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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建设过程中

不透水面积的比例不断增加，致使城市下垫面的结构发生巨

大变化，严重破坏了原有自然界的水循环系统 [1]。这导致城

市的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及水环境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

威胁。为了解决城市化所带来的这一系列问题，我国掀起了

海绵城市的建设热潮。在我国两批海绵城市试点申报的政府

文件——财办建 [2015]4 号 [2] 和财办建 [2016]25 号 [3] 中，均对

老城占比作出了指示，北京的试点区面积 19.36 km2，老城占

8.77 km2 ；天津的试点区面积 39.5 km2，老城占 17.83 km2 ；

池州的试点区面积 18.5 km2，老城占 10.68 km2 ；等。这些老

城所面临的地上和地下问题的特殊性，是海绵城市建设的焦

点与难点。例如在地上，老城的人口密度高、车流量大、公

共服务设施密集、市民对公共空间改造存在抵触情绪，以及

绿地有限，造成难以提供充足的空间以布置绿色基础设施等

问题，给工程建设带来了很大阻力 [4] ；在地下，管网设计标

准偏低、雨污管网混接、管网老化失修，以及雨污合流制管

网带来的合流制溢流（CSO: Combined Sewer Overflows）污

染等问题。因此在当前老城的海绵城市建设中，如何降低对

城市正常运转和居民正常生活的影响？如何对老城排水系统

进行提标改造，缓解老城的合流制溢流问题，同时增加城市

的宜居性？如何从制度建设、目标制定、规划设计、监测评

估以及公众参与等方面切实推进海绵城市建设？这一系列问

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纽约市为解决合流制溢流问题，采用绿色基础设施和灰

色基础设施相结合的改造方略，并于 2010 年 9 月发布了《纽

约市绿色基础设施规划》。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通过

对此规划方案及实施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进行回顾与分析，

拟为我国当前老城的海绵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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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建设方案的完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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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borates the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in detail, supplying advic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strategy, objective and 
development scheme of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old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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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绿色基础设施的概念内涵

1.1  基本概念
绿色基础设施（GI: Green Infrastructure）有广义和狭义

之分。广义的绿色基础设施为“具有自然生态系统功能的、

能够维持空气与水环境质量，并能够为人类和野生动物提供

多种利益的自然区域和其他开放空间的集合体”[5]。随着时

间的推移，绿色基础设施也向更多相关专业延伸，其概念与

内涵不断得到新的诠释。美国规划协会在一份报告中对绿色

基础设施给出了如下定义 ：“它是一种由诸如林荫街道、湿

地、公园、林地、自然植被区等开放空间和自然区域组成的

相互联系的网络，能够以自然的方式控制城市雨水径流、减

少城市洪涝灾害、控制径流污染、保护水环境”[6]。这种狭

义的定义更突出强调其雨洪控制利用和水文调节功能，是广

义绿色基础设施在城市雨水控制利用专业领域的具体体现。

因此，西雅图公共事业局也称其为“绿色雨洪基础设施”

（GSI: Green Stormwater Infrastructure），主要包括生物滞留

池（雨水花园）、渗透铺装、绿色屋顶、蓄水池等 [7]。由此

可见，不论是宏观尺度的自然区域和开放空间集合体，还是

微观尺度的源头生态雨水设施，均对维持区域水文生态平衡

和调蓄雨洪发挥着重要作用，故成为海绵城市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本文所介绍的纽约市和我国老城的海绵城市建设主

