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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解析城市小流域土地利用与河流水环境的相互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土地利用规划与水环境管理的内在关联，为趋向水环境保护的

城市土地利用生态规划提供科学依据。通过梳理前人实证性研究的相关结论，本文总结凝练小流域土地利用和水环境相互关系的规律性认知；探

讨水环境管理目标对土地利用的约束和引导；提出整合水环境管理目标的城市小流域生态实践路径；从城市小流域的土地利用规模控制、类型引

导和形态布局三个方面，提出提升水环境绩效的空间规划策略；针对强约束、中等约束、弱约束等三种不同约束类型的城市小流域，采用断面梯

度分析法，提出从河源到河口纵向梯度的三种典型的城市小流域开发断面概念模式。探索将量化水环境目标转译为空间规划策略，可为改善城市

河流水环境质量提供空间框架，有助于采用规划手段有效地应对城市水环境问题。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and use and water environment at the urban watershed, we can deeply understand the inter-relationships of land 
use planning and control to water environment management, an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of ecological land use planning for wate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evious empirical resul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use and water environment, discusses the restriction and guidance of water 
environment objectives on land use. Based on those result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ecological practice approaches for urban watershed, which integrate water 
environment objectives to ecological land use planning. Furthermore, it puts forward spatial planning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water environment performance, 
from three aspects, (non-)construction land use proportion, land use type and layout at the urban watershed. Lastly, from stream source to outlet, it proposes 
three conceptual models of ecological transect, aiming at three kinds of urban watershed with different degree of restriction. Exploring to translate quantitative 
water environment objectives into spatial planning strategies, can provide a spatial framework for improving water quality of urban streams, and also, help us to 
use land use planning tools to effectively cope with urban water environment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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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城市化改变了小流域①的地理形态和土地的自然

属性，同时城市建设引起不透水表面和高密度人工排水系

统不断增加，继而产生了显著的水环境效应 [1-4]。城市土地

利用与河流水环境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作用关系：城市开发

建设活动可以通过影响小流域的水质和水量，进而对更高

一级的过境河流水环境产生重大影响；而城市小流域的河

流水环境质量又会对水域周边及小流域土地利用产生潜在

的影响。由于缺乏面向水环境绩效②管理的空间规划方法

和策略，实现健康的城市河流水环境目标依然面临巨大的

挑战 [5-6]。

解析城市小流域土地利用与水环境的相互关系，可

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土地利用规划与水环境管理的内在关

联，为趋向水环境保护的城市土地利用生态化提供科学依

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四个方面：（1）流域和
河岸缓冲带尺度上土地利用和覆盖类型与河流水质指标

之间的相关关系；（2）流域尺度上景观格局与河流水质

和水生生态系统的相关关系 [9-11] ；（3）城市不透水表面对

洪水频率、径流总量和径流污染等水环境效应研究 [12-16] ； 

（4）基于水环境保护的流域景观格局优化和土地利用分区
管制研究 [17-18]。

探讨城市小流域水环境的土地利用增效机制，有利于采

用适宜的生态规划策略提升城市水环境绩效，实际上是针对

小流域水环境管理的生态实践。那么，为了提升城市水环境

绩效，城乡生态规划过程应该控制哪些关键规划变量？以及，

开发建设应该控制在小流域上游还是下游或中游？笔者通过

梳理前人实证性研究的相关结论，总结凝练小流域土地利用

和水环境相互关系的规律性认知，探讨水环境管理目标对土

地利用的约束和引导，尝试将量化水环境目标转译为空间规

划策略，探索基于反馈调节的城市小流域生态实践路径，形

成水环境导向下的城市小流域生态断面分区模式，为城市小

流域水环境管理提供综合框架。

1  小流域土地利用对河流水环境的影响规律认知

大都市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森林、水域、湿地等非建

设用地转化成居住、工业或商业等建设用地，导致不透水表面

的大量增加和水系自然形态的改变，影响小流域的自然水文过

程和营养物质的产生、传输和累计过程，从而产生显著的水

环境效应 [4-5]。建设用地与不透水表面存在显著的线性正相关

关系，通过计算不同类型建设用地的不透水表面系数③，可

以将建设用地面积转化为不透水表面面积④。因此，建设用

地和不透水表面均可作为影响水环境的规划控制变量。通过

探讨土地利用规模、类型和形态等对河流水环境的影响规律，

可为采用土地利用控制手段管理小流域水环境提供科学依据。

1.1  小流域土地利用规模对河流水环境的影响效应
小流域土地利用规模是指建设用地（或非建设用地）数

量及比例关系，不同的建设用地（或非建设用地）数量或比例

关系对河流水环境存在不同的影响效应。小流域建设用地增加

直接导致不透水表面的增大，将改变地表径流特性，进而影响

城市小流域的河流径流总量和洪峰流量，短时间内增大降雨径

流峰值，长时间内增加洪水频率和径流总量。不透水表面增

大加剧了小流域中小洪水的峰值和频率，但对规模大、重现

期长的洪水（如百年一遇以上的洪峰）影响不大 [14]。或者说，

不透水表面增大对河流径流总量和洪峰流量的影响，小雨雨情

受不透水表面扩展的影响显著大于暴雨雨情。另外，不透水表

面和雨水沟渠系统这两个因素同时增加了径流累积速率，减

少了峰值水位滞后时间（lag time），导致径流峰值增大 [15]。不

透水表面率在 20%~80%之间，小流域的径流总量将快速增长，

20%不透水表面率可能是径流迅速增加的阈值（表 1）。
小流域建设用地（或不透水表面）的数量和比例增大，

产生的点源和径流污染负荷排放将影响河流水质。大量的不透

水表面使城市径流温度升高，以及河岸植被破坏，将导致河流

① 城市小流域是指以分水岭和城市河道出口断面为界，以城市溪流为地貌特征的一个集水区域，集水面积在 10~100 km2 左右。城市建设区与小

流域空间单元密切相关——城市建设区可以位于小流域单元中，或由若干个小流域单元构成城市建设区。转引自：龚清宇 , 王林超，唐远平 . 中

小流域尺度内雨水湿地规模模拟与设计引导 , 建筑学报 , 2009(2): 48.

