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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性资源枯竭、气候变暖和环境污染等生态

问题的凸显，197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

（Man and Biosphere）计划所提出的“生态城市”（eco-

city）成为应对以上生态危机的关键。对此，1980 年代

以来世界各国学者从抑制用地扩张、保护绿化环境、倡

导节能减排等方面相继提出了诸如“紧凑”“绿色”“低

碳”“碳中和”等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其中，城市生

态学领域的学者依据生态系统学原理提出“社会—经

济—自然”复合的城市生态系统 [1]，从而为探求生态城

市的内在结构、功能关系和运行机制提供了生态学理论

视角。另外，缘起于 1960 年代的“城市代谢”（urban 

metabolism）概念也自 1990 年代始再度成为城市生态学

和其他交叉学科介入生态城市研究的焦点。

城市代谢概念最早于 1965 年由美国生态学家阿贝

尔·沃尔曼（Abel Wolman）针对美国城市生态问题提出 [2]。 

他将城市生态系统与生物学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类比，

认为城市借助自然生态系统的调节作用而与外界进行物

能交换以维系自身功能结构，并通过此观点研究城市生

态系统中水、能源、养分和废弃物的代谢过程，以及其

输出物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压力。同时，沃尔曼通过观测

美国物质代谢情况而计算出人均资源输入和废物输出

数据 [3]，采用“物质流分析方法”（MFA: Material Flow 

Analysis）研究了其所假定的 100 万人口城市的物质代

谢过程及其对该城市外部自然环境的影响 [3]。此后，拉

帕波特（Rappaport）[4]、艾尔斯（Ayres）[5] 等先后将城

市代谢的概念延伸至城市经济系统和产业系统中，研究

资本和原材料在各自流通系统内的代谢过程；阿尔伯蒂

（Alberti）[6] 和纽曼（Newman）[7] 则将人类健康环境和

社会福利指标纳入城市代谢的内涵之中。而其他资源环

境学或环境生态学学者则普遍地将城市代谢的物质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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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值分析方法应用于国家、区域或城市尺度系统边界内的

