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生态学与生态城市建设

Urban Ecology and Ecological City 

欧阳志云 Ouyang Zhiyun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8. 4. 13

2018MIECF绿色论坛—可持续及具抵御能力的生态城市-机遇与挑战



报告内容

✦ 城市生态学

✦ 生态城市和生态社区建设实践

✦ 生态城市建设展望



全球城市化

全球：2007，50％

美国：2015，82.4%
中国：2015
 城市数量：658

 城市人口：7.7亿 (56.1%)

 2030：10亿 (65％)

我们正处于快速城市化时期

1950年

2010年

2030年



城市与生态环境
 水资源：60％

 碳排放：78％

 目前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均直接或间接与城市化有关

• 温室效应/全球变化

• 生物多样性丧失

• 酸雨

• 环境污染

• 水资源短缺

城市化与城市发展是当前

对生态环境影响最剧烈的

人类活动类型

 全球人口：> 50％

 城市面积：～ 3％地球表面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

与标志，极大地改善了

人类生活质量

全球城市化与生态环境

全球城市化



2010年 2016年2008年

城市的世纪

快速城市化为科学提供的机遇与挑战

生态学是建设更好城市的科学基础



城市生态学

 以城市生态系统为对象，研究城市人与自然环境

相互作用及调控方法的科学。

 城市生态系统格局、结构、过程与服务，及其动

态变化。

 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资源利用与效率、人居环

境的关系

 城市建设的生态理论、方法与技术。

 城市生态管理理论与措施。

城市生态学



城市生态学

城市复合生态系统

 城市生态系统是以人类活动为主导的社会－经济－

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通过能流、物质流和信息流等生态过程将城市的

自然组分、经济组分和社会组分联成一个功能的

整体。

 城市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受到人类活动的强烈影

响，实际上是自然过程与人类经济社会过程相互

作用的产物。



城市生态学

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结构
 结构：生物组分和非生物组分

 生物组分：人、植物、动物与微生物

 非生物组分：大气、水、气候、能源、土壤，人工建筑物

 结构：自然组分和人工组分

自然组分：气候、水体、空气、土壤、植物

人工组分：

 社会组分：人口、文化、法律、政策

 经济组分：工厂、农业、工业产业

 人工建筑物：能源、水系、交通、绿地

 城市格局：土地利用、道路



城市生态学

城市复合生态系统：过程
 生态过程

 能流：

 太阳能－植物－（农产品－人－垃圾）－动物－微生物

 化石能/电－家庭－垃圾/－

 化石能/电－工厂－垃圾/－

 人口流

 物质流：工业原材料（钢、铁、大米、麦面、食品、

水、棉花等）

 元素代谢：碳、氮、硫、氧

 信息流：生态信息、经济信息、社会信息

 城市发展：结构、过程、格局的演变



城市生态学

城市复合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生态调节功能

– 调节气候

– 调节洪水

– 消减噪声

– 净化空气

– 消减水面源污染

 文化服务功能

– 休闲娱乐

– 自然景观

– 精神健康

 生态支持功能

– 初级生产

– 生物地化循环

– 水循环

– 为野生生物提供生境



城市生态学

 城市生态已成为主流生态学内容

 城市人与自然耦合机制；城市格局演变；城市

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城市生物多样性；城市生

态服务；城市可持续管理；城市与周边区域相

互作用

 生态城市建设：北欧、英国、美国等应对气候变化

的城市发展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城市碳减排技术与管理方法

城市生态成为国际生态学研究的前沿之一



生态城市和生态社区建设实践



✧ 生态城市是前苏联生态学家1970年代首次提出的城市发展概念。

✧ 是一种趋向尽可能降低对于能源、水或是食物等必需品的需求量，

也尽可能降低废热、二氧化碳、甲烷与废水的排放的城市（MAB,

1970s）。

✧ 生态城市是指有效运用具有生态特征的技术手段和文化模式，实

现人工-自然生态复合系统良性运转，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仇保兴，2009)。

✧ 生态城市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去调整生产和消费方式、

决策和管理方法，使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充分发挥，居民身心健

康和自然生态系统得到充分保护（王如松，1991，2014）。

✧ 按照生态学原理进行城市设计，建立高效、和谐、健康、可

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环境。

