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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圩区格局

典型江南水乡：市域总面积931.5平方公里，河湖

水域占市域总面积的16.58%

经济社会发达：市域总人口超过200万，GDP超

3800亿，全国百强县之首

生态文明彰显：荣获多项国内外城市生态文明建

设殊荣，包括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联

合国人居奖、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等。

2001年-昆曲成功申遗 2003年-国家园林城市 2008年-中国人居环境奖 2010年-联合国人居奖 2016年-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城市概况



 水问题凸显：城镇快速扩张，生态用地大幅萎缩，导致水环境、水安全、水生态、水资源等方面城市问题

建设用地变化图

地处流域腹地，地势低平、

采用圩区排水格局。水环境

问题突出，整体外优内劣、

湖优河劣、西优东劣 2000年污染产生途径 2016年污染产生途径

城市概况



2016年5月，昆山入选首批江苏省海绵城市建设省级试点城市
划定了22.9平方公里的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区

自2009年起，昆山开始探索在城市建设中引入美国低影响开发（LID）、澳大利亚水敏型城市以及新加坡ABC水计划等先进生态
理念，开启了绿色发展的“昆山之路”。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
市的工作要求。昆山进一步深化与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等专业团队的交流合作，开展了一系列的海绵城市本土化实践探索。







1.1 依托基底要素，构建自然生态格局 打造“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一、生态优先，构建市域自然生态空间格局

对昆山市域范围内的山、水、林、田、湖等生态本底进行基底识别，打造市域生态空间网络。

湖山 水 林 田

玉山 杨林塘、太仓塘、
青阳港、吴淞江等水
系
森林公园、淀山湖
湿地

高速公路、快速
路、铁路两侧防护绿
地、城市建设区边缘
的滨水防护绿地

自然农田、菜地、
生产林地

阳澄湖、淀山湖、澄湖、
傀儡湖、白莲湖、长白荡、
明镜荡、白蚬湖、商鞅潭、
汪洋荡、杨发顺氏田湖、鳗
鲤湖、巴城湖、阮白荡等



高起点编制了《昆山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构建自然生态空间格局，科学划

定蓝线和绿线，明确规划管控指标，加强公共空间利用，制定水系统建设策

略，形成“蓝、绿、灰”三网统筹的海绵城市建设体系。

2018年3月：住建部印发《关于做好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有关工作的通知》

，昆山绵城市专项规划入选全国范本。

圩区目标 用地指标 公共海绵空间布局

1.1 依托基底要素，构建自然生态格局 科学编制规划，引领全市海绵城市建设

一、生态优先，构建市域自然生态空间格局



构建“七横、四纵、四区、六园” 格局

一、生态优先，构建市域自然生态空间格局

依托昆山山、水、林、田、湖海绵基底要素，结合昆山生态空间结构

体系，优化构建“七横、四纵、四区、六园”的自然生态空间格局，

保障生态景观格局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七横：包括苏昆太生态廊道、杨林塘生态廊道、太仓塘生态廊道、京沪高