要指狭义的绿色基础设施。

1.2  绿色基础设施的功能与效益
绿色基础设施带来的最直接效益包括削减雨洪峰值、减

少雨水径流量、控制雨水径流污染、降低合流制管网系统的

溢流量及溢流频率。除此之外，绿色基础设施还可以产生一

系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包括促使区域土地增值、降低

传统（灰色）基础设施的投资和运行费用、降低能源消耗、

提高绿化率、增加绿色空间、净化空气、降低城市热岛效应

的影响、为市民提供舒适的居住及娱乐场所、提升城市固碳

能力等。这些优势都是通过传统方式对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所

无法比拟的。

通过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来提升城市排水能力、改善水体

水质的方法得到了国际上许多老城的采纳：如德国汉堡的雨

污合流制管网占排水系统总和的 90%，主要通过源头的绿色

基础设施和终端污染控制措施相结合的方式较快地控制了合

流制溢流污染 [8] ；澳大利亚的悉尼、墨尔本推行的水敏感城

市设计理念，也是通过源头的绿色基础设施控制水量水质，

从而减低了洪峰流量和环保压力 [9] ；美国费城大部分城区为

雨污合流的排水体制，该市于 2009 年 9 月实施“绿色城市，

清洁水体”计划，并在公共用地大规模建设绿色基础设施，

加强源头雨水控制，从而减少了对传统排水设施的需求 [10]。

世界上的许多老城之所以采用绿色基础设施来改造排水

系统，是因为其能够在合理利用原有雨污合流制管网的条件

下，提升排水能力，缓解合流制溢流问题，并且能为城市带

来诸如维稳城市生态系统、提升城市韧性等附加效益。

2  纽约市绿色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

2.1  纽约市绿色基础设施规划
（1）规划背景 

纽约市是世界上最大的滨水城市之一，拥有长达 96.6 km

的滨水岸线。然而，由于飓风、强降雨、热带风暴甚至极端

高位潮水 [11] 带来的水安全和水环境问题，使其变得具有一

定的脆弱性，如拥有 7.15 万栋建筑和 40 万居民居住的洪泛

区每年有 1% 的可能性会被淹没 [11]，以及降雨引发的地表径

流污染和合流制溢流问题等 [12]。自工业时代以来，如何保障

水环境和水安全一直是城市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构建更加

可持续和韧性的城市也是城市规划的愿景，纽约市的 2030
年和 2050 年城市总体规划都印证了这一点。

纽约市环保局推出的《纽约市绿色基础设施规划》是针

对城市排水系统的专项规划，顺应 1994 年美国环保局发布

的合流制溢流《长期控制规划》（LTCP: Long Term Control 

Plan）[13]，且是纽约市城市总体规划战略《更葱绿、更美好

的纽约》[14] 和 2050 年远景规划《纽约——规划一个强大而

公正的城市》[15] 在水环境领域的具体落实，同时与规划局发

布的《纽约市滨水区综合规划 2020》[12] 在内容上存在一些

交叉。纽约市环保局为了《纽约市绿色基础设施规划》能够

更好落实，于 2012 年 3 月颁布了《合流制溢流条例》；同年

7 月，又发布了《雨洪管理体系设计与建设指导手册》以进

一步推进规划的实施 [16]。

纽约市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有计划地不断实施雨洪管理。

例如在全市所有合流制管网的 422 个排放口处设置调节器，

可拦截大部分污水和雨水并转移至下水道，升级污水处理厂

以提高处理雨污合流污水的能力 [1,12] ；2008—2010 年向纽约

市民推行雨水桶赠送计划，将存储的雨水用于浇灌草地和花

坛；绿色街道建设计划——通过街边的滞留洼地和植草沟来

滞蓄和净化雨水；以及史泰登岛的蓝色飘带计划中着重建设

了人工湿地、雨水滞留池和一些实际的排水工程来解决岛上

居民的排水问题 [16]。

（2）规划目标

在多年实践的经验之上，纽约市推出了《纽约市绿色基

础设施规划》，即通过灰绿结合的方式来处理城市的雨水径

流污染及合流制溢流问题，从而提高老城的排水能力，改善

水体水质。此项规划改造区域为雨污合流制区域的 7 875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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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不透水区域，计划到 2030 年实现不透水面积减少 10% 的

