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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water environment problem in China, the concept of Sponge City is 

gradually being applied to urban construction. As one of the carriers of the sponge city, the Sponge Community area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urban stormwater management work and plays a key role in urban construction.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ommunity, the Sponge Community can effectively collect and allocate rainwater, establish an effe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ard building landscape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cological climat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community.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collection research, empirical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in China, combined with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Sponge City,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Sponge City, such as vertical greening and rain garden, The specific measures most 

suitable for the Sponge Community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concave green space, permeable pavement and other technical 

measures.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practice and theory, the unique Sponge City Water circulation 

mechanism is summarized. Finall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ponge Community an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sv, th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encountere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stages of the Sponge Community design 

are expounded, in order to draw some inspir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ng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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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决我国日趋严重的水环境问题，海绵城市理念正逐步运用到城市建设中去。而海绵住区作为海绵城市的

载体之一，对于整个城市雨洪管理工作有重要影响，在城市建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相较于传统社区，海绵社区能够

有效地蓄集、调配雨水，在硬质建筑景观和自然环境之间建立起有效联系，有力改善小区生态气候和生态环境。本文

将通过文献收集研究、实证分析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我国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海绵城市其相关理论，对

海绵城市构成要素如垂直绿化、雨水花园等进行综合分析，从而总结出最适合海绵社区的具体措施如下凹式绿地，透

水铺装等技术措施，同时也通过实践和理论相结合方法分析总结出独特的海绵城市水循环机制等。最后通过海绵社区

现状分析和目前海绵社区发展阐述海绵社区设计前中后期所遇到问题及解决办法，以期得出某些对海绵社区发展有益

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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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绵城市相关概念介绍 

1.1．海绵城市概念介绍 

海绵城市是新一代雨洪管理概念，是指城市在适应环

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来的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

性，也可成为“水弹性设计”。即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

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1]。 

1.2．海绵城市发展现状 

我国在早期的城市建设中，强调适应性，强调绿色生

态理念，强调可持续发展观，就与海绵城市的理念不谋而

合。在2012年之前，我国已有类似于海绵城市的生态弹性

城市理念出现， 2012年4月在《2012低碳城市与区域发展

科技论坛》中，海绵城市的概念首次提出。2015年4月确

定第一批海绵城市试点，2016年4月确定第二批海绵城市

试点。2016在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提出

加快推动海绵城市建设。2017年要抓好120个试点项

目，现已有30个试点海绵城市开展[2]。  

现在海绵城市试点项目已经落地开花，项目推进速度

超出预期。第一批16个试点城市已经全部公布了海绵城市

建设项目实施规划，三年实施计划试点区域总面积为435

平方公里。就目前国内海绵城市发展现状看来，有约200

个城市已然初步拟定了“海绵城市”的相关设计方案[3]。海

绵城市建设已遍地开发，初见成效，在解决城市内涝、促

进产业发展方面均取得效果。 

2．海绵社区相关概念介绍 

2.1．海绵社区概念介绍 

“海绵社区”，顾名思义，就是指社区能够像海绵一样，

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

“海绵型社区”相较于传统住区，能够有效地蓄集、调配雨

水，在硬质建筑景观和自然环境之间建立起有效联系[4]。 

海绵社区即对住区进行海绵城市设计，在住区设计开

始之前通过城市设计的一系列方法先考虑住区水循环布

局，再进行建筑布局和立面形式的设计。如果将海绵城市

看作集合，那么社区设计就是其中的一个子项，类似于有

机体对细胞，房屋对砖块的关系。海绵城市与住区相辅相

成，住区作为载体，海绵城市设计作为设计方法，两者合

二为一，成为海绵住区。海绵社区可分为三个部分：雨水

收集，雨水净化处理和雨水的回收利用。 

2.2．海绵社区发展现状 

2014年《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的发布，以及2015

年首批国家级“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名单的确定，“海

绵城市”跃升为了近期城市建设和园林景观行业的热点词

汇[5]。 

仇保兴在《海绵城市（LID）的内涵、途径与展望》

一文中，将海绵城市建设系统从大到小划分成四个子系统，

即区域，城市、社区、建筑，四个层次。强调海绵社区建

设作为海绵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一环，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

性作用[6]。随着各地陆续加入海绵城市的试点名单中，各

地建设海绵城市的详细实施方案陆续出台，其中更是细化

了对于“海绵社区”的建设要求。江苏省住建厅在其《关于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指出，“新建住宅小区

