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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导向的城市空间优化与功能组织
———以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海新城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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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 ,全面统筹建设城市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物质形体环境的城市规划手段是实现城市自

然 2经济 2社会和谐、高效、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研究以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海新城为例 ,借鉴景观生态学分析方法 ,提出基于生

态导向的城市空间优化和功能组织的规划思路 :基于城市生态环境现状评价和问题诊断基础 ,整体优化生态景观格局 ;利用

GIS空间分析技术进行城市生态适宜性和敏感性分析 ,划分城市生态功能区 ;结合城市职能定位和产业选择 ,确定自然生态因

子和经济活动的镶嵌关系 ,优化城市产业活动的空间配置。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 :基于生态导向的城市空间优化与功能组织将

城市规划引向重建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空间塑造过程 ;城市生态网络空间的构建决定了城市“组团状 ”的功能组织和空间布局模

式 ;基于生态分析的城市空间优化保障了城市生态系统的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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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rban p lanning method instructed by ecology theory emphasizing on the over2all construction in ecological,

social and econom ic environments comp rehensively,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harmonious, highly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 city. This paper p resents the app roach to reach city′s spatial op tim ization and function

organization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p riority p rincip le by using the analysis method in Landscape Ecology, taking the L inhai

New Town in Tianjin B inhai New A rea as an examp le. It includes the following three step s: Firstly the city′s ecological

landscape pattern was op tim ized, by assessing the p resent situation and diagnosing p roblem; then the urban eco2function

zones were determ ined by analyzing the ecological suitability and sensitivity with GIS spatial analysis techniques;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step s, the op tim ized spatial configuration was obtained, combing with the city′s function orientation and

industry selection. Demonstrational analysis shows: the essence of urban p lanning founding on ecological p riority benefit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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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reconstruction and reserv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2spatial network decides the cluster pattern of city function

organization; the spatial layout based on the ecology analysis safeguards the healthil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ty

ecosystem.

Key W ords: ecology p riority; spatial op tim ization; function organization; L inhai New Town

城市的快速发展与急剧膨胀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 ,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交通拥挤、绿地减少、自

然异化等使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 ,全面统筹建设城市的生态环境、社会环

境、经济环境和物质形体环境 ,综合协调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维护城市自然 2经济 2社会系统平衡的城

市规划手段 ,是实现城市和谐、高效、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基于生态导向的城市空间优化与功能组织研

究已取得较大进展。McHarg早在 1969年即将宏观生态学思想应用于城市空间优化配置研究 ,探讨了基于生

态导向的城市与区域土地利用生态规划的工作流程 [ 1 ]
, Lewis提出城市功能优化的环境资源分析方法 [ 2 ]

, J.

G. Fabos利用生态系统模型对大都市区景观规划和城市空间布局进行了实践研究 [ 3 ]
,W. Haber基于生态系统

理论提出了适用于高密度人口地区的土地分异 DLU战略 [ 4 ]
, Forman认为应将生态学原理与土地规划相结合

以解决其中的生态问题 [ 5 ]。V incent从生态城市建设的角度 ,探讨了城市土地的可持续利用问题 [ 6 ]。在国内 ,

生态学者基于生态规划理论 ,将“边缘效应 ”应用于城市土地资源的优化利用和地块的划分 [ 7 ] ,探索了区域资

源环境生态评价的理论与途径 [ 2 ] ,探讨了基于自然生态资源的城市功能空间的组织方法 [ 8 ] ,并积极开展生态

规划实践 [ 9～12 ] ,极大丰富了国内该领域理论与实践研究。

可以看出 ,目前国外生态导向的城市规划方法论和实践结合紧密 ,国内在移植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 ,还未

建立起完善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基于生态导向的城市空间优化和功能组织的系统方法。基于此 ,本文在上述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 ,尝试以景观生态学理论与方法为指导 ,以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海新城为例 ,提出在生态适宜性

和敏感性分析基础上城市空间优化和功能组织的思路 ,并针对临海新城建设开发理念 ,结合其功能定位和产

业选择 ,给出了具体的分析过程和结果。

图 1　临海新城区位图

Fig. 1　The location of L inhai New Town

1　研究区概况

临海新城是围海造陆形成的新城 ,位于天津市滨

海新区渤海湾西岸 ,天津港以北北塘海域近岸段 ,北

靠汉沽城区 ,南接塘沽城区 ,西隔水库和农田与开发

区西区相望 ,东临渤海 (图 1) ,在 39°02′～39°10′N,

117°43′～117°54′E之间 ,规划总面积 42km
2

,其中陆

域面积 14km
2

,海上吹填面积 28km
2。临海新城是滨

海新区对外开放门户的重要标志区 ,是滨海新区海滨

休闲旅游区的有机组成部分 ,未来将建设成为以外向

型生产服务业为主导的综合服务区和经济繁荣、社会

和谐、环境优美的宜居型生态型示范城区 ,建设生态

城市、倡导生态文明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是临

海新城城市建设发展的目标。为此以生态优先为导向 ,构建社会、经济、自然高度协调的城市空间 ,对强化临

海新城作为滨海新区对外辐射重要战略支点、建设滨海新区特色标志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生态导向的城市空间优化与功能组织思路与原则

