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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生态学在旅游规划中的应用

——以长白山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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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景观生态学的原理, 探讨了长白山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景观建设的现状条件和存在的问题。在诊断分

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具体方案。将生态旅游城规划为“一核”、“两叶”、“三轴”、“四区”的布局结构。该方案协调了自

然生态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关系, 为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的景观规划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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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 rdaobaihe R iver Eco2tou rism C ity sits at the foo t of ChangbaiM oun tain w h ich lies in A n tu coun ty of Ko rea bo r2
ough at the east of J ilin P rovince. T he developm en t of th is area therefo re focuses on landscape construct ion w h ich con tribu tes

to the p rogress of eco2tou rism. T he au tho rs p robes in to the issues of eco2landscape construct ion th rough analyzing p ro s and

cons of p resen t p rocess of landscape construct ion app lying the fundam en tal p rincip les of landscape eco logy. T he w ho le tex t is

divided in to th ree parts: the in troduction of theo ry and p rincip ia, the analysis of p resen t sta tu s of E rdaobaihe R iver eco2tou rism

city and the foundation of p lann ing stra tegy. T he p lann ing stra tegy of“one co re”,“tw o leaves”,“th ree shafts”,“fou r sect ion”

w h ich moderate the conflict of natu ral and art ificia l landscapes p rovides theo ry app roach fo r landscape p lann ing of E rdaobaihe

eco2tou rism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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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景观生态学及其在景观规划中的应用

1. 1　景观生态学的含义与景观规划的目标

景观生态学是地理学与生态学交叉形成的学科, 它以整

个景观为研究对象, 通过能量流、物质流、信息流在地球表层

传输和交换, 通过生物与非生物的相互转化, 研究景观的空

间构造、内部功能及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探讨异质性发生

发展及保持异质性的机理, 建立景观的时空模型[1 ]。景观生

态学将城市看作是一个由自然和人工景观单元相互叠加而

成的非常特殊的景观生态元, 其内部不同性质、不同功能的

组 成 部 分 构 成 了 城 市 景 观 的 结 构 要 素[2 ]—— 基 质

(M A TR IX) , 斑块 (PA TCH ) 和廊道 (CORR IDOR )。斑块指

在外观上不同于周围环境的非线性地表区域。如公园、花园、

庭园、小游园、广场等点状空间相当于景观中的斑块。廊道指

不同于两侧基质的狭长地带, 可以看作是一个线状或带状的

斑块。街道绿化、城市周围的环城绿带、河流两侧的人行景观

带等线状空间相当于景观中的廊道。基质指景观中的背景地

域, 包括城市中的建筑物及贯穿于其间的道路交通网络。它

是景观中面积最大, 连通性最好, 在景观中起着重要作用的

景观要素类型。

城市景观规划就是根据景观生态学原理和方法, 合理地

规划景观空间结构, 使斑块、基质、廊道等景观要素的数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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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空间分布合理, 使信息流、物质流与能量流畅通, 使景观不

仅符合生态学原理, 而且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 适合人居聚。

城市景观规划总目标是改善城市景观结构、改善城市景观功

能、提高城市环境质量、促进城市景观的持续发展[3～ 5 ]。

具体有如下目标: (1)生态稳定性。即维持城市景观的生

态平衡。景观的结构功能保持一致性和连贯性, 有一定的恢

复能力, 对自然灾害有一定的趋避性。(2)通达性。有效地确

保城市生活、游憩的方便, 各斑块间有廊道沟通, 交通条件易

于到达。(3)舒适性。城市景观规划就是要从自然生态和社会

心理两个方面去创造一种能融技术与自然于一体的理想环

境, 创造一个环境清洁、空间开放、舒适宜人的居住环境。(4)

