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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

角度界定了生态城市的概念 , 并从社

会、经济和自然三个系统协调发展角

度 ,提出了生态城市的创建标准 ,从总

体规划、功能区规划、建筑空间环境设

计三个层面探讨了生态城市的规划设

计对策 , 提出了生态导向的整体规划

设计方法 , 以期推动生态城市建设的

开展。

【关键词】生态城市 ; 生态导向的

整体规划设计

当前 , 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为目

标的生态化运动 , 已在世界范围内蓬

勃展开 ,并且向多方面渗透 ,城市由单

纯静止的优美的自然环境取向趋向于

更新的全面生态化。人们也越来越清

晰地看到城市发展的生态化途径 , 认

识到“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不是一个

为人类表演的舞台提供一个装饰性背

景 , 或者甚至为了改善一下肮脏的城

市 ,而是需要把自然作为生命的源泉、

社会的环境、诲人的老师、神圣的场所

来维护”(Mc Harg , 1969) , 人与自然

必然是伙伴关系 , 必须与大自然合作

才能使两者共同繁荣。建立一个与大

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类新文明已是不可

阻挡的历史潮流 , 这标志着人类正迈

入“生态文明时代”。建城已走向生态

自觉。

人类在建城活动中的生态思想经

历过生态自发、生态失落、生态觉醒、

生态自觉几个阶段 , 反映了人对自然

的关系从尊重顺应到控制征服到保护

利用直至上升到协调共处 , 这种变迁

反映了不同社会发展时期人类建城的

价值取向 , 实际上也是人类对理想城

市探求的过程。生态的价值取向使在

生态学原则下建设未来城市已成为人

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 是世界各国

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 改变传统经

济发展模式 , 谋求全球全人类可持续

发展的结果。是人类获得改造世界巨

大能力时 , 谋求人与自然共生和更加

理想的人居环境的结果。城市发展模

式从传统的经济导向向生态导向转

变 , 标志着给人类最高文明的城市的

更新和开发建设带来了新的希望 , 也

体现了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

一、生态城市概念及其创建标准

从“易经”、“道德经”到康有为的

“大同书”,从“太阳城”、“田园城市”到

道萨迪亚斯的“人类环境生态学”, 人

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理想生活与住区

的积极探索与追求 , 当传统的城市聚

落的自发的生态化思想逐渐转变为早

期的生态觉醒 , 进而转变为生态自觉

之后 , 人类的环境价值观发生了根本

性的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已不再适

应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城市发展

了。在可持续发展普受关注的今天 ,

人类向何处去 ? 城市向何处去 ? 国际

社会相继开展了对“未来城市”的研

究 , 从生态学角度提出了面向未来的

城市发展构想 , 构筑了一个崭新的城

市概念和发展模式 ———生态城市

( Ecopolis) 。它是人类建城生态价值

取向的结果 , 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

趋向 , 是可持续发展的人类住区形

式。

生态城市是根据生态学原理 , 综

合研究社会 ———经济 ———自然复合生

态系统 , 并应用生态工程、社会工程、

系统工程等现代科学与技术手段而建

设的社会、经济、自然可持续发展 ,居

民满意、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

类住区。其中人和自然和谐共处 , 互

惠共生 , 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 ,

“技术与自然充分融合 ,人为创造力和

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 而居民

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得到最大限度

的保护”( Yanit sky ,1987) 。

生态城市的“生态”, 这里已不是

狭义的生物学概念了 ,而是包含社会、

经济、自然复合协调、持续发展的含

义 ; 生态城市的“城市”在地理空间上

已不是“城市市”,而是“区域市”(城乡

空间融合的含义) , 是人与自然共生、

共荣、共存的复合系统。所以它不同

于以往城市以掠夺其外界资源的方式

来促进自身繁荣 ,它是非掠夺性的 ,既

能供养人类 ,又能“供养”自然。可见

生态城市是以一定区域社会、经济、自

然持续发展为基础而存在 , 这是最普

遍意义上的概念。从世界范围来看 ,

相对独立的国家 (地区) 、城市之间又

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依存关系 , 要实

现人类与自然的共生 , 需要全球全人

类的共同合作 , 因而生态城市是具有

全球全人类意义的共同财富。

生态城市与自然保护主义的“绿

色城市”是不同的 ,并不是简单地增加

绿色空间 ,单纯追求优美的自然环境 ,

而是以人与自然相和谐 , 社会、经济、

自然持续发展为价值取向 , 实现既能

满足今世后代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 又

能保护人类自身生存的环境。值得一

提的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首

倡的“山水城市”构想 ,山水城市与生

态城市追求的最高境界都是人与自然

相和谐 , 可以说山水城市是有中国特

色的生态城市的一种提法。

建设生态城市是人类保护自身赖

以生存环境的客观需要 ,是社会、经济

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 是

实现全球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

择。生态城市的创建标准 (目标)应以

社会生态、经济生态、自然生态三方面

来确定。生态城市的创建 , 具体说来

要满足实现以下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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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广泛应用生态学原理规划建