2. 1　生态导向的城市空间优化与功能组织思路

2. 1. 1　确立生态优先、分区引导、系统整合的总体思路

所谓生态优先 ,即所有空间规划设计要依托现有有限的生态资源 ,使整个研究区充满生态个性 ,创造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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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分区引导即根据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特性 ,实现有针对性的利用和开发生态资源 ;系统整合是指在进行

功能区安排时要基于上述两个基本理念 ,统筹控制各功能区的规模 ,有效处理不同功能区的边缘地带。

2. 1. 2　诊断城市生态问题 ,进行城市生态空间构建

通过资料收集和实地考察 ,分析城市生态系统格局 ,诊断存在问题 ,构建合理稳定的生态空间。城市生态

空间设计主要立足两个层面 :一是城市生态系统功能的维护 ,提高对城市经济活动的承载能力和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能力 ;二是城市生态空间结构的完善 ,目的是增加城市生态效益 ,尽可能多的开发有限的生态资源

(图 2)。　

图 2　生态导向的城市功能组织与空间优化思路

Fig. 2　The app roach of city spatial op tim ization and function organization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p riority p rincip le

2. 1. 3　立足城市生态空间格局 ,加强城市生态适宜性评价

该评价的地域针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评价目的是进行生态功能区划分 ,临海新城土地均质 ,无

现状建设用地 ,土地填整都是以满足城市建设发展需求为标准的 ,土地不存在对城市建设发展的空间制约作

用 ,自然要素、生态环境和水文条件是其分析的重点 ;二是评价要与区域功能定位和产业选择有机结合起来 ,

处理好生态要素与人文要素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 (图 2)。

2. 1. 4　基于城市生态适宜性分析 ,进行城市经济功能组织与优化

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合理安排城市各经济活动 ,满足区域经济功能定位并有效利用生态资源 ;二是

合理确定功能区规模 ,考虑社会经济发展需求 ,并兼顾考虑生态保育需求 (图 2)。

2. 2　生态导向的城市空间优化与功能组织原则

2. 2. 1　协调共生原则

临海新城人工环境比重大、现有自然资源单一 ,生态空间和社会经济环境塑造必然会引入新的人工和自

然要素 ,并通过多样性构建其稳定性。因此空间优化和功能组织要实现异质共存 ,即保持人工环境和自然环

境的协调、生态要素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协调、物种之间的协调、发展与保护的协调。

2. 2. 2　因地制宜原则

首先 ,临海新城生态基底地域差异大。贝壳堤保护区、蓟运河湿地集中分布在东部 ,西部临海地区以人工

构筑为主。因此 ,空间优化要充分考虑不同地段资源特性和功能差异 ,使经济活动的安排符合地域资源禀赋

和承载能力 ;其次 ,临海新城是滨海新区唯一一个与海亲密接触的区域 ,应充分发挥其地域生态优势 ,从空间

和功能设计上体现其特色文化和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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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3　整体优化原则

临海新城是滨海新区和海滨休闲旅游区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规划不仅要实现临海新城内部社会、经济、自

然效益的整体最优 ,而且要满足海滨休闲旅游区的生态功能需求 ,体现其核心职能 ,实现与滨海新区和海滨休

闲旅游区整体社会和生态功能的对接。

3　基于生态导向的滨海新区临海新城空间优化与功能组织

3. 1　临海新城生态空间构建

3. 1. 1　生态环境现状问题诊断

临海新城三面与渤海相连 ,海洋资源和生态景观丰富 ,境内西侧陆域部分又有占地分别为 2. 65 km
2和

2140 km
2的蓟运河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贝壳堤自然保护区 ,区域生态环境优良. 同时又具有人工环

境比重大、均质化程度高、资源分布不均衡等特点 ,生态环境存在以下问题 :

(1) 景观要素少 ,结构单一

临海新城境内 ,现状景观生态要素仅有蓟运河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国家级贝壳堤自然保护区和临海海

