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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金水区、惠济区、管城
区海绵城市示范区建设规划正在
进行批后公示。规划显示用地面
积 1360 公顷，其中，金水区科技
园区海绵城市示范区面积最大，
其次为惠济区贾河、胖庄村，管城
区商都历史文化区，公示期至 5
月 8日。

此外，为推进我省海绵城市建
设，实现水资源健康循环，促进水
系统的自我调节，最大限度地维持
水生态平衡、降低水资源消耗、减
少水环境污染、保障水安全，我省
制定了建设系统技术标准。《河南
省海绵城市建设系统技术标准》将
于今年6月 1日起施行。

海绵城市的概念接连出现在

人们的视野，成为近期的热点话
题。事实上，我市海绵城市的建设
早已开始。

早在 2016年，郑东新区 10个
以“海绵城市”理念打造的现代化
公园基本建成。区域内还进行屋
顶绿化，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在滨河国际新城的建设中，海
绵城市是一张靓丽的名片。据悉，
滨河国际新城地下的综合管廊有
效缓解了城市用水及其带来的生
态环境问题。而占地 770 亩的蝶
湖也充分考虑到运用水体净化与
雨水收集等生态技术，成为海绵城
市建设理念落地的典型案例。

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常西湖新
区秉持“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

也采用了地下管廊、海绵城市、地
下交通系统等先进的城市规划建
设理念。区域重点建设的海绵公
园项目约 11个，包括鹤山公园、市
民公园、市民广场、汇文广场、莲湖
湿地公园、西流湖一期海绵提升工
程等。

“建设海绵城市，既可以解决
城市的内涝问题，也可以缓解城
市缺水问题。”郑州市规划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海绵城市概念的产
生和发展，为现代城市的规划设
计和更新改造提供了一个新的思
路，包括雨洪管理、生态防护、地
下水补充、绿地营造、城市微气候
调节等，对生态环境改善和经济
发展意义重大。

郑州实施海绵城市建设，能够减
少地表径流，缓解城市内涝，补充地
下水。同时，可修复城市生态环境，
缓解城市热岛和雨岛效应，逐渐建成
绿色生态的水循环系统，解决当前城
市的水污染、硬化路面等问题。作为
城市建设的参与者，开发商应养成一
种低影响开发的思维模式，转变观

念，从每一点做到生态绿色。
碧源月湖项目根据海绵城市“年

径流量达到75％”的要求，通过设置
水景和下沉绿地，用植草沟传输雨
水，并在建筑设计时采用屋顶绿化、
透水铺装，增设雨水蓄水模块以及根
据场地需要合理选择耐盐、耐淹、耐
污的植物等措施建造海绵城市。

重庆华侨城
城市设计结合自然

重庆华侨城项目提出了五大具
体的海绵构建策略：保护和培育、恢
复和修复、分散消纳、减速缓冲、连接
与融合。

由于处于山地地势，重庆华侨城
海绵建设重视微地形塑造，优化海绵
措施的竖向布局，形成雨水的逐级减
速、滞留，减缓来自山坡的水流，让雨
水速度缓下来，增加下游渗净作用。

另一方面，重庆华侨城海绵建设
将海绵设施系统着重布局于生态亲
子公园、运动生活公园和滨江休闲带
中，使海绵设施生态、景观化。

成都香颂湖国际社区
回归天然本能

成都香颂湖国际社区引入外来
天然河道，在河道的设计上，为了保
证水量，主河道用防水膨润毯加细石
混凝土的组合做池底；水源口加上坝
体，以控制整体水位；水体边缘还扩

展出了 2米的安全驳岸区以自然粘
土为底，在雨水的侵袭下有一定的保
水能力。

项目模仿大自然的循环体系，在

住宅社区中达到了海绵城市的部分

效果是整个社区在河道的浸润下完

成局部小环境的循环改善。经过数

年成长，植物在几乎不需要养护管理

的情况下，亦能循着自然规律的控

制，有序生长。

镇江市江二社区
因地制宜适度设计

镇江市江二社区是镇江市对老

小区结合海绵理念的改造项目。在

进行海绵理念的结合改造时，因地制

宜，适度设计，选择侧根发达、耐干旱

的植物保留树种以满足变化后的生

境条件，注重雨水设施景观细节设

计，增加雨水花园的景观效果，并将

使用空间与景观空间相互叠加，将所

有增加的使用空间置于雨水花园之

上，使其保证在生态化排水前提下，
满足景观功能。

海绵社区的建设无疑对人居环
境的改善作用明显。但是对于房地
产开发企业而言，建设海绵社区意味
着需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物力，花
费更多的精力。加之海绵城市、海绵
社区建设仍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因
此，我市海绵社区尽管已陆续出现，
却还未形成遍地开花的局面，真正落
实到后期运营并为项目带来后期效
益的更少。

