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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城市水环境韧性规划研究 
—— 以新加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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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气候变化及由此产生的强降水、城市内涝、

极端气候等自然灾害使城市遭受不可忽视的人

口伤亡与经济损失。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给城市

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与潜在危机，逐渐成为城

市关注的热点议题。全球诸多国家与地区以顶

层设计的形式出台了以韧性、气候适应性、防

灾等为核心目标的行动文件。如我国台湾省以

城乡和时序的视角确立韧性规划体系，分别针

对都市与非都市编制规划，明确灾前、整备、

灾中与灾后的规划任务，确立了韧性规划在国

土规划中的重要地位 [1]。荷兰鹿特丹通过了《鹿

特丹气候防护规划》（Rotterdam Climate Proof）

并由政府部门发布《鹿特丹水计划》（Water 

Plan 2 Rotterdam）；美国纽约制定发布的《一

个更强大、更具韧性的纽约》（A Stronger, More 

Resilient New York）；日本颁布了《国土强韧化

基本法》[2]，探索出一条通过韧性规划来应对气

候变化及相关风险的城市发展道路。

新加坡是一个地处赤道附近、气候炎热潮

湿、降水丰沛的热带城市国家，也是地域面积狭

小、人口稠密、建设强度高的岛国。2015 年新

加坡国家环境局（NEA）编制的《新加坡第二次

国家气候变化研究》（Singapore’s Second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Study）指出 [3]，气候变化带来的

海平面上升会导致海水侵蚀与土地流失，威胁着

新加坡的国土安全。预测显示新加坡雨季与旱季

的降水量差异将持续扩大，迫使淡水资源禀赋不

足的新加坡建设跨季节的水资源调蓄系统；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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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气候变化给城市规划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而韧性规划为提升城市

安全性和稳定性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与技术支持。新加坡在气候变化过程中面临水资源短

缺、极端气候、雨洪灾害等多重威胁，采用了韧性规划来应对此类危机。本文采用文献

研究和综合分析等方法，分析新加坡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如何将韧性理念融入规划体系，

以实现水环境与城市空间的健康发展。结合不断演进的涉水政策和完备的规划体系，新

加坡制定了水资源调蓄、水生态复育、水安全防控、水气候调节四个方面的韧性规划对

策，并通过制定设计导则、重组部门架构、多主体协商等方法确保对策实施落地。借鉴

新加坡气候变化背景下针对水环境的韧性规划方法，本研究将为我国城市韧性规划提供

经验借鉴，探索规划编制体系、策略体系与实践体系等方面的提升途径。

Abstract: Climate change has brought many challenges to urban plann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ilience planning provides effective theoretical and technical supports 
for improving urban safety and sta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climate change, Singapore faces 
multiple threats such as water shortages, extreme weather and rain and flood disasters, 
and adopts resilience planning to deal with such crises. This paper uses literature research,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o analyze how Singapore integrates the concept 
of resilience into the planning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limate change to achiev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water environment and urban space. Singapore has adopted 
an iterative and evolving water planning policy and an integrated planning system, and 
formulated resilience planning strategies in four aspects: water resources regulation and 
storage, wat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water safet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water climate 
regul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untermeasures is ensured by the formulation of design 
guidelines, reorganization of departmental structure, multi-agent negotiation and other 
methods. Drawing lessons from Singapore’s resilience planning methods for the water 
environ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limate change in Singapore, this study provides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urban resilience planning in China, and explores paths to 
improve planning system, strategy system and pract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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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的强降水事件也对雨洪管理能力