应提前规划建设雨水系统，室外步行道、停车场应采取透

水铺装，政府投资的保障房等项目要率先落实。在城市低

洼易淹易涝的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同时考虑海绵城市建

设技术与排水设施能力建设两项措施。”济南更是将建筑

小区系统的居民小区“海绵系统”的建设作为其海绵城市

建设的五大系统之一，成为今后居住小区建设和改造的重

点内容。2015年园冶杯住宅景观奖也在征集传统住宅景观

项目的基础上，增加了对于优秀“海绵社区”项目的征集，

并增设了“优秀宜居住区、海绵社区开发商”奖项，以鼓励

地产商开发建设更多优质的宜居、海绵社区项目[7]。 

3．海绵住区设计的具体策略 

海绵住区设计笔者经过调查研究总结出三点，其中两

点关于技术层面，一点关于居民意识方面，技术层面是关

于海绵住区水循环系统的解释以及海绵住区具体设施研

究，意识方面是关于如何提高居民们自发的节水和爱水意

识。从实际案例和调查研究中我们可得出海绵城市的具体

攻克措施的最大关键点是不透水面如何转化为透水面，我

们所采用的雨水花园，下层式绿地以及植草沟，透水铺砖

等具体绿色基础设施，都是为了解决此问题。 

3.1．透水面的增加 

从城镇化进程来说，我们调查到城市内涝问题最重要

的原因是城市居住用地面积不断增加，耕地、林地、草地

为主的渗水下垫面被居住区不透水硬化地面替代。不透水

面的增加直接破坏了自然水文循环，影响了雨水下渗、净

化、收集等。但城镇化进程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需采取相

关解决策略，转化尽可能多的不透水面为透水面以创造出

绿色水循环可持续小区。 

海绵社区可分为新建小区的海绵设计和老旧小区的

海绵改造。这里我们主要分析的是新建小区的海绵改造。

新建小区可从这三个方面考虑透水面的增加，一是建筑布

局可考虑集中式布局，留出中心大花园做下沉式绿地或雨

水花园设计。二是广场、停车场、人行步道等可尽量考虑

透水铺装。三是建筑立面可采取垂直绿化，垂直绿化植物

的选用以及立面装饰材料透水性的选用都可以增加透水

面。四是屋顶花园的设计，可软化硬质屋顶，提供雨水缓

存储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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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海绵设施示意图（图片来源：作者整理）。 

3.1.1．下沉式绿地设计与雨水花园设计 

下凹绿地指高程低于周围的路面，或者铺砌硬化地面

约20㎝的绿地。在降雨时，下凹绿地可让雨水较大程度地

渗入绿地中，增加土壤中的水资源，减少绿地浇灌量。下

凹绿地还可通过土壤渗透、植物过滤等一系列作用，有效

削减渗入雨水中的污染物[8]。同时，灰色设施的减少、绿

色设计的增多，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给人们带来舒适

与美的感受。雨水花园与下沉式绿地的区别在于雨水花园

是面积稍大的种植洼地，景观元素的可选性更多更灵活，

可作为大的景观节点，成为一个很好的休憩空间。但下沉

的深度更深，景观的人工化设计程度更明显，在使用功能

上往往结合了硬质铺地广场的部分功能，具有汇集人流，

作为活动空间的作用。一般整体设计时，下沉式绿地会与

雨水花园，景观小品结合设计，给居民营造良好的景观感

受。 

3.1.2．透水铺装的采用 

透水铺装指将孔隙率较高、透水性较好的材料应用于

道路路面，以便于渗透、存蓄、排出雨水，削减径流[9]。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道路根据用途不同，承载力也不同，所

以也会采用透水铺装和不透水材料相结合的做法。一般的

透水性路面指的是透水沥青混凝土铺装 ，如普通机动车

道，会在表面采用透水沥青混凝土铺装，为避免雨水浸入

路基，影响道路强度，在路面结构的基层和中下面层采用

非透水性材料等，如高层住宅小区的住宅中心广场，需要

承受高密度人群的踩踏活动，可采用不透水石料与彩色透

水混凝土、透水路面砖等透水材料组合铺装的形式，既满

足承载要求，也满足水渗透要求[10]。 

3.1.3．建筑立面的垂直绿化 

海绵住区的垂直绿化设计可分几种，如图2所示，一

是传统的植物攀援式的方法，可选取爬山虎等植物，外墙

材料可选择大孔混凝土。二是通过建筑处理手法进行退台，

掏洞等处理，与活动空间相结合，形成半开敞式活动空间

[8]。与墙壁相连的平台或地面设置雨水蓄水箱，收集过滤

雨水。活动空间可用绿化植物覆盖且进行景观设计，与居

民娱乐观景活动相结合。三是通过建筑材料和建筑结构形

式的转变。如外墙材料采用模块式栽植盆，顺着墙壁设置

集水槽，在建筑底部设置积水箱，达到收集雨水，渗透雨

水，积蓄雨水以及再回收的目的。 

 

图2 建筑立面的垂直绿化处理示意图（图片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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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住区水循环系统机制的设立 

