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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water environment problems in Chinese cities, the concept of sponge 

city in China is being gradually applied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construction, and needs to be optimized in practice. ABC water 

project in Singapore integrates three elements (water gathering elements, water treatment elements, transportation and water 

storage elements) into the source, path and direction of rain flood management in line with the water management strategy in 

the overall storm flood management. The site development of ABC water project includes urban surface environment such as 

circulation facilities, structures, vegetation, waterways, water bodies and other water collecting elements. Water treatment 

elements and water collecting elements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can be used to slow down, hold up and purify the initial 

rainwater. Water transport and storage elements mainly refer to water facilities such as waterways and water bodies, covering 

Singapore rainwater management network. Due to the different urban planning parameters and space configuration, each site 

will have different planning strategies. This paper takes the Singapore intersecting building as an example to study the 

coordination and reference role of ABC water plan in sponge city, and thus provides some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pong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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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为了解决中国城市日趋严重的水环境问题，本国的海绵城市理念正逐步运用在城市建设进程中，并在实践中有

待优化。新加坡ABC水计划，在整体雨洪管理中配合水域管理策略，将三种元素（集水元素、水处理元素、输送和储

水元素）有机结合，融入雨洪管理的源头、路径及去向。ABC水计划的场地开发，包括城市表面环境如流通设施、构

筑物、植被、水路、水体等集水元素。水处理元素与集水元素相辅相成，可应用于减缓、滞留、净化初期雨水;输送和

储水元素主要指水路和水体等水设施，覆盖新加坡雨水管理网络。而由于城市规划参数、各个空间配置不同，每一个

场地就会有不同的规划策略，本文以新加坡交织大楼为例，研究ABC水计划在海绵城市的协调借鉴作用，进而对中国

海绵城市建设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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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新加坡十年之久的ABC水计划建设经验，对中国正在

实施的海绵城市理论与实践有借鉴作用。ABC水计划导则

以制定较为系统的体系，并在提出后不断完善自身体系中

存在的不足，最大程度上解决新加坡所存在的缺水问题。

新加坡在水管理计划实践中日趋成熟，大到河流湖泊，小

到雨水花园，水管理的设施与设计逐步覆盖全岛范围。文

中涉及的交织大楼是新加坡ABC水计划的实际案例，以此

为脉络，将ABC水计划的水域管理措施通过交织大楼逐步

展开，分析海绵城市的实践优化问题。 

2．．．．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ABC水计划介绍水计划介绍水计划介绍水计划介绍 

2.1．．．．ABC水计划的含义水计划的含义水计划的含义水计划的含义、、、、目标与意义目标与意义目标与意义目标与意义 

 

图图图图1 ABC水计划概念图解（作者自汇）。 

ABC水计划的含义如图1包含三个部分:A(Active)活

跃,旨在水体边打造宜居的生活、活动及休闲为一体的社

区空间，并通过政府鼓励市民参与并共享；B(Beautiful)

美丽，提倡将水环境打造成观水、戏水的可亲水活力空间，

将水与公园、居住区和商业区等活动区的发展融为一体；

C(Clean)清洁,旨在通过源头清洁、降低流速、雨水再利用

等全局性的管理计划来提高水质，美化滨水景观，减轻缺

水现状。 

ABC水计划的目标最初是实现水源多元供给，应对国

家的水资源匮乏问题，提出了加大集水区建设，最终把集

水区扩大到全岛面积的90%，到2060年实现新加坡水源全

面自给自足。近年来，新加坡已建立完整通达的水道网络，

便将水计划的关注点转移到汇水区，并与城市空间设计相

融合。从近年ABC水计划的完成情况，水计划的意义就不

仅仅是解决新加坡存在的缺水问题，还在城市设计、人居

环境、亲水空间等方面显现自然、宜居、活力的特殊意义。 

2.2．．．．ABC水计划的雨洪管理模式水计划的雨洪管理模式水计划的雨洪管理模式水计划的雨洪管理模式 

雨洪管理模式主要指源头、路径、去向, 概念图解如

图2所示。源头表示形成雨水路径的位置即雨流的源头处

理，解决方案主要有雨水收集和下渗,处理方式主要有屋

顶绿化、垂直绿化、阳台、透水路面、地面绿化、滞留池、

种植箱等，植被处理有澄清池、雨水花园、公园、农田、

湿地等；路径是用于输送雨水的方法或途径，解决方案主

要是雨水的输送和引流,处理方式主要是通过植被浅沟、

引水渠、水路设施等；去向是雨流流向的地方，通过蓄水

空间来解决,主要处理方式是蓄水池、湖泊及海洋等。 

 

