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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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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气候变化趋势

2020年8月24日，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中心发布

《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0）》，监测结果指出：

Ø 全球变暖趋势在持续。

Ø 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气

候极端性增强，降水变化区域差异明显、暴雨日

数增多。

Ø 我国生态气候总体趋好，区域生态环境不稳定性

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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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高强特大暴雨、飓风台风等极端气候频现，

城市内涝频发，城市基础设施面临挑战。

Ø 气候暖干化导致城市群水资源供给保障能力

不断下降，加剧社会和城市的脆弱性。

1.2 气候变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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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城市热岛效应增强，极端高温及蚊虫繁殖

传播疾病等事件风险增加，威胁居民健康。

Ø 海平面上升、风暴潮加剧，对沿海、沿江、

地质不稳定带的城市群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1.2 气候变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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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缓”和“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

两大对策，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Ø “减缓”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主要行

动的应对气候变化对策。

Ø “适应”是调整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以应

对实际发生的或预估的气候变化和影响，

其本质是行为调整，核心是趋利避害。

1.3 气候变化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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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海绵城市建设适应气候变化

Ø 海绵城市可解决雨水的“量和质”的问题，做

到合理的渗、滞、蓄、净、用、排。

Ø 海绵城市建设是城市发展理念和建设方式转型

的重要途径之一。

Ø 2013年，我国在华沙气候大会上正式发布《国

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并在城市层面提出建

设“海绵城市”，提高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综合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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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建设必要性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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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政府层面的要求
国家政策支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2015)

1. 将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

2.到2020年，城市建成区20%以上的面积要达到海绵城市

目标要求；

3.到2030年，城市建成区80%以上的面积要达到目标要求。

2013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

净化的海绵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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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政府层面的要求
国家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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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政府层面的要求
地方政府支持

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牵头负责统筹推进重庆市海绵城市建设、黑臭

水体整治以及内涝防治工作。

管理层面

委托重庆市城市管线综合管理事务

中心统筹开展海绵城市建设相关工

作

技术层面

成立重庆市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辅助建委开展政策研究、

标准编制、课题研究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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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实际情况的需要
高速城镇化带来突出环境问题

汇流时间缩短

峰值流量增大

水灾害频现

雨水资源流失

地下水位降低

水资源短缺

径流污染严重

面源控制较难

水环境恶化

城市热岛效应强烈

城市内涝原因之一

气候环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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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实际情况的需要

40%蒸发

10%地表径流
50%蓄渗

城镇化之前 城镇化之后

30%蒸发

55%地表径流
15%蓄渗

30%蒸发

20%地表径流

50%蓄渗回用

海绵城市

高速城镇化带来突出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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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实际情况的需要
重庆遭遇建国以来第二大的洪水过境

2020年8月20日，重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洪峰通
过中心城区。上游地区降雨不断、前一轮洪峰过境“余热
未消”、两江洪水相互顶托。本轮洪水过境重庆，水量大、
持续久、维持高水位时间长。

利用楼顶花园、湿地公园、可渗透路面和地下储水设
施，相关计划最终将吸收或重新利用落到中国4/5城区用
地上的70%降水。悦来新城是中央政府批准的（海绵城市）
试点之一。位于嘉陵江畔的悦来新城，几乎看不到洪水泛
滥的迹象。对于建在两大河流交汇处的重庆来说，这是个
好兆头。需要采取一种更绿色的（防洪）策略，但改变地
方层面上根深蒂固的长期做法并非易事。“海绵城市”计
划正赋予中国的城市化一些规则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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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海绵城市建设的基本特征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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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山水城市

Ø 主城区山体、林地、水系、湖库总面积约2471平方公里，约占

主城区面积的50%。

Ø 40座城中山体、2000余个各类公园遍布主城区内，绿地率达

38.79%、绿化覆盖率达42.50%。主城区内次级河流40条、二三

级支流2000余条，水系发达、纵横交错。

Ø 主城区内小Ⅱ型以上水库212座。其中，现状190座、规划22

座。

Ø 主城区内布置16座湿地公园。其中，现状3座，规划13座。

3.1 典型山地城市——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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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典型山地丘陵地貌