提出了挑战（表 1）。此外，全球升温

将加剧高密度城市的热岛效应，城市需

善用地表水体资源，调节局地微气候，

提出可靠的高温应对方案。

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集中作

用于新加坡的水环境，对水资源、水安

全与滨水生态提出更高要求。在此背

景下，新加坡市区重建局（URA）2019
年颁布的总体规划中，将建设可持续

且韧性的城市作为城市发展指向之一。

配合其他部门推出的相关文件，新加坡

形成了以韧性理念引导的空间规划体

系，包括在气候变化导致城市水环境波

动时，城市应对冲击的规划技术手段，

以达成稳定水资源供应、恢复水生态健

康、强化水安全防控及缓冲极端高温气

候等目的，实现城市空间与水环境的协

调发展。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聚集着大量

经济发达的高密度城市，与新加坡具有

相似的空间特征。在全球气候变化过程

中，这类城市也面临着与新加坡相似

的危机风险。为了实现城市高品质发

展，可以分析借鉴新加坡的建设经验，

构建有针对性的水环境韧性规划体系，

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城市水环境问题，

提升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文将在梳理新加坡涉水规划体

系架构与理念演进的基础上，探讨在

水资源、水生态、水安全、水气候等

多方面的规划策略，并探索适用于不

同空间尺度的技术方法与管理经验，总

结新加坡水环境韧性规划经验，从而

提出适用于我国的韧性规划策略。

1  概念解读

1.1  韧性与城市韧性
加拿大生态学家霍林（Holling）

首次提出“生态韧性”概念，这一概念

强调生态系统在变化与冲击下自我恢

复和重组的能力 [4]，被认为是现代韧性

研究的起源。随后，韧性概念经历了多

次概念的外延与拓展，福尔克（Folke）

将韧性观点分为工程韧性、生态系统韧

性和社会—生态韧性三种类型，得到广

泛认同 [5]。相比于霍林最早提出的概念，

社会—生态韧性展现出对系统运行机

制更加完善的认知。社会—生态韧性

描述了一种适应性循环的混沌平衡状

态，是系统在受到不确定因素干扰时，

能够吸收冲击、恢复状态并持续发展

的能力，即保持平衡状态时可吸收的

扰动量、系统自我重组的能力与提高

学习和适应能力的综合叠加 [6]。

城市是典型的社会—生态系统，韧

性概念也适用于城市研究。国内学者将

“城市韧性”解读为在城市系统与区

域尺度中，通过合理准备来缓冲和应对

不确定性扰动，确保公共安全、社会秩

序和经济建设正常运行的能力 [7]。有学

者将城市韧性概念拓展成为更具体、更

有可实施性的韧性特征，包括稳定性、

冗余性、适应性、灵活性、协作性、自

学习能力与自组织能力等 17 个指标 [4]。 

随着韧性概念的拓展，城市韧性研究

逐渐突破工程建设与生态系统研究等

领域，延伸至气候变化适应性、灾害

风险管理、经济衰退应对等多个方面。

其中灾害风险管理研究包括对地震、洪

灾、流行病等人为或自然冲击及其次

表 1  新加坡气候变化现状与预测

气温 极端高温频率 降水量 风 海平面

已观测到

的变化

1948—2016 年，年平均气

温每十年上升 0.25℃
自 1972 年起，高温天数上升，

夜间低温天数下降

1980—2016 年，年均降水量每 10
年增加 101 mm

风向受东北和西南季风影

响，风速取决于环境，没有

明显变化趋势

1975—2009 年，新加坡

海峡的海平面每年上升

1.2~1.7 mm

气候变化

预测

至 21 世纪末，日均气温

将上升 1.4~4.6℃
21 世纪内 2—9 月的高温天

数将增加

雨季（11—次年 1 月）和旱季（2
月、6—9 月）降水量差异更大，

强降水事件频率增加

新加坡将持续受东北与西南

季风影响，在东北季风期间

风速可能加大

至 21 世纪末，海平面将

上升 0.25~0.76 m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3]整理

生灾害的应对措施。总体而言，城市

韧性的创新点在于以城市面临的潜在

冲击为问题导向，通过合理的规划和

管理手段来应对问题。不局限于关注

物质空间建设的单一目标，而是关注

城市在多源不确定性环境中，探索应

对问题的逻辑及所采取的社会体系建

构方法 [6-7]。

1.2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韧性规划
随着城市韧性理念发展与规划实

践探索，以韧性为理论支撑、以空间规

划为技术手段的相关研究逐渐与应对气

候变化、预防并缓解城市灾害的目标

融合，形成一系列理论成果和实践经

验，包括贯穿不同空间层级的韧性城市

规划方法与实施路径 [8]，聚焦城市片区

和特定空间类型的空间设计方法 [9]，以

行政手段推动韧性规划落实的体系建

构 [10] 等。近年来，在此类国际视野的

研究中，新加坡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规

划与管理经验得到了一定关注。邹乐明

（Chou）关注了新加坡综合城市沿海

管理（IUCM）框架，指出它能够建立

政府与利益相关者的协作关系并强化

治理政策及流程的连贯性 [11]。陈加信

（Chan）认为这一框架是综合了社会

经济因素的整体洪水风险管理办法 [12]。

布拉尔（Bhullar）评估了新加坡的水政

策对气候变化的贡献，并尝试将这些

政策和实践经验推广至其他水资源脆

弱的国家和城市 [13]。

在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新加坡面

临的问题集中在水的资源供给、滨水

空间安全、滨水生态系统保育和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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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舒适度等方面，要求城市具备抵

