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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总体规划阶段生态专项规划思路与方法

□　郑善文，何　永，韩宝龙，徐迪航，欧阳志云

[ 摘　要 ] 文章面对城市中人与自然的矛盾，针对当前城市总体规划中对生态考量的不足，总结有关生态规划的理论、方法、
技术标准及实践，充分融合规划学与生态学的基本思想，剖析城市规划方法与城市生态服务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提出面向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总体规划阶段生态专项规划，并理清其规划思路、目标、方法与内容，构建城市生态专项规划的
总体技术框架。首先，理清用规划来调节、提升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思路框架，提出优化格局、调节过程和提升功能三大
调节机制；其次，确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划总目标；再次，构建“SAPPE”生态规划“五步法”；最后，确定生
态专项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生态战略与目标、适宜的城市规模、合理的用地比例、协调的城市结构与布局、充分的生态空
间和创新的规划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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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 And Method Of Ecological Planning in Urban Master Plan/Zheng Shanwen, He Yong, Han Baolong, 
Xu Dihang, Ouyang Zhiyun
[Abstract] The paper lists the weakness of urban master plan in ecoloy; concludes theory, method, technique, and practice of 
ecological planning;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planning and ecological service; and proposes a technical framework of 
ecological planning in urban master plan. It consists of three mechanisms about laytou, process, and function; five steps of “SAPPE”; 
major content including vision, scale, land use, structure and layout,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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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为什么研究城市总体规划阶段生态
专项规划

　　
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不仅可以带来人口

集聚、生活便利和经济高效，还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人类聚居区。然而，当前城市发展的实践却造
成了大量侵占生态用地、吞噬生态空间和破坏生态环
境的问题，导致生态服务功能退化、人居环境恶化，
各种“城市病”频发，城市已成为当前人与自然矛盾
最突出、最严峻的地方。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
总体布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
发展理念，以及“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提供更
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
需要”等理念要求，明确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
为国家发展的基本方略。

面对当前大规模、高速度的城镇化进程，面对
日趋严重的各种“城市病”与生态环境问题，面对
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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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理念要求，我国需走出一条既要
发展又不破坏生态、保护环境、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城镇化道路。作为全面指
导城市发展与建设的城市总体规划 ( 以
下简称“总规”) 首当其冲，但目前总
规中对于城市生态的考量仍存在不足，
包括规划思想上的增长优先、生态置后，
规划制度上的定位不清、融合不足，规
划内容模糊宽泛且忽视生态服务功能内
涵，规划指标庞杂，规划实施与管理可
操作性不强、执行不力等 [1]，因此总规
亟待切实加强对生态维度的考量与应对
策略。

本文将聚焦总规阶段，针对其对生
态考量的缺失或不足，总结国内外已有
的城市生态规划理论、方法、生态规划
技术导则和标准，以及城市生态建设实
践，在当前总规改革的大背景下，提出
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总规阶段生态
专项规划思路、目标、方法与内容，构
建城市生态专项规划的总体技术框架。

1 背景—相关生态规划理论、
方法与实践总结

对于国内外相关生态规划理论或思
考，先后有多位学者做了回顾与梳理[2-9]，
关于生态导向下的规划方法，先后也有
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做了大量探讨 [10-24]。  
例如，在国外早期有“城市公园行动” 
“田园城市”“有机疏散”等生态规划
思想的萌芽，中期有麦克哈格因子叠加
法、生态城市十原则等方法的探索与应
用。在国内主要有马世骏、王如松提出
的复合生态系统理论，黄光宇提出的生
态城市规划复合系统原则，王如松提出
的共轭生态规划与泛目标生态规划，俞
孔坚提出的“反规划”等理念 ( 表 1)。
近年来，我国陆续出现了包括中新天津
生态城规划、广州市生态专项规划和三
亚市“生态修复城市修补”总体规划等
具有代表性的生态规划实践 ( 表 2)，住
建部、环保部也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生态
规划的技术标准 ( 表 3)。可见，生态规