地貌以丘陵、低山为主。大于7度的坡地占总面积的88%，

径流流速快，地貌侵蚀强烈。

Ø 表土层浅薄

重庆土壤类型以紫色土、水稻土为主。表土层浅薄，紫

色土平均厚度18.5-23厘米，水稻土平均厚度17.9-19.9厘米。

Ø 降雨充沛、多大雨、雨型急促

年平均降水量1125mm。大雨及暴雨降水量贡献率大，约

占年降雨量的40%以上。雨峰靠前、雨型急促、降雨历时短、

短时形成暴雨或强降雨，易形成洪涝灾害。

3.2 山地城市典型特征
山地城市自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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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用地紧张，道路断面小

地势起伏，用地紧张，建筑物建造密集，地下

管线错综复杂，可利用的地下空间较少。

Ø 城市道路地面波动多、起伏大

地形、地貌复杂，地势起伏大，局部地区坡度

较陡，不利于重力排水管线布置。

Ø 城市下垫面硬化率高，逢雨即涝

建成区不透水路面增多，低洼地区排水困难、

常常发生内涝现象。

3.2 山地城市典型特征
山地城市城市建设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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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主城区现状特征—雨急坡陡径流快

Ø 降雨充沛、多大雨、雨型急促
l 年平均降水量1125mm。
l 大雨及暴雨降水量贡献率大，约占年降雨量
的40%以上。
l 雨峰靠前、雨型急促、降雨历时短、短时形
成暴雨或强降雨，易形成洪涝灾害。

近30年日降水分析

3.3 典型山地城市暴雨径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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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海绵城市建设难点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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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水环境治理与海绵城市的关系

景观生态塘

PP调蓄池

Ø 水环境治理是海绵城市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海绵城市建设的

突破口和推进的重要抓手。

Ø 水环境治理中的面源污染的削减

可以通过海绵城市建设实现。

水环境综合治理要从水安全、水质提升、水生态、水景观以及水管理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通过水环境

综合治理不仅有助于控制目前已有的面源污染等问题，还可以提升水环境系统的生态功能，同时通过对雨水径

流的滞蓄和净化，加快城市水环境治理进程，最终实现水环境的长制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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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污分流不彻底，雨天混流污水溢流严重、污水处理超负荷

Ø 农村、老旧城区分流制改造不彻底

散排污水时常汇入雨水管道，使得出现雨污分流不彻底的问题。

Ø 污水干管雨季溢流污染严重，污水厂雨季超负荷等问题亟待解决

厂网“集散”设置不合理，污水收集率低、风险大

Ø 建成的污水处理以集中为主

覆盖区域广、建设周期长、投资成本高、污水收集管路长。污水流行时间长、雨水

和地下水易混入。

Ø 重力流污水管道跨流域布置难度大，收集率普遍低

4.2 山地城市水环境治理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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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库补水需求大，再生水地方标准缺乏

Ø 达不到沿线河流、水库生态基流要求

重庆市次级河流常年缺水，甚至季节性断流现象，就地补水需求量

巨大。

Ø 目前尚未形成再生水地方标准体系，再生水地方标准缺乏

雨水径流污染、水体污染严重

Ø 山地城市生活污水排放无序、水体自净能力不足

Ø 径流污染较为严重

目前重庆主城区40条一级支流中有16条（27段）呈黑臭状态，约

占40%。

4.2 山地城市水环境治理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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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评估工作参与度低，机构缺乏