② 城市河流水环境绩效是指实现水环境目标的程度，即河流水环境绩效 = 河流水环境质量的实现指标 / 河流水环境的规划指标。绩效大于 1 表示
规划实施后水环境质量达到并超过规划目标，绩效小于 1 表示规划实施后水环境质量没有达到规划目标。衡量水环境绩效的水质指标包括化
学需氧量（COD）、生化需氧量（BOD）、总磷（TP）、总氮（TN）、悬浮物（TSS）等，以及地表径流总量、径流峰值、径流时间、径流系数、

地下水储存量等水量指标，以及水系结构、河网形态等指标，这些指标可以表征城市河流水环境的健康程度。

③ 各类建设用地的不透水表面系数，美国高密度居住区（high density residential area，3~7 住宅单位 / 英亩）不透水表面系数为 0.20~0.40，多户
家庭居住区（multifamily area，7~30 住宅单位 / 英亩）不透水表面系数为 0.35~0.60，普通商业用地不透水表面系数为 0.85，工业用地不透水表
面系数为 0.75，购物中心不透水表面系数为 0.95。转引自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 1975。

④ 由于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存在差异，不同类型建设用地的不透水表面系数不同（颜文涛& 何强 , 2016）。需要依据采样统计结果，计算不同
类型建设用地的不透水表面系数。采用算式（式中为第 i类建设用地面积，为第 i类建设用地不透水表面率，为第 i类建设用地不透水表面的面积，

为建设用地不透水表面的总面积），可以将建设用地面积转化为不透水表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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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市小流域土地利用规模对河流水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归纳

作者 研究尺度
不透水表面率 / %
（建设用地比例）

水环境绩效说明

利奥波德（Leopold）[15] 2.6 km2

20 年均洪峰流量可增大到开发前的 1.5 倍

40 年均洪峰流量可增大到开发前的 2.3 倍

80 年均洪峰流量可增大到开发前的 4.2 倍

克莱因（Klein）[19] 2.4~7.3 km2
12 可以维持健康的河流生态系统

30 河流生态系统退化严重

托德等（Todd et al.）[20] 234 km2 30 水体 TP 和 TSS 污染负荷的增加将导致水域富营养化

布思（Booth）[21] 13 km2
10~15 鱼类和水生昆虫多样性迅速下降

30 河流水生生态系统退化严重

阿诺德和吉本斯（Arnold & Gibbons）[12] 多尺度
10 河流水环境质量开始退化

30 河流水环境质量退化不可逆转

布兰和班德（Brun & Band）[13] 91 km2 20~80 小流域径流总量将快速增长，其中 20% 可能是径流总量迅速增加的阈值

巴杜里等（Bhaduri et al.）[22] 70.5 km2 增加了 18 年均径流体积增长了 80% 左右

CWP[23] 子流域尺度
10~25 河流健康度开始快速下降

25 难以维持良好的健康状态

刘珍环 [16] 深圳市 11 个小流域 增加了 73.21 枯水年年径流总量增长了 56.34%，丰水年年径流总量增长了 44.71%

颜文涛和何强① 10~100 km2

（20 以下）
NH3-N 的年平均水质达到Ⅲ类标准的河流占 75% 左右；TP 年平均水质达

到Ⅴ类标准的河流占 50% 左右

（20 以上）
NH3-N 的年平均水质达到Ⅴ类标准的河流占 25% 左右；TP 年平均水质均

为劣Ⅴ类标准

① 该部分结论引用自“十二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重庆两江新区城市水系统构建技术研究与示范”研究报告（2016），课题负责人：颜文涛、何强。

水体日平均温度的上升，进而影响水体水环境和水生生态系统

的健康。小流域建设用地与河流水质主要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的

相关关系 [7,24]。不透水表面增大将减少地下水补给量，导致地

下水位降低以及非雨期城市河流基流更小，以及水生生态系统

退化。不透水表面率达到 30%时，排入水体的 TP和 TSS增加，

将导致水域的富营养化 [20]。在滨海地区，地下水位下降还可

能导致地面下陷以及海水入侵等负向水环境效应。不透水表面

率可以用来推测河流当前和未来的水质，其增加直接影响河

流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当小流域不透水表面率在 10%以内，

能有效维持河流水环境的健康状态；当小流域不透水表面率

在 10%~30%，河流水环境的健康状态将受到影响；当小流域

不透水表面率超过 30%，河流水环境的健康状态将会退化 [12]。

国内相关研究表明，当城市建设用地比例达到 20%，该小流

域的河流水环境退化严重（表 1）。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后发
现，国内城市建设对水环境影响的阈值更小，说明城市建设过

程中可能存在局部点源污染的直接排放情况。

1.2  小流域土地利用类型对河流水环境的影响效应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具有不同的水环境影响效应。建设用