  时间阶段
代表性生态规划
理论或方法

提出者 / 组织 主要内容

早期 (1950 年
以前 )

城市公园行动 F. L. Olmsted 将自然引入城市，在城市中多建自然公园
田园城市 Ebenezer Ho-

ward
城市应与乡村结合、城市周围留足永久性
绿地供农牧产业发展

进化中的城市 Patrick Geddes 应以自然的潜力和约束力来制定与自然协
调的规划方案，建立了“调查—分析—规划”
的规划程序

有机疏散 Eliel Saarinen 控制城市规模，在大城市周边建卫星城
中期 (1950 ～
2000 年 )

适应性分析与因子
叠加法

Ian McHarg 根据用地适宜性分析确定土地利用方式，
避免自然灾害

景观规划六步骤 Carl Steinitz 分为表述、过程、评价、变化、影响和决
策 6 个模型，前 3 个阶段侧重分析问题，
后 3 个阶段侧重解决问题

生态城市五原则 MAB 计划 生态保护战略、生态基础设施、居民生活
标准、文化历史保护、将自然融入城市

复合生态系统理论 马世骏、王如松 在生态学原则的指导下，追求社会—经济—
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综合效益最大化

生态城市十原则 R. Register 土地混合使用、就近出行、修复自然、混
合居住、提倡回收及公众意识等

生态城市规划方法 黄光宇 提出复合系统原则，强调空间规划、生态
规划与社会经济规划的结合

近期 (2000 年
以来 )

共轭生态规划、泛
目标生态规划

王如松 协调人与自然、资源与环境、生产与生活、
外拓与内生之间共轭关系的复合生态系统
规划

“反规划” 俞孔坚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分析，倡导生态基础设
施先行，先划定不可建设区域，先底后图

表 1 国内外主要生态规划理论或方法总结

生态规划实践 规划理论 / 方法 规划内容 规划指标

中新天津生态城
规划 (2008 年 )

先底后图，从公共政策、
平面布局和控制导则三
个层面突出生态主导

绿色产业、绿色建筑、绿色
交通、新型能源、生态修复、
社会事业

“经济蓬勃、环境友好、
资源节约、社会和谐”4
个分目标，26 个指标

广州市生态专项
规划 (2012 年 )

城市生态系统格局—过
程—功能理论

在市域层面划定生态管理分
区，包括生态功能保育区、
生态协调发展区和生态调控
改善区，划定生态控制线

“生物多样性、能源利
用、热环境改善、雨洪
调控、面源污染控制与
垃圾污染控制”6 个生
态支撑体系，30 个指标

三亚市“生态修
复城市修补”总
体规划(2016年)

针对现状问题开展生态
修复与城市修补

修复“山海相连、绿廊贯穿”
的整体生态格局，突出海岸
线修复、河岸线修复和山体
修复三个重点

“综合环境、山体修复、
水体修复、棕地修复、
绿地修复”5 类指标

表 2 近年来国内主要生态规划实践总结

划理论正从单一自然生态系统的考虑
向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综合考量发展，
规划技术从简单的适应性分析等技术
向遥感、GIS、复杂模型和计算机模拟
等更高级技术发展，规划方法更加多样
( 其中先底后图法相对占据主流 )，规
划内容也向综合、完整的巨系统发展。
但总的来说，有关生态规划的定位、任
务仍不清晰；规划方法缺乏对规划方案
的“规划后评价”；规划内容范围不明
确，有的规划仅关注城市绿地的布局与

建设，有的规划主要针对环境治理，也
有的规划则显得过于复杂，城市布局、
建筑、产业、能源、环保及社会文化事
业等无所不包，规划系统性较强但针对
性不足；规划指标体系庞大、操作性不
强等。就学科背景来看，仍是“规划
派”“生态派”“环保派”各说各话，各
学科间甚至是各主管部门间缺乏一座有
效的“桥梁”，生态学的有关理论与方
法未能充分融入到规划中去，规划与生
态的关系仍较模糊。基于当前研究，笔