生态城市和生态社区建设实践

生态城市



目标：人与自然的和谐，即生态城市中的“自然”能满足

人类发展的需求，“人”（城市建设）保护自然，实现人

与自然协调发展（王如松，2004）。

✧和谐性：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蓝天、绿水、青山

✧高效性：资源（水、土地、能源等）利用高效

✧持续性：兼顾当代及后代发展需求

✧整体性：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的效益的统一

✧区域性：城市与周边区域的协调

生态城市建设目标

生态城市和生态社区建设实践



生态建筑

Eco-house 

Leicester, UK

生态社区

BedZED, 

London, UK,

生态聚区

Arocsanti, 

Arizona, USA

生态镇

Hammarby 

Sjöstad, 

Sweden

生态城市
Masdar

Abu Dhabi

生态区域
Diagram by 

Joe Ravetz

建设生态城市，降低碳排放、提高资源效率、改善人居环
境、降低对区域的环境影响，是国际城市建设新趋势。

生态城市

http://www.buzzaboutdesign.com/wp-content/uploads/2010/04/arcosanti.jpg
http://www.buzzaboutdesign.com/wp-content/uploads/2010/04/arcosanti.jpg
http://1.bp.blogspot.com/-d1YJoI_aF9o/Tg__OkdFTVI/AAAAAAAABaM/n0hbkiOJknE/s1600/masdar+city1.jpg
http://1.bp.blogspot.com/-d1YJoI_aF9o/Tg__OkdFTVI/AAAAAAAABaM/n0hbkiOJknE/s1600/masdar+city1.jpg


太阳能

智能窗户

碳吸收
混凝土

立体
绿化

雨洪管理

屋顶绿
化

低碳社区

白色反光
屋顶

建设生态城市，促进绿色发展是国际城市建设新趋势



减少能源消耗

可再生能源利用
能源管理 城市雨水管理水管理

水节约使用

建筑尺度与密度

城市立面与色彩绿色建筑设计

生态城市和生态社区建设实践



垃圾处理 住房舒适 可达性

生态城市和生态社区建设实践



• 伦敦采取改善公共服务质量、减少污染、发展低碳经济、减

少能源消耗和提高能源利用率。

• 《纽约城市计划》（PlanNYC），提出2030年在2005年水平上

碳排放减少30%

• 墨尔本制定未来战略2030，提出2010年在2001年水平上住宅

和商业能源领域碳排放减少20%

生态城市和生态社区建设实践



世界上第一个零碳生态城英
国· 贝丁顿（BedZED）

沙漠零碳生态城
阿联酋· 玛斯达尔城（Masdar City ）

欧洲太阳能之都
德国· 弗班（Vauban）

工业废墟上的生态城
瑞典· 哈马比（Hammarby ）

生态城市和生态社区建设实践



城市/Cities 规划建设特点/Characters 现状和成果/Results

美国

加州伯克利

（1）点状开发，形成中心密集，周围开敞空间（2）紧凑混合的社区（3）有专

门的自行车道规划（4）新能源利用（5）生态组织领导开发

公共空间比1977年增加了一

倍，美国自行车和步行出行

最高的城市之一

美国

波特兰

（1）提倡精明增长（2）利用GIS支持交通和城市规划（3）公交导向、小街区、

高密度、混合的用地开发模式（4）完善的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包含绿色

屋顶等在内的雨洪管理措施

有活力、宜居、2014气候领导

城市

德国

佛莱堡

（1）太阳能产业集聚形成绿色产业（2）绿色建筑，执行比国家标准更高

的节能标准（3）形成以公交、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的绿色交通模式（4）预

留大量的开敞空间（5）大量细致完善的法律、规定和政策来支持和落实

各项生态规定（6）垃圾分类

德国最成功的绿色交通体系、

太阳能之都、生态宜居城市

巴西

库里蒂巴市

（1）公交导向式的城市开发规划（2）创新、完善、人性化的公共交通体系

和支持政策（3）关注社会公益项目（4）市长的杰出贡献

高效公共交通体系、宜居

丹麦

哥本哈根

（1）快速城际交通与街区内自行车和步行系统的完美结合（2）完善的自

行车租借管理系统以及政策上的支持（3）历史和现代结合，人文与自然

融合

著名生态城市、自行车王国

新加坡 （1）立体化的空间使用（2）将10% 的土地预留作自然保护区、公园和绿

化地带（3）水处理技术和建筑节能技术的广泛应用（4）市政基础设施非

工程功能的挖掘

花园城市

日本

北九州

（1）产学研一体化。建设“北九州学术研究城”，建立生态工业园，实施

循环经济。（2）“官、产、学、民”共建

污染治理、循环经济的典型

生态城市和生态社区建设实践



生态新城 Newly-built eco-city
城市/Cities 规划建设特点/Characters 现状和成果/Results

阿联酋

马斯达尔

（1）以建筑节能和新能源为主要特色，融合大量高科技（2）紧

凑、高密度城市，200米内可以到达基础设施，步行为主，禁止

小汽车通行（3）与当地气候相适应的建筑（4）水资源的高效利

用和回收

零碳城市；高成本；一期完成，二

期搁浅

瑞典

哈马碧滨水

新城

（1）利用滨水环境的自然特色（2）小街区、密路网，搭配完善的

基础设施（3）利用建筑译码设计与环境协调的建筑（4）以快轨

和公交为基础（5）“哈马碧一体自循环生态系统”