岸线 ,其余大部分均为人工均质建设用地。按照景观生态学的“斑块 2廊道 2基质 ”结构分析 ,临海新城景观斑

块数量少 ,面积小 ,基质人工性强 ,生态活性弱 ,缺少以道路和水系为依托的生态廊道 ,通达性差。景观多样性

低 ,异质性差 ,生态景观结构简单。

(2) 生境类型简单 ,系统稳定性差

从生态功能来看 ,临海新城生境简单 ,覆盖稀少且空间分布不均衡 ,缺乏空间层次性和系统性 ,难以完成

其应有的生态功能 ,生物多样性低 ,生态稳定性差 ,对环境影响的抵抗力和恢复力弱 ,对不良环境影响的吸纳

能力低。

3. 1. 2　生态空间构建

生态空间构建的目的是建设与城市社会经济体系相适应的自然生态体系 ,形成自我良性循环的生态安全

格局 ,促进城市与自然的互融共生 ,保障和引导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 13 ]。空间组合有序 ,结构优化高效的生态

空间结构将会促进城市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互利共生、协同进化 [ 14 ]。

(1)设计蜿蜒城市边界和亲水海湾

线状生态要素是保障生态景观的核心要素。规划设计蜿蜒海岸线 ,形成两个海湾凹入内陆 ,丰富城市空

间形态 ,将海洋资源引入城市内部 ,增加城市海洋生态景观资源 ,增强城市亲水性 ,为城市用地的优化布局和

功能的空间分异提供生态空间基础 ;形成局部优越的小气候和宜人生态环境 ,提高生态要素的可进入性 ,为发

展以海洋资源为生态载体或生态背景的经济活动提供基础。

(2)设计城市河流 ,增强内部生态连续性

自然景观廊道的有效设置 ,可以限制城市无节制的发展 ,有利于吸收、排放、降低和缓解城市污染 [ 15 ]。设

计自西向东连接蓟运河和渤海的河流 ,有机串联蓟运河、湿地保护区、贝壳堤保护区、港湾和海域 ,提供不同生

态斑块内物种空间渗透、孤立斑块内物种生存延续的介质 [ 16 ]
;强化城市自然景观和生态空间连续性 ,有机融

合城市建设用地和生态绿色走廊 ,通过河流两旁 100～150m可入性绿带的建设 ,创造城市开敞空间 ,提供亲

近自然的休憩、休闲和游玩的场所 ,形成城市内部有机的水生生态廊道。

(3)依托道路建设人工廊道

依托“六横八纵 ”的道路系统建设绿色廊道 ,沿道路设置 10～50m宽的绿带 ,通过植被种植 ,创造多层次

生物栖息空间 ,为城市动植物的迁移和传播提供有效通道. 是城市内部与外围区域生态环境融合的联系通道 ,

也是城市内部各要素廊道、斑块等生态要素紧密联系的纽带。

(4)增加绿色空间 ,构建生态网络体系

沿人工海岸线 50～100m构建外环生态廊道 ,在加强滨海生态敏感区保护、提高沿海生态稳定性的同时 ,

形成具有地域性和文化识别性的游憩绿带和近水生态休闲空间 ;以各种公共绿地为代表 ,实现自然系统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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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渗透 ,通过城市公园、街心公园、街头绿地等为主的规划设计 ,增强生态多样性和连续性 ,构建具有自我维

护能力的绿色景观结构体系 ,塑造宜人的居住和工作环境。

3. 2　临海新城生态适宜性分析

3. 2. 1　城市功能定位

由于临海新城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功能区而不是一座具有大部分城市功能的城市 ,其特殊性要求率先确

定城市的职能与分工。首先滨海新区作为国家综合改革配套试点 ,使临海新城的外部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突

出表现为 :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发达 ,商务商贸与滨海休闲旅游主体功能凸现 ;其次 ,作为天津市滨海

新区功能区之一 —海滨休闲旅游区城市功能的集结地 ,临海新城的功能定位集中表现为 :体现天津市现代化

北方港口城市和滨海新区作为北方对外开放门户的重要标志区 ,滨海新区中心城区的有机组成部分 ,以外向

型生产服务业为主导的综合服务区和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宜居生态型城区示范区①。综合以上

