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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促进了城市化的快速建设,然而城市与生态之间的矛盾也越发严重,城
市排水功能退化、内涝增加,生态系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面对这一问题日益严重,空间综合治理概念的
提出是城市战略性发展的重要研究,其包括国土资源的利用、调查、规划、整治的全方面因素。要求城
市格局必须以生态系统建设为基本思路。本文主要针对空间综合治理背景下海绵城市格局规划的思路、
进展以及实践方法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可以为提升城市格局的合理性,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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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my country's economy has promoted the rapid construction of
urbanization. However,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ecology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The urban drainage function has been degraded, the waterlogging distraction has increased, and the ecosystem
has undergone fundamental changes. Faced with this problem, the concept of comprehensive spatial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study of urban strategic development, which includes all aspects of land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investigation, planning, and renovation. It is required that the urban pattern must be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system construction as the basic idea, and th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urban pattern of
Guohua.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ideas, progress and practical methods of sponge city pattern plan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rehensive spatial governance. Together, it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rationality of urban patterns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spac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sponge city; patter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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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成就,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缺陷。如对降雨的适应性差、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受到广泛的

地域性特征明显、应对突发情况应急能力不足等。在尽可能

关注,对生态进行保护与治理一直是十分关键的研究课题。然而

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海绵城市建设并没有完全解决雨水

在城市实际建设中,由于经济效益、建设时间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排放、洪水和内涝问题。海绵城市的建设还没有形成全地域

往往使人们更加注重短期收益而忽略了长效的综合收益。这也

性的水文地质相关空间模型。城市土地资源的特征与水文空

导致了城市建设成果与建设理念出现了偏差,难以满足城市与

间不能良好地融合使海绵城市的建设效果大打折扣。目前,海

生态的协调发展。空间综合治理是对区域空间的整体规划、对

绵城市格局规划的前瞻性与海绵城市施工技术的落后性已经

区域自然系统的综合修复与治理。海绵城市的建设可以在提升

成为建设中的主要问题。相关技术无法满足规划设想,使建设

城市土地渗透性的同时,在空间、时间上进行持续,不断优化城

规划受阻,不得不寻找新的途径。深化新时期空间综合整治理

市建设格局,为控制城市内涝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念,利用整体规划思想指导,全面协调土地、建筑、道路等因

1 海绵城市格局规划发展现状

素的综合发展,修复城市现有的排水缺陷,完善城市排水系

内涝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城市的发展。虽然在过去的几年

统。同时,根据城市的结构和发展战略方针,促进资源配置的

里,海绵城市理念的提出使城市排水建设在一些方面取得了巨

合理化,从而整合优化海绵城市格局规划,是解决城市排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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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最经济有效的途径。结合新时期城市发展要求,以海绵城市