设城市 ,城市结构合理、功能协调 ,所

在区域对其有持久支持能力 , 与区域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相适应。

21 保护并高效利用一切自然资

源与能源 ,产业结构合理 ,实现清洁生

产。

31 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发展模式 ,

实施文明消费 ,物质、能量利用率及循

环利用率高 ,消费效益高。

41 有完善的社会设施和基础设

施 ,生活质量高。

51 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融合 ,

环境质量高 ,符合生态平衡的要求。

61 生态 (健康) 建筑得到广泛应

用 ,有宜人的建筑空间环境。

71 保护和继承文化遗产并尊重

居民的各种文化和生活特性。

81 居民的身心健康 , 生活满意度

高 ,有一个平等、自由、公正的社会环

境。

91 居民有自觉的生态意识 (包括

资源意识、环境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

等) 和环境道德观 , 倡导生态价值观、

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

101 建立完善的动态的生态调控

管理与决策系统 ,自组织、自调节能力

强。

以上十个方面 , 说明了生态城市

在社会生态、经济生态和自然生态三

个方面的互相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内

容 , 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生态城市的建

设目标和价值取向 , 也反映了生态城

市的基本特征和必须具备的主要条

件。

二、生态城市规划设计方法

生态城市是人类的理想住区 , 它

的实现有个发展建设过程。未来的生

态城市 ,不是从天而降 ,也不同“海市

蜃楼”或“乌托邦”,而是从现实城市的

不断更新和改造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

是在继承旧有城市一切文明的基础上

有目的、有计划地发展与演化的结

果。传统的规划方法、规划观念已不

再适应当前城市的发展 , 建立引导城

市“生态化”和适应生态城市建设的全

新的规划设计方法体系 , 是走向生态

城市的基础 ,是建设高效、和谐、持续

发展的生态城市的客观要求。

(一)着眼于生态导向的整体规划

设计方法

生态导向的整体规划设计方法是

在对传统规划方法反思基础上 , 摒弃

传统规划价值观 , 适应城市生态化建

设而提出的。我们知道城市是社会、

经济、自然复合系统 ,生态导向的整体

规划设计就是以此复合系统为规划对

象 ,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 ,以人与

自然相和谐为价值取向 ,应用社会学、

经济学、生态学、系统科学、生态工艺

等现代科学与技术手段 , 分析利用自

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等各种信息 ,

去摸拟、设计和调控系统内的各种生

态关系 , 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调

控对策。生态导向的整体规划设计方

法倡导的是人与自然的互惠共生 , 与

传统的规划价值观有本质区别 , 是对

人类主宰自然、追求物质利益的传统

规划价值取向的彻底否定。

生态导向的整体规划设计方法实

质上是从人类生态学的基本思想出

发 ,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 ,以自然

生态优先原则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

系 ,并采取行政立法、科技等手段 ,促

进系统向更有序、稳定、协调的方向发

展。最终目标是建设宜人的人居环

境 ,实现人、自然、城市和谐共生 ,持续

协调发展。

1、生态导向的整体规划设计的特

点

生态导向的整体规划设计方法不

同于传统的规划方法 , 较之有以下特

点。

系统性 系统思想把城市看作一

个功能整体 ,一个社会、经济、自然三

者复合的系统 , 而不是三者的简单组

合。规划设计变单因单果的链式思维

为系统思维 ,综合分析、研究和处理城

市系统各要素的整体联系。

整体性 生态导向的整体规划设

计不是单一的物质形体规划 (p hysical

planning) ,而是兼顾社会、经济、自然

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规划 (integrated

planning) 。它不再仅仅是为了单纯的

物质建设的需要 , 它必须同时考虑生

态环境和社会的后果 ; 在规划工作上

也不再是只有少数单学科背景的规划

人员 ,而是多学科的共同参与 ,是跨学

科、多层次的综合研究。

可持续性 生态导向的整体规划

设计是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价值导向 ,

从城市长远利益出发的 , 凭借必要的

技术手段 , 保证规划设计既满足当前

的发展需要 , 又不危及子孙后代的发

展 ,合理配置资源 ,不因眼前、局部的

利益而用“掠夺”的方式来促进城市暂

时的“繁荣”,保证每个阶段发展目标、

发展途径的科学性、合理性。

生态导向性 广泛应用生态学原

理、方法来规划设计、调控城市中的各

种生态关系 , 引导城市“生态化”。这

种导向性是生态导向的整体规划设计

的核心和重点。

2、生态导向的整体规划设计的原

则

城市是社会、经济、自然三者复合

的巨系统。三者交织在一起 , 相辅相

成 ,相生相克 ,相互关联而不可分割。

城市的自然及物理组分是城市赖以生

存的基础 ; 城市各部门的经济活动和

代谢过程是城市生存发展的活力和命

脉 ;而城市内人的社会行为、文化观念

则是城市演替与进化的动力泵 (马世

骏、王如松 , 1984) 。生态导向的整体

规划设计三者兼顾 ,不偏废任一方面 ,

既遵循三要素原则 , 又遵循复合系统

原则。

社会生态原则 以人为本 , 公众

参与 , 满足人的各种物质和精神方面

的需求 ,创造自由、平等、公正和稳定

的社会环境。

经济生态原则 保护与合理利用

一切自然资源与能源 , 提高资源的再

生和综合利用水平 , 实现资源的高效

利用 ,采用可持续的生产、消费、交通

和住区发展模式。

自然生态原则 给自然生态以优

先考虑 ,最大限度的保护 ,使开发建设

活动一方面保持在自然环境所允许的

承载能力之内 , 另一方面减少对自然

环境的消极影响 ,增强其健康性。

复合生态原则 这一原则要求规

划设计把社会、经济、自然三个子系统

有机结合起来 ,使整体效益最高 ,实现

社会、经济、自然三者复合的永续发

展。

(二)生态城市的总体规划对策

编制生态城市总体规划时 , 把当

地的地球物理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紧

密结合在一起考虑 ,合理配置资源 ,确

定城市合理容量和适宜人口 , 配置相

应的产业结构 ,合理制定人口密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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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密度、能耗密度及其分布等 ,从而提