地对水环境存在负向效应，非建设用地（除传统农业用地）

对水环境存在正向效应。有机废物和营养物主要来源于居住

用地（R）、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A）、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B）、城市道路用地（S1）、农业用地（E2）等用地
类型。河流沉积物主要来源于建设用地施工场地以及农业和

采矿用地。热废水、有毒和人工高分子合成物废水、重金属

污染物和农药污染物主要来源于工业用地（M）、采矿用地

（H5）、农业用地（E2）。居住用地比例与 TN 和 TP 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公共设施用地比例与 TN 和 BOD 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道路交通用地与 TN 有正相关关系，林地

比例与各类水质指标存在负相关关系 [3]。理解各类土地用途

的污染物输出特征（表 2），有利于规划决策者确定改变水
环境潜在问题的关键区域。

各类用地年均污染负荷输出系数不同。其中，城市道路

用地（S1）和广场用地（G3）的单位用地年均径流污染负
荷输出较大，其他建设用地如居住用地（R）、公共管理和公

共服务用地（A）、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工业用地（M）

等的单位用地年均径流污染负荷输出中等，草地（E2）和
林地（E2）的单位用地年均径流污染负荷输出最小（表 3）。
由于各个小流域的土壤条件、水文地质条件、地理形态、植

被条件、河流形态结构等存在差异，不同区域的城市用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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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点源污染负荷输出系数有一定差异。城市点源污染负荷

主要来源于居住用地（R）、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A）、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工业用地（M）等建设用地，城

市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决定了点源年均污染负荷输出系数。

通过采用各类用地的年均污染负荷输出参数，初步估算土地

利用方案的污染负荷输出总量，可以帮助规划师确定规划发

展后的潜在水环境影响区域，为调整优化规划方案并确定空

间环境管制提供基本依据。

1.3  小流域土地利用形态对河流水环境的影响效应
假如土地利用规模和类型相同，而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

组合方式不同，也将产生不同的水环境效应。小流域的用地

多样性、斑块密度、边界密度，以及集聚度、斑块尺寸、连

通度等，是影响水环境质量的土地利用形态指数 [7]。小流域

各类用地越分散（斑块密度和边界密度大，景观破碎化程度

大）的情况下，河流水体有机污染和营养物质浓度可能越

高。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布局形态都将不同程度地影响河

流水环境，主要表现为两方面。（1）小流域内城市建设用
地的破碎化，可能导致更高的水环境污染，COD、BOD 水

质指标对建设用地破碎化程度较敏感。建设用地与水域邻接

边界密度越大，可能导致 TP 浓度越高，可能是由于各类不

透水表面与河流水域邻接面增加，主要以颗粒态形式存在的

TP 可以快速进入水体，无法在水域外沉积下来。但是，TN

对城市建设用地形态结构基本不敏感，可能是其主要以溶解

态形式存在，难以通过地表自然物理过程得到降解。增加建

设用地与水体的绿色缓冲空间，有利于维持更好的水环境质

量。（2）非建设用地的破碎化和形态简单化，将导致更高的
COD、BOD 和 TP 浓度。相对而言，适宜的大集中小分散

的土地利用形态模式，水环境质量可能会更好。因此，具有

相对聚集和形态复杂的非建设用地，有利于维持更好的小流

域水环境质量。总体而言，城市小流域内建设用地和非建设

用地的适度紧凑集中的布局形态，具有良好的环境学意义。

同样的建设用地规模和类型，若建设活动发生在上游支

流区、小流域的陡坡区、库塘蓄水区、地下水补给区等环境敏

感区，将对河流水环境产生更大的影响；若建设活动发生在滨

水区缓冲带，将导致水质恶化和水生生物栖息地减少。小流域

上游支流的自然林地为河流的水源涵养地，在这些区域开发

建设，将对整条河流产生严重影响，会降低河流基流并影响

表 2  各类土地用途的污染物输出特征

土地用途 污水类型
有机废物

（COD、BOD）
营养物（TN、
TP、NH3-N）

沉积物 热废物
有毒废物和人工

合成化合物

其他（细菌、石油、

重金属、漂浮物等）

居住用地（R）、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

地（A）、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

生活污水 ● ● — — — —

工业用地（M） 工业废水 ◎ ◎ — ◎ ◎ ◎

城市道路用地（S1）、广场用地（G3） 城市雨水径流 ● ◎ ◎ — — ◎

各类施工场地 建设径流 ◎ — ● — — —

农业用地（E2） 农业排水 ● ● ◎ — ◎ —

采矿用地（H5） 矿山排水 — — ◎ — ◎ —

注：●表示基本影响因子，◎表示可能条件下的重要影响因子，—表示该项未发现。

表 3  各类用地的污染负荷输出系数

用地类型
点源年均污染负荷输出系数（t·km-2·a-1） 非点源年均污染负荷输出系数（t·km-2·a-1）

BOD TN TP BOD TN TP

居住用地（R） 180.0~465.4 35.8~93.1 6.0~15.5 39.23 3.40 0.26

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A） 107.4~250.6 21.5~50.1 3.6~6.0 40.54 3.52 0.28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 180.0~716.0 35.8~143.2 6.0~23.9 54.13 5.02 0.32

工业用地（M） — — — 45.48 3.81 0.31

城市道路用地（S1） — — — 107.47 6.06 0.88

广场用地（G3） — — — 64.07 7.08 0.45

人工绿地（G） — — — — 1.00* 0.02*

耕地（E2） — — — — 2.90* 0.09*

注：  表中各类用地点源污染负荷系数根据《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和《室外排水设计规范（2014 年修订版）》（GB50014）建议的污水量
和污水水质计算得到。表中各类用地非点源污染负荷输出系数是重庆都市区相关研究结论，引自“十二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重庆两