54

者认为城市生态系统服务是连接规划学
与生态学的有效“桥梁”，而这方面的
研究也正是目前最缺乏的，因此提出了
基于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专项规划
思路与方法。

2 总规阶段生态专项规划思路

2.1 规划定义与任务
总规阶段生态专项规划以社会—经

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为指导，以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根本目标，以

有关生态规划技术标准或导则
规划方法 /
程序

主要内容 规划指标

《生态城市规划技术导则》 (住
建部 2016 年 )

基础调研—
规划目标—
生态规划

绿色空间、绿色设施、
绿色人文与规划实施
四部分

绿色空间、人文、绿色 3 大
类，共 40 个指标，包括小
地块比例、混合用地、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及单位 GDP
能耗等 12 个重点指标

《生态修复城市修补技术导
则》( 报批稿 )( 住建部 2017 年 )

现状调查—
问题评估—
生态修复规
划

城市山体、水体、绿
地系统与棕地修复

综合环境、山体修复、水体
修复、棕地修复和绿地修复
5 类，16 个指标，包括热
岛效应强度、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例及植被覆盖指数等
核心指标

《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 住
建部 2017 年 )、《绿色生态城
区专项规划技术导则》( 住建
部 2015 年 )

现状诊断—
确定目标—
协同规划—
实施管理

土地利用与空间布局、
绿色交通、能源、水、
固体废弃物、生态系
统与生物多样性、绿
色建筑 7 个分系统

7 个分系统，共 76 个指标，
分别有混合用地比例、绿色
交通出行比例、可再生能源
比例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
重点指标

《生态县、生态市建设规划编
制大纲 ( 试行 )》( 环保部 2004
年 )、《生态县、生态市、生
态省建设指标 ( 修订稿 )》( 环
保部 2007 年 )、《国家生态市、
生态县 ( 市、区 ) 技术资料审
核规范》( 环保部 2012 年 )

— 生态产业、自然资源
与生态环境、生态人
居、生态文化、能力
保障五大体系

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
社会进步 3 大类，22 个指
标，包括单位 GDP 能耗、
森林覆盖率、空气环境质量、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公众对
环境满意度等重点指标

表 3 当前国内主要生态规划技术标准总结

图 1 总规阶段生态专项规划定位与主要任务

1.优化总规相关内容

2. 协调其他专项规划

总规

城市性质 城市规模 用地布局

道路交通规划 绿地系统规划 公共设施规划 市政设施规划 其他专项规划

生态交通 生态网络 文化服务 生态基础设施 其他

3. 补充生态专项控制内容

生态设施 生态工程 规划管理 其他

生态优先战略

适宜城市规模

协调用地布局

生态专项规划

提升城市生态服务功能为主要途径，研
究城市生态格局、过程与功能的相互关
系，理清规划要素与生态要素之间的作
用原理，采取创新的规划方法与管理措
施，通过总规的城市定位、空间布局和
要素配置等来调节城市空间布局与土地
利用格局，提出生态规划方案并补充有
关生态控制内容、指标及政策建议的专
项规划，是总规的有机组成部分，规划
成果与结论充分融入总规，并对其他专
项规划提供参考与支撑。

总规阶段生态专项规划的主要任务，

一是从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优化的角
度对总规的主要内容提出建议，包括确
定与生态资源环境相匹配的城市规模，
以及适宜、协调的各类用地比例与布局
方案等；二是协调其他专项规划，如增
加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增补生态交通、
生态基础设施等；三是补充有关生态专
项控制内容与政策建议，如生物多样性
保护、新能源使用等，制定提高绿色建
筑比例、鼓励立体绿化、增加公共交通
供给和鼓励垃圾分类收集等激励机制的
生态规划管理与政策建议 ( 图 1)。