出社会 —经济 —自然复合系统持续发

展战略、对策 ,引导和调控城市发展方

向 ,使人类与环境同时受益 ,建立人与

自然相协调的人居环境。

1、以生态城市所在的区域作为一

个整体来规划

城市的形成从来就不是孤立的 ,

而是与其所在的区域与区域经济发展

相联系的。城市与其区域是相互依

赖、相互制约的 , 生态城市本身就是

“区域市”, 规划的地理空间从城市建

设区扩大到城市的补给区 , 扩大到城

市行政边界以外的相关地区 (生态腹

地) ,而且还把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区也

包括进来 ,规划强调城乡空间融合 ,视

建设区与区域为一整体。城市单单只

追求其自身繁荣而掠夺其外界资源或

将污染扩散、转嫁到周边地区的时代

必须终止。生态城市应当与其区域共

存共荣。

2、对生态城市的环境容量、社会

经济总负荷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进行综合分析来确定其合理活动容

量 ,保证生态城市发展与其补给区相

平衡。

我们知道城市的发展严格受自然

界的“环境容量”、“生态载力”的生态

制约 ,如果由于城市活动的运行和发

展 ,这些极限被突破 ,便会产生连锁反

应 ,导致整个城市生态系统的破坏。规

划运用环境容量论和门槛理论对生态

城市区域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建设用

地容量、供给容量、工业容量 ,水、大气

及土壤等环境容量进行系统分析和发

展建设可能性分析 ,确定区域的活动

容量和城市的合理容量 ,使城市的开

发建设与环境保持协调 ,使城市与其

补给区的长期供给能力和长期承受能

力相平衡 ,与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相适

应。只有平衡协调的区域才有平衡协

调的城市。

3、强调空间规划、生态规划和社

会经济规划的结合

这意味着规划内容的扩大 ,仅仅

考虑物质环境是远远不够的 ,还要提

出社会、经济的生态化对策 ,如社会生

态方面 ,提出保持合适的性别比、合理

的年龄构成的对策等 ,社会效益、经济

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必须结合起来考

虑 ,三者兼顾 ,全面规划。规划是多学

科、多工种协作配合 ,进行跨学科研

究 ,从而使规划更具有科学性和综合

性。

4、以土地适宜度等分析为依据 ,

合理开发利用土地 ,保护不可再生的

自然资源

通过对不同区位土地开发成熟程

度 (开发度) 、土地的最佳利用方向 (适

宜度) 及土地对人类活动强度所能承

受的最大限值 (承载力) 的分析 ,进行

土地分区 (比如可分为优先发展区、引

导发展区、从缓发展区、限制发展区、

更新改造区、自然保护区等) ,确定土

地开展顺序 ,保证城市的发展环境 ,在

此基础上确定土地利用的功能、布局 ,

将城乡土地及绿色空间加以统筹安

排 ,把城市融合、组织到大自然的天然

网络中去 ,保证土地利用结构的合理

化与田园化 ,避免城市无限制地扩散 ,

使其有充裕的预留空间 ,保护了环境 ,

又将郊野绿地引入城市 ,也利于城乡

空间融合 ,回归自然。这种“灵活性”保

证了城市持续、健康地生长 ,又保护了

已建立的使用价值。

5、公众广泛参与

城市居民是城市的主人 ,与城市

共兴衰荣辱。市民大众参与规划才从

根本上体现出规划为人服务的宗旨 ,

从而提高规划的社会满意度。公众参

与体现在城市的整个发展过程中 ,而

不仅仅在于规划决策这一环节。在规

划的制订、实施、建设中都要给公众不

