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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持自然生态过程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保障人居环境质量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对城市生态基础设施进行科学的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在重新明确城市生态基

础设施管理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归纳提炼了 4 项管理原则，并对现有管理类型进行了梳理。对生态基础设施管理涉及的 3 个

关键问题的常见解决方法进行了总结、分类，并对每类方法的优劣进行了分析讨论。针对此领域的工作做了展望。对于现有城

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问题与方法的整合研究既有利于明确今后研究重点，也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案例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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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both urban complex socio-economic-natural ecosystems and urban infrastructure，

urban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natural ecological processes． It

furthermore promote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is important for guaranteeing the quality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scientific management of urban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refore，this paper reviewed four core components ( its definition，the principles，management types，and key

theoretical problems and related methods) of urban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 UEIM)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existing methods，and thei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to benefit future urban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The

first part of this study discusses two questions: what is UEIM，and what should UEIM do． UEIM is an active management

process． First，it should define the principles of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favor of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Furthermore，the integration of existing UEIM approaches in this process is

useful，as the ultimate objective is to propose a system of UEIM approaches． In the second part，we suggest four principles

for UEIM，for which explanations and several examples are provided． These principles include the preferential protection

principle，the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principle，the dynamic adaptability principle，and the appropriate intervention

principle． In the third part，we review the existing methods for UEIM and separate them into two types: guiding management

( related policy and market strategy) and compulsory management ( laws and regulations，and compulsory trade standards) ．

In the fourth and most important part，three key issues regarding quantitative management and its related method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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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zed． This includes how to identify urban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hubs，how to account suitable areas of urban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and how to optimize the pattern of urban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Hubs in the urban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network represent the most ecologically important large natural areas that remain urban． These hubs can be
identified by species diversity index，maximum continuous area，the value of the ecological system services，or conservation
areas already protec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practical method for estimating a suitable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are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 method based on experiences and standards，the supply-demand balance calculation
method ( carbon-oxygen balance method，or precipitation and water-holding capacity) ，and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based on ecological processes ( the water security pattern，biological diversity security pattern，or scope of geological
hazards) ． Furthermore，methods of constructing optimal patterns for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can be broadly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a property evaluation ( relevance，suitability，or sensitivity ) ，an index optimization model ( landscape
index，or graph theory) ，and an ecosystem process model ( based on the actual landscape pattern process，or based on the
simulated cost-distance model) ． In the final section，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were put forward，which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UEIM at multiple scales． Since apparent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different scales exist，it is important for
urban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to integrate multiple scale analyses，and to clearly identif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different scales．

Key Words: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urban management; hubs; spatial patterns

城市是一类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1］，城市基础设施则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

物质基础［2］。随着城市扩张带来的“城市病”现象越来越严重，城市生态基础设施这一概念逐渐被提出并得

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3-5］。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既是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着维持自然生

态过程稳定的功能; 又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保障人居环境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对于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科学管理将直接决定着城市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的优劣。因此，本文从城

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的概念内涵、保护和构建原则、现有管理方法、管理理论基础和模型等方面进行归纳总

结，并进行深入讨论，进而明确今后的研究重点，并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提供经验和样本。

1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及其管理的概念及内涵

1．1 城市的定义与尺度问题

在科学界，城市的定义从未有过统一的答案，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学科赋予了城市不同的定义［6］。在生态

学科或环境学科中，我国学者尝试用定量化方法提取城市边界的研究有许多，如夜间灯光数据提取法［7］、碳
排放核算法［8］、全色遥感影像提取法［9-10］、雷达干涉相干系数分析法［11］等，但也并未有统一的结论。鉴于本

文研究内容的需要，定义城市的范围为市域范围主要是参考行政边界进行划定。另外针对建成区尺度和社区

尺度等不同尺度存在研究侧重点不同的问题，本文也将对其特点与差异进行论述。
1．2 生态基础设施的定义与范围

刘海龙等［12］的研究综述对“生态基础设施”(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EI) 名词的起源、国内外研究中其

内涵的发展演化过程，以及与“绿色基础设施”( Green Infrastructure) 等相关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与辨识，其

中也涵盖了我国王如松、俞孔坚等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李锋等［5］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生态基础设施”
的概念和范围。

简单来说，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包括绿色基础设施( 绿地、湿地) 和生态化的工程基础设施( 生态化手段改