水 [8]、磷 [9]、重金属 [10]、废弃物 [11] 等物质代谢效率核算和

环境影响评估。2011 年，加拿大学者肯尼迪等（Kennedy et 

al.）[12] 通过回顾城市代谢的进展形成了“为实现能源增长、

生产，以及废弃物消除，而在城市中发生的技术和社会经济

过程的总和”这一相对完善的城市代谢概念描述。同时，肯

尼迪还总结了城市代谢概念应用于建立城市可持续发展指

标、核算城市温室气体排放量、构建政策分析的动态数学模

型、组建可持续设计的工具等四项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方

向和内容 [13]。

面对城市代谢这一再兴议题，近期欧美等发达国家学

者在城市规划与设计领域逐渐展开了此概念的理论探索和

实践应用研究，如欧盟资助的“基于城市代谢的可持续城

市规划决策支持系统”（BRIDGE: sustainaBle uRban plannIng 

Decision support accountinG for urban mEtabolism）、“欧洲

可持续城市代谢”（SUME: Sustainable Urban Metabolism 

for Europe）项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与规划学院的

“可持续新奥尔良的生态敏感性建设”（ecologically sensitive 

construction for a sustainable New Orleans）项目等。但以上研

究仍立足于资源环境学或环境生态学的视角，将城市代谢视

为物质流或能值分析的工具，提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资

源管理、政策分析、指标体系和环境影响评估等内容。对于

城乡规划学和建筑学学科而言，如何将城市代谢的概念和方

法应用于城市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和空间形态的规划与设计

领域，成为当前生态城市研究的热点议题。而荷兰在将城市

代谢理念应用于生态城市规划与设计领域这方面已取得了独

树一帜且行之有效的成果。因此，本文详细介绍了荷兰城市

代谢理念的形成和应用背景，系统化地梳理并剖析将城市代

谢理念应用于荷兰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典型案例，进而提出基

于城市代谢理念的可持续城市规划设计理念和方法，以期为

我国生态城市规划设计提供相应理论指导意义。

1  荷兰城市代谢理念的源与流

荷兰位于欧洲西部，西、北濒临北海，地处莱茵河、马

斯河和斯凯尔特河三角洲，全境人口 1 670 万，国土面积

41 864 km2。作为欧盟创始成员国之一，荷兰的城市代谢理

论和实践研究主要得益于欧洲，尤其是欧盟城市可持续发展

运动及其城市代谢理论和实践项目的相互影响。

1.1  欧洲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欧洲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始于 1990 年欧共体委员

会颁布的《城市环境绿皮书》，其推动了全欧乃至全世界的

城市可持续发展运动 [13]。1993 年，欧盟委员会为落实联合

国《21 世纪议程》的内容而正式提出“城市管理”“综合政

策”“生态系统思想”“合作与伙伴”四项城市可持续发展原

则。此后五年，欧盟各国又先后签署了《奥尔堡宪章》和《里

斯本行动计划》，从而确立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现目标、

框架政策和行动指南。2003 年，欧盟规划理事会颁布了《新

雅典宪章》，作为引导欧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文件 [14] ；

2007 年，欧盟各国签订的《莱比锡宪章》规定了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空间原则和策略；2010 年，欧盟又启动了《欧洲

2020 战略》，提出了“精明增长”“可持续增长”和“包容

性增长”等优先事项。至此，欧洲各国已建立了完善的可持

续发展战略、政策和法规体系，并在国家、区域和城市层面

加强经济合作、强化地方权利、倡导公共参与、保护自然环

境、降低能源消耗，从而确保了带动产业循环、促进阶层融

合、提升生活品质、减少环境污染、降低碳排放量等城市可

持续发展策略的实施。

1.2  城市代谢理念在欧洲的应用
除以上文件外，欧盟还制定了相应的科技政策和计划，

以资助欧盟各国科研机构深入探求各国在国家、区域和城

市规划层面的可持续发展新途径。其中，2007 年欧盟《第

七个科技框架计划》资助的“基于城市代谢的可持续城市规

划决策支持系统”（BRIDGE）和“欧洲可持续城市代谢”

（SUME）两项科技项目将城市代谢理论和方法正式应用在

了欧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以期通过提高城市代谢效率

来建立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循环经济城市 [15]。BRIDGE 项

目分别以雅典、佛罗伦萨、格利维采、赫尔辛基和伦敦五个

城市为例，对碳、水、能源以及空气污染物等进行物质流分

析，进而建立基于代谢影响计算模型的决策支持系统，用

于城市规划方案的可持续性评估 [16]。SUME 项目则对大都

市区、城市和邻里尺度的水、能源以及废弃物流动状况进行

“代谢影响分析”（metabolic impact analysis），从而探求城市

资源代谢与城市形态间的相互影响作用，以评估最少资源消

耗下高质量城市形态结构的发展潜力 [17]。上述项目也直接

推动了欧洲各国城市代谢理论和实践研究，除荷兰之外，英

国伦敦大学学院（UCL）的巴特雷发展规划部（The Bartlett 

Development Planning Unit）立足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探

讨了城市代谢概念如何通过城市规划的政策制定和管理实

施机制影响城市可持续规划的过程和结果 [18] ；英国奥雅纳

（Arup）公司则基于城市代谢理念提出了“综合资源管理”

（IRM: Integrated Resource Management）模型，用以量化评

价城市规划与设计方案的可持续性 [19] ；瑞典 SWECO 公司则

引用城市代谢的“循环”理念，探索了市政基础设施与城市

空间形态相整合的可持续城市规划与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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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城市代谢理念在荷兰的应用
欧盟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背景，加之荷兰密集的人口、

长久的水患、稀少的土地等环境条件，共同促使荷兰社会逐

渐形成以“水土整合”“都市农业”“废物再生”等资源集约

化、复合化利用为特征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其城乡

可持续发展。其中，2001 年荷兰中央政府将“循环经济”