图图图图2 整体雨洪管理系统（作者自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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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雨洪系统既有整体又有局部，空间层次分

明。整体是水计划形成的可持续雨水网络，局部是雨水网

络中源头、路径、去向的节点。每一局部节点环环相扣，

都会对系统的整体性产生明显影响，也为水的洁净、储存

及再利用提供可能。 

2.3．．．．ABC水计划的水域管理策略水计划的水域管理策略水计划的水域管理策略水计划的水域管理策略 

随着ABC水计划的推广及应用，雨水径流在进入河道

或蓄水池之前将被暂扣和处理，以解决源头存在的水质问

题。从本质上论，ABC水计划的管理策略有助于减小城市

化对原始水文的影响，保障我们的河道和蓄水池的水质安

全。新加坡为减少对原始水文影响，水域管理策略采用集

水、水处理、输送与储水三种元素，充分为整个水系统的

完善做准备。水域管理策略主要涉及技术领域，所有的元

素处理都是一系列技术手段，辅助水计划达到优化效果，

与后期维护管理截然不同。 

水域管理策略三种元素中，集水元素贯穿规划策略和

景观策略，涵盖广场和建筑等雨水技术处理问题，主要对

象是绿色屋顶、阳台、种植箱、垂直绿化、车行道和人行

道等技术层面；水处理元素在技术方面，可应用于减缓、

滞留、净化初期雨水，其特点是高效、可持续以及友好于

城市雨水管理环境，例如植草沟、生物滞留沟、沉淀池、

人工湿地、植被浅沟等技术；输送和储水元素是对于新加

坡发达的雨水网络而论，包括大约17个水库，32个主要河

流和运河以及8000余公里排水管，主要技术是水路优化和

土壤生物工程技术。 

2.4．．．．ABC水计划的项目运营与认证水计划的项目运营与认证水计划的项目运营与认证水计划的项目运营与认证 

ABC水计划的项目运营对象，包含开发者、政府和居

民，PPP模式是运营的重点。私人开发者对水敏性开发项

目感兴趣，在收益与政府期望达成共识后，便可整体规划

及实施。然后新加坡公用事业局与私人开发者相互协作，

进行项目的设计、融资、建设、运营。PPP合作还需要居

民加入，以实现可持续的雨水管理。 

ABC水计划的认证也紧扣ABC的含义，每一部分都涉

及评分内容。其中，活跃（30分）、美观（30分）、洁净

（30分）和创新（20分），待认证的项目至少需获得45

分，前3类每类得分至少为5分。被授予ABC认证的开发建

设项目将会得到一定数额奖金，这既是经济激励，也是对

项目的荣誉和专业的肯定，对项目而言将有更长远的意义。 

2.5．．．．ABC水计划的不足水计划的不足水计划的不足水计划的不足 

ABC水计划无论是设计、技术、评审及后期维护都显

示出极大的优势，而导则里也有少量未充分考虑的因素。

一方面，是否首先确定资金问题。美国的LID低影响开发，

在整个场地设计之前，先解决的是资金问题。将水敏性设

计作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资金必然是项目顺利开展的前

提。 

另一方面，ABC水计划详述了水设计的技术层面及管

理层面，对于具体技术所要承担或者两种以上技术的拼合

效果并未涉及。这也就要求设计师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决

设计上存在的技术问题，不免会产生经济或设计上的不足。 

3．．．．新加坡交织大楼水域管理策略新加坡交织大楼水域管理策略新加坡交织大楼水域管理策略新加坡交织大楼水域管理策略 

3.1．．．．新加坡交织大楼介绍新加坡交织大楼介绍新加坡交织大楼介绍新加坡交织大楼介绍 

新加坡交织大楼如图3、4是新加坡一项备受瞩目的高

尚公寓住宅综合体，由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合伙

人奥雷·舍人设计，于2013年建成。基地为81000平方米起

伏地块，被Alexandra路和Ayer Rajah高速公路环绕，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为17万平方米，提供1040套不同尺寸的公寓