2.2 规划目标
生态专项规划的总目标是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提
升生态服务功能，促进社会—经济—自
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协调耦合、多赢发展，
具体包括保障生态安全、缓解生态问题、
提升生态功能、促进生态代谢和提高资
源效率五个分目标 ( 图 2)。

2.3 规划思路
2.3.1 人与自然协调共生

城市是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
系统 [25-26]，社会、经济构成的人工系统
影响着自然系统，如占用自然空间、消
耗自然资源和排放污染废物等，是城市
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端与消耗端；自然
系统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支持着社会经
济人工系统，是生态服务的供给端。当
前诸多城市生态问题正是由于社会经济
发展过度占用自然、破坏自然所造成的，
导致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不能满足城
市发展需求。

生态专项规划一方面通过空间布局
与资源配置等规划方法，从需求端减少
城市发展对自然的影响与占用；另一方
面通过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工程等
生态学方法，从供给端提升自然生态系
统服务对城市与人类活动的支持，以此
促进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
协调耦合与人居环境的改善。因此，本
文将生态专项规划称为“人与自然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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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人与自然共生生态规划”内涵示意

图 4 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及目标梳理关系

生态规划”( 图 3)。

2.3.2 用规划来调节、提升城市生态

服务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生态系统对人类

生产、生活提供的条件与支撑，分为产
品提供、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撑四
大类。城市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为维持城
市的生产、消费、流通、还原和调控功
能所需要的有形或无形的自然产品与环
境公益，它是城市生态支持系统的一种
产出和功效。本文梳理出空气环境净化、
水源涵养、休闲游憩与自然体验等主要
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类型，分别对应水安
全 / 水环境、土地、空气 / 气候、生物
物种、文化游憩及能源资源六大类城市
生态要素 ( 图 4)。

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总目
标，生态专项规划需理清总规与城市生
态系统服务间的作用关系，研究如何用
规划来提升城市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探
明城市生态调控的机制、途径与措施。
这是生态专项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规
划方法、内容与指标等 ( 图 5)。

3 总规阶段生态专项规划方法

3.1 生态调控机制
规划提出优化格局、调节过程和提

升功能三大城市生态调控机制 ( 图 6)，
是规划调节、提升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
原理所在。

3.1.1 优化格局
城市格局是指构成城市生态系统

的土地利用情况、比例及空间分布关系。
优化格局应以提升城市生态服务功能
为目标，通过总规优化城市总体布局和
土地利用格局，如采取组团化、紧凑的
城市布局，以及均匀分布的生态空间、
连接成网的生态廊道和密路网等，鼓
励土地混合使用，增强城市的气候调
节、水文调节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
态功能。