美观性。通过景观规划使景观结构适量有序又富于变化, 符

合大众的审美要求并富含文化特征, 为人带来身心愉悦的享

受。

1. 2　景观规划的原则

景观生态学注重研究不同生态系统组成的景观结构 (空

间格局) , 功能 (生态过程) 和演化 (空间动态) 及其与人类社

会的相互作用, 探讨景观优化利用与管理保护的原理和途

径, 为持续发展提供可能的模式。在进行景观规划时应关注

整体优化原则, 异质性原则, 多样性原则和遗留地保护原

则[6～ 8 ]。

为了满足旅游发展的需要, 在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的景

观规划中还要遵循以下原则[9 ]:

(1) 观光导向原则[10 ]: 长白山下丰富的生态资源优势决

定了旅游观光是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的主要功能之一, 因而

生态旅游城内的景观设计要以满足游客的欣赏需求为主, 从

而增加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

(2) 少数民族文化导向原则[11 ]: 长白山是满族的发源地

也是朝鲜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 生态旅游城内的景观规划

和设计要突出少数民族文化特色, 体现当地文化的氛围。

( 3) 生态保育原则[12 ]: 长白山是一座天然的自然博物

馆, 拥有许多珍稀树种和罕见的生态景观。因而景观规划应

保护现有的生态景观资源, 在现有生态景观的基础上构建人

为的景观廊道和斑块, 使整个生态旅游城的景观建设与自然

生态环境相和谐。

2　生态旅游城景观态势的诊断分析

着眼于以上原则, 根据二道白河地区的区位特征、旅游

开发程度、生态建设现状以及发展方向, 对二道白河生态旅

游城的景观态势作出如下诊断分析:

2. 1　现状与特色

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

图县的西南部, 是进出长白山的门户, 素有“长白山下第一

镇”之美称。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所依托的长白山是我国著

名的自然保护区和风景旅游胜地, 是世界上罕见的“典型自

然综合体”, 也是一座天然的自然博物馆和巨大的生物基因

库。该城规划面积为15. 49 km 2, 自从UND P 将生态旅游业作

为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试点的重点以来, 该城正在向以旅游

观光、度假休闲为主, 兼及商贸、金融和科学考察等功能的生

态旅游度假区的方向发展。

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的发展极具潜力, 总体景观特色主

要是:

(1)生态环境优美。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所在地区生态

多样性丰富, 景观异质性较强, 生态环境容量较大, 风水条件

较好。区内大气环境质量和水质条件俱佳, 生态景观廊道和

斑块也独具特色。南面的长白山在区内清晰可见, 境内的碱

水河、二道白河两条绿色生态走廊东西环绕, 大片的美人松

林、湿地保护区等点缀其间。所有这些, 都为二道白河生态旅

游城优美的人居环境创造了良好的生态本底条件。良好的生

态环境为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的发展建设赢得了先天优势。

(2)资源文化内涵深厚。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位于中、朝

边境附近, 同时又隶属于延边朝鲜自治州, 历史上也是满族

人的发祥地, 因此该地区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特色和深厚的

文化底蕴。

(3)自然资源丰富。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位于中国十大

名山之一的长白山脚下, 19 万hm 2 森林资源、30 多种矿产资

源、2 342 种野生经济植物资源是长白山的宝贵财富。包括山

岳、水体、森林、田园景观。优越的自然条件为二道白河生态

旅游城景观建设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2　存在的问题

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存在的问题和改良方向主要有:

(1) 各类用地安排不尽合理, 形成的景观格局有待于进

一步协调, 如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内工业用地面积过大, 居

住区内绿地面积过小并且利用率偏低, 景观要素中的“基质”