纳入第五次国家空间规划，针对土地利用、农业发展、资源

（水和能源）利用、基础设施、绿地系统和交通网络提出了

以“经济发展和环境平衡”为导向的空间规划战略 [20]。2016
年，荷兰中央政府、荷兰基础建设与环境部以及荷兰外交部

相继提出的《2050 荷兰循环经济》与《荷兰循环热点》两

项计划，均秉承“资源重复使用、材料可有效回收”的“循

环代谢”理念，以实现城市由线性向循环代谢转型 [21]，并

确定了荷兰可持续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新示范区——以阿姆斯

特丹史基浦为中心的循环经济产业区。与此同时，瓦格宁根

大学和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作为 BRIDGE 和 SUME 项目的参

与机构，立足于本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而展开了城

市代谢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此外，依托于政府、高校、科研

机构和企业之间多方协商的历史传统，以阿姆斯特丹大都会

研究院（AMS）、“超级利用工作室”（SuperUse Studios）为

代表的研究机构和事务所也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多学

科的交叉合作、产品技术研发推广等多元化方式，介入了城

市代谢研究及将其理念应用于城市规划与设计实践的研究中

（表 1）。

2  荷兰城市规划与设计中的城市代谢理念应用

荷兰城市代谢理念的应用侧重于探索水、能源、食物（或

养分）、材料及其废弃物等在中微观尺度的城市功能空间中

循环再利用的全过程，主要涉及城市功能空间分别与物质流

动过程的互动关系、与适宜生态技术的整合关系、与循环代

谢机理的级联关系三方面的研究内容。因此，城市代谢理念

在荷兰城市规划与设计领域的应用可归纳为三类：物质流分

析方法的实证解析、适宜技术设施的整合构建、循环代谢机

理的潜力发掘。

2.1  物质流分析方法的实证解析
物质流分析是城市代谢的核心研究方法，主要应用于以

既有城市建成区为研究对象的城市代谢实证分析，在物质流

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调整或改善城市的功能空间结构而优化

物质流动过程，以提升其代谢效率，同时实现城市功能空间

的更新。2014 年“第 6 届鹿特丹国际建筑双年展”下设的

“鹿特丹项目工作室”制定了鹿特丹的城市代谢研究框架，

采用物质流分析方法重点剖析了鹿特丹市的货物、人口、废

物、生物质、能源、食品、淡水、空气和沙土，此九类物质

的流动状况，并基于鹿特丹城市空间现状绘制了上述九类物

质代谢的流程图（图 1）。基于此，项目工作室在解析物质

流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源收集”“创造生物栖地”“开

发能量废弃物”以及“刺激再产业化”四种物质流的优化策

表 1  荷兰城市代谢理念应用研究总览

机构 / 作者 项目名称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内容和贡献

FABRICations 设

计工作室等

“鹿特丹工作室”

（Project Atelier Rotterdam）
鹿特丹 物质流分析

通过制定鹿特丹的城市代谢框架，绘制货物、人口、废物、生物质、能源、食品、淡水、

空气和沙土的物质流，探索物质流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阿姆斯特丹大都

会研究院
“城市脉搏”（Urban Pulse） 阿姆斯特丹 物质流分析

通过对阿姆斯特丹物质流（水、能源、食物和材料）的时空动态研究，推动其城市

代谢由线性向循环代谢模式转变

瓦格宁根大学
“区域规划与㶲的协同作

用”（SREX）

—
质量流分析；

GIS 分析

通过明确城市代谢功能多样性与恢复力的关系，建立资源梯级代谢结构，并据此确定

代谢功能的空间布局，并通过功能置换提高生态系统效率以提出韧性的城市规划方法

瓦格宁根大学

格罗宁根大学
凯尔克拉德 城市收获

通过区分城市生产和消费功能，强调资源在居住、工业、商业和休闲等功能间的梯

级利用关系，据此建立以城市功能间最短空间距离为连接原则的城市规划方法

瓦格宁根大学
“改善城市健康的可持续水

管理”（SWITCH）
瓦格宁根 城市收获

通过城市收获方法量化水和能源梯级利用的潜力，从而将线性代谢转化为循环代谢

模式，以指导可持续城市设计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SUME 哈特范祖德 能量流分析
通过能量流分析，在建筑、邻里、街区和城市尺度研究实现其能量代谢平衡的规划

