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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说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主题馆
东西两侧 6000 多平方米的生态
植物墙，令许多参观者印象深刻。
整个植物墙系统以种植模块为单
元，以环保型纸花盆为内衬容器，
以枯枝落叶等有机废弃物为“土
壤”和肥料，以滴灌为主要养护手
段，使植物在脱离地表的建筑立
面上健康生长。这种植物墙，就是
城市立体绿化的载体之一。

世界各地许多城市重视立体
绿化。1991 年，日本东京颁发
了城市绿化法律，规定在设计大
楼时，必须提出绿化计划书，次
年又制定了“都市建筑物绿化计
划指南”，指导推进城市立体绿
化。近几年，北京、广州等城市

也纷纷出台指导意见，鼓励新建
的公共建筑、市政公用设施，符
合一定条件的其他改建建筑，新
建、改建的桥梁以及围墙等实施
立体绿化。

与传统的平面绿化相比，立
体绿化有着更大的发展空间，能
让“混凝土森林”变成真正的绿
色森林，是人们在绿化概念上从
二维空间向三维空间的一次飞
跃。除了屋顶绿化、墙体绿化、
阳台绿化等形式外，各地还在尝
试开展室内墙面绿化等新颖的立
体绿化方式，在最大程度节约资
源、保护环境的同时，也构筑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性关系。

（王芳）

拓展绿色空间，让城市更美好

金雅男 制图
东部新城披绿装的公共厕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培训中心外墙垂直绿化。

海曙区行政中心5号楼屋顶生态小花园。
江北区砖桥巷墙面绿化景观项目夜景。

《甬商古韵》绿植雕塑。

立体绿化，是指充分利用不同的立地条件，选择攀援植物及其他植
物，栽植并依附或者铺贴于各种构筑物及其他空间结构上的绿化方式，
如垂直绿化、屋顶绿化、树围绿化、护坡绿化、高架绿化等。

立体绿化不仅能丰富城区园林绿化的空间结构层次，起到打造城
市立体景观艺术的效果，而且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减少热岛效应、吸
尘、减少噪声和有害气体均有作用。

“事实上，作为国家园林城市，宁波一直在倡导立体绿化，把立体绿
化当作城市绿化的重要形式之一。”市城管园林局一位专业人士表示。

近日，一幢合院式老建筑里打
造出的花园式办公环境吸引了不少
业内人士的注意：这个小小院落里
高低错落的墙体外面，竖着一道道
钢构件或是拉着一条条线绳，上面
爬满了植物。虽然时值隆冬，但这些
植物依旧绿意盎然，透着一股生机。

来到小楼楼顶，只见周边高高
低低的屋顶也都披上了“绿装”，并
配了花箱和曲折的慢步走廊，俨然
一个个空中小花园。

原来，这里是我市开展垂直绿
化及海绵城市建设的一个示范项
目基地，实施单位是宁波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培训中心。据悉，市住建
委之所以选择培训中心作为此次
项目的实施地，是因为此楼是上世
纪 80年代所建，又是四合院形式，
在宁波现有建筑中具有一定代表
性，适合作为老建筑开展垂直绿化
和海绵城市建设改造的示范。项目
于 2016 年 5 月启动，同年 10 月底
正式完成。

“项目建设历时180多天，除了
基建，我们还开展了选苗、培育、驯
化等实验，植物品种使用多达 18
种，阳面植物有花叶络石、蔓性月

季、凌霄、油麻藤、紫藤、意大利络石
藤等；阴面植物选用爬山虎、花叶
蔓、常春藤等。”宁波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培训中心主任施德良介绍，在
做好这个示范项目的同时，培训中
心还同步开展了绿植养护成本测
算、养护难易程度评估；宁波地区垂
直绿化植物种类选择研究；垂直绿
化对墙体效果影响实测研究等。

记者在现场看到，根据培训中
心建筑为老建筑的实际情况，垂直
绿化的攀爬植物基本是种植在落
地花盆里的，然后通过搭建的钢结
构体系向上攀爬，建筑仅提供侧向
支撑，保障了老建筑的结构安全。

屋顶在做好防水的基础上，所
栽的绿植是仅需要轻质土的浅根
性多肉植物佛甲草，可有效减轻屋
顶承重，同时日常也不需要特别的
照看养护。“最近天气较冷，屋顶种
植的佛甲草有点泛黄，等到天气转
暖，这里又会像铺了一层绿色绒毯
一样。”施德良说。

“自打单位完成立体绿化改
造，我们从这里进进出出心里很舒
坦。小天地间鸟语花香，生态特别
好。”培训中心一位老师说。

“穿衣戴帽”绿满身
合院式老建筑全市作示范

随着设施设备的日趋成熟及
更新换代，宁波立体绿化的空间
越来越大了。

市城管园林局专业人士沈明
告诉记者，近年来，全市立体绿化
开始广泛引进滴灌系统，取水既
有自来水也有河网水，极大地节
省了养护成本。

在立体绿化植物的选种问题
上，园林部门也在不断进行研究和
实践。“如要常绿又耐阴的，可以选
油麻藤，几乎不用照看；要添点色
彩，可以选金森女贞、银姬小蜡、金
叶菖蒲、毛鹃、鸭脚木等。这些植物
不仅易养活且四季有叶，色彩还比
较多样，有的还会开花。”沈明补充
说，植物要长得好，最好还是落地。
我市推广实施围墙透绿工程已有
十余年了，不少有条件的单位、社
区将砖墙改成栅栏式，露地种植藤
本月季等开花植物，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