目标，并将目标分解为四个五年去实现——第一个五年改造

1.5%，第二个五年改造 2.5%，第三个五年改造 3%，第四个

五年改造 3%（图 1）。
（3）政策制度

在政策制度建设方面，纽约市已经实施的包括：通过对

一些项目进行资金补助或者税收减免来实现绿色基础设施的

补贴激励计划 ；基于 GIS 的可改造区域分析，并通过与业主

机构协调和现场岩土调查等方式进行综合论证筛选，得到可

改造的场地 ；对管道排放口附近及公众活动的公共空间优先

改造；对合流制溢流量及溢流频率进行考核 [18] ；明确绿色基

础设施的维护部门，编写维护技术手册以及对维护工人进行

技术培训，以确保绿色基础设施的维护管理工作 [19] ；建立对

独立停车场的暴雨收费制度；针对老城和新建区制定不同的

雨水排放标准 [20]。此外，纽约市环保局还联合公共土地信托

基金会（TPL）①、纽约市教育局（DOE）和纽约市校园建

设管理局（SCA），将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校园改造的基

础设施建设当中 [18]。

2.2  纽约市绿色基础设施的监测评估
自 2011 年开始，纽约市每年都编制《纽约市绿色基础

设施规划》的年度报告，对当年的主要进展、新形成的制度

机制、各类项目的实施情况、目标的落实情况、适应性管理

情况、经验教训以及典型案例等进行总结，并提出下一年度

的具体计划。

（1）监测评估现状

纽约市在过去的 10 年里主要使用 InfoWorks 对城市的

25 000 个集水区、7 500 根管道、6 000 个人孔以及排放口调

节器进行排水系统承载力模拟评估，并预测地表径流通行路

径 [17]。由于对社区、街道等小尺度的绿色基础设施运行监测

工作比较欠缺，故随着《纽约市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的实施，

纽约市环保局开始加强小尺度设施层面的监测系统建设，并

对示范区内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建立监测系统（图 2）。
以分布式生态滞留设施为例（图 3）。在降雨过程中，不

透水区域产生的雨水径流一部分被储存在生态滞留设施当中

（蒸发、蒸腾、水平和垂直渗透），超出生态设施承载能力

部分的雨水和其他区域的雨水径流汇合后进入雨污合流制管

① 公共土地信托基金会（TPL）：一个国家级非营利性质的开放空间保护组织。

图 3  分布式生态滞留设施的监测系统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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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右上方的试点区占地 19.3 英亩，位于布鲁克林区东北部，纽敦河支流附近的威尔逊

大道和百老汇之间；图中右下方的试点区占地 22.7 英亩，位于布鲁克林区的布朗斯维尔

与东纽约社区之间。

图 2  示范区内进行分布式生态滞留设施监测的区位图
资料来源：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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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系统。通过这样对径流从形成至进入管网的完整过程进行