御水环境冲击的韧性。故新加坡韧性规

划以抵御气候变化导致的各类水环境

冲击为核心目标，以恢复城市功能正

常运转并持续健康发展为愿景。本文

所提倡的“水环境韧性规划”可以理

解为，将水环境规划要素融入城市规划

编制体系，制定水体及其临近空间环

境的规划策略并进行相应的空间设计，

建立实施与管理体系，使城市水环境

在韧性理念的指导下抵御气候变化带

来的冲击，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2  新加坡水环境规划编制体系

2.1  涉水政策措施演进
水资源供给不足和雨洪灾害频发

是制约新加坡城市发展的瓶颈问题。新

加坡早期（1960 年代—21 世纪初）采

取了一系列增加淡水供给和管理洪险

的举措（表 2）。独立之初，新加坡仅

有占国土面积 11% 的集水区和三个水

库，缺少收集、储存降水的空间，因

此 1972 年水务总体计划（Water Master 

Plan）中提出扩展集水区并增建水库以

提高水资源供给能力。随后，1970 年

代中期，一个能够整合不同城市基础

设施管网的规划方案应运而生 [14]，即

在有限国土面积内构建全域排水方案，

以解决城市内涝问题。

21 世纪以来，增加供给和管理洪

险这两个独立的目标被“与水共生”

这一表述取代。“与水共生”描述了一

个多目标的城市发展图景，在持续关

注水资源与水灾害问题的基础上，将生

态要素与景观要素，城市休闲娱乐等

文化要素以及气候变化与海平面上升

等议题纳入考量，体现出新加坡在水

环境领域对潜在冲击的认知不断拓展。

相应地，韧性理念从单一目标拓展为

多元目标，应对措施从基础设施建设

演化为社会—生态全方位建设。

表 2  新加坡不同时期有关水管理的政策措施

项目 时间 政策或措施

增加供应

1963 年 公共事业局（PUB: The Public Utilities Board）作为一个法定委员会成立，负责电力、燃气及水资源的供应

1965 年 发展私人与殖民地政府资助设立的水库

1965—1969 年 发展三大保护性集水区：麦里芝水库（MacRitchie Reservoir），贝雅士蓄水池（Peirce Reservoir）和实里达蓄水池（Seletar Reservoir）

1972 年 公布水务总体计划，提出发展集水区和蓄水池以收集雨水，从而增加本地供水。计划还提议使用诸如水回收和海水淡化等非常规方

式拓展水资源渠道，但由于可行性问题而搁置

1975—1981 年 通过对克兰芝（Kranji）、班丹（Pandan）、慕莱（Murai）、波扬（Poyan）、莎琳汶（Sarimbun）和登珈河（Tengah）河筑坝，在新加

坡西北部建立了第一个非保护性集水区

2004 年 启动水库一体化项目，通过水库间的水资源转移调配、平衡供需、提高整体蓄水能力

2004 年 实施“四个国家水喉”（Four National Taps）计划，增加水源选择，保障水源供应

管理洪险
1966 年 启动武吉知马（Bukit Timah）防洪工程计划

1970 年代中期 实行排水总体规划（Drainage Masterplan），以优化管理排水系统，并为日后排水系统的扩建预留空间

与水共生

2001 年 公共事业局改革，归为环境和水资源部的法定委员会，负责确保高效可持续的供水，监管监督整个供水、集水、排水系统

2002 年 正式公布新生水（NEWater）、循环水计划以拓展水资源来源

2005 年 第一家海水淡化厂成立，海水淡化技术正式投产

2006 年 启动“活力、美观、清洁水项目”（Active, Beautiful, Clean Waters Program，下称 ABC 水计划），旨在通过水体改善提高人居环境质量

2008 年 滨海湾水坝（Marina Barrage）完工，提供防洪、供水和娱乐功能

2016 年 发布气候行动计划（Climate Action Plan），目标是到 2030 年减少 36% 的碳排放，减缓海平面上升

2019 年 实施零废物总体规划（Zero Waste Masterplan），启动零废物元年

目前 提高最小填海面积并恢复红树林以减缓海岸侵蚀；在地下捷运站安装防洪屏障，并以更高标准建设樟宜机场 5 号航站楼和新的塔斯

（Tuas）特大港，以应对海平面上升威胁；研发新的生物技术以减少回收和淡化水的能源需求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4]

2.2  规划体系中的水环境
新加坡的城市规划体系包含概念

规划（Concept Plan）、总体规划（Master 

Plan）和规划实施三个层级，城市设计

融入每个层级。在城市规划与设计框

架内，每一层级都将水环境纳入考虑

并体现在规划编制成果中。在空间规

划和实施管理的过程中，针对水环境

问题的韧性措施可以与规划体系衔接，

将韧性理念转化为针对水环境的空间

设计方法与实施手段。

新加坡的概念规划与我国城市总

体规划类似，内容包括制定城市长期发

展目标、明确土地策略等，是基于以人

为本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从战略层面

对城市发展作出部署的顶层规划。已有

的 1971、1991、2001、2013 四版概念规

划均不同程度回应了与水环境相关的

资源供给、生态环境、安全和气候调节

等问题（表 3）。早期概念规划中，水

环境相关内容聚焦于水资源调蓄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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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建设；后期则加入了气候变化、

