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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

1 引言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使得城

市拓展区域越来越广，城市功能也越来

越全面。但由于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城

市绿化与地下水管路缺乏整体规划，使

得城市水资源受污染严重，在旱季缺水

严重，在雨季容易引发洪涝灾害，对人

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为了

解决这些“水”问题，我国大部分城市

都在建设具有净化、储蓄及释放水资源

功能的城市“海绵体”，以增加城市净化

水源、涵养水源、疏导城市洪涝的能力，

使得城市在面对暴雨、久旱、水污染灾

害时，具有自我调节的韧性，避免造成

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损失。

随着近几年的城市发展，人们普遍

将海绵城市与智慧化融为一体，共同为

城市的规划建设提供新的指导理念。“海

绵”与“智慧”相结合就是利用大数据、

云计算及物联网等新型信息技术对城市

内分布的绿化设施进行协同管理，使海

绵城市的建设更加高效，也有利于推进

我国海绵城市建设进程，在城市整体规

划管理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

更好地展现出海绵城市对于城市水资源

的控制作用，使得海绵城市的建设水平

不断提高 [1]。

2 智慧化海绵城市的建设理念
虽然我国的大部分城市都意识到了

建设海绵城市的重要性，但在目前的海

绵城市建设过程中仍面临着 3 个比较大

的问题。

①海绵城市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

可以完成的。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会涉及

到许多基础性设施的建设，不仅施工周

期长，而且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②海绵城市的改造范围广。在海绵

城市的建设项目中，绿地、花园、可渗

透路面、湖泊、池塘以及下水管道等都

是城市“海绵体”所包含的内容，并且

在建设过程中会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

海绵城市的建设质量也受到了人们群众

的高度关注，如图 1 所示。

③海绵城市的建设项目繁多。海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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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会涉及到多个项目同时建设，一旦