途径

超级利用工作室 — 豪达商业区

循环链；收获

地图；3D 桑

基图

通过连接输出与输入端之间废物再利用的流向，建立多样化的资源代谢“循环链”

（cyclifiers），据此提出基于资源循环代谢的设计工具箱和系统建模工具

代谢实验室公司

（Metabolic Lab）
— 德赛维尔等

路径图；物质

流分析；集成

化建造

通过物质流分析绘制“路径图”（roadmap），探求输出与输入端闭合循环的多种可能，

构建资源循环代谢系统，整合技术模块，提出集成化的建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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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22]，试图在原有城市功能空间中置入产业、景观、商业等

新功能设施，从而收集工业余热就地存储于城市地热层，提

取有机废弃物的养分用于食物生产，配置风能和太阳能等可

再生能源技术用于发电和供热，等等，提高城市整体的物

质代谢效率，在城市生态系统层面实现城市功能空间的更

新。2016 年，阿姆斯特丹大都会研究院的“城市脉搏”项

目 [23] 也以物质流分析方法为基础，制定了包含 GIS 空间分

析、需求数据分析和可用性分析的城市代谢研究框架，同时

以“质”（quality，品质或品位）和“量”（quantity，容量或

重量）为核算单位构建了基于物质流时空信息分析的城市规

划工具 [24]。同年，大都会研究院采用此工具对阿姆斯特丹市

的水、能源和养分进行物质流分析，并通过与政府、产业和

学术机构的合作定期更新相应的代谢数据，研究其在时间和

空间层面的动态变化特征，从而筛选出物质消耗和废物输出

集中的城市功能空间，通过城市功能设施的置入实现物质流

的优化，将“垃圾”就地转变为再生资源以供城市其他功能

进一步使用，间接推动城市功能空间的适应性更新。可见，

以上物质流分析方法主要应用于既有城市的生态化更新或改

造，通过对选定资源要素的物质流分析，剖析其输入、消耗、

输出的路径和数据的时空变化特征。其中鹿特丹项目工作室

仅考虑了物质流的空间特征，而“城市脉搏”项目则将时间

特征也纳入其中，以准确寻求物质流的“代谢断层”，从而

以城市功能空间的更新打通物质流的“微循环”通路，实现

废弃物的再生利用或二次利用。

2.2  适宜技术设施的整合构建
适宜技术设施是实现城市由线性向循环代谢转型的重要

物质载体。它是依据城市中不同资源的类型，输入、消费和

输出的特征，以及相应的再生利用方式，构建起来的一套完

善的中间技术体系，可以把城市代谢理念有效地嫁接到城市

规划与设计过程中。超级利用工作室和代谢实验室公司均以

循环经济学为基础，通过类比自然生态系统分别提出了实现

城市生态系统循环代谢的技术体系模型。立足于“废弃物不

应经工厂再加工而应直接再利用直至其价值完全消失”的观

点，超级利用工作室提出“循环链”（cyclifiers）的概念，即

通过在“废弃物”输出端设置的垃圾回收处理和资源再生技

术设施将“废弃物”输出端与其他资源需求的输入端相连

接，从而形成将物质循环利用的过程联合起来的链锁关系。

同时，通过整合用于统计特定空间中资源类别、数量和地点

的收获地图（harvest maps），用于描绘物质流向、流量和地

图 1  鹿特丹物质代谢流程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2] 翻译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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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 3D 桑基图（3D sankey diagrams），用于组合适宜技术设