蓝绿网络、生态基质、弹性用地等内容，

有针对性地解决城市面临的潜在冲击。

新加坡的总体规划是具有法定性

质的详细土地利用规划，相当于我国

的控规，与针对全域的专项详细控制

规划和针对市中心的城市设计导则相

配套。例如，公园水体专项规划确定了

社区尺度内的绿地水体边界与绿地水

体的不同用途，尽可能地使蓝绿系统

相衔接，形成多尺度联通的廊道网络。

城市设计导则中确保水体绿地与视线

通廊、开放空间、滨水界面、开发强度

等空间要素相协调，在保证蓝绿要素

调蓄涵养、行洪防灾等功能的基础上，

提高水体景观价值和社会认同。

进入实施阶段，水环境韧性规划落

实为城市微观空间的规划设计与实施。

以 2006 年新加坡公共事业局与德国戴

水道设计公司共同启动的 ABC 水计划

为例：在规划编制方面，ABC 水计划

提出与不同空间尺度相适应的水环境

设计导则和微观尺度内的实施及应用

方法，并基于活力、美观、清洁与创

新等四要素构建 ABC 水计划项目实施

评估体系，使整个操作过程有据可循；

在规划实施方面，公共事业局多次更

新 ABC 水计划，保证其涵盖前沿的水

环境设计技术和适应实际需求的管理

运维经验 [16]。

纵观新加坡规划体系中涉水部分，

在概念规划制定城市发展目标与土地

策略的基础上，从总体规划到各类专项

规划与实施导则层层推进，形成了从整

体到局部，从目标到落实的完整的规划

体系，涵盖了“明确策略—编制规划—

实施管理”的城市规划全生命周期，将

水环境要素纳入城市规划的各个编制

层级中。配合以从 1970 年代开始实施

的各类政策措施，新加坡的韧性规划展

现出编制与实施并重、理念代际更迭、

目标切实可行的特征。

3  新加坡水环境韧性规划策略

解读市区重建局、环境及水资源

部（MEWR）、公用事业局等相关部门

推出的文件后，本文拟将新加坡与水

环境相关的韧性规划策略分为水资源

调蓄、水生态复育、水安全防控、水

气候调节四个方面，形成策略层的整

体认知。

表 3  新加坡历版概念规划涉水内容

涉水内容 1971版概念规划 1991版概念规划 2001版概念规划 2013版概念规划

水资源 严格保护中央蓄水区

（central water catchment area）

— 加强建设能够涵养水源的生态基质 —

水生态 将城市主要休闲娱乐区从中央蓄

水池转移至海岸带

清理河道、美化环境 建设连接各公园的廊道系统 —

水安全 规划大面积且连续的自然调蓄区 — 完善绿色基础设施 考虑到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问题，将大量的

滨海用地转变为弹性用地，增强土地的防洪储备

水气候 — 鼓励新建住区靠近水域 构造多中心层级化的市区蓝绿网络 保持滨海开放空间连续性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5]整理

雨洪水管理 降水 海洋 4种净水设备处理废水

处理后的水

间接饮用

17个集水水库 3个淡化设备

515 km非饮用水
传输网络

5个NEWater工厂

3 500 km下水道收集废水

家庭用户

工厂

8个水处理设备将
原料处理为饮用水

运输分布网络
（5 500 km）

图 1  新加坡水资源循环利用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 [18]

3.1  水资源调蓄
新加坡收集、储蓄降水的能力受国

土面积制约，加之气候变化影响下，雨

季与旱季的降水差异持续扩大，对地表

跨季节存水量平衡造成威胁。故新加坡

迫切地需要建设一套能够保证全年稳定

且水量充足的水资源调蓄系统，克服气

候因素带来的降水量波动对供水系统的

冲击。公用事业局所采取的水资源调

蓄核心策略包括：充分收集每一滴可

利用的水资源，如结合土地利用设置

大量集水区和雨水收集池；充分循环利

用水资源（图 1），如在集水区内实施雨

污分离，中后期较洁净的雨水处理后就

近输送至水库，初期雨水及生活污水循

环再生或外排入海 [17]；拓展水资源来源，

使用包括集水区供水、进口水、新生水

（NEWater，图 2）、海水淡化水等在内

的多种水资源；启用灵活的海水淡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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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18]，如将淡化设施埋于地下，丰雨季可

