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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城市建设#海绵城市$探索
!!!以衢州市城区为例

吴红雨!张双根
%浙江九州治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 衢州!"$+%%"&

!摘!要"!针对山区城市衢州城区蓄水性较差的地质条件和时间上相对集中降水特性'宜采用外蓄内滞同时结合

城区内部排水系统的改造和基于低冲击开发措施的面源污染控制等措施'不仅可缓解城市的防洪压力'又可打造

具有弹性的山区海绵城市(

!关键词"!山区城市) 海绵城市) 外蓄内滞) 年降雨总量控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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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城区位于浙江省西部$"三面环水$一面靠

山#$属于典型的山区地形% 衢州城区傍水而建$河流

众多$外江主要有"八大水系#$即衢江&常山港&江山

港&乌溪江&石梁溪&庙源溪&上山溪和下山溪% 城区内

部水系的主要水源为黄坛口水库下游石室堰干渠$水

系自南向北流经南片区&主城区$汇入衢江% 内河水系

发达$纵横交错$呈现 "四横四纵#的格局$共包括沙溪

沟&吕宅河等 $) 条水系$总计 #%&R;$水系上共有水闸

#) 座$泵站 $ 座$如图 # 所示%

海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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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遇到

降雨能就地或者就近吸收&存蓄&渗透&净化&调节水循

环$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让城市变

为能够吸纳雨水&过滤空气&过滤污染物质的超级大海

绵$具有降温&防洪&抗旱&捕碳等效益1#P$2

% 海绵城市

的建设以"渗&滞&蓄&净&用&排#为主要手段以达到提

高降水总量控制率和改善水质的目的$山区城市独特

的地质地貌特性在建设海绵城市中应以"滞#和"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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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衢州城区水系分布

为主要手段$同时兼顾"净#和"排#

1"P(2

%

$(问题提出

海绵城市设计理念的提出是对雨洪利用理论的创

新认识和发展1)P&2

% 衢州城市防洪体系未健全$城区按

(% 年一遇防洪标准设防$但防洪闭合圈未完全形成$

流域控制性枢纽尚未建成$局部区块未达到设防标准$

且少数骨干水系出口仅设置闸门$当外江水位超过设

计限制水位时极易形成城区"看海#现象%

城市排水系统建设滞后$城市水系不畅通% 城市

建设一直存在重地上而轻地下的问题$在城市排水管

径设计等方面缺乏预见性&标准不高% 市区统一有效

的排水体系还未形成$主要区块间排水系统存在不衔

接的问题% 城市扩张过程中$部分区域的排水设施系

统建设滞后% 随着城市的开发和建设$湖塘水系被侵

占$面积逐步缩减$城市"渗&滞&蓄#能力下降% 部分

区段开发对城市地下排水系统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

影响其功能的正常发挥%

#(基本思路

衢州城区降水时空分布不均$主要受梅雨影响$降

水量年内分配呈单峰$雨季出现在 ".) 月或 +.' 月$

最大日降水量常出现在 ( 月或 ) 月$多年平均最大月

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S T$%S$最大连续 + 个月

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百分比为 (%S T)%S%

根据浙江省区域地质资料表明$衢州城区位于金

衢盆地$主要为冲积河谷平原$ 地质层为粉细砂层厚

度 #H%% T#H#%;$卵石层厚度 $H#% T"H)%;$其下及即

为强风化泥质粉砂岩$整体透水性较强$蓄水能力

较弱%

衢州外江洪水暴涨暴落$源短流急$以水库蓄水为

主要手段控制降水总量% 衢州内河纵横交错$水系发

达$区块内的降水由内河滞水为主要手段控制降水总

量$同时将水系打通排涝途径$以达到排涝的目的% 在

暴雨过后$滞蓄的雨水可用于外江和内河水质改善$以

达到净水的目的%

%(降水控制率

收集衢州雨量站 #*&+.$%#+ 年共 "% 年降雨资

料$通过统计分析$得到年降雨总量控制率与设计降雨

之间的统计关系图-见图 $/$在确定年降雨总量控制

率的基础上查算其对应的设计日降雨为 $"H");;%

图 #(衢州城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与设计降雨量关系

6H外江水控制率% 衢州城区以上集水面积

&#)$R;

$

$径流系数 %H('$日径流量 #H## 亿 ;

"

% 城区

以上共建有大型水库 " 座$白水坑水库&碗窑水库&湖

南镇水库防洪库容 #H#( 亿 ;

"

$中型水库 ' 座$防洪库

容 %H(( 亿;

"

$总防洪库容达 #H' 亿;

"

$可以满足 '(S

的日降水总量控制率%

BH内河水系控制率% 城区集水面积 (%R;

$

$径流

系数 %H&($日径流量 **H) 万;

"

% 城区建有南湖及斗潭

,&,



湖$水面面积 *H)万;

$

$其他水系水面面积 #%H" 万;

$

$

总水面 #*H* 万;

$

$总水系容积 +*H' 万 ;

$

% 水系容积

控制降水总量达 +*H*S% 内河水系以滞洪错峰为主

要手段$内涝峰值过后打开闸涵排出%

为了不影响城区排涝$在重要核心节点设置水位

观测点$并设置最高警戒水位$警戒水位宜低于渠顶高

程 %H";$一旦水位达到警戒水位即开闸排涝% 同时设

置雨期蓄水位$宜低于警戒水位 %H(;$一旦水位低于

雨期蓄水位即关闸蓄水$可用于后期水质的改善%

'(主要建设内容

衢州市海绵城市的总体实施路径$包括生态修复&

旧城改造&绿道建设&基础设施完善等四个方面$遵循

"渗&滞&蓄&净&用&排#的六字方针$系统地解决城市

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问题%

6H串联现存水系$使得城区内部水系连通$增加

有效蓄水容积$同时维护和恢复河道及滨水地带的自

然形态% 改造混凝土等硬化河堤$恢复自然河岸$增加

雨水下渗能力$同时使河岸恢复生机$提高河流的自净

能力%

BH转变现有排水防涝思路$加强对周边雨水衔

接% 由传统的"快排#模式$向海绵城市的"渗&滞&蓄&

净&用&排#的方式转变% 将雨水的渗透&调蓄和净化与

城市雨水管网系统&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相衔接$将

大排水系统与小排水系统相互协调$并对周边的汇入

水量进行统筹考虑$在预处理和溢流衔接上留有余地

和余量% 将传统的防洪&排涝&市政与绿地相互割裂的

几个系统通过有机的融合$形成传统的管网&泵站&堤

防等"硬性#工程措施与低冲击开发的"柔性#措施有

机结合的综合性的新排水防涝体系%

;H基于低冲击开发措施的面源污染控制% 衢州

市试点片区的海绵城市建设的核心目标之一为"净#$

以"源头管理#为理念$在城市更新过程中$采用屋顶

绿化&下凹式绿地&雨水花园&小型湿地&透水路面&植

被缓冲带等措施$一方面直接减少城市径流$从而减少

进入水系的面源污染$另外一方面$通过这些低冲击开

发措施中的植物对水体中污染物的拦截&吸附&降解作

用$促进水体的自净$有助于水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

/(小(结

针对山区性城市独特的地质地貌特征1+2和时空分

布不均的降水特性$宜采取外蓄内滞为主要手段$同时

结合城区内部排水系统的改造和基于低冲击开发措施

的面源污染控制等措施% 衢州是一个降雨相对集中的

亚热带城市$相对于传统的城市开发建设模式$"海绵

城市#建设对于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问题都具

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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