施与核算代谢指标的系统建模工具（system modelling tool），

组建了“基于资源设计的工具箱”（toolbox for resource-based 

design），以指导城市生态系统及其适宜技术体系的构建 [25]。

另外，工作室还以街区、城市和区域尺度的城乡空间为系统

边界，利用上述工具箱构建了城市“生产、生活、生态”功

能与水、能源、养分（食物）、材料相关联的“循环链”，系

统地提出了“循环城市”（recyclicity）的理论模型，用于指

导生态城市各类功能空间及其适宜技术设施的规划与设计

（图 2）[26]。代谢实验室公司也基于循环经济学的理念，通

过整合物质流与适宜技术设施提出了与“循环链”类似的

“路径图”（roadmap）概念，用以探求多种适宜技术设施组

合下物质流之间形成闭合循环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代谢

实验室公司集“可持续资源配置、多样化废物再利用、智能

化监控、共生农业、集成化建造”五个核心理念构建了可拼

装、拆卸和组合的适宜技术模块体系 [27]。2012 年，代谢实

验室公司将这一理念应用于德塞维尔（De Ceuvel）生态社区

的规划与设计中（图 3），提出支持资源循环代谢且与社区空

间形态一体化的适宜技术策略，通过在建筑和景观空间中置

入雨水收集、盐生植物过滤、干堆肥、温室种植、太阳能和

沼气能等适宜技术设施，实现了社区资源的自给自足。可见，

超级利用工作室和代谢实验室公司均秉持循环经济学的理

念，在遵循循环代谢原理的基础上，利用适宜技术措施实现

“废弃物”再生或新能源利用，将资源的线性代谢转变为循

环代谢，同时在城市功能空间中将适宜技术设施整合至循环

代谢的流程之中，提出空间与技术的一体化模式，用于指导

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适宜技术措施的选择及其体系的构建。

2.3  循环代谢机理的潜力发掘
循环代谢机理是指城市生态系统中的资源要素和城市

功能要素之间，在一定环境条件下为实现循环代谢而形成的

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规则和原理。荷兰瓦格宁根大学、格

罗宁根大学和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等科研机构依托于多学科合

作的优势，致力于研究城市资源循环代谢的内在机理及如何

将其应用于城市规划与设计方法。其中，“㶲与区域规划的

协同项目”[28] 中提及的“城市收获”（urban harvest）[29] 和

“城市代谢功能的多样性映射”（mapping diversity of urban 

metabolic functions）[30] 的概念，均剖析了居住、商办、工业

和农业等不同城市功能对水、养分、能源等资源要素“质”

与“量”的需求差异，将资源循环代谢过程中的“源”（输

出端）与“汇”（输入端）分别与城市的生产和消费功能按

“质”与“量”的衰减关系进行关联匹配，构建资源循环的

梯级代谢结构，从而使“废弃物”实现逐级循环利用（图 4）。

图 3  德塞维尔社区的物质循环流程及其适宜技术模块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7] 翻译绘制

图 2  “循环城市”中的“循环链”规划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6] 翻译绘制

图 4 “生产性”城市的区域空间级联策略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9] 翻译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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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城市微缩单元”（urban tissue）[31] 和“鹿特丹能源步

骤和规划”（Rotterdam energy approach and planning）[32] 这两

种研究方法则基于资源循环代谢的物质流分析，以可视化图

解的方式描述资源在不同代谢阶段所输出“废弃物”的再利

用方式，寻求城市功能之间依据资源“质”“量”的需求与

供给关系所形成的可能性联系，并核算实现其代谢平衡的内

在潜力。“城市缩微单元”方法以城市覆盖面为基础，对街区、

邻里、城市、区域和国家尺度的用地功能和面积进行分类统

计，同时以“m2/hm2”为单位作为功能单元，在一公顷单

位面积的二维平面图中表达其功能配比关系，然后通过核算

各功能之间资源需求与供给的梯级结构，探索实现资源平衡

代谢的功能空间与用地规模的配量（图 5）。“鹿特丹能源步

骤和规划”以鹿特丹典型城市街区更新为例，通过全年能源

需求的核算，不同能源需求的建筑之间冷热能交换方式的确

定，以及太阳能光电或光热、风能发电等再生能源潜力的挖

掘，制定了“匹配供需、交换和储存剩余冷热能量、级联余

热”的能源梯级代谢结构，并借助于级联式的热交换技术实

现街区更新设计中能源的代谢平衡。可见，循环代谢机理的

潜力发掘更侧重于代谢过程中资源“质”与“量”变化特征

的研究，借助于探求资源供需与城市功能运行两者在“质”