长期监测，能够使其在今后具体的场地设计以及评估其对径

流削减和污染控制的贡献变得更加精准可靠。

（2）监测评估项目

由于绿色基础设施的功能效益受当地的土壤、气候、降

水以及地下水位等因素影响，故可能在老城和新建区之间存

在一定差异。纽约市环保局为了能够更加清晰地统计评估绿

色基础设施对老城各方面的贡献率，以及为今后在设计绿

色基础设施时提供更多的基础数据，起草了关于绿色基础

设施监测评估草案，截至目前该草案共包括 24 项监测项目 

（表 1）。在监测过程中，针对不同生态环境下不同类型的

绿色基础设施进行监测，最终收集的数据将用于绿色基础设

施的性能评估，从而提出多尺度、不同生境、不同类型的绿

色基础设施运行维护建议。

（3）生态评估

目前，纽约市对每年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评估工作，其

范围已经不局限于对排水系统能力提升的评估，而是扩展到

更广阔的环境、生态、社会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效益。表 2 列

出了纽约市最主要的生态评估内容。

在纽约市排水系统的绿色改造过程中，对生态效益监测

评估工作的重视程度正在不断提升，甚至在今后的城市发展

中，对生态效益的评估将直接影响城市的政策制定和政务的

审批流程。纽约市对绿色基础设施生态效益的重视，与这个

时期美国政府重视温室气体减排并积极推动“碳减排”、倡

导绿色经济的发展战略一致 [13]。

2.3  纽约市绿色基础设施的成本效益分析
据纽约市环保局估测，到 2030 年，实施绿色设施的成

本仅为 53.3 亿美元，远低于投入灰色设施的 68 亿美元。其

中，源头控制措施的成本约为 24 亿美元，而传统灰色设施

中用于污水处理厂和管网系统扩建改造的资金为 39 亿美元。

在绿色设施中，每减少 0.00379 m3（1 加仑）合流制溢流问

题的成本为 0.45 美元，而在灰色设施中这个数字为 0.62 美

元（图 4）。
老城排水系统的绿色改造方略在成本上优于传统的灰色

改造计划，大大减少了对基础设施的改造投入以及日后的升

级费用，同时对化石能源的节约也使得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更

表 1  24 项监测评估项目

24项监测评估项目

雨水入流量 植物的生长情况

雨水出流量 设施各项指标的阈值

纵向渗透率 绿色基础设施的外观

横向渗透率 对城市生态系统的贡献率

雨水滞蓄量 绿色基础设施的潜在效益

水面的蒸发量 常规技术对雨洪调蓄的贡献率

雨水总渗透量 新开发技术对雨洪调蓄的贡献率

对悬浮物的去除率 绿色基础设施的设计及建设成本

绿色屋顶对雨水的滞蓄情况 针对雨水下渗的工程土壤最优混合比

绿色屋顶不断增加的介质

（如新生植物、鸟类、杂物等）

对可持续性指标的贡献率

（如温度、日照等）

植物对雨水的吸收量 基于雨洪管理的最优植物配置

植物对雨水的蒸腾量 基于生态目标的最优植物配置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9] 总结

表 2  纽约市绿色基础设施的生态评估内容

类型 内容

碳汇方面

由于推进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引入了新的植被，随着植被

的成长在其自身结构及土壤中固定了空气中大量的 CO2 及其他

含碳物质

对热岛效

应的缓解

绿色基础设施可以通过植被、土壤和水体等来削弱热岛效应，从

而降低由于热岛效应所引起的如空调等电力设施造成的能源消

耗，以及减少一些由于高温所引起的其他问题（如疾病、交通事

故、生物灭绝等）

提高生物

多样性

绿色基础设施具有给野生动物提供觅食场所和筑巢机会的潜能，

从而不断提升城市的生物多样性

空气净化
绿色基础设施通过植被的自身呼吸和叶片吸附等作用，对空气中

的有害物质进行净化

生活质量

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公众更容易接触到自然生态系统，因此显

著提升了其社会效益，如房地产价值的提升，公众的身体健康、

心理状态和创新能力的提升，甚至有数据显示可以降低犯罪率

降低雨水

处理成本

通过滞蓄降雨过程中所形成的地表径流，从而削减了进入污水厂

的雨水量，降低了污水厂的工作负荷，进而降低了污水厂中化学

药剂的使用量

增加就业

机会

由于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其前期建设及后期维护过程中需要

大量的普通劳工，因此增加了许多就业机会，这对城市中社会及

经济弱势群体显得尤为重要

资料来源：同表 1

图 4  建设绿色设施和灰色设施的成本对比图
资料来源：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 [20]

灰色设施的基础性投资

8.0

7.0

6.0

0.03 5.33

6.8

3.9

2.9

0.9

1.5

2.9

2.4

5.0
建
造
成
本

4.0

3.0

2.0

1.0

0

绿色基础设施——公共投资

优化目前的系统

绿色基础设施——私人投资

污水处理厂、管网系统等灰色设施
扩建改造的投资

传统的灰色改造计划绿色改造方略

单位：10 亿美元



145 2018 Vol.33, No.3国际城市规划

王思思  李畅  李海燕  袁冬海    老城排水系统改造的绿色方略 —— 以美国纽约市为例

为经济。与此同时，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的投入灵活，在实施

规划一段时间后，可以根据成效再制定新的排水系统升级规

划以及新的投资计划。

在初期阶段，由于需要新建大量绿色设施，所以其建设

和维护费用会比灰色设施略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绿色设

施的成本会远远低于灰色设施的成本，因为管道的建设、修

复和污水处理厂的升级扩建会使成本居高不下。此外，在老

城排水系统的升级改造中采用灰绿结合的建设理念，符合当

今艰难经济情况的时代主题，因为其不仅比传统的灰色设施

改造方式节省数十亿美元，而且有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3]。

3  纽约市绿色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挑战及解决方案

3.1  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在纽约市，对地上和地下空间进行大规模改造的难度极