江新区城市水系统构建技术研究与示范”研究报告的有关成果，课题负责人：颜文涛、何强。 数据引自参考文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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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生态系统健康，而水环境治理成本将远远超过可得到的

经济利益。陡坡区的开发将破坏稳定的植被覆盖，建设施工

过程以及建成后地表径流增大将加大下游的侵蚀作用，城市

小流域水体的大多数悬浮物主要来源于这些高侵蚀区的开发

活动。若在蓄水区上游进行土地开发，将在河流开阔地或库

塘蓄水区产生沉积，从而影响水体的正常功能，并可能导致

溪流逐渐退化消失。库塘湿地区、地形凹陷的高渗透土壤区

和暴露于地表的地下蓄水层区，构成地下水补给区，若在这

些区域布置各类建设用地，可能减少地下蓄水层的补给水量

并导致污染物进入地下蓄水层，引起大面积的地下水位下降，

产生河流基流减少和地面沉降等综合的负向水环境效应。

2  城市河流水环境对小流域土地利用的控制与引导

水环境质量具有内在的经济、社会、生态和美学价值，

将影响小流域土地利用模式。然而，通常情况下城市土地利

用规划更重视社会和经济因素，较少关注水环境管理与土地

利用的内在关联，容易忽视小流域水环境质量对土地利用的

约束和引导。优良的水环境质量包含良好的水质、稳定的水

量、健康的水生生态系统及其具有的水域愉悦感。其中，良

好的水质和稳定的水量是保障水域其他功能的基础，是饮用

水源、渔业用水、景观用水、工业用水、农业灌溉用水、水

运航行等水域环境功能的基础，也是体现城市特色和环境品

质的特质要素。河流水质恶化或黑臭将影响环境净化、水源

供应、文化娱乐、生物保护等所有水环境功能的有效发挥，

并以多种方式影响邻近水域的土地利用类型和价值。由于退

化水环境的修复成本巨大，因此水环境现状条件是确定水环

境主导功能的重要依据。

2.1  城市河流水环境对小流域建设用地的影响约束
城市河流水量、水质及视觉特征会影响人们临水的行为

活动，对城市产业布局和社区生活方式产生潜在的影响。良

好的河流水环境可以吸引居住、商业和娱乐等人类滨水活

动，并提升邻近水域的土地经济价值。相反，退化的河流水

环境由于存在不良的视觉和嗅觉感知，会排斥上述的各项

活动，并降低滨水区的土地经济价值。不同的水环境质量对

城市建设用地的影响和约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表 4）。 
（1）水量充足稳定并达到Ⅱ类水质的水环境条件，适合自
然保护区或饮用水源保护区等水环境功能。这类小流域具有

最强的土地利用约束，天然水质保持是所有活动的基础，禁

止水体娱乐的开发活动，在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可以

布置小规模紧凑布局的居住用地（R）。（2）达到Ⅲ类水质的
水环境条件，适合饮用水源或景观娱乐等水环境功能。这类

小流域具有较强的土地利用约束，可以布置适度规模的居住

用地（R）、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A）和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B），但要注意对降雨径流污染负荷的控制。该类小

流域不适宜布置二、三类工业用地。（3）水量充足稳定和达
到Ⅳ类或Ⅴ类水质的水环境条件，适合景观娱乐或工业用水

等水环境功能。这类小流域的土地利用约束强度中等偏弱，

可以布置规模较大的各类建设用地（R、A、B、S、M）。另外，

污水处理厂周边和下游受影响区域、截流干管溢流口附近宜

布置工业、物流等建设用地。

2.2  城市河流水环境对小流域非建设用地的功能引导
良好的水质和稳定的水量是健康的河流水生生态系统的

前提和基础。水域、林草地、湿地等城市非建设用地可以提

供水源涵养、水质净化、洪涝调节、侵蚀控制等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 [26-27]。河流水环境主导功能对非建设用地生态系统服

务的引导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表 5）。（1）以自然保护和
饮用水源为水环境主导功能的城市河流，具有内在适宜的综

合价值（如饮用水源供给、游憩美学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对非建设用地布局的引导作用最强。应该引导该类小流域维

持完整的生态系统结构，维护或修复良好的自然覆被；可以

布置具有一定游憩功能的公园绿地，严格限制产生非点源污

染的农业用地。（2）以景观娱乐为主导功能的城市河流，对

表 4  城市河流水环境功能对小流域建设用地的类型约束

水环境现状条件
水环境规划

主导功能

建设用地

类型约束

强度

城市小流域建设用地的类型约束

工业用地

（M）
居住用地

（R）
公共管理和公共

服务用地（A）
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B）
公园绿地

（G）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

用地（S1）

水量充足稳定，达到Ⅱ类水质 自然保护；饮用水源 强 × ○ ○ × ● ○

水量充足稳定，达到Ⅲ类水质 饮用水源；景观娱乐 中 × ● ○ ○ ● ○

水量不足，达到Ⅲ类水质 景观娱乐 中 × ● ● ● ● ○

水量充足稳定，达到Ⅳ类水质 景观娱乐；工业用水 弱 ● ● ● ● ● ●

水量充足稳定，达到Ⅴ类水质 农业用水 弱 ○ ● ● ● ● ●

水量不稳定，易发洪涝 泄洪功能 弱 ○ ○ ○ ○ ● ○

注：●为适宜的土地利用类型，○为限制（条件许可时适宜）的土地利用类型，×为不适宜的土地利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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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建设用地布局的引导作用中等。需要适度限制上游水源涵