两点 ,临海新城的产业选择既要符合滨海新区、周边各功能区和海滨休闲旅游区等不同尺度对它的分工定位 ,

又要考虑其“人造 ”和“临海 ”的生态优越性和生态敏感性 ,最终确定居住、高新技术研发、教育科研、商务商

贸、现代物流和旅游休闲产业为临海新城经济功能的主导。

3. 2. 2　生态适宜性评价

生态适宜性评价是指某个生态环境中的生态要素为某类社会经济活动提供发展空间的大小以及对其正

向演替的适宜程度。分析生态适宜性是进行城市功能组织和空间优化的前提。

(1)生态功能区划分

①指标选取 　指标选取充分考虑临海新城生态资源特性 ,兼顾周边区域的生态状况 ,力求在宏观上满足

滨海新区景观生态安全的功能和社会经济活动开展的需求 ,在中观尺度上确定区域需要保护的生态内容和生

态空间构建的方向。基于以上考虑 ,本文选取生物多样性、景观价值、社会经济价值、城市生态价值、海岸线防

护功能 5个生态因子 (表 1)。

表 1　临海新城生态适宜性评价因子确定

Table 1　The factors of ecolog ica l su itab ility eva lua tion for L inha i New town

生态因子 Ecological factors 权重 W eight 评价标准 Evaluating standard

生物多样性
B io2diversity

0. 24
物种种类、物种数量、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性的能力
Type and number of species, the ability of maintaining the eco2system stability

景观价值
Landscape value

0. 18
美学特征、娱乐休闲价值
Esthetics characteristics; recreational value

社会经济价值
Social2economy value

0. 21
社会经济活动承载类型和开展强度
The accep table type and intensity of social2economy activities

城市生态价值
U rban ecological value

0. 22
改善环境和保育生态的能力
The ability of environment imp rovement and conservation

海岸线防护功能
Coastline p rotective function

0. 15
减灾避害、纳污净化
D isaster reduction; pollution purification

②评价分析 　根据各生态因子的环境影响确定每个因子的生态适宜度分级标准 ,用专家打分法将各因子

的生态重要性进行打分 ,并用 GIS空间分析叠加技术进行单因子的叠加 ,获得综合适宜度评价值在 1. 2～3. 6

范围内变化 ,取 1. 2～2. 2～3. 6为分级标准 ,结合城市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要求 ,将临海新城划分为重点保护

区、引导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 3种类型。

重点保护区包括贝壳堤和蓟运河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地区 ,面积 7. 92 km
2

,占临海新城总面积的

18. 86%。这里生态环境敏感性高 ,外来干扰对自身及周边区域生态环境影响剧烈 ,是对临海新城乃至整个滨

海新区生态系统安全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 ,城市的开发建设和用地安排要慎重考虑与该区域的关系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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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开发区包括临海新城沿海岸线 80～150m宽的区域和游龙河两岸 90～120m宽的区域 ,总面积 4. 47 km2 ,占

临海新城总面积的 10. 64%。这两个区域是水生和陆地生态环境的交汇面 ,系统稳定性差 ,对外来干扰的抵

抗能力较弱 ,但同时又对城市整体生态效益发挥具有重要意义 ,自然生态服务功能和社会生态服务功能较强 ;

优化开发区包括临海新城内部吹填区的中间地带 ,面积 29. 51 km
2

,占临海新城总面积的 70. 26%。该区域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好 ,经济活动和人口集聚优势强 ,是城市建设发展的主要区域。

3. 2. 3　关键生态要素敏感性分析

在生态功能区划的基础上 ,对关键生态要素的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环境敏感性进行细化 (表 2) ,确定其

开发强度控制和对城市经济活动布局的影响 ,为之后经济功能在空间上的具体落实、生态结构维护以及生态

资源多元开发利用和保护提供依据。

表 2　临海新城关键生态要素敏感性分析

Table 2　The ecolog ica l sen sitiv ity ana lysis in L inha i New Town

分类
Category

生态要素
Ecological factors

生态性质
Ecological p roperties

生态功能
Ecological function

开发强度控制
The control of development intensity

天然生态板块
Natural ecological p late

蓟运河河口湿地
W etland in J i Canal
Estuary

生态敏感区
Ecological sensitive area

源汇与栖息地功能
Source & Habitat
functions

不干扰生态、适度范围的低密度开发
Low2density development with non2inter2
ference ecosystem

贝壳堤自然保护区
The Nature Reserve
A rea of Shell D ikes

生态敏感区
Ecological sensitive area

栖息地功能与屏蔽作
用
Habitat & Shielding
functions

不干扰生态、适度范围的低密度开发
Low2density development with non2inter2
ference ecosystem

永定新河、蓟运河交汇
口
The Intersection of
Yongding New R iver
and J i Canal

生境交汇点
The intersection of
habitats

栖息地功能
Habitat function

生态干扰较小的可入性开发
Accessibility development with a m inor
eco2disturbance

环城海岸线
R ing coastline

生态连通通道
Ecological interconnec2
ted passage

栖息地功能
Habitat function

生态干扰较小的可入性开发
Accessibility development with a m inor
eco2disturbance

人工生态板块
A rtificial ecological
p late

新城内河 (游龙河 )