Ø 第三方机构参与度过低

因为缺乏生态建设和环境工程相关工程咨询资质，参与度不高。

Ø 综合性评估咨询服务单位缺乏

难以满足水环境治理第三方评估服务需求。

Ø 现有评估咨询服务单位人员专业领域较单一

难以满足水环境治理评估咨询服务的综合性和专业性要求。

Ø 水环境综合治理措施缺乏相应技术指南

难以科学评判水环境综合治理效果。

4.2 山地城市水环境治理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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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山地城市水环境治理存在问题
回水区污染反复，水体富营养化明显

Ø 支流回水区水体富营养化趋势明显

回水区氮、磷污染负荷重且扩散不畅，使得水质下降。

Ø 支流回水区管理权限不明，存在多头管理问题

管理职责的交叉、重叠和水环境专业知识的缺乏，不利于水环境问题的解决。

Ø 水污染治理措施不能适应支流回水区水位变化

回水区在蓄水前后存在较大的水位落差，现场水环境情况特殊且复杂，在治理支流回水

区污染时，要充分论证治理措施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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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面源污染是水体污染的主因之一

重庆是三峡库区最大的面源污染城市，街边油污随雨水直排入河湖，且日益恶化。

Ø 污水处理设备老旧，技术人员匮乏

重庆生活污水以集中处理为主，设施设备陈旧老化，缺少技术人员，污水处理易不达标排放。

Ø 养殖业、种植业容易带来农肥污染，造成地下水污染。

部分农肥存在高毒、低效、高残留问题，过量农肥易使土壤受到污染，并从中流入地下水中。

Ø 部门分管混乱，权责不明

相关部门工作完美衔接存在困难，导致部分问题难以解决。

4.3 山地城市水污染治理难点



28 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山地海绵城市建设发展对策

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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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山地海绵城市建设发展对策

Ø 统筹兼顾，系统化布置

全流域治理方面

水资源利用方面

Ø 高收低用，自然循环，整合季节性变化，进行科学调控

政府部门方面

Ø 多部门联动，多功能兼顾，全过程紧密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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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加强山地海绵城市建设制度保障
制度保障

①在规划、方案、初设、施工
图等多个阶段实行海绵城市专
项审查，必须将海绵城市建设
要求纳入其中；

③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应同时
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雨水
利用设施；

②海绵城市建设区域住
宅小区、单位内部景观
用水和其他市政杂用水
应使用雨水、中水；

④海绵城市建设要求需纳
入“两证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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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加强山地海绵城市建设制度保障

景观生态塘

PP调蓄池

Ø 提高站位，高度重视海绵城市建设

• 深刻认识海绵城市的内涵

• 全面落实国家考核要求

• 高度重视海绵城市建设

Ø 学习借鉴，充分吸收海绵城市建设经验

Ø 凝聚共识，共同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 加强资金保障

• 做好评估考核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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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合理制定海绵城市控制目标，建立科学指标体系
合理规划

城市雨水管渠系统

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

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
山地海绵城市控制目标

综合控
制目标

总量
控制

峰值
控制

雨水资
源化利
用

污染
控制

渗透、储存、调节、
转输、截污净化

径流雨水收集、转输、
排放

渗透、储存、调节、
转输、截污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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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以问题为导向，因地制宜解决问题
因地制宜

Ø 结合山地城市地形地貌，构建山地

特色“斑点共生”、“立体绿化”

的立体海绵系统。

Ø 水平多斑块，分散式、区域化布置

海绵设施。

Ø 垂直多功能，沿高程、陡坡面布置

海绵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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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结合城市建立特色立体海绵系统

Ø 利用山地城市自然地形：

• 层层截留

• 层层净化

• 层层利用

PP调蓄池

n 通过“立体绿化”及“高蓄

坡滞低缓排”构建立体海绵

系统。

n 构建具有重庆山地特色的立

体海绵系统，提升城市生态

环境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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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山地海绵城市对策建议小结

对策建议

制度保障

合理规划

因地制宜

蓝绿线划定及保护

技术规范与标准

有效的技术系统

科学的指标体系

立体海绵系统

水平多斑块、垂直多功能

规划建设管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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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