养区的开发活动，强调最大程度降低对自然过程的干预，生

态空间结构需要考虑能够支撑自然水文过程。（3）以工业用
地和农业用水为主导功能的城市河流，对非建设用地布局的

引导作用较弱。该类小流域需要维持水体的净化功能和保持

水域的水环境容量，基于修复关键的生态系统结构控制土壤

侵蚀。（4）以泄洪排水为主导功能的城市河流，重点提升非
建设用地的洪涝调节服务能力。该类河流所在的小流域应该

保存蓄滞洪区的自然特性，通过自然调节过程减缓洪涝强度。

另外，地下水补给区、河流廊道及库塘湿地等河流水质保持

区，需要维持或修复该区域的环境净化功能，适宜布置自然

林草地等用地类型。

3  整合水环境目标的城市小流域生态实践路径与
空间策略

城市土地利用将产生显著的水环境效应，而水环境主

导功能及水质目标将影响小流域的社会经济增长方式。深刻

理解土地利用与水环境的内在关联性，将水环境保护整合进

土地利用规划框架中，形成城市小流域土地利用生态实践路

径，提出适宜的生态规划策略，降低城市化的负向水环境效

应，可有效提升土地利用规划的水环境绩效。城市小流域水

文单元与城市空间单元的关系为：城市小流域（watershed，

10~100 km2 左右）与总规层次的城市规划区相关；次小流

域（subwatershed，1~10 km2 左右）与控规管理单元相关，

也是社区规划需要关注的环境单元；集水区（catchment，

0.1~1 km2 左右）是城市排水分区管理单元，与街区城市设

计层次相关；子集水区（ subcatchment，0.01~0.1 km2 左右）

与规划设计中的地块尺度相当（图 1）。

3.1  整合水环境目标的小流域生态实践路径
生态实践是指“人类为自身生存和发展营造安全与和谐

的社会—生态环境（即‘善境 ’）的社会活动”[28]，包含了

生态规划与实施、设计与营造、管理与反馈等方面内容。城

市小流域水环境管理实践，是同时具有建设开发、保护维育、

社会文化、修复更新、污染治理等多种特征的生态实践类型。

笔者依据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确定城市增长率，将城市建设用

地总量分解至小流域空间单元，形成小流域土地利用规划方

案，采用单位用地或人均负荷指标（如各类用地污染负荷输

出系数或人均污染负荷）预测河流污染物浓度和总负荷，制

定污水收集和处理方案，构成基于“增长需求→排水服务”

的生态实践路径一（图 2 左）。这类满足需求的“需求→供
应”单向线性控制方法，依赖于工程结构技术的污水末端处

理方式，只是将土地利用作为需求参数，无法提供水环境问

题的系统性解决路径 [6]，没有主动响应水环境功能和水质目

标，仅适用于水环境容量较大的低增长发展模式。

在实践路径一的基础上，叠加上水环境影响评估后的

两路反馈调节环，形成基于“需求→供应→反馈”的小流

域生态实践路径二（图 2中）。该方法基于小流域生态特征，
确定小流域增长规模。当超过小流域水环境承载力，无法

达到期望的水环境质量标准时，通过第一个反馈环调整社

会水系统方案（涉及取水系统、用水系统、污水排水系统、

雨水排水系统等），减少社会水系统对自然水环境的影响 [29]。

若第一个反馈环仍无法达到规划的水环境质量标准，通过

第二个反馈环调节土地利用规划方案，在小流域增长规模

不变的前提下，识别水环境的潜在影响区域，在小流域范

表 5  城市河流水环境对小流域非建设用地的功能引导

水环境现状条件 水环境规划主导功能

对非建设用

地功能引导

强度

城市小流域非建设用地的功能引导

水源

涵养

游憩

休闲

生物多样性

保护

蓄滞洪

调节

水质保持和

净化

侵蚀

控制

农业

生产

水量充足稳定，达到Ⅱ类水质 自然保护；饮用水源 强 √ — √ — √ √ ×

水量充足稳定，达到Ⅲ类水质 饮用水源；景观娱乐 中 √ √ — — √ √ ×

水量不足，达到Ⅲ类水质 景观娱乐 中 — √ — — √ √ —

水量充足稳定，达到Ⅳ类水质 景观娱乐；工业用水 弱 — √ — — √ √ —

水量充足稳定，达到Ⅴ类水质 农业用水 弱 √ — — — √ √ √

水量不稳定，易发洪涝 泄洪功能 弱 √ — — √ — — —

注：√为规划引导的生态服务功能，×为规划限制的生态服务功能，—为通常情况下不涉及。

图 1  小流域水文单元与城市空间单元和规划层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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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重新分配增长空间，调整土地利用规划方案，综合平

衡影响水环境的各类用地安排和污染负荷的空间分布，重

新调整社会水系统，如果不满足水环境条件将继续反馈并

重复这一过程。通过比较多个反馈调整方案的水环境绩效，

再结合成本经济效益准则，选择水环境目标可达、规划可

实施的土地利用方案。该路径适用于存在水环境容量限制

的高增长发展模式。

在小流域实践路径二的基础上，加入水环境质量标准和

水环境主导功能的约束，另外加上水环境影响评估后的三路

反馈调节环，形成基于“增长需求→服务供应→反馈调节”

的小流域生态实践路径三（图 2 右）。从实践全过程回应水
环境目标的需求，主动响应了水环境功能和水质目标，从水

环境与土地利用的内在关联性，将土地利用规划和控制作为

水环境的管理工具，通过权衡选择后提出相应的措施。将水

环境质量标准、可接受的污染负荷分布以及水环境的地方感

和美学价值 [30-31] 转换为小流域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发容量，制

定与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一致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和主导功能，