以及开阔的室外空间和景观如图4，与Kent Ridge，Telok 

Blangah Hill及Mount Faber 公园连接形成9公里长的绿化

带。 

 

图图图图3 新加坡交织大楼（来源于网络）。 

 

图图图图4 新加坡交织大楼（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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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栋住宅楼，每栋6层高，以六边形的格局相互交织，

构成6个大尺度通透庭院。交织的庭院空间形成一个包括

雨水花园、植被浅沟、生物滞留池及地面绿化共享空间，

供社区人群亲水、戏水，打造活跃的社区氛围。屋顶及建

筑交织平台空间大量绿化，墙面垂直绿化，又有超过176

种植物多样性选择，根深于ABC水计划的方式方法，打造

美丽的社区环境。生物滞留池、多植物模仿自然生物群及

水质安全保证，又为社区的清洁提供了保障。 

3.2．．．．新加坡交织大楼对于雨洪管理模式的处理新加坡交织大楼对于雨洪管理模式的处理新加坡交织大楼对于雨洪管理模式的处理新加坡交织大楼对于雨洪管理模式的处理 

 

图图图图5 交织大楼雨水流动示意（作者自汇）。

 

图图图图6 最大绿化率（来源于网络）。 

交织大楼源头处理中，屋顶绿化、平台绿化如图5及

场地绿化相加，可达112%绿化率如图6，即绿化面积90720

平方米；垂直绿化及原有建筑立面形成多立体层次，多个

雨水花园、生物滞留池进一步增强源头处理效果。路径通

过植被浅沟、水道，去向交织大楼下部的蓄水池及周边可

蓄水空间。源头、路径及去向的处理可谓井井有条，每一

部分的节点配合都是经过精心设计。 

3.3．．．．新加坡交织大楼采用的水域管理策略新加坡交织大楼采用的水域管理策略新加坡交织大楼采用的水域管理策略新加坡交织大楼采用的水域管理策略 

交织大楼遵循ABC水计划水域管理策略，集水、水处

理、输送与储水元素同时跟进。 交织大楼场地的集水元

素应用，向我们展示了大楼设计涉及到的集水管理策略。

在高绿化的基础上，源头处理雨水成为可能，空间措施结

合水域管理使得空间与水的配合更完美。 

集水元素，包含屋顶绿化、垂直绿化、外观绿化及

地面绿化。屋顶绿化，原本竖直的建筑体通过水平放置

如图7并彼此搭建，屋顶空间得到释放，面积的增加使得

屋顶绿化设计得到可能，屋顶绿化作为集水元素的一种

方式得到充分运用。垂直绿化，具有大垂直面的各个位

置绿色墙壁，丰富建筑立面并除去空气污染物。这些绿

色的墙通过最小太阳能吸收，增强太阳能反射，从而减

少建筑对空调的需要达到节省能源的目的。外观绿化，

广阔的阳台也会增加绿化种植，还有助于减缓雨水径流

的流量，减轻下游雨水渠的压力。建筑体交织位置形成

局部空闲场地，也增加了外观绿化的丰富度，扩大了绿

化的实际使用面积。地面绿化，将所有地面道路迁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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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层，进一步增加了社区的有效绿化覆盖，并增加了

亲水空间的可能性。 

 