事实上，开发商建设海绵社区不
仅是对生态、对土地、对业主的反哺，
于其自身而言亦助益良多。那么，当
海绵城市遇上房地产项目，将带来些
什么呢？

首先，我市正积极鼓励房地产项
目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建设绿色生态
居住小区。海绵城市雨水系统的建
设不仅有助于房地产项目满足绿色
建筑、绿色社区的评价标准，还将助
力房地产开发企业名声、口碑、品牌

的建设，带来社会效益。
其次，传统雨洪管理设施大多是

硬质工程，例如路缘石、排水沟、管道
等。而海绵城市体系基于低影响开
发的设计，利用自然的方式排水，通
过收集与净化，雨水可循环用于园林
灌溉、冲厕和保洁，可以节约大量的
资金，同时减少施工材料，节约建设
成本。

与经济效益同样重要的是，海绵
城市雨水系统可缓解社区排水蓄水
的压为，有效除去水中的污染物质，
保护下游水体免受污染、冲击及洪溃
等水文灾害的影响，进而保护河道和
水生生物，增强生态系统自净能力，
改善自然环境，进而改善项目区域的
整体气候。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海绵
城市建设与地产价值相联，愿更多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参与到海绵城市体
系的建设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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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

生。”雨润万物，但过量的雨水

有时也会影响人们的日常生

活。为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

境，近年来，“自然积存、自然渗

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越来

越受到我国的重视。郑州亦加

快推进海绵城市的建设工作，

扩大示范区建设规划范围、制

定管理办法和技术标准，改善

城市水生态环境。

与此同时，一些开发商积

极响应号召，在社区内引入海

绵城市体系，构建“海绵社

区”。在业内人士看来，海绵社

区作为海绵城市的一个小尺度

组成部分，应用海绵城市的技

术手法，为居住区生态环境的

塑造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向。

房地产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有着或多或少的影
响。

“房地产开发将降低城市下垫面的透水性，导致
城市水文循环发展不平衡。”某城市建设研究人士告
诉记者，“海绵城市的提出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全
新的思路。通过引入海绵城市雨水系统，在房地产
项目中构建持续高效的雨水收集利用体系，最终达
到整个城市的雨洪利用，缓解城市内涝带来的压力
以及可能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让城市具有充分的
弹性来应对雨洪内涝等自然灾害，实现城市水文的
良性循环。”

诚如斯言，社区建设关系到市民居住生活环境
的问题。以海绵社区作为海绵城市中的一个“点”、
一种小尺度的“海绵体”来响应海绵城市的设计思想
和理论，将改善人们的居住环境，为周边居民创造绿
色空间。因此，我市大力提倡将社区中运用海绵城
市的理念和技术手段，在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整体规
划设计和景观设计方面参照海绵城市的建设标准，
为市民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构建海绵社区是实现海绵城市的起点，海绵社
区的营造将积极推动海绵城市的发展。”业内人士表
示。此外，业内人士还强调在建设海绵社区时，不能
孤立地看待社区生态功能，要看到社区与湿地、河湖
的关系，也要看到大的流域关系，避免投资浪费。

从宏观角度上讲，海绵城市是
将水生态系统落实在土地利用和
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中，成为区域
建设的基础设施；在中观层面上，
海绵城市结合生态节点，解决区域
内的水问题和空间建设；在微观层
面上，海绵城市则须落实到具体的