铁生态廊道、吴淞江生态廊道、苏沪生态廊道、同周路生态廊道

四纵：包括东绕城生态防护廊道、张家港-小虞河-大直港生态廊道、金鸡

河-青阳港-千灯浦生态廊道、夏驾河-沪昆生态廊道

四区：阳澄湖北侧和张浦镇南侧区域2个农业生态集中区，北部阳澄湖和

淀山湖2个湖泊生态敏感区

六园：森林公园、城隍庙生态园、振东生态园、天福生态园、陈巷生态

园、振苏生态园六大生态公园

1.1 依托基底要素，构建自然生态格局



逐步完善自然生态格局的完整性和连通性

一、生态优先，构建市域自然生态空间格局

1.1 依托基底要素，构建自然生态格局

太仓塘北岸、昆太路沿线已实施完成，打造高颜值的绿色生态综合水岸廊道



一、生态优先，构建市域自然生态空间格局

逐步完善自然生态格局的完整性和连通性1.1 依托基底要素，构建自然生态格局

杨林塘生态修复工程今年完工，庙泾河、张家港、吴淞江等一批廊道建设明年启动



1.2 避免生态割裂，打造城市绿环 打造“蓝绿灰”三廊融合的立体生态网络

一、生态优先，构建市域自然生态空间格局

• 全长44.2公里，穿越昆山中心城区核心
区域，围合面积达78平方公里，传统建
设方式将对城区生态造成割裂

• 路网、水网、绿网相结合，构建整个中
环生态网络，建设区域生态框架，改善
城市宜居环境。



1.3 精织网络，修复老城核心区公共绿地体系 整合拓展用地，融合城市功能

一、生态优先，构建市域自然生态空间格局

银桂山庄

嘉顿山庄



一、生态优先，构建市域自然生态空间格局

亭林园实施前后对比

拆除嘉顿山庄、银桂山庄，显山露水透绿
充满江南气息的公共开放空间，连续的环城滨水生态文化休闲带

1.3 精织网络，修复老城核心区公共绿地体系 整合拓展用地，融合城市功能



闲置地块覆绿
＋海绵：

助力“美丽昆山”建设，昆山

市全面推进全市闲置地覆绿整

治工作，并将海绵城市建设理

念融入其中，布置雨水湿地、

下凹式绿地等海绵设施，收集

净化周边场地雨水，进一步提

升生态环境品质，拓展城市绿

化空间。

震川路地块

覆绿前

萌芽期

绽放期

裸土期

萌芽期

绽放期

一中北地块

裸土期

萌芽期

绽放期

裸土期

萌芽期

绽放期

大渔湖地块

一、生态优先，构建市域自然生态空间格局

1.4 动态挖掘，推进闲置地覆绿工程 闲置地覆绿+海绵：合计1154公顷





二、因地制宜，实施雨水径流全过程控制策略

从源头-过程-末端实施雨水径流全过程管理2.1 全过程控制策略

结合昆山圩区特征，通过源头减排-过程控制-末端处理等手段对雨水进行全

过程管理，实现雨水径流控制、面源污染削减的双重功能，从而实现水环境

改善和排水防涝的双重目标。

策略示意图



二、因地制宜，实施雨水径流全过程控制策略

源头减排：居住小区类2.2 全过程控制典型项目

观湖壹号：运用下凹式绿地、生物滞留池、

生态植草沟等海绵设施，打造了新建居住小区海

绵城市建设的样板。

江南理想：植草沟进行雨水的收集和转输

，人工湿地和生物滞留池进行雨水的滞蓄净化，

最终进入蓄水池进行雨水储蓄与资源化利用。

万科万悦花园：转变传统微地形设计，

运用雨水花园、下凹绿地等下凹地形营造景观，

为低密度别墅区海绵城市设计提供解决思路。



二、因地制宜，实施雨水径流全过程控制策略

源头减排：公共建筑类2.2 全过程控制典型项目

杜克大学：采用美国低影响开发设计理念

及美国LEED设计标准，通过集中与分散相结合

的处理方式，构建校园海绵雨水循环系统。

锦溪污水处理厂：采用雨水花园、雨水

湿地、植草沟、绿色屋顶、趣味雨水链等海绵设

施，同时构建生态湿地修复系统，实现水质净化。

司徒街学校：尝试性的融入了雨水花

箱、雨水桶、钢渣透水混凝土、悬浮地板、

垂直绿化等多种新技术，具有示范价值。



二、因地制宜，实施雨水径流全过程控制策略

源头减排：市政道路类2.2 全过程控制典型项目

凌家路：结合道路积水点改造，根据道路

景观方案、道路竖向、现状及设计雨水口位