图图图图7 体块生成（来源于网络）。 

水处理元素，生物滞留池位于开发地最低点，靠近

宠物区、游乐区等设施。雨水在进入公共排水沟之前对

雨水径流进行滞留和处理，教育标志告知居民关于ABC

水设施的功能，居民还可以在生物滞留池享受不同的植

被。 

输送与储水元素，主要运用植被浅沟。着庄园周边一

侧的60米长的植被浅沟有助于减缓径流，并从水中清除枯

枝落叶和沉积物。植被浅沟上的挑空走道允许居民和游客

靠近，享受自然排水设施。在靠近人行道的休息区，人们

可以停步、观察和欣赏绿化和水的美丽。总之，交织大楼

场地的水域管理策略，都建立在ABC水计划的方式方法，

即满足政府的倡导，又实际为社区人群提供了亲近水和植

物的有效空间。 

3.4．．．．新加坡交织大楼成果初步统计新加坡交织大楼成果初步统计新加坡交织大楼成果初步统计新加坡交织大楼成果初步统计 

用新加坡交织大楼总平面做底图，在AUTO CAD软件

中进行描图，并将每一部分面积初步计算，可以得到如图

8所示数据统计。图中表格表示各个分类占场地的百分比，

其中建筑19．55%，道路15．97%，植被59．02%，水4．22%，

球场1．24%；可得透水面积占比63．24%，不透水面积占

比36．76%。 

由此，可以看出新加坡交织大楼的规划策略已达到透

水面积的最优化，不透水面积已尽量削弱。如果算上屋顶、

平台绿化，植被绿化率高达78．57%，可见ABC水计划的

实践完成度较高，值得2014年获得“世界人居奖”。对于渗

透后水的情况，交织大楼一部分水储存在地下蓄水池，一

部分下渗到地下成为地下水，多余的雨水通过管道排到场

地外的蓄水空间。 

 

图图图图8 新加坡交织大楼场地透水及不透水初步提取（作者自汇）。 

4．．．．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ABC水计划对中国海绵城市的借鉴水计划对中国海绵城市的借鉴水计划对中国海绵城市的借鉴水计划对中国海绵城市的借鉴 

4.1．．．．中国水资源特点及城市洪涝灾害现状中国水资源特点及城市洪涝灾害现状中国水资源特点及城市洪涝灾害现状中国水资源特点及城市洪涝灾害现状 

中国水资源表现为人均水资源少，南北分布不均（南

81%，北19%）及大陆季风气候（雨季暴雨多水，旱季干

旱缺水）。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传统的城市规划重经

济社会功能，轻生态环境背景，城市规划与建设阶段对城

市水文问题考虑不足，城市设计没有有效地将建筑、场地

与雨洪管理结合起来，加上城市排水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城市内涝频发。2016年中国全力投入关于海绵城市建设的

探索与实践，旨在从规划阶段，将规划、设计、技术与管

理有机统一，缓解并解决日趋严重的城市水问题。 

4.2．．．．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ABC水计划技术层面对中国海绵城市的借鉴水计划技术层面对中国海绵城市的借鉴水计划技术层面对中国海绵城市的借鉴水计划技术层面对中国海绵城市的借鉴 