处理蓄水池淡水，旱季则可淡化海水 [19]。

3.2  水生态复育
气候变化导致沿海、沿河湖的生

态系统退化与生物多样性衰减。水生态

复育策略以抵御生境退化为目标，维

持生物多样性，抵御洪涝灾害，恢复

自然过程，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压力，

并提高滨水空间品质 [20]。

传统的雨洪管理方法通常是开凿并

拓宽水渠和河流，铺设混凝土驳岸，在

增强水运输能力、减少坡岸侵蚀的同时

却也破坏了滨水生境。ABC 水计划创造

了新的雨洪管理思路：雨水在排入公共

河道之前，进入规划的雨水滞留系统（水

箱、水池）以削减强降雨的高峰流量，

减轻对下游水体的威胁。同时，雨水滞

留系统是环境友好的绿色基础设施，雨

水花园、生物滞留沼泽和湿地不仅可以

改善水质，还有利于恢复生物多样性并

创造美学效果，将环境、水体、社区无

缝衔接在一起（图 3, 图 4）[20]。其中璧山

宏茂桥公园改造中运用的生物微群落下

渗系统既能充当天然净化设施，也可“软

化”河道，塑造可参与式景观，还可维

持物种平衡，实现水源涵养、生物保育

与生境优化的生态友好性结合。

3.3  水安全防控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雨洪灾害和

海平面上升导致的海岸线侵蚀成为威

胁水安全的主要问题，保护海岸线与

减轻洪水风险是 2019 版新加坡总体规

划中建设韧性城市的重要举措 [21]。

为了应对海岸线侵蚀，新加坡以

海岸线建设适宜性评价研究为依据，制

定长期的海岸线保护计划。其中硬质工

程以增强海岸抵御力为目的，如建设大

量用于保护海岸线的基础设施，包括防

水回收设备
收集并处理废水，达
到国际水质标准

处理过的
废水

微滤
过滤掉细菌等细小
颗粒

反渗透
去除污染物，净化为优
质水

紫外线消毒
紫外线消毒确保杀死水
中全部生物，添加化学
物质调节pH，NEWater
已可以使用

NEWater
高品质净化水

NEWater主要
为工业用水，
旱季时加入水
库中与原水
混合

图 2  新生水（NEWater）技术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 [18]

使用收集的
水浇灌植物

水体收集雨水

水生植物和基质净化收
集到的水，并美化环境

改善水质提高了水体的
美学和娱乐价值

图 3  ABC 水计划倡导的水环境情境
资料来源：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 [20]

图 4  麦里芝蓄水池中的雨水滞留系统
资料来源：作者拍摄

图 5  用于保护海岸线的基础设施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1]

防洪墙

防洪闸
和泵站

护岸

波堤、土丘、护岸、海墙、防洪闸门和

泵站等（图 5）。对于淡水水库及相关

水泵等关乎水资源供应的关键设施，新

加坡建造防洪堤坝并将泵房设施置于其

保护之中。而软质工程以养护修复等更

为环保可持续的方式为主，如国家公园

局（NParks）致力于研究红树林的保护

方法，对重要湿地及自然岛屿设立保护

区，防止红树林栖息地减退，保护自然

岸线免受侵蚀，维持自然岸线的生态防

护功能。

面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强季风降水

引发的洪水灾害，规划部门将雨洪集

水排水过程分为源头—路径—受体三

个阶段，即在源头上降低地面雨水径

流速；在路径上提高排水输送能力；

在受体上约束雨流去向，保护可能受

其影响的区域，从而有序地收集雨洪、

减轻灾害，储存并再利用雨洪水资源，

所采取的措施见图 6。

3.4  水气候调节
新加坡努力构建健康水域，积极

抵御气候变化带来的地表极端高温，改

善局部风环境，提高室外热舒适度。

在规划前期，通过叠加、分析与

可视化建筑、规划、水文、植被、气

象等数据构建城市气候地图（Urban 

Climatic Mapping）[22]，辅助规划人员

厘清温场、风场、湿场分布特征，识

别城市热脆弱区，从而更精准高效地

利用水体调节气候。

在具体策略上，新加坡以扩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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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区面积为主要手段。尽管湿热气候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水体的降温功效，但