置，因地制宜的设置侧石开口布置生态植草

沟、下凹式绿地等海绵设施。

登云路：示范区内典型道路海绵化改造工程，

通过暗沟将周边车行道及人行道雨水径流导流进

入生物滞留池或雨水缓释设施，实现雨水滞蓄与

净化。

中环绿化景观生态修复项目：高

架雨水和两侧路面雨水经收集后通过生物滞留

池处理，解决雨水面源污染，成为生态修复重

要节点，并打造成为综合生态廊道。



二、因地制宜，实施雨水径流全过程控制策略

源头减排：公园绿地类2.2 全过程控制典型项目

阳科园核心区景观：阳科园核心区景

观雨水系统设计以水环境保护为核心目标，

通过绿色基础设施实现雨水径流在源头、过

程和末端的全过程处理，削减径流污染。

富柏大厦北侧沿河绿地：雨期时，雨

水依次经雨水花园和雨水湿地的层层净化再进入

河道；非雨期时，将河水提升、沉淀后依次经雨

水花园和雨水湿地净化后回到河道里，补水的同

时，一定程度上改善河道的水质。

大渔湖公园：大渔湖公园设置雨水湿地、

人工湿地、下凹式绿地、透水铺装等海绵设施，

在实现海绵城市建设目标的基础上，实现了与

景观设计的高度融合。



二、因地制宜，实施雨水径流全过程控制策略

源头减排：老城区改造类2.2 全过程控制典型项目

老小区改造

＋海绵：
在老小区用地条件紧张、

地下管线复杂的情况下

，因地制宜的融入下凹

式绿地、雨水花园、雨

水花箱、环保型雨水口

等海绵技术，提供了老

小区海绵化改造的解决

思路。

共青C区改造、中华园

北村改造等老小区改造

项目已落实海绵城市建

设要求。

共青C区老小区改造+海绵 中华园北村老小区改造+海绵



二、因地制宜，实施雨水径流全过程控制策略

过程控制类

康居公园：利用地形高差，将附近小区部

分雨水转输至公园人工湿地和生物滞留池进行

集中滞蓄净化，最终进入蓄水池进行雨水储蓄

与资源化利用。

朝阳西路公交停保场：利用南侧沿河

绿地设置人工湿地，净化场地雨水后回用于洗

车。屋顶雨水通过雨水回用箱收集雨水回用。

洗车废水经过雨水过滤器过滤后进入雨水系统。

2.2 全过程控制典型项目

博士路：采用源头减排与过程控制相结合

的方式。东段利用滨河绿地设置人工湿地，将

道路雨水管雨水通过湿地集中滞蓄净化后排放

至附近河道。



二、因地制宜，实施雨水径流全过程控制策略

末端处理类

城南圩水环境综合整治：通过违建拆除、

排口封堵、混接改造、水系连通、容量提升、生态

恢复、设置圩区循环湿地等手段，实现了圩区水环

境的改善与水生态的恢复。

珠泾中心河生态修复工程：利

用”控源截污+生态治理”的思路，综合

运用智能人工湿地生态修复技术，河道水

质得到明显改善。

森林公园：森林公园提升改造植入处理型湿

地，一方面通过水系沟通与循环，净化公园内部

水体；另一方面通过森林公园打造圩区循环湿地，

为江浦圩圩区水体提供循环净化服务。

2.2 全过程控制典型项目



2.3 示范先行，提升海绵城市建设水平 3个案例入选全国海绵城市建设典型案例集（共21个）

昆山杜克大学”“中环高架海绵型道路”“江南理想-康居公园” 3个案例入选全国海绵城市建设典型案例（共21个）。

同时，随着试点工作的推进，新理念、新工艺、新产品不断更新，涌现出一批有特色的典型项目。为更好地指导引领昆山

海绵项目建设，2019年3月8日，我市启动昆山市海绵城市建设典型案例征集工作，从全市220项已建海绵工程中，共评选

出建设成效显著、具有示范意义的优秀典型案例24项。

示范区内3个项目入选住建部编写的全国《海绵城市建设典型案例》（共21个）

1

中环路海
绵化改造

2

江南理想小区
与康居公园

3

昆山杜
克大学

二、因地制宜，实施雨水径流全过程控制策略





发布配套文件，制定各类管理办法14项，将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纳入建设项目“两证一书”环节，形成了全过程闭