3.1.2 调节过程
生态系统过程是指构成生态系统的

城市 /人

城市规划
空间资源配置

 影响 /占用
占用自然空间
消耗能源资源
排放污染废物

自然

减少影响

生态设施
生态工程

支持 /生态系统服务
     产品提供
     调节服务
     文化服务
       支撑

增加支持

需求端 供给端

图 2 生态专项规划目标示意

保障城市

生态安全

提高城市

资源效率

促进城市

生态代谢

提升城市

生态功能

缓解城市

生态问题
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产品供给 淡水资源

土地资源

观赏与环境用植物

调节服务 气候调节

空气环境净化

洪水调蓄

水源涵养

水土保持

水环境净化

废弃物处理

文化服务 休闲游憩

景观美学价值

自然体验

文化多样性

支撑 固碳

释氧

土壤形成

生物多样性

水循环

水安全 /

水环境

涵养水源、保障水资源

改善水质、水环境

调蓄洪水、降低暴雨径流、增加雨水渗透

促进水循环、节约水资源

土地 保障土地资源

增强土壤活力

空气 /

气候

改善空气质量

减缓热岛效应

增加氧气释放

生物物种 提升生物多样性

提升本地植物种比例、减少维护

文化游憩 增强景观美学价值与文化多样性

增加休闲游憩与自然体验

能源资源 增加固碳

促进废弃物再利用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节约能源

城市生态要素 城市生态服务目标城市生态系统服务

生物与生物，以及不同非生物因素之间
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与流动。城市
主要生态过程包括降雨径流、固碳释氧、
物质循环、物种分布与迁移等自然生态
过程，以及交通、人口和文化传播等社
会生态过程。总规可以通过增加可透水
地表、保护培育湿地、增加本地植物种、
增加生态空间和生态基础设施等措施来
降低生态负荷、增强自然生态过程，提
高城市生态功能和资源利用效率。

3.1.3 提升功能
城市生态功能包括水质净化、空气

环境净化和减缓热岛效应等。总规可以
结合上述优化格局、调节过程等机制，
通过增加生态用地、控制污染排放和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等措施，共同提升城市
生态功能，改善人居环境。

3.2 规划对策
在城市生态调控机制的基础上，规

划剖析了城市生态要素与规划要素之间
的关系，探讨如何通过空间规划方法与
规划管理策略来提升城市生态功能，明
确了城市规划对策与生态服务功能间的
相互作用关系，即什么样的规划对策能
改善哪些生态服务功能。其中，城市生
态要素包括水安全、土地、空气、生物、
文化和能源六大要素，对应涵养水源、
改善空气质量、减缓热岛效应、增加氧
气释放和增加固碳等城市生态系统服务
目标。城市规划要素分为空间要素与管
理要素，空间要素包括城市规模、用地
比例、用地布局、道路交通和开敞空间
五大要素，空间规划对策包括研究城市
适宜规模等 11 项；管理要素包括城市

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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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交通出行和能源资源三大要素，
管理对策则包括增加绿色建筑比例等 6
项 ( 图 7)。

规划对策与规划管理对策总结为降
低生态负荷、优化城市格局、增加生态
空间、调节生态过程、提高资源效率和
加强政策引导 6 类。

3.3 规划方法
规划建立了“SAPPE”生态规划五

步法，包括生态调查 (Eco-Survey)—
生态评价 (Eco-Assessment)—生态预
测 (Eco-Predication)—生态规划 (Eco-
Planning)—规划模拟与评估 (Planning 
Scenario &Evaluation)，特别强调对规
划方案的生态效益进行模拟与评估，从
而反馈给规划方案并优化、修正和调整
方案，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目的在于
解决目前普遍缺乏规划评估、“规划编
完就完了”的现实问题。

3.4 规划框架
基于“SAPPE”生态规划五步法，

规划构建了从生态调查、生态评价、生
态预测、生态规划到规划评估，进而反
馈给生态评价的总规阶段生态专项规划
的总体技术框架 ( 图 8)。

4 总规阶段生态专项规划内容

4.1 城市生态调查 —  现状城市生态
系统调查

城市生态调查主要包括对城市生
态系统的土地使用、土地覆盖、气候、
水文及生物多样性等要素进行调查，必
要时还需对有关要素的历史演变进行分
析，为后续生态评价、预测提供基础数
据与资料。

4.2 城市生态评价 —  现状城市生态
系统评估

城市生态评价是指在生态调查的基
础上对城市现状生态系统的质量进行的
评价，包括生态功能评价、资源效率分图 7 城市生态要素 (生态服务功能 )与城市规划要素 (规划对策与方法 )关系分析

图 6 城市“优化格局—调节过程—提升功能”生态调控机制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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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态要素 城市生态服务功能目标 空间规划对策

规划管理对策

城市规划要素

研究城市适宜规模，降低生态系统负荷

2. 改善水质、水环境

4. 促进水循环利用、节约水资源

制定低碳生态的城市结构，将自然引入城市

3. 降低暴雨径流、增加雨水渗透 增加生态用地 (绿地、水系、湿地等 )，增强生态
服务供给

1. 保障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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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用地混合布局，避免职住过于分离

