系统深入研究海绵城市构建的理论和技术方法， 强化学科交叉和沟

通。 同时， 还要科学定位海绵城市的角色和作用， 实事求是地评估判断海绵城市建设的效果， 只有这样才能

走出海绵城市万能论和无用论的争论困境。
针对目前正在开展的海绵城市建设， 作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１） 海绵城市建设的根本问题是水的系统治理问题， 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多部门的配合和协调。 各

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 首要任务是建立多部门统筹协调机制和高效权威的统一指挥机制。 充分发挥规划、
水利、 住建、 交通、 环保、 园林等多部门的协同作用， 提高海绵城市建设管理的系统性和综合性， 结合流

域、 区域和城市多个角度科学论证建设方案。
（２） 海绵城市建设的核心是城市水安全， 即通过海绵体的建设， 提高城市防洪能力、 改善水环境、 提

升水资源的保障能力。 因此， 要高度重视气候变化、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极端降雨、 产汇流规律、 洪水

演进、 水生态以及水环境等因素的演变情势分析和研究， 为海绵城市建设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３） 加强流域和城市尺度的控制性骨干措施建设。 要在流域和区域层面做好城市洪涝防治的顶层设计，

科学处理和衔接好城市排水、 除涝和防洪的标准， 重视城市水系、 河湖水系连通的规划和建设， 增强城市整

体防洪排涝和水环境承载能力。
（４） 及时总结成功经验、 妥善解决海绵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海绵城市试点建设已开展一段时间，

对于其中的成功经验应及时总结， 对于存在的问题要提出有效的应对方案， 要及时纠正认识和建设中的误

区， 避免过度工程化、 盲从化、 雷同化和景观化， 避免为了海绵而建设零星水体和湿地， 避免对水生态系统

造成新的破坏。
（５） 加强相关政策法规、 技术规程、 技术标准的研究和制定。 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城市建设的成功经验，

加强研究和制定适应中国实际的政策、 法规、 标准和规范， 鼓励海绵城市开发建设工程和技术的研发、 示范

和推广， 促进海绵城市开发建设的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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