与“量”方面相互级联匹配的可能性，建立物质循环的梯级

代谢结构，从城市生态系统层面发掘循环代谢机理的潜力。

3  城市代谢视角下的荷兰城市规划与设计理念

城市代谢视角下的荷兰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尝试以资源

循环代谢的理念重新审视城市可持续发展途径和方向，通过

整合适宜技术设施和物质空间形态，探求实现类似于自然生

态系统中自维持的资源循环代谢机理和过程，并形成一套较

为完善的理论和方法。基于上述案例的梳理、归类和总结，

本文将城市代谢视角下荷兰城市规划与设计理念概括为：基

于物质流分析的空间优化理念、基于资源再生利用的技术整

合理念以及基于循环代谢机理的潜力发掘理念。

3.1  基于物质流分析的空间优化理念
在物质流分析基础上，以资源代谢流程图解的方式剖析

物质在城市功能空间中“输入—消费—输出”的路径、地点、

流向和数量，在城市空间中置入“生产”“生活”“生态”三

类功能，以此来连接、缩短或闭合资源代谢的流线，从而实

现城市空间的功能优化（图 6）。
资源的“生产加工、运输存储、分配销售、消费丢弃、

回收处理”等功能发生于不同的城市空间中。其中，生产加

工和回收处理空间分别是闭合物质流的起点和终点，而运输

存储、分配销售和消费丢弃空间则是连接或缩短物质流的节

点，均与城市功能的空间布局密切相关。因此，通过在城市

空间中置入特定功能而连接、缩短或闭合资源代谢的物质流

是实现城市空间优化的重要途径。上文对相关案例的解析发

现，基于物质流分析的空间优化理念主要用于既有城市的

生态化更新和改造，其更注重以下三个步骤：（1）物质流分

析——明确所选案例城市的系统边界，研究水、能源、养分、

材料等资源代谢现状的周期性特征或规律，并核算代谢通量、

强度和效率等关键指标；（2）资源代谢图解分析——依据物

质流分析，确定资源代谢的起点、节点、终点及其之间的连

接路径，并标注与之对应的城市功能空间方面的特征，同时

绘制资源代谢图解，从而以可视化的方式表达资源代谢过程

与城市功能空间的相互关系；（3）功能空间优化——结合社

会、经济和环境的发展需求，通过在公园、空地、屋顶等闲

置或消极的城市或建筑空间中置入农业、商业、居住、办公、

绿地、森林等新功能，实现有机废弃物、工业余热、清洁能

源等的再利用，以连接、缩短或闭合其资源代谢的流线，并

相应提出物质流与城市空间关联的优化设计方法。

3.2  基于资源再生利用的技术整合理念
依托于市政、景观、绿地等城市灰绿基础设施，通过类

比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水体净化、肥力生产、废弃物分解等环

节，将雨水收集、光伏发电、温室农业和废物处理等适宜技

术设施整合至城市功能空间结构中，并构建实现资源代谢趋

于闭合或完全闭合循环的技术体系，从而提出技术与空间一

体化的城市规划与设计理念（图 7）。
当前，城市生态系统呈现出资源“生产—消费—排放”

的线性代谢特征。其中，生产端的原材料开采和加工、消费

端的产品运输和分配，以及排放端的废物回收和处理等中间

环节均使资源消耗不断增加。因此，利用现有适宜技术设施
图 5  用于资源供需潜力分析的城市微缩单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34] 翻译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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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物质流与城市功能空间的关联优化图示