增加大热容下垫面依然是缓解高密度

城市热岛的首要选择。对于规模集中

水体进行严格保护，并制定水体与绿

色空间协同的高温应对方案。如湿地

系统依靠丰富植被物种提供遮蔽，吸

纳温室气体及尘埃，更强效地改善空

气质量，降低温度；在小型水体周边，

针对性地优化滨水地区空间形态布局

和植被类型，或根据水体规模和形态衍

生发展出特定风循环模式。其次，提升

沿海开放空间的规模与连续性，在为

市民提供休闲场所的同时，最大限度

地增加进入城市的海面冷风 [23]。为此，

新加坡在规划上避免不相容的土地用

途及任何人工或自然风屏障，以尽量保

持滨海长廊或大型基建工程的连续性；

同时将滨海空间有机融入城市开放空

间网络，使海洋冷空气在高密城市肌

理中的流动与热交换更加通畅。

4  新加坡水环境韧性规划实践体系

在策略体系以外，新加坡建立了

较为完善的韧性规划实践体系，包含

贯穿不同空间尺度的设计技术方法与

管理工具。在这样的实践体系下，水

资源、水生态、水安全与水气候策略

被转化为具体的空间管控要素，辅以

合理的工作框架与精细化的管理手段，

策略得以顺利落地转化。

4.1  多尺度的空间规划技术手段
新加坡韧性规划覆盖了城市、片

区、街区、建筑及场地，在不同的空

间规划尺度上，采用适宜的设计技术。

以地表径流管理为例，在不同空间尺度

上收集储蓄水资源、管理洪险、优化

生境并创造宜人滨水空间的规划策略。

城市尺度上，新加坡建立了全局

雨洪管理对策，将 17 个水库、32 条主

要河流、8 000 多 km 的运河与下水道

划分为三个集水区，形成整合的径流

图 6  源头—路径—受体三个阶段的雨洪处理策略
资料来源：左图来自参考文献 [20]，右侧二图为作者拍摄

源头
滞留池

源头
滞留池 绿色屋顶 源头

多孔路面 路径
改建运河

路径
导流渠

受体
最低平台和波
峰保护等级

受体
防洪屏障

路径
改建运河

源头
雨水花园

新加坡科技与设计大学校园内的
绿色屋顶

改造后的璧山公园水道

图 7  新加坡全域集水区划分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4]

西部集水区

东部集水区

中央集水区

裕廊湖
登格蓄水池

波扬蓄水池

慕莱蓄水池

蓄水池

克兰芝蓄水池

班丹蓄水池

贝雅士蓄
水池上段

贝雅士蓄
水池下段

实里达蓄
水池上段

实里达蓄
水池下段

麦里芝蓄水池

滨海蓄水池

实龙岗蓄水池榜鹅蓄水池

勿洛蓄水池

德光岛蓄水池

莎琳汶

管理系统（图 7）。
在片区尺度上，以流域为单位开

展韧性改造，梳理流域内的潜在危机

点并确立主导策略，分时序制定改造

行动计划。以班丹河（Sungei Pandan）

流域为例，为了解决小班丹河在强降

雨季节的洪水问题，新加坡公用事业

局在 2014 年开展了 18 处排水优化工程

并确定了 5 处下阶段行动目标。工程中

采取的主要技术手段包括：在生态石

笼上种植匍匐植物形成运河护岸，对水

道进行绿化；使用土壤生物工程技术，

发挥植物、岩石等天然材料加固河岸

与减缓排水速度的固有特性，提高河

道在暴雨期间的行洪能力并保持生态

和美观（图 8）。

在街区级尺度上，综合运用 ABC

水计划的规划理念与技术方法，将雨水

径流收集、储存、处理与运输流程和住

宅建设结合起来，有效减缓社区面临的

水生态威胁、改善社区环境、促进美学

价值并提升生物多样性。如水道脊社区

（Waterway Ridges）社区使用植被洼地

取代混凝土排水沟，建设输送径流的带

形绿地；建造生物滞留池作为滞留并处

理雨水的自然排水系统，兼具汇聚社区

活力、创造水景的作用（图 9）。
在场地和建筑尺度上，ABC 水计

划分别制定了微观尺度不同空间类型

的水处理技术，包括场地规划、开放

空间设计、建筑设计与人 / 车行道设计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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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改造中的河岸（左）和改造完成的河岸（右）
资料来源：左图来自参考文献 [25]，右图来自参考文献 [24]

4.2  多部门的协同工作方法
新加坡国家气候变化秘书处（The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Secretariat）是

负责协调气候变化相关事宜的总理办

公室下辖直属部门，与城市建设、环境、

基础设施等多个国家机构协同工作。在

协同工作中，气候变化预测处于韧性

规划工作的前置位置，分析气候变化

对水资源和排水、生物多样性和绿化、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影响，在识别

图 9  水道脊社区排水系统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 [20,26]