造或替代道路工程、不透水地面、屋顶墙体等) ，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建设生态城市的重要保

证［5，12］。生态基础设施是一个综合的网络体系，对于规划、建设和管理生态城市具有重要的指导和评价意义，

因此将生态基础设施作为一个整体提出，目的是保持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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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的内涵

对于管理的定义目前没有统一结果，且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和管理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聂法良

等［13］通过分析统计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管理所做的 24 个定义，发现“职能、资源、目标”出现的频率最高，并

归纳出具有共识性的观点，即“管理是一个过程”。管理的概念和体系随着与各项学科的交叉应用中不断的

丰富和完善，并有所侧重，在城市生态学领域则产生了城市管理、生态管理、城市生态管理、城市复合生态管理

等概念和体系。因为注重过程，所以这些概念都会明确管理目标、管理主体、管理对象、管理方法。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目标以城市可持续发展为总体目标，通过对现有生态基础设施重要性进行评估、

合理性进行评价，进而找出问题，设定相应目标; 管理对象包括现有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和应成为生态基础设施

的部分; 管理方法包括政策引导、市场引导、立法保护等。
本文认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是一个主动的管理过程，不是被动的拟合原有的城市扩张规律和生态

基础设施斑块破碎化的趋势分析，而是需要明确城市增长和扩张过程中有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设

施保护和构建的原则，并整合现有的相关管理方法，提出一套针对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系统的管理方法与

方案。

2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原则

通过对已有的优秀生态基础设施构建和管理案例［14-17］进行研究，分析其中的指导思想与核心问题，并结

合前人对生态基础设施构建原则的看法［4］加以梳理总结，最终本文概括性的提炼出了四大核心原则。
2．1 优先保护原则

生态基础设施核心区域是构成城市大环境生态基础设施网络的核心，也是防止城市无序扩张蔓延的重要

防线，是保障城市生态安全的最基本前提。因此，优先保护原则旨在通过识别和判断生态基础设施中重要性

高的区域，即生态基础设施核心区域，进而优先进行强制性重点保护和永久保留［4］。
2．2 结构优化原则

已有研究表明，生态网络结构的构建可大幅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18］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安

全，又有利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发挥更大的价值。另外，景观生态学中“斑块-廊道-基质”概念已成为此类领

域众多研究的基础［14，19-23］。因此，结构优化原则旨在通过保护和重建重要生态廊道，紧密联系各生态基础设

施核心区，形成绿网、水网等网络体系，进而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引导城市发展规划、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2．3 动态适应性原则

由于城市发展的动态性导致了生态用地逐渐被蚕食的动态性。城市发展扩张的新增建设用地选址的科

学性会决定对生态基础设施结构和功能影响的程度［17］。因此，动态适应性原则旨在保留生态基础设施核心

区域和网络结构的同时，予以城市发展一条对生态基础设施结构和功能影响最小的动态的发展路径，也是生

态基础设施的动态保护路径，有利于为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2．4 适度干预原则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管理并非一味的保护而拒绝人工的干扰。事实上，对于脆弱性强的未利用地、硬化

的城市地表等可作为生态基础设施的用地需要一定的人工设计和适当的工程措施才能达到生态基础设施的

要求。对于与城市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生态基础设施，如城市公园、居住区附属绿地等，在构建过程中也应充分

注重视觉美感，增强其休闲娱乐功能。另外，屋顶绿化建设成本相对较低，且可以提供多种生态服务功能，如

缓解热岛效应、降低城市噪音、改善城市景观等，具有推广价值［24-26］。因此适度干预原则旨在对于建设和改

造生态基础设施时，适当的进行人工干预，利用先进的工程技术和景观学原理、美学原理等科学原理进行优

化，从而提高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

3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类型

由于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的复杂性和构建内容的多样性，现阶段关于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管理较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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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缺乏系统全面的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体系，相应的法律法规也较为缺乏。目前，对于国内外城市生态基

础设施的管理类型可以总结为两大类: 引导式管理和强制性管理。
3．1 引导式管理

引导式管理主要是通过政府政策引导或市场引导，进而对城市生态基础设施进行保护和恢复的管理方

法。政策引导管理的空间尺度往往较大，如区域尺度、市域尺度等，因此需要进一步进行规划细化才能落实;