没有遵循“大集中, 小分散”的原则, 没有在斑块与廊道的包

围之中。因而大大地降低了区内的景观异质性, 减弱了整体

的景观效果。合理的景观规划应有适量的绿色板块点缀其

间, 并建立景观和绿色廊道组成的网络骨架, 其中公园, 绿地

等“斑块”一般位于重要的“结点”位置, 提供娱乐和游憩场

所。只有这样以注重整体景观格局的思路来规划, 城市景观

系统才能达到最优化。

(2)传统文化还未充分突出。长白山是朝鲜族人的聚居

地也是满族的发祥地, 其民族文化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又具

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规划尊重当地的文化传统, 明确风景建

筑、服务设施、村落民居各类建筑的地方风格和历史脉络, 使

该区景观能够突出少数民族建筑风格和文化传统。

3　生态旅游城景观规划思路与空间布局

3. 1　总体发展方向

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即有良好的生态旅游和休闲度假

的自然环境, 也有浓郁的少数民族特色和深厚的朝、满文化

底蕴。同时, 地热温泉资源、三江旅游资源、边境旅游资源和

科研探险资源也给该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力。这正是二

道白河生态旅游城在众多的旅游区中与众不同之处, 也是可

凭借以竞争市场的品牌。这一优势发挥的关键在于把特色文

化、自然资源、现代设施有机地结合起来, 满足现代大众的旅

游消费需求。旅游城的发展方向可以概括为: 生态旅游度假

为主题, 民族文化旅游为特色, 现代旅游度假为依托, 科研探

险旅游为配套。

3. 2　生态景观要素布局

总体规划目标为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形成合理的空间

景观风格提供了基础, 合理的景观要素分布有利于该地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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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和谐共生。依据前述原则与景观生

态学理论, 在认真分析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自然环境结构、

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的基础上, 结合《土地利用现状图》、地形

图、政区图和旅游资源区位图等, 对其景观要素进行规划布

局。

3. 2. 1　斑块的布局

根据景观生态学原理, 从城市景观的角度出发, 可依据

面积大小, 把斑块分为大、中、小型三类。大中型的绿色斑块

作为城市的“绿肺”, 不仅具有多种的生态功能, 同时也为景

观增色不少。小型的绿色斑块则可以作为物种迁移和再定居

的“踏脚石”, 改善城市景观的视觉效果, 提高城市景观的异

质性, 因此小型的绿地斑块可以为景观带来大型斑块所不具

备的一些好处, 应当看作是大型绿色斑块的有益补充, 但不

能取而代之。大中型绿色斑块虽然数量少, 但总面积却比小

型斑块大, 故应以大中型绿色斑块为主, 小型绿色斑块为补

充, 相对均匀地分布于城市绿地系统中, 最大程度地发挥其

生态环境效益[7 ]。因而, 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的大中型绿色

斑块主要分为两类: (1) 美人松保护观光区, 100 多hm 2 美人

松林是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独特的景色, 是吸引中外游客的

重要景点之一。计划对此进行严格保护的同时进行适度开

发, 给游客提供就近观赏长白山美人松林的场地, 使其充分

发挥景观效益。包括美人松文化艺术馆、美人松公园等。(2)