“海绵体”上，包括街边绿地、公园、
小区等更加小型的单元。社区作
为海绵城市重要的微观尺度组成
部分，亦成为海绵城市建设工作的
推进方向之一。

曾有人在海绵社区中做过试
验，将一瓶 500多毫升的矿泉水浇
在铺装好的地面上，水被地砖迅速
吸收扩散，地面上只有直径不到
20厘米的水印。这得益于路面铺
设的渗水地砖和下面的透水混凝
土垫层，也是海绵城市建设的一个
缩影。通过铺装透水性良好的透
水砖以及在绿地中设置植草沟、下
凹绿地和生物滞留设施，收集和滞
留雨水，同时将屋顶落水管及空调
冷凝管接入建筑周边砾石沟，改变

原有房屋雨水散排方式，将道路雨
水引入两侧碎石渗透带，有效缓解
社区积水、节约水资源。雨水花园
通过人工挖掘的浅凹绿地，被用于
汇聚并吸收来自屋顶或地面的雨
水，通过植物、沙土的综合作用，雨
水得到净化，并使之逐渐渗入土
壤，涵养地下水，或使之补给景观
用等。

海绵社区的本质是将社区的
生态材料与绿地系统有机地联系
起来，将社区从以物质水泥为主导
的社区转化为生态可持续的社
区。在我市，碧源月湖的月湖荣
园、月湖公园、月湖和园等项目在
建设中通过采用建设透水铺装、下
沉式绿地、雨水花园、旱溪、蓄水
池、屋顶绿化、截水沟等海绵措施，
取得了较好的生态和环境效益；永
威上和郡则通过增加覆土厚度、深
挖下沉景观、设置雨水收集模块等
方式，建海绵社区；正弘·中央公园
基于雨水花园、植物滞尘、适土适
木等环境友好型设计，将“海绵城

市”的概念引入社区，打造可再生
和持续的社区自然循环环境系统；
万科引入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概
念，将海绵城市概念融入万科·溪
望社区……海绵社区的先行者正
陆续出现，让水在小区中的迁移活
动更加“自然”，并进一步循环用作
小区绿化灌溉及水景景观，让雨水
成为小区活动的鲜活元素。

以点带面提升人居环境

海绵城市建设步伐加快

海绵社区陆续落地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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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燕娜 碧源控股集团产品研发中心总监

养成低影响开发的思维模式

樊晓杰 永威上和郡项目总经理

不惜成本建海绵社区

当地产开发遇上海绵城市

海绵城市告诉我们，雨水不仅不
是负担，反而是宝贵的资源。海绵城
市建设不是单一的低影响开发，而是
多目标的低影响雨水开发体系。海
绵城市建设使原来的末端治理转向
源头治理，强调海绵城市源头减排的
要求和措施，构建源头雨水的低影响

开发系统，建设或修复水环境与生态
环境，实现源头与水的总量控制、峰
值控制和污染控制。雨水控制需从
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等方面展开，
只有多工程、多专业地融合，才能让
废弃的雨水和中水回收变成绿色的
再生资源。

名词解释

海绵城市：是新一代城市雨
洪管理概念，也称“水弹性城
市”，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
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
灾害方面具有良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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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海绵城市建设，最大
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实现自然积存、
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
方式，有利于修复城市水生态、
涵养水资源，增强城市防涝能
力，扩大公共产品有效投资，提
高新型城镇化质量。

赵锂 中国建筑设计院副院长

海绵城市建设是多工程、多专业的融合

从传统社区到海绵社区，其实是
雨水处理模式理念的转变。海绵社
区能够有效地蓄集、调配雨水，在建筑
景观和自然环境之间建立起有效联
系，实现最大化的雨水收集和滞留。

永威上和郡在做海绵城市体系
之时增加了两组雨水收集模块，将雨
水收集、储存。此外，海绵城市系统

需要社区内具备足够的下沉绿地。
上和郡为深入落地海绵城市理念，将
景观足足下沉了 4 米，打造下沉庭
院、立体景观。海绵社区对社区覆土
厚度也有较高的要求，一般社区的覆
土深度为 1.5 米~1.8 米，永威上和郡
的覆土达平均3米，局部3.5米，不惜
成本建设真正的海绵社区。

永威上和郡一期下沉式景观效果图永威上和郡一期下沉式景观效果图

碧源月湖商业二期碧源月湖商业二期
屋顶花园效果图屋顶花园效果图

正弘正弘··中央公园环境美好中央公园环境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