市场引导则是依靠经济杠杆，由市场自发的进行调控，周期较长，效果较慢。
3．2 强制性管理

强制性管理主要是通过相关立法和强制性标准等来对城市生态基础设施进行强制性保护和修复措施。

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落到实地，其涉及空间尺度相对较小或是针对的内容更为单一，例如居住

区尺度、建成区尺度或只针对耕地、湿地、水体等某一项生态基础设施。由于强制性管理具有法律效力，且指

标范围明确，因此是一类快速有效的管理方法。

引导式管理可在条件成熟时转化成强制性管理。引导式管理一般属于具有相对明确目标的探索式管理，

需要一段较长的周期深入研究相关理论机理，并进行试点应用，实际验证效果符合预期的才能最终形成强制

性管理的法律条文或行业标准等。表 1 归纳了我国与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有关的部分较为重要的和最新的管

理政策及其类型。

表 1 我国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相关管理类型与具体政策

Table 1 Urban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types and specific policies in China

管理类型 Management types 管理政策 Specific management policies

引导式管理 政策引导 总体规划 国家五年规划

Guiding management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

重要生态基础设施 主体功能区规划

专项规划 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

生态功能区划

荣誉称号与奖励 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

技术与导则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

市场引导 生态补偿制度

关于加快推动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

强制性管理 法律法规 综合性法律法规 环境保护法

Compulsory management 重要生态基础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专项法律法规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

强制性标准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4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关键内容及对应方法

对于生态基础设施的管理不论是处于摸索期的引导式管理还是已经形成法律条款的强制性管理，都有相

应支持的关键内容与对应方法。因此本文在概述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及其管理概念、原则和类型的基础上，对

3 个关键问题( 识别生态基础设施核心区域、核算生态基础设施合理面积、优化生态基础设施布局) 的常见解

决方法进行了总结、分类，并对每类方法的优劣进行了分析讨论( 表 2) 。对于现有关键问题以及解决方案的

整合研究既有利于明确今后研究重点，也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案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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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关键内容、对应方法分类及其优劣分析

Table 2 Urban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Key issues，methods and pros ＆ cons analysis

关键内容
Key issues

方法分类
Method classification

优点
Advantages

缺点
Disadvantages

城市 生 态 基 础 设 施 核 心 区 域
识别

直接识别法 简单明确、易于操作 部分边界较难落实到具体坐标

Identification of urban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hubs 因子叠加识别法

内容全面、因地制宜、指标选取
灵活

部分数据不易获取，工作量大; 等
级划分与权重确定主观性较强

城市 生 态 基 础 设 施 合 理 面 积
核算

经验标准法 计算简单、政策支持
地方差异考虑不足; 部分指标存在
较大争议

Suitable area accounting of urban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供需平衡法

思路清晰、科学性强; 可基于其
他数据预测未来

地方差异较大，结果可比性差; 准
确数据不易获取，数据精度不高;
仅考虑单一功能

安全格局法 考虑多种生态功能，综合性强
表达结果多层次，描述主观性大;
阈值确定和阻力值赋值主观性大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布局优化与
构建

属性评价法
内容全面、综合性强; 结果分类
分级，得出重要性排序

计算过程繁琐; 分类分级阈值难以
确定; 构建模型通用性较差

Pattern optimization of urban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多指标优化法

计算量小; 可为多目标决策提供
依据

指数解释受尺度影响大; 考虑因素
单一

生态过程法
选择重要生态过程; 针对性强、
实用性高

计算复杂、数据量大; 对使用者综
合要求高

4．1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核心区域识别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核心区域应该包括难以移动、难以复制、具有高复合生态价值或开发成本高、开发风险

性大的不适宜进行工业化或城镇化建设的区域以及国家明令保护的区域。通常，核心区域的确定方法可总结

为以下两种: 直接识别法和因子叠加识别法。
相关研究表明，一般可直接划入核心区域的生态基础设施包括: 最具生态重要性的大型自然斑块［20-21］

( 敏感物种栖息地、连续分布超过 100hm2 的森林、100hm2 以上的原生生态湿地) 和国家指定的保护区［19］( 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一级地表水源保

护区［27］) 。事实上，通过研究申报条件可以发现，国家强制性保护的区域，都是具有极高社会-经济-自然复合

生态价值的区域。另外，除了现有生态基础设施核心区域的保护，一些人工恢复和构建的生态基础设施也会

成为核心区域得到永久保护。例如胡洁等［28］设计的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作为人工新建的生态基础设施被