大。在近几年规划实施过程中，有限的空间、时间及地质土

壤等本底条件都是制约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因素，纷繁

复杂的社会问题也阻碍了工程施工的推进（表 3）。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影响因素，如纽约市的雨污合流制

管网系统达三分之二之多、建设材料的采购时间过长、工程

建设的资金来源问题、公民的游行反对及城市中其他的一般

性限制因素等，均给工程的正常进行造成了极大的挑战。

3.2  应对挑战的解决方案
纽约市环保局为了实现 2030 年雨污合流制区域不透水

面积的改造目标，针对此次改造过程中面临的诸多挑战，采

用了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双管齐下的破解思路。

3.2.1  工程措施

（1）采用适应空间条件的设施。为解决纽约市地上空间

被限制的问题，纽约市环保局在改造过程中多采用一些能够

适应狭小空间的绿色基础设施，如雨水桶、生态树池和绿色

屋顶等。

（2）改良本底土壤条件。纽约市环保局在建设绿色基

础设施的过程中将原土层更换为工程土壤和开级配碎石填

料层。

（3）开发新设施。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地上和地下空间

条件，纽约市环保局开发了一种全新的、对地下条件和地上

空间要求更低的绿色基础设施技术，称为“绿色条带”（Green 

Strip）。其主要特点是道路到路缘石间设置一段坡度为 10%

的区域，以利于路面雨水快速流入绿色条带；路缘石进水口

处设置 6×12 英寸的碎石带，以削弱进水对植被的冲刷；人

行道与侧石之间的胀缝为 0.5 英寸，以保证温度变化后设施

不发生胀裂；设施正下方的填料依次是工程土壤和开级配碎

石填料层，其压实后空隙率大于 15%，故能够在保证设施骨

架强度的同时达到良好的蓄水效果（图 5）。

3.2.2  非工程措施

（1）科学规划选址。纽约市环保局联合交通局（DOT）

和公园及娱乐场所管理局（DPR）建立了一套关于场地的

《选址指导手册》，并与纽约市建筑局（DOB）协调建筑物

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位置的关系 [19]，以确保选址在符合安全

施工的前提下，对建筑物、交通运输、行人通行及现有行道

树的干扰最小化。

（2）修订标准规范。基于改造过程中面临的场地限制问

题，纽约市环保局对《绿色基础设施设计标准和导则》进行

修订，并针对现场环境及岩土情况对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方

法进行改良 [19]，以确保其能够与灰色设施形成良好的耦合，

达到提升城市生态环境的效果。

（3）合理拆迁腾退。纽约市环保局为使拆迁腾退过程中

私有财产不被破坏而专门制定了一系列标准，并与公共设施

管理公司协调进行公共设施的拆迁工作 [19]。

（4）优化施工过程。纽约市环保局为此项工程建立了一

套基于互联网的施工地图，地图上可以显示纽约市每一项改

造工程的具体位置、设计方案及工程进展情况，并每月进行

更新 [25]。通过此地图，改造参与人员及公众对这项工程的认

知度得到极大的提升，增强了城市内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默

契度，开拓了其他城市的学习借鉴渠道。同时市民可以根据

此图选择最佳的出行路线，从而缓解城市的交通压力。此外，

纽约市环保局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工程监管制度，包括强力的

监督问责制度，以保障工程建设对市民私有财产及日常生活

的干扰最小化 [19]。

（5）明确资金来源。项目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政府财政

支出和民间资本（信托基金和捐赠项目）[25]。截至 2015 年底，

表 3  纽约市绿色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类型 内容

选址

包括行道树、街道长椅、车道、公交车站、建筑出入口、

装卸货区域及密集的地上和地下交通线路，造成了绿色基

础设施建设在空间上的限制

本底条件

有些区域的地下水位和地下基岩位置较高，土质为高黏性

土壤，甚至有些区域的土壤被污染情况较为严重，诸如此

类的本底条件增加了绿色基础设施的改造难度

与公共设施之间

的冲突

现有的高架和地下设施给建设绿色基础设施前的岩土测试

阶段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施工过程

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施工过程中的脚手架、施工栅栏和其他

大型设备等占用公共用地问题，对城市的正常运转造成了

一定的影响

资料来源：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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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综述 