对现有的湿地进行保护, 保护其对地方小气候调节的功能。

充分利用自然地形, 在城区东南部原有的湿地范围内进行整

治, 包括生物多样性的恢复与建设、湿地公园的建设等。小型

的绿色景观斑块也点缀其间用来弥补大型斑块的不足。小型

的景观绿化斑块分为三类: (1)专有绿地。在居住区、白河林

业局、开发区、商贸区、白河局工业区及居住区内分别设置小

区绿地, 使其达到改善居住环境之目的。居住区绿化要求隔

离街道污染, 创造安静舒适的居住环境, 在种植花草树木的

同时, 适当布置小品, 为居民户外活动创造条件。 (2) 厂区绿

化: 根据工厂的不同性质和污染的不同类型, 选择吸附性、抗

污染性强, 具有净化空气能力的树种进行布置, 以降低厂区

内的空气污染, 发挥其景观和生态环境效益。 (3) 机关、学校

绿化: 选择观赏力强的树种, 修建主景突出的花坛、花带、林

荫道等, 使工作人员和学生能够更加愉悦的工作学习。

3. 2. 2　廊道的布局

根据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成果, 廊道必须有足够的宽度才

能发挥一定的作用[6 ]。因此在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的规划

中, 拆除临河 50 m 内的一些建筑物, 建立临河带状生态旅游

走廊。包括二道白河两岸各 50 m 的生态旅游休闲走廊和碱

水河沿岸生态旅游休闲走廊。配合白山大街的景观绿化带,

逐步形成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的景观主轴线。

在规划市区内时, 要在居住区, 集团之间营造隔离林带,

特别是工业区与居住区必须尽可能设置一定宽度的防护林

带[6 ]。依据以上原理, 规划城区内高压走廊区预留30 m 宽绿

化带, 内部以草坪为主, 加上小灌木点辍, 规划沿铁路沿线绿

化隔离带不低于80 m 宽, 环城路设置宽度50～ 100 m 宽的绿

化防护带, 主要工业区与居住区之间的绿化隔离带不低于50

m 宽。这样在提高绿化率的同时, 也相应增加了城市整体的

景观效益。

在城市绿地景观系统中, 廊道能有机地连结不同地域、

不同尺度的绿地, 直接影响着城市绿地网络的连通性及网络

结构功能的整体优化[6 ]。故城市绿地系统中, 绿色廊道必须

成网状分布, 连成一个系统。因而规划城区内应加强道路两

侧的绿化, 主干道绿地率应达到 25% 以上, 次干道绿地率

20% 以上。树种可根据当地气候选择不同种类, 且适当处扩

大面积, 形成若干个小游园。从而在道路网的基础上, 加强绿

色景观的连通性。

图 1　长白山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景观布局示意图

3. 3　景观结构分析

景观是一个宏观异质性系统, 景观的空间结构是景观的

重要属性之一[7 ]。景观要素的布局为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形

成合理的空间景观结构提供了基础。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的

基本格局可构建为:“一核”、“两叶”、“三轴”、“四区”:

(1)一核: 即位于警民路以南的景观核心区, 它包括政府

办公区广场和光明泉广场。该核心位于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

的几何重心, 同时也在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的景观主轴线白

山大街东侧。作为整体景观的核心, 它既是二道白河生态旅

游城的标志, 也反映长白山地区的地方文化特色, 同时具备

休闲、度假、观光和游客集散等功能, 并且是生态旅游城行政

办公所在地和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规划的主要旅游吸引物

之一。应当列为“核”。

(2)两叶: 指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内的两处特殊景观区。

所谓特殊景观区, 是指由于无法以人力再造而严格限制开发

行为的美学和科学价值很高的特殊自然和人文景观分布, 对

度假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区域。在生态旅游城内划定两

处: (1) 位居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中部的面积为 110 hm 2 的

美人松是世界稀有的国家重点保护树种, 它位于该区的主干

道松林大街的两侧, 也是进入长白山所经过的景观之一, 因

此它在二道白白河生态旅游城的景观布局中占有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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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 被称为绿心。(2)位居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东南的湿

地保护区, 可以调节地方小气候, 净化空气, 并有很高的景观

视觉价值, 同时它也是位于规划主干道的旁边, 是景观规划

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因此被称为绿肾。在这两处特殊保护

区内, 禁止对原有地形地物的人为改变及勘采矿物、土石。在

不影响景观的科学、美学价值的条件下, 可建设科研、科普和

审美体验等活动所需的游览道路、观景点和服务设施, 不得

兴建任何其它建筑物。因而可以充分利用自然地形, 在城区

东南部原有的湿地范围内进行整治, 包括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与建设、湿地公园的建设等。对于破坏景观或与环境不协调

