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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绵城市理念是我国针对水资源的一种管理思想,是一项持续的城市发展理念。这个概念适用
于各种城市建设或改造。其核心内容是“城市雨水管理”和“低碳环保”的理念。在居住区建筑设计
中海绵城市理念的运用必须充分表现出对自然资源的尊重。然而,海绵城市的建设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
程,涉及的范围较广项目较多。例如,居住区建筑的绿化面积、屋顶、排水系统等方面。因此,本文主要
针对居住区的建筑设计进行分析,以期为海绵城市的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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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sponge city is a management idea for water resources in my country and a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concept. This concept is applicable to all kinds of urban construction or renovation. Its core
content is the concept of "urban rainwater management" and "low carb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ponge city concept in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residential areas must fully demonstrate
respect for natural resources.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of sponge cities is a relatively complex process
involving a wide range of projects. For example, the greening area, roof and drainage system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of the residential area,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ong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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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植被主要用作透水性路面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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