确定合理的土地利用模式。通过在路径二基础上加上的第三

路反馈调节环，水环境标准可以影响小流域的增长规模，甚

至进一步影响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该路径将量化的环境

管理目标引入土地利用规划，从生态实践的整体视角提供水

环境管理的实施框架。

3.2  趋向水环境保护的城市小流域土地利用生态化策略
基于用地布局结构的水环境效应，探索水环境承载力及

对小流域开发模式的影响，研究水环境容量约束和用地功能

安排的相互关系，将城市水环境功能目标转化为小流域土地

开发的空间约束，从小流域土地利用规模、类型和形态提出

控制和引导要求，具体的生态化策略如下。

策略一：规模控制策略，确定“应该开发多少”。根据

城市规划区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基于人口和经济增长率，考

虑建设用地现状规模，初步确定城市规划区增长规模。依据

规模效应、水环境敏感区和开放空间的开发限制、水环境功

能约束原理，将城市增长规模分解到各个小流域空间单元上。

小流域建设用地承载量可根据公式计算：CA=min（γ·BA,（BA—
ESA）,UA）。式中 CA 为小流域建设用地总规模，BA为小流
域总面积，ESA 为需要保留或保护的小流域水环境敏感区和
开放空间面积，UA为分解到小流域的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含
建设用地的存量和增量），γ为小流域土地利用强度系数（取
值范围是 0~1，小流域水环境质量标准越高，小流域约束强
度越大，γ取值越小。小流域土地利用强度系数表示可开发
土地面积率，与小流域不透水表面比例有关）。γ可根据小流
域土地利用的水环境阈值效应来确定，与小流域的自然地理

形态和水文多样性等密切相关，也与建设形式、建设用地类

型及雨水管理措施有关。其中，建设用地增长量如何分解到

各个流域，取决于城市规划区与小流域单元的四种空间拓扑

关系（图 3）：小流域单元包含完整城市规划区（图 3a，这

种空间拓扑关系在小城市用地规划中比较常见），建设用地

增长量产生的水环境效应将完全作用于一个完整的小流域单

元，城市规划区建设用地增长量等于小流域建设用地增长量；

小流域包含部分规划区（图 3b），需将部分建设用地分解到

该小流域单元；对于整个规划区包含多个完整小流域或多个

小流域的局部（图 3c, 图 3d，这种空间关系在大都市区中比

较常见），依据规模效应和功能约束原理，需将全部建设用

地增长量分解到多个小流域单元。

策略二：类型引导策略，确定“开发什么”。依据土地利

用的类型效应原理，引导建设用地类型和水环境敏感区的生态

服务功能，提出与水环境功能和水质目标相容的土地利用原则。

采用基于水环境容量的管理策略，才能有效改善城市河流的水

环境状态。为了满足水环境功能和水体水质目标，基于小流域

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和社区居民对水环境的心理需求，结合次

小流域合理划定生态断面分区，针对各个分区确定基本用地类

型及水环境绩效标准（如不透水表面率等控制标准），引导布

置与河流水环境主导功能相适应的土地利用类型。

策略三：形态布局策略，确定“在何处开发”。确定小流

域水环境敏感区，如上游水源涵养区、侵蚀控制区、地下水图 2  城市小流域生态实践路径一（左）、路径二（中）、路径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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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给区、洪泛区、库塘湿地区、水质保持区（易沉积或易受

