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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及其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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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城市建设的历史! 从古罗马帝国的水渠到现代城市的高速公路" 机场" 跨海大桥! 城市建设一
直奉行着 #基础设施先行$ 的原则! 人们通过创造% 调整" 改造基础设施来满足社会的需要和愿望 &!'(
然而在城市土地加剧开发!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 灰色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剧了自然斑块
不断缩小% 破碎! 生物栖息地用地硬化! 生物多样性减少) 基于风景园林专业长期从事绿地系统规划的
实践和总结! 提出的绿色基础设施体系是一种解决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 强调具有基础性服务
功能的绿色基础设施体系将破碎的生态环境恢复为连续的整体! 注重维护生态过程的连续性和生态系统
的完整性"为生物栖息地系统和人类城市栖息地系统提供可持续性支持! 是城市的自然生命支持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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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基础设施的概念和演进历程
绿色基础设施的概念
+绿色基础设施$ ,#$%%& '&($)*+$,-+,$%!./-是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新出现的关于开放空间规划和土地保
收稿日期0 64!4#!4#65. 修回日期0 64!!#4:#6!
基金项目0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D!!449=6 作者简介0 应君! 副教授! 博士研究生! 从事园林规划设计与理论研究) [#A)'O 0 @'&#Q,&@C@C\!=78-CA) 通信
作者0 张青萍!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景观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 [#A)'O 0 ]JZM\S'J8*'&)8-CA

*%@

!"#$ 年 $% 月 !" 日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护方面的策略! 与生态基础设施相比! 更加突出连续的绿地空间网络及其植被的价值" 它是建立在生态
理论的基础上! 针对 #灰色基础设施$ %如公路& 市政下水管网等市政支持系统'和社会基础设施 %如医
院& 学校等'等 #建筑设施$ 概念而提出的! 它将城市开敞空间& 森林& 野生动植物& 公园和其他自然
地域形成的绿色网络! 看作支持城市和社区发展的另一种必要的基础设施 (!)* 绿色基础设施的合理规划
与建设可以有效降低城市对于灰色基础设施的依赖! 节省国家公共资源的投入! 减少对自然灾害的敏感
性! 与城市生态系统健康及人类健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是维持自然生命过程必须具备的 #基础设施$*
绿色基础设施理论来源于 ! 个方面+ 其一是维护人的多种利益而相互连接的公园和绿地系统, 其二
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物种栖息地的自然保护网络* 它和绿道以及自然保护运动关系密切! 但是相对绿道
而言! 它更强调生态价值- 网络中心区作用和塑造城市形态的功能, 相对自然或农田保护区! 它更注重
维护生态系统整体价值! 及平衡自然保护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
绿色基础设施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空气和水的净化! 旱涝灾害的减缓! 废弃物的解毒与分解! 土壤
的更新及其肥力的保持! 农作物和自然植被的授粉及其种子的传播! 病虫害爆发的控制! 气候的调控和
稳定! 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 (')! 人类游憩和教育场所的提供! 生物多样性的产生和维持! 生态系统的产
品生产和物质循环的保持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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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进历程
早在 $(% 多年前! 受奥姆斯特德有关公园和其他开敞空间的连接以利于居民使用的思想! 以及生物

学家有关建立生态保护与经营网络以减少生境破碎化的概念影响! 当时的美国自然规划与保护运动中就
已蕴含绿色基础设施的思想" #)*'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与生物圈/报告中首先提出了和绿色基础
设施类似的生态基础设施 (()* $))" 年以后! 随着可持续性成为各国的发展目标! 绿色基础设施规划与设
计成为关注焦点* 此时盛行于许多保护组织的绿道运动开始受到政府部门的关注*
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多始于 #绿脉$ %+,--./01'体系* $))% 年! 美国马里兰州的绿道运动和 $))2
年的精明增长与邻里保护行动%340,5 6,7/58 0.9 :-;+8<7,8779 =7.>-,?05;7.'! 作为一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战略! 在 $))) 年 ( 月获得美国可持续发展总统顾问委员会的官方认可! 在其报告.走向一个可持续
的美国/中 明确认为绿 色基础设 施是创造可 持续性社区 发展 ( 种策略 中的一种! 并 将其意义 提升到 了
#国家的自然生命支持系统$ 的高度 (@)* !%%$ 年! 马里兰州推行了绿图计划%A0,1B0.90> 6,--. C,;.5 C,7!