项目之间协调不慎就会产生不必要的矛

盾，阻碍海绵城市的建设进程，所以需

要对此进行整体规划和运转维持，以保

证各个项目的建设顺利进行。

这些问题的存在会阻碍城市海绵的

建设进程，影响海绵城市的建设质量，

因此，需要将“智慧化”理念引入到当

前的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才能够较好

地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通过对城市区

域内的径流量、年降雨量、河流水质等

相关数据的收集，然后利用计算机建模、

算法等技术手段来准确了解城市区域的

雨水信息，在评估工程建设难度的基础

上给出合理的建设方案，以此来缩短建

设时间，减少建设投资。其次，要充分

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建设网络平台，

将公众关心的建设信息发布在网上，积

极与城市居民保持有效沟通，并及时的

将人民群众反馈的信息予以回复，实现

海绵城市的全民建设。最后，面对各种

不同的施工项目的整体规划，仅依靠城

市部门的管理是不够的，需要借助现代

信息化技术和网络管理手段，根据网络

信息变化，有针对性地协调建设资源、

维护建设设施，从而最大程度地保障海

绵城市的建设。

 由此可见，智慧化海绵城市的建设

理念使得实际建设过程中的盲目性因素、

偶然性因素以及人为因素的干扰降到了

最低，利用科学技术使得整个工程的规

划更加合理，符合我国新时代城市的绿

色发展理念 [2]。

3 智慧化海绵城市的具体应用
3.1 智慧化海绵城市在建设规划方面的

应用

将该理念应用于城市的建设规划方

面会解决较为棘手的问题，例如，在建

设过程中，在没有对城市基础地形、径

流分布以及植被特点等基础信息进行了

解的基础上，常会高估海绵城市的建设

水平，从而设定不符合实际状况的建设

目标和设计规划方案，使得海绵城市在

建设过程中产生各种各样的漏洞。面对

这类情况，就需要利用目前高速发展的

信息化技术，通过对城市地理要素与自

然要素数据的收集、汇总、处理以及指

导检测，从而制定出更适合城市实际状

况的整体规划方案。智慧化海绵城市的

应用流程如图 2 所示，其具体应用方案

如下 ：

①利用智慧化海绵城市提供的大数

据支持，主要利用传感器技术、激光雷

达技术和 3S 技术（遥感、全球定位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手段，来获取城

市的降雨量信息、径流分布信息、绿化

土地信息以及地下水管路信息等。

②将获取的信息进行有效的处理分

析，从而对城市的净水储水能力、排洪

泻涝能力进行正确的评估，便于及时发

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并根据分析结

果来调整设计规划方案。 

3.2 智慧化海绵城市在运行管理方面的

应用

在城市的运行管理中将该理念的优

势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也需要运用“智

慧化”的技术手段。一项完整的海绵城

市建设工程不仅包括工程的施工建设阶

段，还包含工程完成之后的日常维护阶

段，这就需要城市在运行管理方面采用

有效的措施，才能避免优势资源的浪费。

比如，城市绿地、湿地具有涵养水源、

净化水源的作用，但如果日常维护管理

不到位就会遭到人为破坏，使得大量的

水资源得不到有效地收集 ；城市的小型、

中型以及大型基础设施常需要不时的补

充更换，以保证基础设施的功能发挥出

来，但相关部门管理不善，就会发生水

资源污染、水体破坏等问题。其具体应

用方案如下 ：

①在城市内布置多种信息收集装置，

形成信息探测网络，利用遥感技术实时

监测城市的水文数据，一旦发生道路堵

塞、污染等问题，就能利用监测信息察

觉出来，从而达到日常维护基础设施的

目的。

②对城市网络布局进行简单的分类，

寻找网络布局中的分叉、汇集点，即为

整个海绵城市建设的重点看护点，需要

重点加强日常维护，有利于实现雨水的

高效利用。

3.3 智慧化海绵城市在绩效评价方面的

应用

我国的智慧化海绵城市，无论是在

建设过程中，还是在建设结束后，都取

得了不错的成效，帮助我国的大多数城

市解决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

不断强化智慧化海绵城市在绩效评价方

面的作用，对于促进智慧化海绵城市建图 2  智慧化海绵城市的应用流程

图 1  智慧化海绵城市的建设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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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理念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应用具有非

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目前我国对

于水资源、水安全和水环境的检测还缺

乏统一的标准，这对该理念的推广是极

为不利的，所以尽快建设形成完善的绩

效评价体系是当前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3]。

智慧化海绵城市建设在绩效评价方

面的应用主要是为了通过对各种信息数

据的统计收集、分析以及检测，在充分

利用智慧化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在大数据

处理、云计算分析等方面的技术优势，

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构建一个多方面评价、

功能齐全的绩效评价体系。通过建立这

样的绩效评价体系，不仅有利于在我国

的大城市中，在控制水污染率、雨水资

源收集以及泻洪排涝能力等方面继续取

得良好的效果，还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

树立良好的标杆作用，促进智慧化海绵

建设理念在中小城市中的应用。

4 智慧化海绵城市的重点建设

内容
4.1 智慧化海绵城市的工程成本控制

相较于我国城市的传统建设方式，

智慧化海绵城市的建设，能够更好的利

用植被吸收雨水资源，疏通地下水管路

排泄洪水，实现真正的绿色发展。同时，

我国对建设智慧化海绵城市的大力支持，

也带了一些经济负担，所以对其进行严

格的成本控制显得尤为重要。智慧化海

绵城市建设本身就是规模庞大、施工周

期长、见效时间慢的基础性工程，随着

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

先进技术被应用到海绵城市的建设中来，

利用数据信息来实现对城市规划方案的

优化，并且促使各个建设项目向着更高

更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智慧化海绵城市建设包涵的

这些项目如此繁多，若是不进行严格的

工程成本控制，将会是很难实现的，成

本花费严重的话还会使资金链断裂，造

成更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智慧化海绵

城市建设过程中，对工程成本进行严格

的控制不仅是城市建设的首要环节之一，

还能够为我国的城市带来多方面的效益。

目前，对智慧化海绵城市建设的工程成

本控制主要由购买建筑材料、科技设备

和人员、器材使用费用等方面构成，对

资金投入的严格管理主要由相关政府负

责，当使用建设资金时，要求实施专项

管控，对各项资金出入进行详细记录 [4]。

4.2 智慧化海绵城市中景观用水系统的

管理

智慧化海绵城市在实际建设时，景

观用水量受到了人们的高度关注，需要

对城市景观用水进行严格的管理，用水

量过多会产生极大的浪费，用水量过少

则支撑不起整个城市的绿化体系，造成

损失。再加上有些城市的水资源比较稀

缺，对城市的景观用水系统造成了极大

的困扰。一般来说，城市景观用水的水

源大多是利用城市自来水网络和地下水

管路来进行供水，网络和管理的建设会

产生不小的建设成本，而通过对雨水资

源的吸收与净化，使其作为景观用水来

源，将能够更好的解决这一问题。这就

需要推进海绵城市的智慧化建设，对景

观用水进行智能化管理，将雨水直接提

供到景观用水的供水系统当中，再对城

市景观所产生的二次水进行回收利用，

经过二次净化后，还可以再次循环利用，

从而将景观用水系统设计成一个雨水循

环处理系统 [5]。

5 结语
智慧化海绵城市的建设，不仅良好

地解决了水资源污染、浪费等方面的问

题，还优化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提高了

人们群众的生活质量。由此可见，该理

念符合我国未来的城市生态发展理念，

并且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充分利用现代

信息技术来对城市环境进行管理检测，

实现了我国城市的智能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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