海绵社区的设计不单单是建筑设计一方面的事情，而

是涉及到多学科，多机构的复杂设计系统。从雨水循环利

用系统来说，如图，下雨时通过屋顶花园蓄水、存水，通

过雨水管流入雨水箱和沉淀池，再通过雨水花园和下沉式

绿地蓄水和渗水，用来过滤和储存多余水资源。其他如直

接落入地面的水也会经过一系列的循环利用流程从而达

到二次利用或多次利用水的目的。 

我们可从整个小区的循环系统和单个住区的用水循

环系统来看。整个循环系统主要分为水源头，水的回收利

用，水的路径以及水的去向四个方面。水的源头主要是市

政官网供水以及雨水的收集，在此我们可以运用雨水花园，

雨水箱，雨水罐等一系列收集雨水的措施。在水的回收利

用问题我们主要是解决水质问题，可以采用沉淀池，雨水

回用池，雨水花园的植物截流、土壤渗滤功能来达到净化

处理作用。水的路径方面主要是依靠市政雨水管道，植草

沟，引水渠等汇聚，引导来自屋顶和路面的雨水以及市政

管道的污水，把他们输送到雨水净化装置，主要起引导输

送作用。水的去向问题主要是解决排水的水质污染和拥堵

问题，可以采用对水进行例如污水净化的二次处理的一系

列措施以及改善市政排水管道建设等解决办法。关于建筑

循环体制的其他补充例如水质要求可以细化到如绿水、灰

水、可饮用水、不可饮用水等，这些不同级别的水的再次

用途可根据水质标准再进行划分，如灰水可用来洗衣冲厕

等。 

 

图3 海绵住区水循环示意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3.3．增强居民节水意识 

水资源不可再造，现在雨水的主要措施是回收以及再

利用，所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居民思想的转变，居民自

发的节水爱水的意识增强直接影响水资源的利用率。值得

补充一点的是现在科技的进步，许多节水卫具都已纷纷出

现。节水卫浴及厨房节水设施的广泛采用也将有利于水资

源的高利用率。 

4．海绵住区设计对我国的启示 

4.1．前期，设计人员优化其设计才能，设计单位因地制

宜，做好设计方案 

我国海绵社区推广异常艰难的原因主要有：1设计人

员设计技术不够，没有理解海绵社区的循环机制，2设计

方案生搬硬套，不适应当地生态环境，3各种绿色基础设

施的滥用乱搭。 

对此笔者认为的解决方案有：1设计人员扎实基础、

优化设计才能，明晰水循环机制的前因后果，做到设计方

案和市政管网用水相结合。2设计方案时做好前期调查，

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根据每一个地块的独特属性定制其

专属方案，如有地形高差时根据径流方向摆放建筑物，无

地形高差时根据地块大小适当留出雨水花园广场设计空

间等。3制定出适合海绵社区的绿色基础设施标准如下凹

式绿地、旱溪、透水铺砖的尺寸，大样图，以及什么情况

下可采用何种具体设施，以及如何组合各种绿色基础设施

可取得最佳效果等。 

只有在前期设计方案时考虑周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才能避免后患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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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中期，施工方确保设计方案落实到位 

在海绵社区建设的时候，会因为各种困难而让设计浮于

表面，如规划设计专业人员设计方案不到位，如设计院等一

些单位都是在设计落定的时候增加几篇海绵城市设计，或者

在施工的时候采用的材料并不是透水性材料或者是透水性

材料的使用方法的不对。规划设计人员确保方案的落地性，

施工方需严格按照设计施工。因为海绵城市设计是多学科，

多机构共同合作进行，建议在施工时设置专门岗位，负责海

绵城市施工时的问题解决，把每一小点落实到位。 

4.3．后期，后期监督维护，运营管理等，首选ppp模式 

海绵城市建设不到位，经过研究调查可得很大一部分是

缺少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现在比较流行的ppp模式，如公

众、政府、金融机构三方合作，共同受益，相互监督，且推

行效果显著，如现在有名的雄安新区等。海绵社区也可采用

新型的ppp模式，如政府、物业、居民三方合作共赢，政府

负责制定相关政策和开展相关活动，物业公司负责落实海绵

设计相关技术，居民负责简单节水技术的使用和监督物业公

司是否落实到位以及向政府反应相关海绵设施的问题[11]。 

5．结论 

根据前文总结可知，海绵住区设计完整流程及注意事

项如下，在海绵社区设计前期，即方案设计时，设计单位

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提前调研，根据每个项目具体的

特征灵活变通从而设计出最适合每个地的海绵社区设计方

案。如每个项目的总图规划、建筑设计、道路停车场，广

场花园设计等都会有不同之处，根据地形的不同会采取不

同的布局方式，而总图规划布局和地形的差别又会采取不

同的措施如雨水花园或者下凹式绿地或者多种绿色基础设

施相结合的方式。在海绵社区设计中期，即方案具体落地

时，施工方需与各学科合作，各专业人员多加强沟通合作，

需确保设计方案落实到位。在海绵社区设计后期，即海绵

社区的管理运行与监督维护，多采取ppp模式，争取把政府，

民营企业，公众都变成利益共同体，互相监督，共同进步

[11]。政府制定相应政策，鼓励参与，公众需摆正态度，积

极参与海绵社区水循环建设，落实节水爱水意识到点滴日

常行为中去，而民营企业也开始投入资金支持海绵社区建

设，获得相应名利，从而实现多方互利共赢的美好局面。 

总而言之，我国海绵城市发展正兴，国家政策大力支

持，海绵社区前景大好，所以我们要积极行动，顺势而为，

极力推行海绵社区。海绵社区的建设将是我国环境友好型

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的关键一环，只有主动积极把

海绵社区的建设推行到位，我们国家才能真正的解决城市

水问题，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城市建设与社区生

态环境双方共赢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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