污染的上游或周边影响区）等，以及体现地方感和具有美学

价值的水域空间，这几类空间构成了水环境安全的保护用地。

将次小流域划分为高地区、低地汇水区和水输导区等三类水

文区，水输导区和低地汇水区不宜设置永久性建设用地，低

地汇水区适宜游憩开放空间而不宜集中开发，将建设用地导

向小流域高地区域；通过水输导区和低地汇水区形成的线性

空间连接水环境敏感区，保护及恢复现存自然特征。依据土

地利用的形态效应原理，强调支持自然水文过程的非建设用

地紧凑布局结构，形成相对聚集和形态复杂的非建设用地布

局结构，构建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空间的有机耦合关系 [29]。 

控制负向水环境效应较大的关键用地选址（如垃圾处理场

等），组织安排建设用地紧凑布局形态，降低建设用地的负

向水环境效应。

4  水环境导向下的城市小流域生态断面分区模式

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之间的某种空间秩序，形成了土地

利用与水环境的内在关联性。明确用地布局的水环境效应及

水环境的空间约束，构建城市小流域土地利用生态化模式，

可为保障和改善城市河流水环境质量提供空间框架 [5,17,29]。

城市小流域约束是指其城市开发建设活动受到水环境质量标

准的影响程度。水环境质量标准取决于小流域生态特征、水

环境现状条件和水质目标、水域环境主导功能、水域地方感

和视觉美学特征等因素。约束强度越大的小流域，对城市小

流域开发控制和排放标准越为严格。为了侧重讨论水环境导

向下的空间规划与控制准则，本文暂时不讨论影响规划的其

他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由于城市小流域水系空间结构非常

多样，笔者以树状水系空间为典型特征的城市小流域为例，

针对强约束、中等约束、弱约束等三种不同开发约束条件的

城市小流域，基于前述的规模控制、类型引导和形态布局等

规划策略，采用内含了生态伦理价值和水环境目标的断面梯

度分析法，提出从河源到河口纵向梯度的城市小流域开发断

面概念模式，试图探索一种基于断面分区的、适应水环境功

能的城市小流域开发形态控制准则 [32]。

4.1  城市小流域生态断面分区的确定方法
基于次小流域特征划分出五类典型生态分区（eco-

zones）：环境敏感区、景观感知区、一般城市区、城市中心区、

工业型社区。其中，环境敏感区有两类：保护人类免受自然

灾害影响的区域和保护自然环境免受人类影响的区域，主要

包括洪水灾害区、降水滑坡区、泥石流地区，以及上游水源

涵养区、地下水补给区、库塘湿地区、水质保持区、侵蚀控

制区、水生动植物栖息地等，这类空间为禁止开发或严格限

制开发区。景观感知区是指体现地方感和具有视觉美学价值

的水域空间，包括休闲游憩区和河口景观区，涉及观景点和

景物，包括洁净的溪流、瀑布、湍流、独特水岸林地景观、

桥梁、水岸构筑物、河口湿地景观和其他集体记忆场所等自

然和人工景观空间。这类空间要向公共开放，需要设置户外

图 3  小流域单元与城市规划区的空间拓扑关系

d 整个规划区包含多个小流域的局部

b 一个小流域包含部分规划区a 一个小流域包含完整规划区

c 整个规划区包含多个完整的小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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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地，如露营地、儿童游乐场、音乐广场等人类集中使用