+,04'! 通过绿道或连接环节形成全州网络系统! 减少因发展带来的土地破碎化等负面影响* 马里兰州
发展了功能健全的庞大绿色基础设施系统! 并形成了相应的评价体系* 在此之后! 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在
美国- 加拿大- 英国等国家广泛开展! 各国政府相继成立委员会和工作组! 开展了不同尺度的绿色基础设施
规划 (2)* 佛罗里达州在 $))' 年开始进行绿道体系规划! $))* 年出台了全州范围的生态网络规划与游憩和
文化网络规划! 两者共同构成全州绿色基础设施网络* !%%$ 年! 美国东南区域 * 个州通过佛罗里达大
学地理规划中心完成了以地理信息系统%6D3'分析为基础的东南区生态框架规划* 这些生态框架- 绿道体
系都可以统称为绿色基础设施* 绿色基础设施已成为当今各国规划设计界的研究热点之一* !%%* 年美
国景观设计师协会%E3FE'和 !%%) 年第 '@ 届国际景观设
计师大 会 %DGFE '都 以 绿 色 基 础 设 施 作 为 研 讨 主 题 * 目
前! 中国在绿色基础设施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文
化遗产地的网络整合 (*)! 全方位的研究和实践尚处在起
步阶段*

!

绿色基础设施体系的构成要素
绿色基础设施体系主要由网络中心%8H<> '- 连接廊

道%B;.I> '和小型场地%>;5-> '组成! 与生态基础设施包括
的生态斑块- 廊道及踏脚地概念相接近! 其外部可能还
有不同层级的缓冲区%图 #'* 绿色基础设施的构成内容

图#

并非全部是绿色空间! 河流- 雪山- 沙漠等自然环境同

G;+H,- # =74J7.-.5> 0.9 K,04-/7,I 7K

样有助于绿色基础设施体系的构建*

绿色基础设施体系结构示意
+,--. ;.K,0>5,HL5H,-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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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等! 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及其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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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中心
网络中心是指大片的自然区域" 它是较少受外界干扰的自然生境" 为野生动植物提供起源地或目的

地" 其形态和尺度也随着不同层级有所变化# 网络中心主要包括! ! 大型的生态保护区域" 如国家公园
和野生动物栖息地$ "大型公共土地" 如兼具资源开采价值和自然游憩价值的国家森林$ # 农地" 包括
农场% 林地% 牧场等$ $公园和开放空间" 公园% 自然区域% 运动场和高尔夫球场等$ % 循环土地" 指
公众或私人过度使用和损害的土地" 可重新修复或开垦" 例如对矿地% 垃圾填埋场等#

!"!

连接廊道
连接廊道是指线性的生态廊道" 它将网络中心和小型场地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系统" 对促进生态过

程的流动" 保障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维持生物多样性都起到关键的作用# 廊道包括! ! 景观连接廊道" 指
连接野生动植物保护区% 公园% 农地以及为当地的动植物提供成长和发展空间的开放空间# 除了保护当
地生态环境" 这些廊道可能还包含文化内容" 如历史资源% 提供休闲的机会和维护景观品质" 提高社区
或地区的生活品质# " 保护廊道" 指为野生生物提供通道作用的线性廊道" 并且提供可能的服务功能"
如河流和河岸缓冲区# #绿带" 通过分离相邻的土地用途以及缓冲使用冲击的影响" 保护自然景观" 同
时也维护当地的生态系统以及农场或牧场的土地类型" 如农田保护区#

!"$

小型场地
小型场地是尺度小于网络中心" 是在网络中心或连接廊道无法连通的情况下" 为动物迁移或人类休

憩而设立的生态节点" 是对网络中心和连接廊道的补充 &$'" 并独立于大型自然区域的小生境和游憩场所#
小型场地同样为野生生物提供栖息地和提供以自然为依托的休闲场地" 兼具生态和社会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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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基础设施体系的构建
绿色基础设施体系构建的原则
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系统" 绿色基础设施体系构建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 & 在土地被

开发之前规划和保护绿色基础设施" 绿色基础设施作为土地保护和发展的框架" 先行于其他建设$ 第
二" 绿色基础设施的规划尺度涵盖地方层级% 区域层级% 国家层级和跨国区域" 不受限于行政管辖" 不
因政策变化而随意改变$ 第三" 保障连通性是关键" 这种连通是多方面的" 既指功能性自然系统的资
源% 特性及过程之间的连通" 也指包括个人% 政府和区域合作在内的全社会的共识和努力$ 第四" 要建
立在合理的科学和土地利用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 景观生态学% 保护生物学% 地理学% 城市与区域
规划和景观设计方法等都是构建绿色基础设施的理论基础#

$%!