的现有建筑、构筑物应予拆除或改造。根据绿化规划进行植

被抚育, 景点周围的绿化树种及其布置必须配合景观特色,

与环境协调。

(3)三轴: 包括三条贯穿全城南北方向的景观主轴线。来

自安图县进长白山的省道公路横跨生态旅游城南北, 对其道

路两侧进行绿化, 并布置适当的景观节点, 使白山大街构成

生态旅游城的主轴线, 成为“城中一脊”。从长白山上流下来

的二道白河与碱水河蜿蜒穿过生态旅游城的东西两侧, 犹如

两条血脉。规划在这两条河的两侧做宽50 m 的绿化带, 作为

绿色生态景观走廊。绿化带内铺设人行步道, 并构建各种人

为景观, 如凉亭、茶桌等。与清澈的小河共同构成景观走廊。

(4) 四区: 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在空间上还包括四个界

线明晰, 功能各异的景观区域, 它们不仅提高了旅游目的地

的吸引力, 更对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的整体景观效益以有效

的补充。这四个区域是:

民俗风情园区, 包括满族民俗风情园 (村)、朝鲜族民俗

风情园 (村)、俄罗斯民俗风情园 (村)、日本樱花风情园 (村)、

蒙古族民俗风情园 (村)。挖掘朝鲜族、满族的历史传统和民

俗, 把人和人的生活作为有价值的资源, 创造原汁原味的、有

生活气息的人文景观特色。该区域的景观应注意塑造与少数

民族有关的环境氛围, 其建筑风格的设计要体现当地的本土

特色, 创造有民俗风情的景观区域。

生态农业观光区, 该区是依托长白山这个天然的绿色宝

库, 以及东北特有的气候条件, 创造长白山特有珍惜农业资

源的观光区域。该区重点是引进长白山农业品种在区内培养

种植, 同时对农田进行必要的规划布局, 以达到一定的观赏

水平。另外, 还需协调区内生态建设、农业发展和旅游发展之

间的关系。该区主要包括中草药观赏区和食用菌观赏区。中

草药观赏区——主要展现长白山特有的名贵中草药品种, 在

这里游人可以观赏到东北“三宝”之一的人参、延年益寿的灵

芝、具有食疗保健的天然佳品越桔果等近 100 余种中草药。

食用菌观赏区——长白山是天然的绿色宝库, 该观赏区主要

栽培展示猴头、柞菇、木耳、棒蘑、榆黄蘑等 20 几种天然菌类

佳肴。

野生珍稀植物观光园区, 长白山的生物资源种类繁多,

品种齐全, 保存着完整的野生植物区系。规划将把长白山近

千种植物移到园中, 让游人真正的了解到长白山植被多样性

和特殊性, 以及物种的类别、名称, 生长环境和天然属性, 是

一个集知识、科研为一体的风景区。同时建设一座长白山博

物馆, 主要展出长白山自然资源、历史文物、土特产品、民俗

风情、社会文化等方面内容。同时配套规划建设人工湖、游乐

区、休闲度假区等配套场所。

宝马古城观光区, 本规划重点是对渤海国的宝马古城进

行异地修复重建, 再现古城历史, 提升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

的文化品位、历史底蕴和人文景观的总体效益。宝马古城是

唐朝渤海国中京显得唐兴州驻地, 唐式建筑。该城坐落在渤

海国与唐朝往来的交通要道 (朝贡道)上。宝马城是朝贡道上

的重要城堡, 是长白山对外开放的门户, 是朝贡品的集散地,

是渤海国和唐朝人的长途跋涉的栖息地。在该区域中, 为提

高游览和活动的趣味性, 增加景观的艺术性, 以一定的木雕

小品作为装饰物, 以一定的木构建筑作为活动场所。不仅是

观赏的景物, 也是独具特色的服务设施。该区内进行园林化

的绿化和美化, 形成优良的生态景观环境。

4　结　论

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的景观规划以景观生态学的原理

为指导, 对“斑块”“廊道”“基质”等景观要素进行合理布局,

同时考虑二道白河生态旅游城内的景观应体现地方文化特

色并满足游客的观光需要, 提出了规划方案。该方案设计了

三种景观斑块类型和三种景观廊道类型, 并构造了“一核”、

“两叶”、“三轴”、“四区”的景观布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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