环式的建设管理模式，覆盖了土地出让、项目立项、资金引导、规划审批、图纸审查、施工指导、工程验收、运营

维护、监测评估等环各个节。

全市范围新建、改建、续建项目全面落实海绵城市；
海绵城市相关要求纳入土地出让环节；

绿地率计算可以在原标准折算率上提高5%；

区镇、社会资本投资项目，财政予以奖励：
房地产开发项目按15元/平方米计算拨付；
公建项目按20元/平方米计算`拨付；
工矿企业工程项目按照15元/平方米计算拨付;

3.1 政策配套，建立健全建设管理制度 建立覆盖建设全过程的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模式

三、完善机制，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2017年3月起，由海绵办牵头，联合多部门，对全市新

建、改建、扩建项目（非工业）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设计

方案及施工图进行联合审批，采用专家论证+专人审批

结合的审批方式。

截至9月底，市海绵办共核查通过海绵城市专项方案

410份，专项施工图307份，覆盖全市各区镇。

不仅对成果质量进行把控，更推动了行业的进步与提升

巴城

镇
10%

周市

镇
10%

淀山

湖镇
3%

开发区
18%

张浦镇
2%

陆家镇
2%

高新区
30%

千灯

镇
6%

锦溪

镇
7%

花桥
12%

住宅类
39%

公建类
15%

公园绿地

类
8%

商业类
23%

道路类
15%

住宅类
56%

道路类
5%

公建类
11%

公园绿地

类
11%

商业类
17%

方案核查

施工图核查

区
镇
覆
盖
比
例

用
地
类
型
比
例

巴城

镇
4%

周市

镇
9%

开发

区
18% 陆家

镇
5%

高新

区
36%

千灯

镇
5%

锦溪

镇
9%

花桥
14%

全市建设项目海绵专项方案及施工图核查3.2 联合审批，推动项目质量和行业进步

三、完善机制，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实施全过程技术指导3.3 过程监管，把控海绵建设工程质量

组织专业技术团队，以工程为抓手，针对报建工程项目，尤其是示范区内工程项目，跟踪项目建设进度，提供规划—

设计—施工全流程、全方位技术服务。

施工前参与技术交底：开工前，及时组织施工单位、设计单位进行海绵专项技术交底；

施工中现场踏勘、监督整改：深入施工现场踏勘，指导解决问题，并对问题工程发放工程联系单，督促及时整

改。
工程联系单施工现场踏勘施工交底

三、完善机制，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施工及验收要点说明 场地竖向衔接检验要求核心类控制项目建设指标、场地竖向衔接及排水安全性、外观质量 单项设施类控制项目主控项目与一般项目

昆山市海绵办根据昆山实际需求，总结施工过程监管工作经验，与多部门研究探讨，组织编写《昆山市建设项目海

绵城市建设施工及竣工验收要点（试行）》，于2018年9月发布；

《验收要点》不仅注重验收单体设施的建设好坏，更重视评判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建成后的体系性、完整性，使我市

海绵城市在建设管理上形成了从规划目标出具到实施效果验证的闭环。

制定实战化指南，实现规划目标到效果验证管理闭环3.4 强化验收，确保海绵城市建设质量

三、完善机制，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2019年，在省住建厅专家指导下，省海绵试点城市首个《地块海绵城市建设绩

效评估标准》通过专家评审，《标准》将为科学评估海绵项目建设成效提供技术

支撑，并将作为昆山市海绵城市专项资金使用的重要标尺。

《评估标准》注重功能性和景观性的融合为导向

目前，同进君望、共青C区、森林公园、杜克大学等地块类海绵项目已根据《评

估标准》完成项目绩效评估工作。

地块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估标准地块海绵城市改造绩效评估报告 地块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估标准通过专家论证

率先出台省内《地块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估标准》3.5 定量评估，总结海绵城市建设成效