同程度上的参与机会。这种参与同时

也促进了新的规划价值观 (人与自然

和谐观) 和生态意识在公众中的普及

和提高 ,做到“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

城市人民管”,创造一个平等、自由、安

全、公正的生活环境。

6、规划具有持续性、动态性

生态城市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

不可能做一个“十完十美”的终态规

划。一个时期内的城市发展规划不能

仅从那一时期的利益出发 ,必须从城

市长远发展来考虑 ,不能因一个时期

发展目标的盲目追求而致使下一时期

发展的失衡。规划设计与建设实施形

成动态反馈的有机互动的持续过程 ,

使规划有强的自我调节、自我维持能

力 ,提高规划的适应性。

(三)生态城市功能区规划设计对

策

生态城市也是由多种不同功能的

分区有机组合而成的功能综合体 ,这

些功能区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都

是城市功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以

居住区为例 ,来探讨居住区生态导向

的整体规划设计的对策。

居住区不单单是“住”的场所 ,还

应为居民生活创造可能达到的最佳环

境 ,“不应给大自然系统过分的压力 ,

应该保存和利用场地本身的景观特征

的乡土特性 ,应该把它构想为一个区

域环境的受欢迎的组成部分 ,与主要

的社会、政治、经济力量协调一致地发

展”(Simonds ,1978) 。

规划设计重视多样化自然景观的

保护和优美人工环境的创造 ,将人工

建造的生活居住环境与自然环境有机

融合 ,创造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区内有

良好的通风、采光、日照等条件 ,小气

候宜人 ,增添居民可随时接触到的绿

地和水 ,增加地面的透水性能 ,降低地

表径流量 ,减少区内环境的“水泥化”,

如道路采用生态化的“绿色道路”(路

面上有孔隙 ,孔里种上绿草) 。规划设

计中也注重加强立体绿化 ,提高景观

的多样性 ,另外还可起到隔热、截水、

净化空气等效果。

在进行绿色景观建设的同时 ,根

据条件可利用有机垃圾制造肥料在居

住区中来发展种植业 ,既为居民提供

了多样的生活环境 ,又增加了景观的

生产性。这种“城市农场”,不仅促进了

区内物质循环利用 ,而且还为居民提

供食品、蔬菜 ,更有意义的是增强居民

户外活动和参与意识 ,加强人际交往 ,

有助于调节社会生态。

规范设计以人为主体 ,满足居民

多层次、多样化的普遍需求 ,创造多样

性的栖境。不仅满足居民“住”的需求 ,

还要满足运动、娱乐、交际、卫生、安全

等需求 ,提供完整系列的住宅类型、服

务设施 ,安全有效的道路交通 ,排除任

何形式的污染 ,对老人、儿童、残疾人

的关心 ,功能多样化 ,活动场所多样

化 ,住屋空间多样化等。居民参与规

划 ,自我管理 ,资源共享 ,邻里共生 ,创

造安全、公正、舒适的社会环境。

改变居住区物流、能流的途径 ,提

高物质、能量的利用率 ,以改变居住区

输入的是食物、水和能源 ,而输出的是

废气、废水和垃圾的消费方式 ,采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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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消费模式 ,实施文明消费是居