新加坡属于城市国家，地域面积小，无论是水管理系

统的建立，还是技术的实施操作都比较有效和便利。针对

中国每一个省，每一个城市，ABC水计划的借鉴可操作性

很强。中国海绵城市借鉴美国低影响开发的技术方面较多，

具体实施也不断运用加强，而新加坡的ABC水计划在微观

层面上要比低影响开发更为细致、更为深入。 

水域管理集水元素，技术层面主要是建筑设计、场地

设计及集水设施设计等，以交织大楼的水域管理模式为例，

可以在建筑设计的层面上通过平面与造型设计增加屋顶

和阳台面积，再进一步增加屋顶绿化和阳台绿化，结合垂

直墙面绿化，增加建筑透水面;场地设计则根据场地的高

程与汇水线走向，合理地布置地面绿化与水景，将水景设

置在汇水低处，同时考虑绿化与水景的社会娱乐功能；集

水设施设计是一系列集水网络的建立，由蓄水池到江河湖

泊的城市水序列建立。水域管理水处理元素，针对的对象

不同，水处理方法应另当别论。而植物多样性选择及生物

措施，如沉淀池、生物滞留池、生物滞留沟、人工湿地、

生态净化池等都是普遍可以借鉴并实施运用。另外输送与

储水元素，水路是输送关键，水体是储存关键，尤其水路

绿化、优化，土壤生物工程的借鉴必不可少。 

从海绵城市的净化、滞留、沉淀、传输、渗透方面看，

更值得借鉴ABC水计划的是净化、滞留和传输，主要是对

污浊的雨水转变为干净能用的水资源。净化是对水质再利

用的保证，如植物植物多样性的选择，如交织大楼选用上

百种植物打造和谐的生态关系。滞留方面，主要应用在降

低流速和过滤粗泥沙、创造栖息地、促进生物多样性、美

化周边景观、自然过滤和净化雨水作用明显。滞留是用生

物措施解决水问题，可借鉴ABC水计划的生物滞留池、生

物滞留沟等技术措施。另一可借鉴方面是传输，新加坡国

家面积较小，可操作性强是中国不能改变的，而水路、水

体的传输优化确实可行。 

4.3．．．．新新新新加坡加坡加坡加坡ABCABCABCABC水计划规划设计层面对中国海绵城市的借水计划规划设计层面对中国海绵城市的借水计划规划设计层面对中国海绵城市的借水计划规划设计层面对中国海绵城市的借

鉴鉴鉴鉴    

规划设计贯穿设计施工的前中后期，对于水域管理的

介入，自然水域的保护，开发中的建设如何布局以及减少

水问题可以具体操纵规划的具体方面考究得当。建筑及场

地方面介入集水元素，社区方面介入水处理元素，城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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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再介入输送与储水元素，在源头、路径及去向整个设计

规划尊重原始水文，完成水域管理及雨洪管理的双重模式

借鉴。 

ABC水计划规划设计还会考虑充足的溢流排放能力、

照明、标牌、无障碍设计、应急和救援预案、河道的特殊

要求、植物的选择和严格的审查程序等具体方法；具体实

施中，严格执行安全健康的施工环境，具体操纵规划的具

体方面，保证质量完成程度等细节方面也可借鉴实施。 

4.4．．．．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ABC水计划后期管理对中国海绵城市的借鉴水计划后期管理对中国海绵城市的借鉴水计划后期管理对中国海绵城市的借鉴水计划后期管理对中国海绵城市的借鉴 

新加坡对于项目自身的评价系统，将直接关乎项目建

设影响设计深度。蚊虫控制、安全审核、公众教育、提高

个人责任意识、维修保养等后期管理，直接影响项目的自

然系统、景观维护、生物滞留系统过滤层的土壤孔隙度、

清洁和水利维护、具体清单等内容。对后期公共教育、社

区参与共赢关系的呼吁，都是后期管理的双保险。另外新

加坡水认证，评分标准中ABC各代表的活跃、美丽、洁净

都有着严格的评分标准，也可以作为海绵城市后期评估参

考。 

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建立可执行的水计划，设计方面作

为前提是必然的，后期管理方面是设计的延续。两者结合

的管理策略，对我们海绵城市有借鉴意义，我们应该取其

精华，在设计中优化，在后期管理中加强，才能更有效建

设海绵城市。 

5．．．．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针对中国水资源特点及城市洪涝灾害现状，新加坡

ABC水计划的技术、规划设计及后期管理等有借鉴意义，

从宏观到微观、理论到实践、政府到个人，都可以做到环

环相扣、紧密相关。新加坡交织大楼结合周边管网并通过

雨洪管理模式，进行自身水域管理，实现雨水、绿化的运

用最大化，高质量完成了ABC水计划的各个指标，打造了

宜居的人居空间。由小见大，规划设计的每一块场地都以

高质量的目标完成并且场地之间有机统一，水资源就会得

到充分利用，城市洪涝灾害现状也会逐步减轻。由此，中

国的海绵城市会通过不断借鉴并在实践中完善，真正实现

“海绵”的意义，继而与自然协调，与环境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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