建筑外表排
水方向
植被洼地

生物滞留池

溢流

路缘排水沟

排放口

现有的排放
口

净化水

展示净化水
的生物滞留
池（教育功
能）

植被洼地

展示净化水的生物滞留池

展示净化水的水景

图 10  微观尺度内的 ABC水处理要素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0]整理

场地规划 开放空间设计 建筑设计 人/车行道

相同场地面积
小体量建筑

相同场地面积
大体量建筑

较小的建筑散布在场
地各处，没有提供大
的开放空间，而是提
供了间隙空间的网络

高强度开发建筑被设
置在场地中，景观空
间可用作公园

相同容积率
高建筑密度

相同容积率
低建筑密度

建筑限高严格但建筑
覆盖范围较大的场地，
可以利用大型屋顶花
园作为户外休闲空间

传统的广场设计

·景观与水文分离

·水景与雨水管理设施割裂

·净化
植物吸收营养物质和
其他污染物

·弱维护
自我维持的自然系统

·美观
增强生物多样性、公
共景观享受性

集中的屋顶绿化

部分高层建筑被强制

使用绿色屋顶，用以

提供休闲场所并收集、

处理雨水，用于营造

各种水景，或用于浇

灌植被、清洗人行道

阶梯式净化收集系统

分层式植被盆地净化

了屋顶径流，创造宜

人的建筑氛围。过滤

后的雨水储存在水箱

中并用于浇灌植物

道路平面

道路剖面

道路分隔中的排水洞将雨水引入排水沟和涵洞，

随后引入主要的雨水运河。通过生物滞留池与盆

地削减径流流入排水沟和运河的速度，同时净化

雨水径流，便于后续使用

低密度建设的场地可
以通过高层建筑与绿
建技术，如垂直绿化
来实现ABC设计导则

集合ABC设计要素的广场设计

气候变化风险的基础上，探索动态灵活

的适应性路径，从而指导政府机构编

制下位规划（图 11）。在此过程中，高

校与科研机构则作为工作框架的智库，

辅助制定国家战略 [27]。

4.3  多主体的协商共建机制
除建构政府部门工作框架以外，开

发主体、业主、市民等多个主体应共

同参与决策，形成韧性城市实践的底

层基础，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协商共

建成为韧性城市管理的实践重点。激

励权益主体参与建设、唤醒公众意识、

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并增加参与深度，

将有助于建设具有自组织能力的韧性

体系。

一方面，新加坡各政府部门在总

体规划、绿建标准等技术文件中加入

激励性举措，并表彰对水事业有突出

贡献的组织和个人，以增强利益主体

的参与动力（表 4）；另一方面，通过

公众宣传，如发布面向公众的气候变化

科普手册，鼓励居民转变生活方式以

应对气候变化，推广节水配件等，提

升居民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认知；

通过媒体推广 ABC 水计划，试点项目

的成功带动周边房价上涨，进而推动

居民的认同和积极参与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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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加坡韧性规划体系对我国韧
性城市建设的启发

5.1  从宏观到中微观，建立层级递

进的韧性规划编制体系，贯彻韧性

规划目标与策略
新加坡的规划体系包含概念规划、

总体规划与各类专项规划、实施规划三

个层级，配合以各部门相应的政策措施，

将韧性规划纳入规划管理的全流程。

我国韧性规划通常作为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中的附加标签，控制城市建

设的部分边界和指标。面对气候变化

的潜在威胁，需要探索将国土空间规

划与韧性理念有机联系在一起的规划

体系，以贯彻韧性规划的目标与策

略。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1）在

国土空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国

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与环境影响评

价“三评价”中建立韧性评价专篇；

（2）将韧性规划的目标、策略、指

标体系融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五级三

表 4  新加坡各类激励举措

激励项目 奖励对象 奖励标准 奖励方式

水标识奖（Watermark Awards） 水事业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个

人与组织

对保护水资源、提高，众环保意识有

杰出贡献

授予国家级荣誉

总体规划中容积率核算 开发主体 拟开发地块包含被划定为水体的区域 允许开发总建筑面积最大值 = 地块总面积×水体以外

其他土地面积的规定容积率

绿色建筑标识激励计划（GMIS：

Green Mark Incentive Schemes）

产权主体 建设或改造绿色建筑 提供融资方案、现金奖励、提供额外建筑面积、补贴

建筑物升级改造费用、资助空调设备审计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8]整理

图 11  新加坡韧性规划工作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 [3]