北京市人民政府定位为永久性的城市公共绿地，并对周边提供着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
因子叠加识别法，类似千层饼模式［29］和环境敏感区域模型［30］，通过筛选易获得且相关性强的因子，获取

其图层进行重要性分类分级［20］，之后应用 GIS 进行叠加计算分析，得到最终的受保护区域。常见的因子包括

生物多样性、敏感物种分布图、坡度、地面起伏度、工程地质图、土壤深度、植被覆盖度、地质灾害发生图、道路、
水体、人工化程度等［20，31］。以此模型为基础，众多学者分别从生态安全格局［14，22-23］、可持续发展［32-33］、土地利

用现状规律［34-35］、市域尺度生态经济区划［31］、生态用地重要性分级［36-37］、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和开发风险

性［20］、生态敏感性与脆弱性［38-39］的角度进行研究，表明通过 GIS 叠加各因素计算得到的地质灾害易发区、生
态敏感区、生态功能重要区，以及具体的包括坡度较陡或海拔较高的山地、河网、海岸带和连续分布的且具有

较大面积的林地等应成为生态恢复和保护的重点。
综合对比这两种方法，可以发现: 直接识别法依据国家相关的保护规定和现有的较为认可的大型自然斑

块，将这些区域直接进行保护规避了复杂的分析过程，简单明确，易于操作，但是此方法现存的最大问题就是

保护边界往往不能落到具体的坐标，导致无法进行严格的保护; 因子叠加识别法考虑因素系统全面，因子选取

因地制宜，有较好的灵活性、综合性和科学性，但此方法最大的问题在于关于因子的筛选方法、因子图层重要

性分类分级的依据、图层之间叠加的权重等问题目前尚无统一规定，这就造成了模型使用者必须具备扎实的

生态学基础和项目经验，才能做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的结果。

0513 生 态 学 报 36 卷



http: / /www．ecologica．cn

4．2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合理面积核算

生态基础设施面积核算方法可以分为 3 类: 经验标准法、供需平衡法和安全格局法。

经验标准法一般遵照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法律、法规、标准以及参照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进而明确城市生

态基础设施的面积。此类经验标准总结起来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生态基础设施总量的控制要求，例如

卫生学和防灾防震对城市绿地面积比例的要求［40］、土耳其发展法对大城市市区范围内和范围外人均开敞空

间的要求［41］、我国开展生态城市等评定工作时对绿地率、绿化覆盖率等标准; 另一类是各个管理部门对于不

同类型生态基础设施的专项要求，例如我国在对绿地规划指标相关标准有最低要求的《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

标的规定》，城市湿地规划则需要在保持自然水系状态的前提下，符合《城市水系规划导则》中对城市水面率

的要求及《城市蓝线管理办法》中对水系的规划管理要求［42］等。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供需平衡法是测算合理的生态基础设施面积比较常见的方法，通常选取一种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研究和计算，但并非所有功能都适宜在市域尺度进行供需平衡测算。Costanza 等［43］于

1997 年系统的提出了 17 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Bolund 和 Hunhammar［44］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认为，其中 6 项

服务功能( 净化空气、减缓热岛效应、噪声削减、雨水内排、污水处理、娱乐与文化价值) 在城市范围内尤其重

要，并讨论了对应的生态系统在城市中的面积和价值。对于碳氧平衡理论，在论证了市域等小尺度研究的合

理性和对于全球尺度碳氧平衡的重要作用［45］之后，许多科学家基于此理论分别根据固定年份城市耗氧

量［46］、预测人口增长及耗氧量［47］等进行了静态或动态的计算。Yin 等［48］和 Andin 等［41］则建立了测算碳氧平

衡的模型提高计算准确性。此外，根据供需平衡原理，Bagliani 等［49］将人类社会的生态需求与自然土地的生

产供给能力通过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相结合，来测算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需求。赵丹等［50］基于生态绿当

量的概念，依据当地日最大降雨量与生态基础设施单位面积饱和蓄水能力的关系，提出了核算城市生态基础

设施合理面积的标准。Li 等［51］人借助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分别基于生态用地源和建设用地源，模拟阻力面，