曾是污染严重的旧工业港区，如今

已成瑞典最经典的生态城

生态社区Eco-community
城市/Cities 规划建设特点/Characters 现状和成果/Results

英国

贝丁顿社区

（1）适应气候的巧妙的建筑设计，最大节约能源（2）居住工作混

合的住宅模式（3）建筑充分利用太阳能，使用保温和储能墙体

（4）采用废弃木料和小区自己种植的速生林来做能源（5）公司

开发

世界上第一个零碳社区

澳大利亚

哈利法克斯

（1）“社区驱动”的自助式开发模式，居民充分参与，奉献智慧和

受到教育（2）提出了12条规划原则和21条操作策略（3）使用本

地的成熟的技术（4）社区和国际组织开发

澳大利亚第一例生态城市、污染治

理、国际生态城市奖

生态城市和生态社区建设实践



城市/Cities 面积
Areakm2

人口
population

规划建设特点/Characters 现状和成果
Results

上海

崇明

东滩

生态城

12.5 5万人 （1）提出“一体化”的生态城市整合策略（2）对东滩生

态城的生态人文特色进行了策划，注重当地文脉的

保护和传承（3）城市区域规划建设现代农作物工厂

与生态保护的矛盾、农

业用地性质等多项原

因2007年搁浅，2012年

又重新规划建设东滩

园区

唐山

曹妃甸国际

生态城

74.3 80万人 （1）制定141项生态城指标体系（2）基地现状、交通网

络、绿化与水景系统叠加的城市空间结构（3）以公共

交通线路为城市骨架，混合土地功能提高利用率（4）

构建城市生态水系统，打造优美滨海城市景观

起步区基本完成，但，基

本是以引进大型企业

和学校来增加人气，基

础设施配备不足

天津

中新

生态城

31.23 35万人 （1）在盐碱地上建设，注重生态修复和保护（2）以指

标体系作为城市规划，开发和建设依据（3）以生态谷

（生态廊道）、生态细胞（生态社区）构成城市基本构

架（4）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和可再生能源（5）推进垃圾

分类

起步区基本完成，比较

注重社区服务和学校

建设

生态新城 Newly-built eco-city

生态城市和生态社区建设实践



项目
Project

面积Area
km2

人口
population

规划建设特点
Characters

现状和成果
Results

秦皇岛“在

水一方”住

宅小区

0.56 11000户 （1）主要是被动式绿色建筑技术的应用，包括节能

保温材料的使用、太阳能热水器、热电联网集中供

热管网（2）雨水的回收利用，包括：屋顶雨水收集

系统、地下雨水收集池、渗透式或非渗透式下凹绿

地和人工湖雨水收集系统

中德被动式低能耗建筑

示范项目；河北省水利

厅城市雨水利用试点工

程；

2009年9月竣工

河南南阳卧

龙区龙祥世

纪家园

0.33 7680户 （1）适应气候的建筑，利用建筑朝向、楼房高度、合理

设置树木、水域和广场，消除旋涡和死角，降低气流

对区域微环境的影响（2）经济适用的绿化设计，兼

顾景观、防护、生态、教育、维护成本低、增加经济收

入的作用（3）社区洪涝消减和雨水资源化利用（4）

垃圾分类与资源化（5）对社区的管理和居民自治进

行了探索（6）由生态科研单位和建筑设计单位共同

设计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城

市生态社区运行优化设

计及管理技术与示范”

项目示范点，2011年11月

项目启动，2013年5月动

工，2015年一期建成验收

生态社区 Eco-community

生态城市和生态社区建设实践



北京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规划建设指标

示范区：

雁栖河流域水质不低于地表水Ⅲ类标准、雁栖湖水质不低于地表水Ⅱ类标准，50毫米/

小时以内降雨雨水渗蓄利用率达到100%，污水达标排放率达到100%；

清洁能源利用率达到100%，年自给冷热电能量相当于865万度电，年节约标准煤5016.14

吨，年减排二氧化碳7925.58吨；

85%用地为绿地和水域，新增绿地395.5公倾，每年可以净吸收二氧化碳3480.4吨、释放氧

气 17767.7吨。

示范区核心区域：

污水处理率100%，达到污水零排放，清水少消耗；

可再生能源使用率16%；

新建建筑区达到绿色三星级建筑标准，建筑综合节能率

最高达到69%，单体建筑可再生能源使用率最高达到35%，

单体建筑PM2.5去除率最高近90%；

高端场所零污染零异味；餐厨垃圾就地处理率100%，垃

圾资源化回收率100%。



智能分布式能源供给系统Intelligent Distributed Energy Supply System

 1. 低碳能源技术Low Carbon Energy

建筑一体化太阳能系统Building Integrated Photovoltaic System

智能配用能系统Intelligent Distribution and Use System

北京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规划建设指标



北京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规划建设指标

 污水处理与利用Local Sewage recycling

点源污染分散治理、污水集中处理

 河湖生态治理 River & Lake Eco-Management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 、河道综合整治