三、完善机制，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组建了专业的采样分析团队，2016年来，定期监测3个重点圩区河道水质及

13项已建海绵工程设施长期运行情况。示范区内形成了人工监测与在线监测

相结合，水利-环保-气象-海绵数据共享的监测系统。

 以《监测方案》为指导，完善监测布点，优化监测方法，更加科学有效地开

展海绵城市监测工作，支撑海绵城市建设效果评估。

 开展数据分析及展示软件平台“海绵大脑”课题研究，为维护和管理海绵项

目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持。
重点河道及地块水文水质监测报告 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区监测布点方案

森林公园水质监测 在线监测站点

开展海绵城市监测及管理平台研究3.6 构建平台，实现海绵城市长效管理

三、完善机制，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2017年2月
昆山承办中澳海绵城市学术交流和产业交
流会。

2017年3月
昆山与CRCWSC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
设中澳海绵城市产学研示范基地。

2017年7月
澳大利亚维州政府代表团来昆考察海绵城市
建设。

2018年4月
江苏省-维多利亚州海绵城市创新示范基地
奠基开工。

2018年9月10日
昆山承办江苏省-维多利亚州海绵宜居
城市技术交流会。

2018年9月16日
昆山代表团参加2018年世界水大会，并作为
全球8个代表城市发言。

2014年
澳洲CRCWSC研究中心（中）与昆山市签
署框架协议。

2016年7月
昆山承办江苏省海绵城市建设交流会暨
中澳水敏型城市峰会。

2016年10月
昆山代表团参加2016年世界水大会并在城市
领导者论坛上作为4个范例城市发言。

昆山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充分吸收澳大利

亚水敏型城市等先进理念，坚持以开放的姿态

欢迎国内外专业单位参与海绵城市建设。

连续三次承办中澳海绵城市交流会，连续两次

应邀参加IWA世界水大会，与国际水领域前沿

单位进行交流探讨：2016年，昆山代表团参加世界水

大会并在城市领导者论坛上作为4个范例城市发言。2018

年，昆山作为全球8个代表城市之一应邀参加第十一届世界

水大会并发言。

“江苏省—维多利亚州海绵城市创新示范基

地”在昆山开工建设，预计今年年底前一期完工，建成后

将引进、孵化、应用澳大利亚水敏型城市领域最前沿的治水

理念、科研成果和技术产品，并进一步培育本地产品技术研

发和产业化能力。

与国际水领域前沿单位进行交流探讨3.7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三、完善机制，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昆山基于全面推广海绵城市建设阶段海绵城市施工现场经验不足的现状，编写《昆山市生物滞留池建设指南》，以

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形式，展示生物滞留池结构做法，指出各环节施工要点及常见问题（包括竖向衔接、放样、

基坑开挖、溢流井建设、防渗层、排水层、过滤层、过渡层铺设、边坡处理、植物栽植、覆盖层铺设等环节），明

确施工要点，指导生物滞留池高质量建设。于2018年9月发布。

指导工程建设，率先探索编写完成海绵设施施工指南3.8 研发转化，构建海绵技术支撑体系

三、完善机制，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海绵基础数据监测：包括地块、圩区水质跟踪监测，出具水质检测报告；建设项目生物滞留池填料采样分析，出具质量检测报告等

三、完善机制，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深化校企合作，成立海绵绩效评估公司与海绵实验室3.8 研发转化，构建海绵技术支撑体系



海绵相关产品研发：生物滞留池填料、雨水花箱生产研发；岗哨井的引进、试验；本土化产品试验；

生物滞留池填料研发：
实验室进行基础实验、中试、
工业化生产，推广运用；

雨水花箱（一代、二代）：
实验室进行填料研究、植物筛
选及外观改良；

岗哨井：
实验室对引进设备进行试验，在
森林公园、老校区改造中运用；

改造雨水口：
实验室对本土化研发产品
进行试验，推广运用；

三、完善机制，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深化校企合作，成立海绵绩效评估公司与海绵实验室3.8 研发转化，构建海绵技术支撑体系