计算了符合常州市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平衡需求的适宜生态用地占常州城市土地总面积的比例。
第 3 种方法是基于主要生态过程的安全格局法。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结合了景观生态学理论和方法，侧重

生态过程的识别与保护，是一种确立合理的生态基础设施面积的方法［14，22］。目前，应用较多的主要生态过程

包括水文、地质灾害、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遗产、游憩过程五大类［14，52］。苏泳娴等［52］在构建佛山市高明区

生态安全格局时还创新的引入了农田安全格局和大气安全格局。此方法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较为综合的考

虑了城市居民安全和生态过程安全，构建的安全格局在确定了生态基础设施空间分布的同时也得到了适宜的

生态基础设施面积。
现有的 3 种方法各有优劣。经验标准法参照已有的经验和标准，其最大的优点是计算简单明确，有政策

支持; 缺点在于不同地方的政府由于生态环境建设目标的不同导致城市地域的生态用地需求数量规模也不尽

相同，有些评价指标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甚至存在很大的争议。由于此方法所参考的标准都是科学研究与实证

结果的总结，因此加强相关基础研究，完善基本可靠的科学依据也是制定一些标准的基础。供需平衡法优点

是针对某项生态服务的需求进行供给性分析，思路清晰，还可预测未来; 缺点是现有的计算大多以生态基础设

施提供的单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核算依据，所核算的阈值难以确定，所选生态功能的代表性强弱有待验证，

另外单项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平衡算法也受到诸如数据来源的准确性、具体算法的多样性、绿地类型的差异

性等因素的较大干扰，影响结果的可靠性。目前，未见综合考虑多种服务功能进行测算面积比对的研究，因

此，该方法仍有待于进一步综合研究。安全格局法优点在于生态功能代表性强，以保证重要生态过程为目标，

同时可以确定数量规模与对应空间分布; 缺点在于结果表达方式为多层次水平，对于不同水平的描述主观性

较大，且阈值确定的合理性、最小累积阻力模型阻力值的高敏感性，都会对结果有较大影响，所以该领域进一

步研究的重点是提高过程模拟模型的科学性和划分阈值的合理性。
4．3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布局优化与构建

通过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发现，生态基础设施格局的优化与构建方法大致可分为 3 类: 属性评价法、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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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优化法和生态过程法。
属性评价法旨在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重要性、适宜性、敏感性) ，进而评价已识别的生态基础设施，明

确不同区域的价值高低排名，并对评价结果高的区域和结构予以保护和保留。该方法的特点是针对已经存在

的生态基础设施进行优先保护。例如，Pereira 等［53］通过计算移除斑块后对连接概率指数的影响程度来确定

斑块的相对重要程度。Weber 等［20］在马里兰州构建的绿色基础设施评价模型给出了辨识斑块和廊道的方

法，并分别从生态重要性和开发风险性两个角度整合 60 项指标构建了科学全面的指标体系用来对识别出的

斑块和廊道进行重要性排序，还确定了重点保护区域斑块和廊道分别占重要性排序结果的比例。
多指标优化法通过构建一系列能体现网络结构优劣的指标或者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指标( 如: 斑块平均面

积、斑块密度、形状指数、景观破碎度指数、网络闭合度、成本比［15］) ，并通过设定不同情景对指标进行计算，最

后选择符合实际情况且可行性强的优化方案。Dai［54］指出城市绿色空间的可达性分析可以通过辨识出城市

中绿色空间服务水平不足的区域，从而对城市绿地的优化布局提供科学依据。Kong 等［55］在建成区中通过重

力模型给出了判断斑块间相互作用的距离阈值，之后结合最小成本路径分析和图论确定了最优的生态基础设

施网络布局。Teng 等［56］将模拟的工程花费引入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并综合考虑多种功能，构建了多目标多等