住区生态导向的整体规划设计重要一

环。这给居住区规划设计拓展了新的

空间与内容 ,它需要生态工艺等高科

技手段作技术支持 ,根据自然生态最

优化原理加强物质循环与再生 ,如用

生态工艺对有机垃圾及污水的回收利

用 ,广泛利用太阳能 ,开拓未被有效占

用的生态位等 ,实现多利用、少排放 ,

达到经济高效。

居住区生态导向的整体规划设计

目标是把居住活动对环境、资源的影

响减少到最小 ,持续高效利用一切资

源 ,表现为最小的生态冲突和资源最

佳利用 ,达到居民满意、经济高效、人

与环境和谐。

(四)生态城市建筑空间环境设计

对策

城市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 ,建造

了大量的建筑物。这些由砖瓦砂石、钢

筋水泥形成的人造地貌、人工环境改

变了其自然演进过程 ,自然环境 (地

貌、气候、土壤、水、生物群落等要素)

发生剧烈变化 ,其再生能力受到制约

而日趋脆弱。生态导向的整体规划设

计方法指导建筑空间环境设计则运用

一定手段来减弱或消除这些消极影

响 ,进行必要的还原与补偿而达到新

的平衡 ,促进和适应城市自然演进过

程 ,增强环境的健康性 ,提供舒适的城

市空间环境。

设计中增加软质地面和植被覆盖

率。通过地表材料 (“软硬”结合的铺

地) 、建筑表面色彩、建筑物形状、建筑

立体绿化等 ,一定程度上还原原始的

地表下垫面 ,改善地面辐射状况 ,减弱

“热岛效应”,创造理想的微气候。

在日趋硬化的城市建筑环境中 ,

水循环正在遭到破坏 ,城市降水之后

的雨水很快通过排水管网流失 ,地下

水也未得到补偿。通过屋顶蓄水、环境

场地的“软化”来顺应水循环过程 ,使

地下水得到补充和回复。对土壤渗透

性大的场地 ,一方面要保证其补充 ,另

一方面要防止地下水被污染 ,不能进

行高密度开发 ,尽量维持场地的原生

过程 ,避免“建设性破坏”。

建筑特殊的覆盖材料取代了地表

土 ,致使城市开发建设过程成为植物

群落被扼杀的过程 ,城市中的氧气生

产量也相应日趋减少。在建筑环境设

计中要广泛利用屋面、墙面、广场等空

间为植被提供以地表土和水为“培养

基”的生境 ,减少因建筑造成的氧气的

生产量。

设计通过一定技术手段 ,寻求最

充分的实现建筑的高效、低耗、无污 ,

最大限度地减少建筑对环境的消极影

响。积极开发利用太阳能 ,采用自然的

通风和天然采光 ,减少能源消耗 ,通过

生态工艺在建筑 (群)内部形成物质循

环流 ,降低污染排放量 ,尽量利用无污

染材料、再生材料和天然材料 ,减少因

建筑对二氧化碳的排放 ,保证人在其

中生活、工作舒适 ,身体健康。

建筑及其环境在对自然环境及人

的生活质量的影响中起着极其重要的

作用。设计必须综合考虑资源和能源

利用率 ,增强建筑及其环境的健康性 ,

提高生活舒适度 ,减少建筑对自然环

境的不利影响 ,以实现社会、经济和环

境的全面生态化。

三、结语

建筑生态城市这一基本思想 ,为

城市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远景目标 ,它

是寻求城市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代

表国际城市的发展方向。生态城市并

不是一个不可实现、尽善尽美的乌托

邦 ,但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而是一

种循序渐进的持续发展过程。未来城

市是今天建设的 ,明天的生态城市是

在今天城市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城市

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现在的认识和行

动 !

21 世纪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

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 ,也是

高度城市化时期。我们必须更新观念 ,

开拓城市规划新思维 ,把“生态思想”

引入城市的规划建设中 ,引导正确的

城市化方向和城市“生态化”,实现城

市健康、协调、持续发展 ,创造高效和

谐 ———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

建设生态城市是一项跨世纪的系

统工程 ,相信通过全球、全人类共同的

不懈努力 ,它将不再是一种趋向 ,而将

是确确实实到来的人类理想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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