纽约市环保局已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超过 1.87 亿美元 [19]；

2017 年 3 月，纽约市环保局又为未来 10 年（除去之前几年的

4.1 亿美元外）新增了 10 亿美元的财政预算。民间资本方面，

自规划实施以来，有 34 位私人业主为此项工程捐赠共计超过

1 500 万美元 [25]。另外，美国环保局也于 2012 年在纽约市的

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示范街区中投资了 200 万美元 [16]。

通过纽约市应对挑战的解决方案，可以看出在老城的诸

多问题瓶颈面前，同时实施工程措施（采用适应空间条件的

设施、改良本底土壤条件、开发新设施）和非工程措施（科

学规划选址、修订标准规范、合理拆迁腾退、优化施工过程

以及采用公私合作的募集资金模式等），是目前推进老城排

水系统绿色改造方略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与我国海绵城市建

设的推进思路一致。

4  纽约市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对我国老城海绵城市建
设的启示

纽约市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与我国许多老城的海绵城市

建设从现状问题到解决策略都极为相似。如在问题层面，均

存在雨污合流制管网所带来的合流制溢流问题；雨污合流制

管网规模比例都比较大；进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难度也都

较大。在问题的解决策略层面，对老城排水系统的升级改造

均主要采用建设绿色基础设施的方法来提升控制径流污染的

能力；制定到 2030 年的长期改造目标，并分解为阶段性目

标去落实 ；通过政府财政支出和民间资本相结合的模式来解

决资金来源问题。因此，纽约市的经验对我国老城的海绵城

市建设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1）借鉴纽约市采用灰绿结合的老城排水系统升级改造

理念很必要。因为以调蓄池、管网系统为代表的灰色设施，

在雨洪调蓄能力方面有一个固定的上限；而绿色设施在雨洪

调蓄能力方面具有一定的拓展性①，且随着全球极端天气发

生频率的不断加剧，其在雨洪调蓄能力升级成本（时间成本、

资金成本和环境成本）方面的优越性更加凸显。因此，将城

市尺度的排水系统中绿色设施占比提高，从而巩固灰绿设施

的耦合关系，乃大势所趋。

（2）纽约市采用的是多部门协同作战的策略，并通过制

度标准建设、资金补助、税收减免、试点项目建设、监测评

估、教育宣传和公众参与等手段来力保规划目标的实现。在

实施过程中，通过年度评估的方法，保证规划目标和实施方

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不断优化方法，使之具有较

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3）纽约市案例也提醒我们，要充分预测我国老城海绵

城市建设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发达国家历经 30
年，仍没有完成雨污合流制系统改造和水污染控制。如纽约

市提出通过 20 年时间，完成对全市雨污合流制区域 10% 不

① 绿色基础设施的拓展性：其一，绿色基础设施的主要组成部分由植物（消能、净化和吸收）、土壤（横向、纵向渗透和微生物净化）、卵石（消能、

固定和吸附）、水（消能、稀释和净化）等构成，这些组成部分自身都含有一定的拓展性容量；其二，绿色基础设施具有遭遇外界冲击后一段时间内、

一定程度上自动恢复的韧性；其三，绿色基础设施除具有排水功能还具有降低热岛效应，提升城市固碳能力等功能。

图 5  绿色条带的施工图
资料来源：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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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面积进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但在起初的 5 年内并未完

成原计划 1.5% 的目标，其艰难程度可见一斑。老城排水系

统改造的复杂性强，时间周期长，因此我国老城海绵城市建

设在编制专项规划和制定实施方案过程中，更应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根据新老城区特点制定改造时间、目标和标准，

不宜一刀切，否则欲速则不达，可能会在推进过程中带来许

多后遗症。

感谢车伍教授和匿名审稿人对文章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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