“要想使立体绿化更多地出
现在城市空间里，除了需要政策
上的配套与支持，更需要解决一
些技术性与规范性的问题。如新
建建筑或构筑物，在设计初期就
应同步考虑立体绿化问题。”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培训中心主任施德
良告诉记者，《宁波市建（构）筑物
立体绿化实施导则（试行）》已经
出台，《宁波市绿化植物配置及建
筑构造图集》也在加快编辑中。这
一本《导则》和一套《图集》的推
出，将有效助推我市绿色建筑规
范化发展，加快构建适宜我市实
际的绿色建筑技术产业体系。

《宁波市建（构）筑物立体绿
化实施导则（试行）》规定，全市范
围内新建、改扩建的公共建筑，以
及新建高架道路、天桥等，必须把
立体绿化按一定比例作为“标
配”，这在全省尚属首次。

《导则》明确规定：新建公共
建筑，应对高度不超过 50米的平

屋顶部分实施立体绿化，且屋面
绿化面积占可绿化面积的比例应
不小于30%；改扩建的公共建筑，
也有同样要求。此外，《导则》对工
业建筑的立体绿化也有规定，绿
化面积要求不少于建筑表面的
20%。新建高架道路、天桥等市政
公用设施的桥墩（柱）、沿口应同
步实施立体绿化。

《导则》实施日为2017年9月
1日，也就是说，在这个日期以后
上述建筑的建设单位在递交施工
图审核时，必须同步递交对应的
立体绿化施工图，凡有资质的设
计单位均可提供绿化施工。

《导则》出台之前，住建部门
先是作了一番调研，发现高架桥
立体绿化的最大障碍是花箱安全
固定以及浇水问题，于是在《导
则》中就如何在新建建筑中为立
体绿化留下空间作出指导，指出
立体绿化设计应综合考虑后期养
护管理等因素，明确要求立体绿
化灌溉宜结合雨水收集利用技术
同步设计应用。

考虑到台风等特殊天气有时
会光顾宁波，《导则》就屋顶绿化
作出建议：选择植株低矮、生长缓
慢、须根发达、抗风能力强、耐寒
耐旱、抗病虫害，并且不易倒伏的
花灌木和小乔木。

《导则》还就调研中存在的问
题，对屋顶绿化的强制执行范围、
建筑物的荷载设计要求、绿化形
式、植物种类选择，包括减碳量、
施工和验收、后期维护等全过程
作出了详细规定。

“其中很多内容，是结合了我
们单位实施的示范项目成果后总
结提炼出来的。”施德良说，立体
绿化给建筑带来的减排效应是令
他感触最深的一点，“去年最热的
时候，我们在屋顶绿化表面和绿
化底下分别实测温度，两者温差
竟高达20摄氏度。”

城市立体绿化要上“快车道”
技术与规范必须先行

本报记者 王岚 通讯员 朱琼

本版摄影 王岚

图 示

细心的市民不难发现，在甬城
的许多公共场所能见到各式各样
的绿化墙或是绿化屋顶。

海曙区行政中心 5 号楼屋顶
生态节能改造工程，将素面朝天的
白色屋顶改造成绿意盎然的“空中
菜园”。经过专业的房屋承重计算
及屋顶防水处理，屋顶覆盖上了近
500平方米的草坪和30余个花池，
种上了水蜡、佛甲草、青菜、辣椒、
番茄、空心菜等各类观赏性植物和
蔬菜。“空中菜园”有助于夏季降
温，无公害蔬菜还能自种自吃，效
益显著。除绿植外，屋顶上还有空
气源热泵、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太
阳能光伏发电等节能设施。“雨水

灌溉系统可减少植物人工浇灌的
麻烦。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和空气
源热泵为大楼提供绿色能源，此楼
可谓生态建筑的典范。”市园林局
有关人士说。

绿化墙在城市中的应用也越
来越多。如江北区砖桥巷墙面绿化
景观项目是我市种植毯垂直绿化
墙技术推广试点，应用了新型集成
材料的种植毯垂直绿化技术，无需
打造金属架，由防水 PVC、纳米材
料蓄水层和种植袋组成，养护工人
只需将植物放入种植袋即可。垂直
绿化墙还配置了自动灌溉系统，可
以通过智能控制，选择在不同时间
段对植物浇水，比起传统的绿化墙

从“空中菜园”到绿植雕塑
立体绿化不断推陈出新

养护要便捷许多。
近年来，我市园林部门还在

有条件的城市公建设施上尝试进
行立体绿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机场路高架和南外环高架，一座
座水泥桥墩先后穿上了“绿靴”，
给原本尘土飞扬的道路带来了清
洁与美丽；高架桥的双沿，放上了
盆栽月季，为“钢筋水泥森林”增
添了色彩。对公厕墙面开展多形
式的垂直绿化，如今仅海曙、鄞
州、江北三区完成垂直绿化的公
厕已有 65座。垂直绿化形式含绿
植墙式、板槽式、垂挂式、钢丝网
式，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花季一

到，这批公厕的颜值分分钟提升。
不仅如此，绿植雕塑作品开

始频繁地出现在城市街道美化与
点缀中。如解放桥北侧和鄞州区
演武公园灵桥东侧各有一座高 8
米的巨型立体植物雕塑。其中一
座绿植雕塑的主题是“甬商古
韵”，将铜钱、算盘等设计元素巧
妙融合，赞美了甬商在我国传统
商业到现代商业转型进程中作出
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另一座绿植
雕塑选用有宁波本地特色的古船
造型，体现了港城宁波迎接新挑
战、抓住新机遇，朝着国际化踏浪
前行的美好寓意。

“让生活处处都有绿意。”这是越来越多市民对城市生活的美好
向往。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寸土寸金的城区，绿化用地面临严重短缺，
发展立体绿化已是大势所趋——

立体绿化，怎样叫好又叫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