图 7  基于循环代谢模型的技术模块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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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技术工具箱，并通过不同技术的选择和组合将排放端的

废物转化为消费端的资源加以再生利用，是实现资源线性代

谢向循环代谢转变的关键环节。上文对相关案例的解析发现，

基于资源再生利用的技术整合理念更侧重于利用现有适宜技

术构建适用于不同尺度城市空间的技术体系，因此其注重以

下三个步骤：（1）循环代谢模型的建立——通过剖析城市生

态系统的线性代谢特征，探究各类资源代谢的物质流之间形

成闭合循环的可能性，建立资源“生产—消费—再生”的循

环代谢模型；（2）技术工具箱的组建——通过对生产加工、

制冷取暖、净化提炼等实现资源再生利用所需适宜技术的规

格、参数和类型的研究，组建雨水收集、污水净化、清洁能

源利用、厌氧堆肥等可供选择和组合使用的适宜技术工具箱；

（3）技术与空间的整合——以技术工具箱为基础，通过适

宜技术的精明选择和组合构建不同空间尺度的技术体系，并

以分散或集中的方式将其整合至城市、街区或建筑等空间结

构中，从而实现技术体系与空间结构的一体化规划设计。

3.3  基于循环代谢机理的潜力发掘理念
城市居住、商办、工业、农业等功能对各类资源“质”

与“量”的需求呈现明显差异，因此应通过探求资源经不同

功能消费后所输出“废弃物”的品位和数量特征，发掘“废

弃物”由城市功能的输出端级联至另一功能的输入端而加以

逐级利用的潜力，并据此在城市功能之间建立与资源代谢梯

级结构和配比关系相对应的联系，以指导城市功能空间布局

结构的规划与设计（图 8）。
目前，资源循环代谢研究多强调输出端的废弃物经再加

工转化为原材料而加以利用的过程。大量高品位资源供给于

低品位需求的城市功能消费，以及大量仍具有一定品位的“废

弃物”被直接排放的过程，均未完全利用其资源品位，而且

生产高品位的资源以及再加工这些“废弃物”也会耗费大量

额外能源。因此，依据不同城市功能对资源“质”与“量”

的需求差异，厘清资源转变为“废弃物”后在其他功能之间

连续利用的梯级代谢结构和平衡配量关系，从而构建资源循

环代谢机理，能够有效避免大量资源品位的过度供给和浪费。

上文对相关案例的解析发现，基于循环代谢机理的潜力挖掘

理念更强调城市功能与资源品位和数量相对应的梯级结构和

平衡配量关系，注重以下三个步骤：（1）资源品位的分析——

识别不同城市功能对资源品位的不同需求，按此需求划分资

源品位的等级，并以分质供给的方式将特定品位的资源匹配

于相同品位需求的城市功能，避免高品位资源供给于低品位

需求的功能使用；（2）梯级代谢结构的建立——根据资源品

位的分析，通过发掘资源代谢过程中品位和数量的衰减与城

市功能对品位和数量需求之间的级联关系，建立资源的梯级

代谢结构；（3）功能空间的配量和连接——以资源梯级代谢

结构为基础，计算资源品位和数量与不同城市功能用地面积

的平衡配量关系，同时将资源循环代谢与城市功能空间关联

的梯级结构转化为灰绿基础设施网络，提出以最短距离为连

接原则的城市功能空间规划与设计方法。

4  反思和启示

综上所述，荷兰已形成以循环经济学为核心且多学科

交叉的城市代谢研究框架，城市代谢理念在城市规划与设计

领域的应用研究也突破了各学科之间的固有边界，为实现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尝试从城市生态系统层面遵循自然生态系

统物能循环的生态学规律，将原有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线

性代谢模式转变为“从摇篮到摇篮”的循环代谢模式。通过

图 8  资源品位与城市功能级联的循环代谢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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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上应用案例的梳理、归纳和剖析，城市代谢视角下荷兰