市不同空间替代模式的雨水管理效果,进一步完善海绵城市模

的政策取向和城市水安全目标为指导,从宏观角度探讨了海绵

型,通过模型迭代得到优化模型,通过数据分析确定模型各要素

城市建设的基本问题。提出一种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系统

的功能定位,最终实现海绵城市建设指标。进一步预测和改善当

优化方法,对海绵城市的宏观建设模式、空间布局和城市雨洪灾

地的水涝、洪峰高、积水时间长。根据城市空间规模,适当调整

害管理进行评价和优化。

海绵安装单元的宏观布局,充分发挥绿地、水系和城市雨水管网

2 空间综合治理背景下的海绵城市格局规划思路
2.1空间资源综合统筹

系统,提高城市雨水和防洪能力。
3.2海绵城市建设分析与建模

空间资源综合统筹在多角度、多方位分析问题的同时,还需

明确规划目的后,需要进行前期准备工作,也就是对海绵城

要强调多方参与,促进海绵城市格局规划建设思路的系统性发

市规划建设进行初步的分析和建模。首先,根据某些规划活动的

展。旨在格局规划既科学合理又具有高度的可实施行,保证建设

特定需求预测确城市建设开发的最合适空间模型。前期准备工

过程的顺利开展。首先,海绵城市规划中的旧路改造、管线布局、

作与评价也是海绵城市格式建设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考

河道修复等专项措施也需要得到积极的落实,转变原有建设理

虑城市水文环境和社会因素,为海绵城市的空间布局划分、设施

念,空间综合治理思想对空间资源进行综合统筹,兼顾各项影响

选址、现有天然海绵设施的恢复和利用以及我国海绵城市的实

因素的前提下对既有设施改造与新的规划建设项目同时进行。其

际建设等专项规划提供依据。其次,海绵城市空间模型向相应水

次,建设部门应加强与环境、市政、地址等系统相关部门的横向

文模型的转换是海绵城市空间模型评价和优化的关键步骤。两

联系与合作,建立综合统一的规划目标。避免以往治理过程中出

者相互独立、相互关联、相互协调,并通过特征参数形成关系,

现各自为政、沟通不及时的情况。这就要求建设综合治理系统

完成对海绵模型结构适宜性的评价和分析。具体来说,从海绵城

平台,及时更新各项数据信息,以便落实海绵城市建设政策。除

市空间模型的“空间水文特征”和“水文模型参数”信息中提

此之外,治理与监督互相支持,调动环境监管资源,充分实现因

取下垫面要素、城市土地利用规划要素、城市水系要素和城市

地制宜的建设思路,形成高效的建设规划体系。

水文模型所需的气候气象要素,完成模型转换,实现了城市水文

2.2构建现代化信息系统

循环的高程模拟。城市雨洪管理模型是城市规划中研究水问题

空间综合治理是一个设计较为广泛的概念,需要从经济、社

最常用的水文模型之一。因此,海绵城市模型与城市水文循环的

会、人文、自然等多个角度进行考虑,确保空间均衡与城市建设

关系被认为是分析城市水文模型的主要工具。

的承载能力。因此,在海绵城市格局规划中,需要进行多方位、

3.3海绵城市建设规划实践

多模型设计。因此需要构建现代化信息系统,充分利用数字技术

在实践过程中,需要注意新建规划与改建规划两个部分。首

对城市进行规划。在信息数据系统中,需要更新海绵城市规划工

先,新建海绵城市需要将城市雨水管理和利用的有序体系与城

具。为了优化基于CAD的海绵城市规划设计,迫切需要建立一个

市规划相结合。降低雨水储存过程中的污染问题。结合生态空

基于GIS的地理集成平台。海绵城市建设还应积极推进专业规划

间特征发挥海绵城市的净化作用。在空间综合治理规划的基础

分析模型与GIS平台的耦合,如GIS与城市雨洪管理模型的耦合,

上,科学合理地利用水资源,实现生态环境的平衡,与雨水结合,

通过传导指数建立地理空间要素与水文要素的沟通渠道,推进

促进生态系统的发展。其次,对改建规划,可以通过人工花园或

海绵城市规划综合系统的完善。

湿地公园建设的方式达到良好的雨水排放效果,促进水资源循

2.3完善城市建设评价系统

环能力与城市蓄水能力,对内涝灾害起到缓解作用。例如,在尽

海绵城市建设首先应确保城市资源承载力以及空间综合治

可能减少改造成本与工程范围的基础上,将集中的绿地改造为

理的适宜性,因此对资源与空间进行适应性评价十分关键。首先

分散的小绿地,改造绿地建设,控制雨水径流,有效提高绿地的

对海绵城市建设空间管理、数据分析、影响因素分析等过程制

渗透面积,确保雨水资源的合理利用。

定建设方案,方案需要多元化,且拥有备用方案。根据盛水水资

4 空间综合治理海绵城市建设的实现途径

源循环系统的研究制定水文模型,从而得出海绵城市格局评价

4.1利用科学知识

分析,最终确定时间方案,选择最优格局。通过加强对海绵城市

基于空间综合治理背景的海绵城市建设需要充分利用丰富

建设适宜性的评价,促使海绵城市局部性能的提升与功能的优

的科学知识。了解生态、水文、地理、景观、建筑与社会的概

化,最终确定海绵城市建设格局整体规划。

念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综合的结构,其发展具有必然的自然规

3 海绵城市格局规划方法

律。在海绵城市建设规划中,需要充分结合各个因素的内在影响,

3.1明确规划目的

实现城市建设的综合性发展,促进城市水资源循环功能,改善是

基于空间综合治理背景下的海绵城市建设,首先应对规划

提高生态系统循环能力、维持生态平衡。并且对时间及空间的

目标进行明确。这就要求根据不同区域、气候进行研究。从实

特性进行深入研究,从而规划出科学合理的海绵城市建设方案。

践经验中对城市内涝排水等问题进行发现,并提出具有针对性

4.2多方协同合作

的措施,确保人们生活安全。其具体措施是通过对比验证海绵城

在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各影响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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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因此空间综合治理中各要素的层次、地位和功能是不同的,

5 总结

但其城市服务功能和价值是各要素相互作用的体现。首先,生态

空间综合治理是一项概念广泛的思想理念,既包括生态环

保护和恢复必须对自然资源实行统一监督,对生态环境进行综

境、自然资源,还涉及城市发展与经济进步。因此在海绵城规划

合治理,对生产、生活和生态进行综合规划。形成“宏观引导、

建设过程中,充分应用这一理念,可以使城市建设更加科学合理,

中观调控、微观运行”的部门联动力量,解决海绵城市建设要素

规划设计更具指导意义。因此不断分析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的方

之间不能合理沟通的问题。其次,各个部门需要具有综合性意识,

法,同时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多方协作为基础、以优化

避免关注点过于单一,以城市整体建设为最高原则完成海绵城

城市结构为理论的实践途径,强化空间治理与海绵城市建设之

市规划；达到城市、社会、生态、自然之间的综合管理与保护,

间的融合,从而促进城市规划的可持续发展。

从而促进海绵城市建设发展进程。
4.3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就是改善土地利用功能是研究方法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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