Youlong R iver

生态连通通道
Ecological Interconnec2
ted passage

栖息地功能与过滤作
用
Habitat & Filtration
functions

生态干扰较小的可入性开发
Accessibility development with a m inor
eco2disturbance

龙头湾、游龙湾
Longtou Bay, Youlong
Bay

生境交汇面
The intersection of
habitats

栖息地功能
Habitat function

避免生态干扰的适度开发
A moderate development avoiding eco2
interference

3. 3　临海新城经济功能组织

依托于城市的绿色生态空间 ,要达到自然和人工环境的有机融合 ,同时实现土地的集约利用 ,城市理想的

空间形态应采用“组团式 ”布局模式。根据生态空间优化、生态功能区划分和关键生态要素敏感性的评价结

果 ,综合考虑城市各功能交通依赖程度、区位取向等因素影响及各功能区之间的相互关系 ,对临海新城各主导

经济功能进行空间布局见图 3。

3. 3. 1　主题旅游区

包括蓟运河河口湿地和贝壳堤自然保护区。该功能区与生态景观要求高、人流物流大的商务用地隔河相

望 ,毗邻生态环境需求大、开发密度低的生态居住区 ,可有效发挥两个自然保护区环境保育和景观过渡的空间

组织功能。

3. 3. 2　生态居住区

布局在环龙头湾地区。该区域西北紧靠贝壳堤和湿地自然保护区 ,适宜布局静态城市功能 ,同时“背河

临海靠公园 ”,视线通透 ,生境优良 ,亲水环境和视觉景观好 ,是生态宜居的首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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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生态导向的临海新城空间布局图

Fig. 3　The function organization of L inhai New Town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p riority p rincip le

3. 3. 3　中央商务区

布局在游龙河西段南侧地区。该区域对外交通联系便捷 ,有利于与区域外经济功能发生联动 ,同时由游

龙河与经济属性弱、生态环境要求高的主题公园、居住用地等隔离 ,避免不同开发强度城市功能穿越造成的生

态干扰。

3. 3. 4　高新技术研发区

布局在蓟运河与永定新河入海口周边地区。该功能区为低密度开发区 ,生态环境破坏和依赖性小 ,同时

毗邻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区 ,有利于技术成果的转化。

3. 3. 5　中心服务区

布局在游龙河东段南侧临海新城的中心位置。该区域各方位可达性好 ,在此布局行政管理中心 ,将保证

交通高效通达 ,社会经济管理高效运行和各功能区有机组织联系 ,是保证城市整体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选

择结果。

3. 3. 6　休闲娱乐区

布局在东部环游龙湾地区。该区域靠河临海 ,海岸线丰富多变 ,近岸海上空间大 ,且是陆路交通和航运、

海运交汇和转乘的区域 ,人流密集 ,同时靠近中心服务区和生态居住区 ,文化需求大 ,适宜依托生态资源开展

以海洋文化、健身娱乐为主的休闲旅游活动。

3. 3. 7　滨海旅游区

布局在中心服务区南侧沿海岸线地区。该区域亲水性强 ,生态景观丰富 ,适宜开展以休闲旅游为主的经

济活动 ,并与中心服务区联动发展 ,可形成具有地域性和文化识别性的城市生态景观标志区域。

3. 3. 8　码头配套服务区

布局在临海新城东部伸入海洋的三角地带。该区域有优越的生态区位和海洋地质条件 ,利用永定新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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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运河交汇形成的天然航道 ,建设与邮轮码头联建的客运码头 ,疏解天津港客运功能 ,有效组织新城对外

交通。

4　结论

(1)基于生态导向的城市空间优化与功能组织是用绿色景观途径将城市规划引向重建自然和保护自然

的空间塑造过程 ,它是实现城市“人地和谐 ”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2)基于生态导向的城市空间优化与功能组织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在城市生态环境现状评价的基础上进

行城市生态景观格局的整体优化 ;选取生态评价因子 ,利用 GIS空间分析叠加技术进行城市生态适宜性和敏

感性分析 ,划分城市生态功能区 ;结合城市的职能定位和产业选择 ,确定自然生态因子和经济活动的镶嵌关

系 ,优化城市产业活动的空间配置。

(3)城市生态网络空间的构建决定了城市“组团状 ”功能组织模式。一方面保障土地的集约利用 ,使社会

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 ,另一方面通过生态网络有机组织城市功能 ,保障布局空间和生态空

间的连续和互补 ,实现区域整体效应和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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