坚持请进来、走出去，加强海绵城市建设从业人员培训和继续教育。2017年起，邀请CRC多次开展海绵城市规划

管理、设计、施工专题培训，2018年，开展“生物滞留设施施工指南”暨“海绵城市建设竣工验收要点”的专题

授课。建设管理、规划设计、施工监理人员800余人参加培训，初步形成了一批有经验的本土设计和施工团队，海

绵建设管理、技术在项目建设全周期进一步推广、落实。

2017年5月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人才培训会，讲
解海绵城市相关设计手法运用。

2017年7月
海绵城市行业管理部门培训会，
加强管理部门认识。

2017年11月
海绵城市建设施工专题培训会及
MUSIC模型运用培训。

2018年11月
生物滞留设施建设指南及昆山海
绵城市建设验收要点宣贯培训。

开展海绵城市规划管理、设计、施工专题培训3.9 突出在地化培训，提升本土技术力量

三、完善机制，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3.10 开展宣传教育，普及海绵理念 开展“海绵城市进校园、进社区”系列活动

昆山以海绵项目建设为契机，积极开展“海绵城市进校园、进社区”系列活动，联合司徒街小学、朝阳门社区等组织学生

、居民参观海绵城市示范项目，参加科普讲座，近距离感受海绵城市建设成果，了解海绵城市建设理念。

2019年6月，昆山市玉山镇司徒街小学成为我市首批“昆山市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学校”，并成立了“昆山市海绵城市建设

小海绵社团”，编写了《小海绵在呼吸》特色课程，将海绵城市理念融入日常教学活动中，让生态文明理念根植于儿童心

中，带动全社会支持参与海绵城市建设。

2018年10月，司徒街小学海绵化改造
建设完工，多种海绵城市技术手段，具
有示范意义。

2019年，司徒街小学小海绵社团组
织社会实践，参观森林公园、文化
艺术中心、锦溪污水厂等海绵工
程。

2019年6月，司徒街小学“海绵城市建设师范学校”及“海绵
城市建设小海绵社团”揭牌仪式成功举办，市海绵办走进小学课
堂，举办海绵城市科普讲座。

三、完善机制，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四、绿灰结合，增强城市应对自然灾害弹性

加强公共海绵空间的复合利用4.1 进一步挖掘绿色空间的弹性调节能力

 公共空间利用

当遭遇超标降雨，圩内河道水位上涨

至超过湿地设计水位时，河道水通过

湿地溢流口进入滨河人工湿地，滨水

公共空间可作为弹性调蓄空间可缓解

圩区排涝压力，提高圩区排水防涝标

准。

 实施效益评估

滨水公共海绵设施的建设使中心城区

各圩区水面率提高0.38%~2.69%，

中心城区总体水面率提高1.10%。

圩区滨水海绵设施规模约505.39公

顷，则总调蓄规模可达100.39万立方

米。



四、绿灰结合，增强城市应对自然灾害弹性

多措并举，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4.2 不断推进城市排水防涝建设

新建、改建项目按3~5年设计重现期实施雨水管网建设，优化河道、泵站运行调度，开展易淹易涝片区改造，大力

加强设施建设管养，不断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城市排水防涝工作取得较好成效。

推进易淹易涝片区改造
开展专项检查，排查梳理易涝点。对工程建设区

域、低洼易积水路段、高架道路、老旧小区、地下

空间、立交下穿等防御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检查。绵

城市相关设计手法运用。

做好排水防涝设施养护
加强养护制度建设。出台管理考核办法，

落实考核监管措施，不断提高养护水平，

按季度对雨污水管网养护养护公司进行考

核，要求养护单位加强日常巡查。

提升排水防涝应急能力
完善应急指挥调度体系，落实街道、社区

防汛责任人；组建城市排涝应急队伍，加

强防汛应急物资储备，积极备足各类防汛

物资和抢险器具。



四、绿灰结合，增强城市应对自然灾害弹性

“三个强化” 推进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4.3 实施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今年2月，昆山成功申报省级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示范城市。一是强化顶层设计，理顺水务管理体制。成立工作领