的空间，允许低密度与娱乐相关的行为活动，需铺设良好的

基础设施以加强可达性。一般城市区包括低密度居住型社区

和中密度混合社区，城市中心区包括高密度商业型社区、中

央商务型社区。由于小流域水环境质量标准和城市社会与经

济空间分异特征，上述五类生态断面分区在城市小流域的分

布应该存在显著差异。另外，上述几类典型生态断面分区的

规划控制要素涉及人工环境要素和自然环境要素，其中人工

环境要素包括土地用途、街道肌理、建筑密度、建筑形态、

开放空间、后退距离、路网密度、步行系统、人工湿地、生

物滞留池、雨水花园、绿色屋面等，自然环境要素包括水源

涵养林、库塘湿地、侵蚀控制区、河岸生态缓冲带、洪泛区、

野生动物栖息地等，各类控制要素要以合适的方式与断面分

区联系在一起（表 6）。

4.2  强约束小流域生态断面分区概念模式
强约束城市小流域是指水量充足稳定、Ⅲ类水质目标、

以自然保存和生态保护为主导功能的小流域。这类小流域多

数分布在大都市边缘区，或分布在新城开发区，现状林地覆

盖率较高，小流域生态系统结构完整。为了确保这类小流域

的水域功能正常发挥，基于规模效应阈值原理，小流域的不

透水面积率应控制在 10% 以内（建设用地比例控制在 15%

左右）。该类小流域强调现状维护和以保护为主的土地利用

模式，应禁止布置工业用地，可以布置适量的居住用地以及

少量配套的公共设施用地，严格限制城市交通设施用地。适

度的小流域开发建设活动主要集中在中下游区域，从上游河

源至下游河口，可以基于次小流域将强约束小流域空间分为

环境敏感区、休闲游憩区、低密度居住型社区、河口景观区

等四类生态断面分区（图 4）。其中，河源的环境敏感区应
严格限制城市主干道穿越，原则上禁止任何与生态保护无关

的开发活动，强化水源涵养和自然保育功能。休闲游憩区和

河口景观区应设置连接滨水区的步行网络体系，以郊野森林

公园或生态保护等功能为主，具有一定的自然净化功能，可

融入少量游憩和科普类配套用地。小流域中下游可以适度布

置中低密度社区，加强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的紧凑集中布

局形态，加强滨水空间廊道宽度控制，增加滨河生态廊道的

联通度。建设用地布置在高地缓坡区域，尽量远离水域空间，

采用低影响开发模式，增强水环境自净能力。

4.3  中等约束小流域生态断面分区概念模式
中等约束的城市小流域是指水量充足稳定、Ⅲ或Ⅳ类水

质目标、以景观娱乐为主导功能的小流域。这类小流域多数

分布在大都市开发新区，现状林地覆盖率较高，存在较完整

表 6  城市小流域生态断面分区的规划控制要素

规划控制要素 环境敏感区
景观感知区 一般城市区 城市中心区

工业型社区
休闲游憩区 河口景观区 低密度居住型社区 中密度混合社区 高密度商业型社区 中央商务型社区

自然

环境

要素

水源涵养林 ● ○ × × × × × ×

库塘湿地 ○ ○ × ○ ○ × × ○

侵蚀控制 ○ ○ ○ ○ ● × × ×

河岸缓冲带 ● ● ○ ○ ○ ○ ○ ●

洪泛区 ○ ○ ○ × × × × ×

野生动物栖息地 ● ● ● ○ ○ × × ×

人工

环境

要素

开放空间 × ● ● ○ ○ ○ ○ ○

土地用途 ● ● ● ● ● ● ● ●

街区肌理 × × ○ ○ ● ● ● ×

建筑布局 × × ● ○ ● ● ● ○

步行系统 × ● ● ○ ○ ○ ○ ×

滞蓄水系统 × ○ ○ ● ● ○ ○ ●

绿色屋面 × ○ ○ ● ● ● ● ●

注：●基本控制要素，○引导要素，×非控制要素。

图 4  强约束小流域生态断面分区概念模式



54  2019 Vol.34, No.3

本期主题 

的流域生态系统结构，但需承载一定强度的开发建设活动。

针对这类小流域的水域功能，基于规模效应阈值原理，小流

域的不透水面积率应控制在 10%~20% 左右（建设用地比例

控制在 15%~35% 左右）。中等约束小流域可以适度布置居住

用地，应限制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的大规模布局，减少交通

类用地的水环境影响，强调采用生态化策略就地平衡开发的

冲击。从上游河源至下游河口，基于次小流域将中等约束小

流域空间分为休闲游憩区、低密度居住型社区、中密度混合

社区、高密度混合社区、河口景观区等五类生态断面分区（图

5）。其中，上游水源涵养是下游水量与水质的基础，河源的
休闲游憩区以郊野公园和生态游憩等功能为主，引导该分区

的水源涵养功能，维护自然的径流通道和构建连续的步行体

系，可布置少量的游憩类设施用地。中高密度混合社区宜布

置在该类小流域的中下游区域，加强建设用地和非建设用地

的紧凑布局形态，增强水环境自净能力，强化水系及重要径

流的连通性；构建社区开放空间并与上游游憩区和下游河口

景观区的连接；河口景观区可以布局低密度居住型社区以及

少量公共服务设施，维持或重建连接（下游）更高一级河流

的河岸缓冲区，减缓该类小流域开发对更高一级河流水环境

的影响。

4.4  弱约束小流域生态断面分区概念模式
弱约束小流域是指水质目标为Ⅳ或Ⅴ类，以景观娱乐、

泄洪功能为主导功能的小流域。这类小流域多数分布在大都

市中心区，现状林地覆盖率较低，小流域生态系统结构不完

整。为了确保这类小流域的最低水域功能正常发挥（避免黑

臭等水环境恶化现象），基于规模效应阈值原理，小流域不

透水面积率应控制在 20%~30% 左右（建设用地比例控制在

40%~60% 左右）。该类水域功能的小流域空间可以承载较高

强度的开发建设活动。为了减少该类小流域对下级河流水环

境的影响，应采用低影响开发模式减少工业、交通和农业用

地的地表径流污染。

以景观娱乐为主导功能的小流域，可以承载城市中心区

的高强度开发容量，允许居住用地、城市商业和交通设施用

地的规模化集中布置，保留现状或布置适度规模的农业用地，

但需要关注水量的维持。从上游河源至下游河口，基于次小

流域将弱约束小流域空间分为休闲游憩区、低密度居住型社

区、高密度混合社区、中央商务型社区、中密度混合社区等

五类生态断面分区（图 6）。对以排水泄洪为主导功能的小
流域，可以在中下游允许工业用地的集中布置，在河口地带

布置与邻近工业区相关的生产服务业用地。可以将该小流域

空间分为低密度居住型社区、中密度混合社区、工业型社区、

生产服务区等四类生态断面分区（图 7），工业用地的集中紧
凑，有利于工业废水集中高效处理。另外，应采用低影响开

发模式减少工业区和生产服务业设施的降雨径流对（下游）

更高一级河流的影响。

5  结语

通过解析土地利用与城市小流域水环境的相互作用机

制，本文初步探讨了提升水环境绩效的关键规划变量，提出

了“增长需求→服务供应→反馈调节”的小流域生态实践路

径，是生态实践研究成果在城市小流域水环境管理层面的具

体体现；从城市小流域的土地利用规模控制、类型引导和形

态布局三个方面提出了生态化策略；采用内含生态伦理价值

和水环境目标的断面梯度分析法，提出了从河源到河口纵向

梯度的城市小流域开发断面概念模式。本文主要观点和结论

归纳如下。

首先，缺乏提升水环境绩效的土地利用和空间规划框架，

是造成城市水环境治理后反复恶化的主要原因。完全依赖于

图 5  中等约束小流域生态断面分区概念模式 图7  弱约束小流域生态断面分区概念模式（二）

图6  弱约束小流域生态断面分区概念模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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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的水环境治理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城市水环境

问题。将水环境保护目标整合进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中，应将

土地利用规划视为水环境管理的有效工具，可为城市水环境

管理提供重要的空间政策框架。

其次，城市小流域土地利用与水环境质量的相互关系具

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又存在较大的地方性特点。由于地形、

地貌、水文地质条件等自然因素都将对城市水环境产生影响，

加之城市小流域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空间尺度的差异性、土

地利用和河流水文过程的动态性，城市小流域土地利用和水

环境质量的相互关系存在一定的区域性和不确定性。不同地

方水环境特征和社会需求都有差异，因此在理解普遍性的基

础上还需要研究城市河流水环境的地方性特征。

第三，城市小流域生态断面模式表现了人与自然的空间

梯度关系，是一种空间要素沿河源至河口的分配方法，可以形

成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一种规划工具。研究提出了理想化的城

市小流域开发断面概念模式，具体应用时需要根据本地综合环

境特征进行校准。制定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时还需整合城市各个

小流域的土地利用布局结构，综合考虑地形、风向、地质、文化、

产业、交通等影响土地利用模式的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

如此才能构建城市土地利用的生态化空间结构。

最后，也是本研究的延伸思考，涉及资源环境管理的相

关问题。一方面，应将土地利用与空间规划作为整合相关资

源环境保护的政策平台，确立资源环境保护在空间规划体系

的核心作用；另一方面，理解土地利用空间结构与环境演变

的相互关系，提出空间规划的创新技术和方法，将量化的资

源和环境保护目标转为空间策略和规划行动，可以从根本上

提升区域环境的可持续能力。

注：文中图 4—图 7由作者在参考文献 [32]基础上改绘，
其余图片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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