2. 水资源管理技术

 雨水综合管理Integrated Rain Management

下凹式绿地、透水铺装地面、屋面虹吸雨水排放

 综合节水理念Concept of Comprehensive Water Saving

绿地节水灌溉、节水器具



饮料瓶回收箱 绿化废弃物成套处理设备 餐厨垃圾处理设备

 4.智慧运营技术Intelligent Operation

 3. 废弃物处置技术Waste Management

北京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规划建设指标



 构建南阳市龙祥世纪家园生态社区（经济适用房小区）示范工

程建设生态社区指标体系

指标类别 具体指标内容

土地利用 小区总净容积率严格控制在3.0以内；一期示范工程净容积率严格控制在2.9以内

小区绿化 小区绿化率大于42%，一期示范工程绿化率不低于40%；乡土树种比例大于80%；复层结构

绿化比例大于60%；小区屋顶绿化率大于60%；绿地管护成本较当地同类社区降低30%；绿

地碳汇能力较当地同类社区增加20%～30%；小高层建筑西侧山墙垂直绿化率不小于60%。

雨水与污水

处理和利用

屋顶和道路雨水利用率达到50%以上；雨污分流率达到100%；建筑以外场地透水地表覆盖率

大于60%；须配置以下雨水收集储存设施：屋顶、路面雨水收集、处理（沉沙池和湿地）、

地表储存设施；景观水体水质达到IV类水标准。

节能低碳 社区人均碳排放较当地同类社区降低20%以上；社区人均能耗较当地同类社区水平降低25%；

太阳能热水器推广率65%；公共照明节能灯使用率100%；家庭节能灯推广率95%；节水器具

推广率75%。

生活垃圾资

源化利用

小区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比例达到60%；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达到60%以上；居民生活

垃圾分类收集参与率大于80%；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正确率大于60%；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完好

率100%；家庭和小区垃圾分类收集桶配备率达到90%。

热环境改善 夏季室外热岛强度控制在1.5℃以内。

河南南阳市龙祥世纪家园生态社区



 南阳市龙祥世纪家园生态社区集成

示范工程总平面设计

建设面积150亩，容积率2.72

河南南阳市龙祥世纪家园生态社区



避----利用32层的高层建筑和高大的

乔木封闭东北向

隔----使后排建筑隔开寒风对社区内

部的侵袭

防----在冬季来流风方向种植圆柏、

银杏、洋槐，改善风环境

冬季防风策略---

“避”、“隔”、“防”
住宅群平面布局采用“行列式”和“

错列式”的布局，加强自然通风果

兼顾夏季通风和冬季日照，建筑朝向

全部采用正南向布置

合理确定建筑间距，使之避开前排建

筑的涡流区

夏季及过渡季节

通风改善措施

节能低碳技术

河南南阳市龙祥世纪家园生态社区



示范技术包括生态植草沟构建

技术，雨水花园构建技术，生

态化雨水处理系统构建技术等。

雨水收集与综合利用

河南南阳市龙祥世纪家园生态社区



生态社区综合管理方案
• 管理原则：

• A.以人为本

• B.居民自治

• C.循环利用

• D.经济性

• E.公开透明

• F.整体性

生活垃圾分类及处理

 核心技术工艺包括：（1）社区源头垃圾分类

（分拣）技术；（2）厨余垃圾精细化好氧生物

处理技术（含通风除臭、渗滤液生化稳定、有机

肥二次发酵等附属设备、设施）等。

河南南阳市龙祥世纪家园生态社区



生态城市和生态社区建设展望



✦ 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 降低城市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

✦ 减少污染物排放，协调城市与区域的关系

✦ 增强城市生态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建设生态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未来方向



生态城市建设任务

✦ 生态调查评估：生态本底、生态环境问题、生态承载力

✦ 优化发展格局：优化城市发展空间格局、土地利用格局

✦ 治理环境污染：改善空气、水体、土壤质量

✦ 提升生态功能：提高城市气候调节、水文调节、环境净

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休闲游憩、精神健康

✦ 低碳绿色发展：提高资源效率（能源、水资源、土地）

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市人与自然和谐



城市生态评价方法与技术

生态城市规划设计方法与技术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技术

城市生态社区建设与管理

城市低碳管理

城市低影响开发技术

智慧生态城市：资源效率、生态功

能、人居环境

生态城市建设技术研究

增强生态城市建设科技支撑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