1. 改善空气质量

生态用地均匀分布

2. 减缓热岛效应

增加可透水地表

3. 增加氧气释放

增加公共交通供给，减少小汽车通勤

1. 提升生物多样性

提升路网密度，缓解拥堵

2. 提升本地植物种比例、减少维护

设置生态廊道 /网络，供通风、迁徙、游憩、交往

鼓励多层次绿化 (立体 /屋顶绿化 )、提升绿量

鼓励再生能源使用

1. 增强景观美学价值与文化多样性 增加绿色建筑比例

2. 增加休闲游憩与自然体验 增加本地植物种绿化

1. 增加固碳 促进水循环使用

2. 促进废弃物再利用 鼓励公共交通出行

3.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节约能源 鼓励垃圾分类与回收

城市生态调控机制

规划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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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过程

提升功能

空
间
要
素

管
理
要
素

图 5 总规阶段生态专项规划思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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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和城市生态问题诊断等。
生态功能评价主要是对城市现状

气候调节、水文调节、水环境净化、空
气质量改善、固碳和文化服务等生态服
务功能进行评价；资源效率分析主要是
对城市现状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土地利
用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等进行分析；城
市生态问题诊断主要是总结城市现状水
质、空气质量、土壤质量、热岛效应和
内涝等生态问题，诊断问题的成因。

4.3 城市生态预测 —  未来城市生态
系统预测

城市生态预测是指在生态评价的基
础上，分析城市可能面临的生态压力与
生态风险，评估城市生态承载力，预测
未来城市生态系统的发展态势，为规划
提供情景设计或参照。

城市生态压力主要包括人口增长、
城市扩张等给城市生态环境及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带来的压力，如建设用地增加、
生态用地减少、水资源消耗增加、能源
消耗增加和生活垃圾增加等。城市生态
风险是城市生态系统在压力作用下可能
面临的风险，包括空气质量恶化、水环
境污染、热岛效应加剧、地下水位下沉、
内涝和气候变化等，以及衍生出来的市
民健康风险、经济损失和城市运营成本
上升等社会经济风险。

4.4 生态规划方案 —  提出规划方案
与政策建议

规划提出解决上述城市生态问题、
缓解城市生态压力、规避城市生态风险
的规划方案与管理政策建议，包括七大
块内容 ( 表 4)。

4.4.1 生态战略与目标
规划确立生态优先、绿色协调、“以

自然为本”的生态战略，提出城市生态
系统服务的总体战略定位与目标要求，
确保市民都能享受到良好的生态服务，
确定主要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目标指标。

4.4.2 城市规模
规划确定与生态承载力相匹配的生

态负荷—城市规模，避免盲目求大、
城市“超载”，保证城市有充足的生态
环境与资源承载，且需给城市未来发展
留足空间。

4.4.3 用地比例
规划确定适宜的各类用地比例，统

筹和协调安排生态、生活、生产“三生
空间”，探讨用地比例最优状态，在促

内容 传统总规 生态总规

指导思想 扩张导向，“以人为本”， 以供定需 协调导向，“以自然为本”，人与自然和谐，
以需定供

规划原则 高效利用土地、分配资源，注重经济
效益

合理使用土地、公平分配资源，注重社会、
经济、自然系统均衡

规划程序 调查—现状分析—规模预测—规划 生态调查—生态评估—生态预测—生态规
划—规划评价 ( 反馈 )

规
划
内
容

城市定位 追求高大上 契合城市特性、强调宜居健康城市
城市规模 盲目求大，生态不可承载 规模适宜、生态可承载
城市结构 美学、土地经济效益、经验主义等 将自然引入城市、生态化
用地比例 优先满足生产与生活需求 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协调
用地布局 明确的功能分区 用地紧凑、混合
道路系统 汽车主导交通 小街区、密路网、公共交通主导
绿地系统 片面追求绿地面积 绿地均匀、提升生态功能
公共设施 测算规模、空间选址 强调公共设施质量与文化服务
市政设施 以供定需、无上限保障，人工化的市