绿色基础设施体系构建的程序
借鉴马里兰州和佛罗里达州的经验" 绿色基础设施体系的构建可分为 ' 个步骤! ! 制定体系构建的

目标" 确定需要保护的各类生态要素" 包括制定目标和选择包含在体系的自然和人工要素# 制定明确的
目标是取得预期结果的关键" 体系构建的目标因绿色基础设施服务对象而异# 为确定对于生态系统有重
要价值的要素" 须明确以下 ' 个问题! 自然资源的价值$ 现有地块如何适宜进入上层叠加系统$ 开放空
间在乡村和已开发区域的重要生态意义$ 协调地方% 区域规划的重要性$ 野生动植物保护需求# " 收集
和整理各种生态类型的数据" 并进行归类和属性分析# 识别研究区域中的生态类型" 收集% 处理各种生
态类型的数据和发掘生态类型的特色" 确定哪些资源属性应包含在体系中" 通常以多样性% 典型性% 自
然性% 稀有性% 脆弱性% 潜在价值% 内在诉求等来衡量生态类型的保护价值# # 识别和连接体系要素"
划分网络中心和连接廊道# 完成数据属性收集和生态类型的分类后" 接下来是识别和连接绿色基础设施
体系要素# 通过选择具有生态价值的大型区域作为网络中心和连接廊道将整体景观连接" 构成网络体
系# 绿色基础设施体系可以利用 ()* 技术或空间数据多层叠加法完成" 最好的结果是两者兼用&+,'# $为保护
行动设定优先区# 通过生态价值和开发风险等评价来确定不同的优先保护等级# 根据网络中心% 连接廊
道在不同地形区域内具有特定的地质学和气候特征" 确定生态学参数" 并在其地形区域内进行生态价值
和开发风险评估排序 &++'# %寻求其他组织和公众的评论和参与# 这个步骤对绿色基础设施能否成功实施
十分关键" 也是当前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相对薄弱的环节# 地方建设管理机构% 房地产商% 旅游行业人
士% 社会大众最好都能参与整个过程并形成良好的评价回馈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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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基础设施实施途径和管理机制
实施途径
土地的获得是绿色基础设施体系构建的先决条件! 在城市的用地范围内" 通常土地利用模式多样"

权属复杂! 除企事业# 居住区# 灰色基础设施等已建设用地外" 大部分属农用地" 包括耕地# 林地# 牧
草地# 农田水利用地# 养殖水面和山林陡坡# 低洼湿地# 空弃旷地等! 在中国现有的土地制度框架内"
绿色基础设施的土地获得方式可采取多样灵活的土地政策" 如有偿征地# 协议# 置换# 交易和承租等"
并研究制定较完备的# 符合国情的补偿机制! 在郊野公园范围内可实行土地所有权与管理权适当分离"
农民可保留原土地所有性质" 从事农林生产活动" 但须接受政府管理机构的管理$ 也可以向政府承租绿
色基础设施内土地" 从事休憩开发" 但限制无序发展 %$'&!
制定积极的绿色基础设施发展政策" 吸引非政府组织和私人参与实施绿色基础设施规划" 鼓励从事
有利于山林# 水体# 绿色植被的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的产业" 为他们提供税费津贴或签署协议给予技术
支持! 有时凭借官方认可或给予公布表扬等精神奖励" 就能促使有环保意识的土地拥有者主动实施绿色
基础设施规划!

!"$

管理机制
实施对绿色基础设施的划定# 管辖和管理" 应建立一个权威有效的机制" 包括一个有职有权的管理

机构和一部具有管控效能的郊野公园的法规条例! 绿色基础设施体系的实施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组织机
构和各级政府部门的长期合作! 因此" 设立专门机构" 或授权某政府职能部门" 代表政府行使权力和职
能" 协调国家与集体所有制土地的关系" 协调不同部门机构的矛盾和利益关系" 十分必要! 进一步" 还
应制定一个立法意义上的规章" 作为依法行政的根据! 绿色基础设施的构建不是孤立局部的个体努力"
而是必须依赖于包括政府和区域合作在内的" 全社会达成共识与共同努力下的一种长期策略!

(

结语
城市绿色基础设施体系是基于环境# 社会# 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需要而建立的生态网络" 其意义在

于从城市自然生命支撑系统的理解高度来实现城市开放空间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目标! 绿色基础设施
体系的构建建立了一个框架" 也是一种机制" 维持自然生态系统价值和功能" 整合动植物和人类需求"
指导城市良性发展" 它是一种对人类与自然共存并永续发展的长期而宏观的认识! 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长远目标出发" 绿色基础设施的实施应是一项长期不懈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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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与国际竹藤组织在京举行合作签约仪式
,T-- 年 ( 月 ,T 日! 浙江农林大学与国际竹藤组织*JYVNO'在北京举行合作签约仪式+ JY#
VNO 总干事 K==Da; M==9;8G==?8 ! 副总干事李智勇! 中国项目部主任楼一平! 浙江农林大学校
长周国模! 科技处处长陈永富等出席签约仪式+
周国模和 K==Da; M==9;8G==?8 代表双方签署合作协议并 讲话+ 双方表 示将共同推 动竹林
与气候变化方面的科研活动! 提升国际社会对竹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作用的认识! 推广相关
研究成果和竹林经营模式! 为全球共同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技术支持! 实现双方的互补
和共赢+
据悉! 双方将建立竹林碳汇联合实验室! 在全球范围展开竹林固碳特点, 碳汇计量方法
以及碳汇贸易机制等方面的研究与开发! 并积极组织示范活动! 加强能力建设! 开展人员互
派等+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