城市规划与设计理念主要根基于资源循环代谢的物质流、技

术体系和循环机理三方面内容。物质流方面主要研究城市生

产、办公、商业等功能与资源供需之间的相关性，以探求两

者之间多样化的物质流动联系，通过在城市空间中置入农业

温室和微产业等功能提高资源代谢的效率，扩展资源循环代

谢的适应性。技术体系方面主要研究水、能源、养分在城市

生态系统中循环代谢的转化过程，以探求废物回收利用的适

宜技术设施，通过组建技术工具箱而在不同尺度城市空间中

整合诸如污水净化、可再生能源利用、厌氧堆肥等技术设施，

构建资源循环代谢的技术支持系统，实现资源及其废弃物的

再生和循环利用，增加资源循环代谢的可行性。循环机理方

面主要研究城市工业、居住和办公等功能对资源“质”与

“量”的需求差异，以探求不同城市功能之间依据资源品位

和数量衰减所形成的级联与配量关系，通过在城市空间中建

立与此级联结构相匹配的功能联系，实现资源循环代谢的梯

级结构和平衡配量，提升资源循环代谢的多样性。

然而，城市代谢理念在荷兰城市规划与设计领域的应用

尽管取得了一些理论与实践成果，但总体而言仍处于对其理

论与实践可行性的初期探索阶段，因而其研究仍存在着一定

局限性。（1）城市代谢的资源要素庞杂，而以水、能源、食

物和废弃物为要素的代谢分析会导致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的

片面性，因此对于与城市规划与设计相关的资源要素进行界

定和选择具有较高的困难度和复杂度。（2）资源代谢数据统

计和获取的难度随空间尺度的扩大而增加，同时数据的周期

性动态变化也使得物质流分析出现较大的偏差，因此虽然城

市代谢理念在建筑、街区或社区规划与设计的应用上具有一

定的可行性和操作性，但在城市或区域尺度的应用难度仍然

较大。（3）物质流分析方法用于不同产业部门的资源流动分

析已较为成熟，但在城市空间流动的追踪和定位上，物质流

分析方法显露出较大的局限性，精确度也随空间尺度的增加

而降低，因此对资源代谢空间属性的研究仍需加入城乡规划

或景观建筑学科的研究方法而加以优化完善。（4）虽然相关

适宜生态技术设施的研发已较为完善，但对各类适宜技术在

不同城市空间尺度上的整合模式研究较少，与之对应的技术

选择标准还不明确，因此产生了盲目使用高技术以及忽视中

间技术的倾向。（5）针对城市代谢理念的实施，面对政府、

企业、开发商以及居民等城市建设的利益相关者，建立全面

的多方合作机制仍具有较大难度，同时针对资源节约、垃圾

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等生态意识的宣传和培育也困难重重。

对于我国的生态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而言，荷兰将城市

代谢理念应用于城市规划与设计领域所取得的独特成果具有

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首先，我国的生态城市规划与

设计研究对象应由外在城市生态物理环境逐渐转变为内在城

市生态系统，并以我国城市案例为蓝本，从城市生态系统的

运行机制入手，探求其与自然生态系统互补共生的资源循环

代谢模式。其次，应将生态城市规划与设计所涉及的多样空

间尺度与城市代谢的系统边界相关联，以在规划与设计过程

中同步探求不同尺度系统边界内资源代谢的物质流动过程与

城市功能空间的互动作用。另外，应以我国城市资源利用结

构为依据，在探求不同系统边界内资源循环代谢机理的基础

上，借助于适宜的生态技术设施，构建不同类型的灰绿基础

设施系统，以提高资源循环代谢的效率。此外，应依据资源

循环代谢的全过程，相应地构建集物质流分析、代谢指标核

算和适宜技术设施工具箱于一体的资源代谢分析工具，以增

强生态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合理性和可靠性。最后，应建立与

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合作机制，协调管理者、开发商以及普通

居民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满足各自诉求，并从循环经

济学的视角探讨城市代谢理念的商业化模式，加强公众参与

和生态意识的宣传。

注：本文未标注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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