政管道
以需定供、有限保障，生态基础设施 ( 人
工湿地、海绵城市、自然水系沟渠等 )

表 4 生态总规与传统总规主要内容对比

图 8 总规阶段生态专项规划技术框架

生态调查

实施实施

反馈反馈

生态评价

生态预测

生态规划

规划评估

城市生态调查
对城市生态系统的土地使用、土地覆盖、土壤、气候、气象、水文、

生物多样性、资源能源利用及产业结构等要素进行调查

气候调节、水文调节、水环

境净化、空气环境净化、固

碳、文化服务等生态服务功

能评价

建设用地增加、生态

用地减少、水资源消

耗增加、能源消耗增

加、生活垃圾增加等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

保障生态安全

缓解生态问题

提升生态功能

促进生态代谢

提高资源效率

优化格局

调节过程

提升功能

降低生态负荷

优化城市格局

调节生态过程

增加生态空间

提高资源效率

加强政策引导

生态战略与目标

城市规模

用地比例

城市结构与格局

生态空间

生态设施与工程

规划管理与政策

生态功能评价

生态压力

规划目标

生态压力缓解评估 生态风险预防评估 生态问题解决评估

城市格局优化评估 生态过程调节评估 生态功能提升评估

规划机制 规划对策 规划内容

资源效率评价

生态风险

生态问题诊断

生态预测

水资源利用效率

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能源利用效率

空气质量恶化、水环境污染、热岛效应加剧、

地下水位下沉、内涝和气候变化等生态风

险，以及市民健康风险、经济损失、城市

运营成本上升等社会经济风险

水质、地下水、空气质量、

土壤质量、热岛效应、内涝

等问题诊断

城市生态系统未来发

展预测，若干种模式

的情景设想及其带来

的生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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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市土地高效利用的同时提升城市综
合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4.4.4 城市格局
规划采用生态化的城市结构与空间

布局，构建“多中心、组团式”的空间
格局，通过生态廊道或生态隔离带限定
城市及组团的增长边界，防止城市无序
蔓延；采取均衡的居住与就业分布，有
效降低通勤需求，提高用地紧凑度、用
地混合度、绿地可达性和路网密度等。

4.4.5 生态空间
规划增加绿地、水系、湿地、生态

廊道和开敞空间等生态空间，鼓励立体
多层次绿化，增加城市绿量，增强城市
生态系统服务供给。

4.4.6 生态设施与工程
规划增加可透水地表、人工湿地和

城市森林等生态设施，增设雨水收集、
垃圾回收等生态工程，调节城市生态过
程，促进城市生态代谢，加强资源能源
循环使用。

4.4.7 规划管理与政策建议
规划创新规划管理，鼓励生态化的

土地使用，如立体绿化、实土绿化和用
地混合等，制定开发指标或配套奖励政
策；同时，探讨鼓励绿色建筑、公共交
通、可再生能源、水资源循环利用等规
划管理与政策引导等，力图用政策保障
规划的实施。

4.5 规划模拟与评估 —  对规划方案
的生态效应进行评估

规划模拟与评估主要是对规划方
案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进行模
拟，评估规划方案解决了哪些生态问题、
缓解了哪些生态风险及改善了哪些生态
功能等，通过“规划后评估”进一步反
馈、修正和优化方案。

5 结语

本文探讨了总规阶段生态专项规划
的理论与技术框架，分析了规划要素与
生态要素的作用关系，明确了规划定义、

目标、任务、方法及内容等，下一步
将根据案例城市的生态规划研究，在
实践中去检验生态规划框架的适用性、
可操作性，以优化和完善基于提升城市
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专项规划理论与方
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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