气候预测与气候韧性研究

影响评估与脆弱性评价

识别风险与风险分类

为了建立新加坡及周边的气候科学研究能力，建立了新

加坡气候研究中心。中心与英国气象局汉得里中心合作，

进行气候变化预测

风险评估借助气候科学优势，定义并分类气候变化风险

规划应对

风险分析
监管与检查

实施方法

适应性方法
适应性路径

反馈校正

使用预测成果，评估新加坡可能受到的影响，识别韧性 

脆弱区域

韧性评价专篇
空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与环境影响评价

总体规划 详细规划 专项规划

全国国土空间规划 海绵城市规划

防洪排涝规划

人防工程规划

…… 其他相关专项规划

省级国土空间规划

市国土空间规划 （边界内）
详细规划

（边界外）
村庄规划

县国土空间规划

镇（乡）国土空间规划

明确韧性规划目标
控制整体发展格局

韧性规划实施策略
蓝绿系统控制

韧性规划实施管理
关键节点技术导则

面 线 点

识别脆弱地区
构建整体策略

路网、绿网、水网 街道、广场、绿地等
管理与运营

三类

“三网合一”

图 12  韧性规划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类”体系中，按照用地性质、时序特

征分类制定韧性规划的技术标准体

系；（3）构建跨尺度的韧性规划框

架，涵盖总体城市格局—蓝绿系统—

关键节点多尺度控制等内容，并明确

不同层级内的技术体系与控制要素； 

（4）建立层级清晰的韧性规划体系，

使不同层级的规划有效衔接并及时传

达韧性理念，将韧性规划目标与策略

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图 12）。

5.2  从理论到技术，建立韧性规划

策略体系，实现技术手段与策略目

标相匹配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城市面临的水

危机是多源的，达成韧性规划目标需要

集合城市空间内多种要素，采取跨学科

的研究思路与技术手段，明确策略体系。

借鉴新加坡提出的构建水资源、水安全、

水生态、水气候四个策略层，将韧性规

划分解为具体的规划方法与行动准则，

分别采取适宜的规划技术手段。如水安

全这一策略层可分解为保护海岸线与抵

御雨洪灾害两个方面，分别应对海平面

上升带来的岸线环境变化和极端气候影

响下的雨洪灾害问题。对于前者，可预

测海平面上涨趋势，划定沿海弹性空间，

将混凝土墙、碎石筑墙逐步修复为自然

生境为主的海岸缓冲带；对于后者，通

过 SWMM、InfoWorks 等软件模拟技术

工具识别城市雨洪灾害脆弱地区，改善

排水分区划分与城市竖向设计状况。除

此以外，逐步开展绿色基础设施改造，

对地表径流的源头、路径、受体等分别

进行改造，将雨水花园、滞留池等融入

各层级的绿地景观设计。

需要明确的是，城市韧性是城市

中的集体、个人、机构在各类外部作用

冲击下存活、适应与发展的能力，因此

韧性城市规划策略层的制定应综合考

虑来自自然、社会、经济的多种冲击情

景，相应地，规划技术也不应停留在

工程建设层面，而要实现工程—生态—

社会的贯通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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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从设计到管理，形成配套的技

术导则与管理架构，保障韧性规划

的可实施性与社会认同度
对于首先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沿海

城市，要将提升城市水环境韧性的发展

目标纳入“城市体检”和“城市双修”

的工作范畴。这是一项需要从顶层设计

逐级落实到“针灸式”更新的复杂工

程，因此需要确保分散、短期的决策与长

远战略目标保持一致。建议借鉴以新加坡

为代表的国际普适性经验，建立由政府部

门牵头、职权分工明确、善用社会企业及

相关科研资源的决策系统，编制覆盖不同

空间尺度的规划设计导则，形成调研、评

估、设计、实施及管理一体的生态韧性规

划体系。凝聚科研工作者、规划师等专业

人士的群体智慧，使其成为科学研究与政

策制定的协调者与转译者。

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过程中，也

应注重将开发商、公众及专家等利益

相关者纳入韧性决策框架中，通过公

众宣传教育树立社会群体对韧性城市

的正确认知，善用激励政策激发社会

团体的活力，共同促进规划落实。

6  结语

气候变化给城市带来了新的挑战，

韧性理念下的人居空间规划可以促进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新加坡空间规

划体系中的韧性理念和涉水规划进行梳

理分析，笔者认为其水环境韧性规划体

系的优势在于：首先，新加坡对水问题

的关注贯穿历版概念规划且不断与时

俱进、更新迭代，形成了从顶层设计

到实施性规划一体化的规划体系；第

二，对韧性进行多方面解读，形成了内

涵丰富、目标多元的策略体系和技术方

法体系；第三，构建并实施了灵活的设

计导则和管理方法，使韧性理念渗透到

设计与管理的全领域，并强调社会资源

的重要性。当讨论语境转换到我国沿海

城市时，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与城市发

展条件的多样性增加了韧性规划的复杂

性，因此在探索韧性规划融入我国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的方法时，应采取因地制

宜、科学适用的韧性理念解读方式，探

索符合国情的韧性框架，并加强团队能

力建设，保障城市在复杂环境变化中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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