导小组，推进厂网一体化，严格落实“治水一盘棋”要求；二是强化多措并举，提升污水治理水平。加快推进设施

建设及提标工程，制定雨污水管网普查和修复计划；三是强化行业监管，科学规范提质增效。委托专业单位对全市

污水厂开展运维季度考核，根据考核按效付费。完善智慧水务信息化平台。



四、绿灰结合，增强城市应对自然灾害弹性

开展排水管网探测检测，实施清污分流4.3 实施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检

测

区

域

普查范围为昆山市中环内建成区及铁南区，面积约90平方公里。主要采用管线探测仪、管道内窥检测QV、声纳检

测、CCTV检测、管线探测雷达、封堵抽水、控制测量等技术方法。

从2015年9月进场开始作业，至2016年6月完成内、外业工作，至

2016年9月完成验收复核工作，实际完成排水管网探测2312公里，

检测905公里。大致摸清了普查区域内市政道路及部分小区的管网

拓扑关系，获取了排水管道相应位置信息及属性信息。



四、绿灰结合，增强城市应对自然灾害弹性

开展排水管网探测检测，实施清污分流4.3 实施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市政道路管网普查：完成市政道路普查共计295条，

其中市政主管探测总计1032.4公里，其中雨水主管

681.6公里，污水主管350.8公里。

 小区管网普查：共完成小区225个，探测工作量总计

1093.8公里，其中雨水515.4公里，污水578.4公

里。

 开展管网检测、修复工作

市政道路及小区检测管段及缺陷管段数量统计表

类别

市政 小区

合计
市政混接点

其中市政
接管混接

小区混接点
其中立管
混接

混接点数量
（个）

1771 1416 16457 7303 18228

占混接总数
比例（%）

9.72 7.77 90.28 40.06 100

普查区域管网混接汇总表

共完成检测854公里，其中雨水管道检测489.28公里，

污水管道检测364.72公里。

类别 检测管段数 缺陷管段数 占比（%）

市政 20051 7529 37.55

小区 133681 30075 22.50

异物穿入排水管道 管道结构性破损



四、绿灰结合，增强城市应对自然灾害弹性

污水处理厂再提标及尾水深度净化4.3 实施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污水厂再提标，达到准Ⅳ类排放标准。

 尾水经湿地净化后再排放至水体，进一步提高出水水

质、增强生物活性。
编
号

示范项目名称 海绵类型 项目状态

1 铁南污水处理厂—小虞河湿地
污水处理厂尾

水
建成运行

2
建邦北区污水处理厂—长江北路、

汉浦塘湿地
污水处理厂尾

水
建成运行

3
建工陆家水质净化厂——潜流湿

地
污水处理厂尾

水
建成运行

4
建邦花桥污水处理厂——尾水湿

地
污水处理厂尾

水
建成运行

5 锦溪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
污水处理厂尾

水
建成运行

6 千灯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
污水处理厂尾

水
拟实施

7
建邦吴淞江西区污水处理厂——

尾水湿地
污水处理厂尾

水
拟实施

现状污水处理厂尾水处理情况



四、绿灰结合，增强城市应对自然灾害弹性

污水处理厂再提标及尾水深度净化4.3 实施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锦溪污水厂尾水湿地：利用废弃塘，

面积1万平方米，尾水处理规模2万吨/日。采用

新型潜流湿地及深度涵养湖泊。

北区污水厂汉浦塘尾水湿地：利用高压

走廊、废弃荒地，面积3.5万平方米，尾水处理规模

1万吨/日。采用前置塘+表流湿地+沉水植物区。

铁南污水厂尾水湿地：利用高速公路旁闲置场地，占地面积7.5

万平方米，尾水处理规模3万吨/天。采用潜流湿地、表面流湿地交替运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