级的绿道网络布局，大大增强了结果的实用性。
生态过程法通过综合各种过程模拟模型或构建影响特定生态功能阻力面来判别对这些过程的安全和健

康具有关键意义的源和空间联系，确定阈值并划定该功能的适宜安全格局，最后综合多种生态过程得出综合

生态安全格局。市域尺度俞孔坚等［14，22］在城市规划中提出的“反规划”就是以此为依据，进行不同等级水平

的安全格局识别和构建。朱强等［57］则基于生态过程原理，总结了处于不同生态过程、承担不同生态功能的生

态廊道的宽度要求。建成区内，Zhou 等［58］通过流体力学模型对绿色空间释放氧气的扩散过程进行模拟，结

合建成区内建筑密度，计算出了应该增加的绿地面积，并对绿地选点和绿网结构进行了规划。周媛等［59］综合

考虑人口密度、空气污染程度和城市热岛效应强度，利用 GIS 和多目标区位配置模型( LA) 对沈阳市三环内城

市公园进行了优化选址。
综上所述，属性评价法侧重已有生态基础设施的分级分类和保护，指标选取灵活性和针对性强，评价内容

综合性高; 但是对于结果的分类分级阈值难以确定、未有统一规范，另外计算过程较为繁琐，构建出的具体模

型通用性较差。多指标优化法侧重对新规划的生态基础设施的合理性判断，对于景观指数和图论方法以形成

了较为统一的固定流程，计算量不大，可为多情景多目标提供决策依据; 但是该方法单纯依赖理论指数值，考

虑因素较为单一，景观指数值的实际意义也因尺度变化有不同的解释，另外新增的廊道也只有空间位置的确

定，并无廊道宽度的确定标准。生态过程法可根据不同尺度、选择重要的生态过程分析，灵活性好、针对性强，

既有对现有生态基础设施的保护建议又有对新增生态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议，还可以对廊道宽度进行指导; 但

是在构建模型中，模拟面的阻力值需要人为赋值，缺乏统一赋值标准，另外考虑的过程较多则所需的数据收集

量较大、计算较复杂，对使用者的综合要求较高。

5 结论与展望

由于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所涵盖的内容众多、关系复杂，其管理的优劣对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是否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所以本文以生态基础设施为管理对象，在明确生态基础设施及其管理概念和内涵

的基础上，重点综述了其管理原则、现有管理类型与方法、以及管理的关键内容及对应方法等 3 个方面，并对

其中的内容进行了分类，对每类中现有解决方法的优点和缺点进行了分析。
5．1 建立健全生态基础设施管理方法体系和内容

在管理方法方面，目前我国还处于生态基础设施管理的摸索期，相关管理方法较为分散，缺乏系统全面的

生态基础设施管理体系，也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因此，针对生态基础设施管理，形成系统完善的管理体系尤

为重要。在市场引导方面，应努力创新市场引导方式，适当引入第三方监管机制加强对生态基础设施保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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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工程的监管力度，尽快制定和完善详细的生态补偿策略。在政策引导方面，应参考借鉴国外土地管理与

生态管理的成功经验，并将生态基础设施规划与现有的城市总体规划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同时加速相关科研

成果转化为政策指导。在强制性行业标准引导方面，要加强监管力度，严格把控初期和最终评审环节，并对违

规项目及其负责人进行严格整改和惩治。
5．2 整合多尺度生态基础设施管理研究

在城市范围内，生态基础设施在不同尺度对城市发展及其居民生活发挥的主要功能也有所差异，因而决

定其面积形状、空间布局、视觉效果等的影响因素也不同。在市域大尺度，其主要功能是维系自然过程、保持

生态安全，如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持水土、预防地质灾害发生、调节空气等; 而在建成区尺度和社区尺度，其主

要功能则是与人紧密相关的，如调节人居环境、降低热岛效应、降低污染和噪声、促进休闲文化、美化视觉景

观; 不同尺度之间又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联系［60］。因此综合进行多尺度分析，明确不同尺度之间的转换关系，

在制定市域尺度生态基础设施数量和空间布局方案的同时，在建成区尺度和社区尺度对其空间布局和质量进

行优化，对于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具有重要意义［61］。目前这方面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5．3 优化生态基础设施构建方案和方法

对于生态基础设施管理的 3 个关键问题，本文已在前面论述了现有常见方法模型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建议。另外，作为管理内容的主要组成部分，关于识别生态基础设施核心区、判断生态基

础设施合理面积及其最优布局通常是紧密联系、相互影响，但又各有特色。而对于城市的现状格局进行评价

和优化、对于城市未来发展的合理规划，都基于此内容。因此，在制定生态基础设施构建方案时，如何理清这

些问题的逻辑顺序，每个问题选用何种方法模型、不同问题之间计算的结果是否有冲突、冲突区域如何解决

等，都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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