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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较高的生物多样性水平对于区域生态系

统的稳定和城乡公众福祉的提供等目标实现具有重

要意义。例如：植被丰富性关系着河流沿线的水土

涵养程度 [1]，本土农作物多样性关系着城乡居民的

食物供给健康等。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造成大量生境被蚕食与破坏，严重威胁区域乃至于

全球范围的生物多样性，紧邻城区、建设活动频繁

的城市边缘区域首当其冲。边缘区内生境单元因受

城—乡系统共同作用，普遍规模小、分布散且类型

丰富，以半自然生境为主，且多与传统农耕活动（低

强度 / 非集约农业生产）相关联，如采用低强度耕

作或放牧的小块农田或休耕地，分布于农田边缘的

灌木林地，以及与农宅结合的林盘单元等。此类用

地能够为部分野生物种提供适宜生境，有效连接城

区绿地与外围生态基质，提高区域内的生境占比，

却因功能复合、权属复杂等特征，难以受到既有管

控主体的应有重视与有效保护。下文将从区域生物

多样性的维持和生境单元的整体保护视角出发，明

晰边缘区半自然生境的潜在功能、维持基础和管控

困境；并结合欧盟高自然价值农田保护实践分析，

探索实现边缘区半自然小微生境保护与利用的高效

管控途径。

1  边缘区生境单元布局特征、潜在功能与
保护困境

1.1  边缘区生境单元构成、特征与服务潜能
贯穿城乡且具有空间连续性与异质性的生境网

络是维持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基础，而城市建设开发

却易对其造成多方面影响，如景观格局改变、生境

侵占蚕食、外来物种入侵 [2]、本土物种丢失 [3]、水

文章编号：1673-9493（2021）02-0074-10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9830/j.upi.2020.218

摘要：城市边缘区生境单元是支撑区域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环节，因受到城市与农

业系统影响，多具有半自然属性，且类型丰富、斑块小、布局散，普遍依托于低

强度农耕活动而存在。城市建设用地外向型扩张与集约农业生产易造成边缘区半

自然生境规模减少、质量退化，且既有措施管控未能对其进行高效保护。高自然

价值农田管控是欧盟保护与农业相关的半自然生境、维持区域生物多样性的有效

举措，文章通过梳理欧盟高自然价值农田的类型界定、评价与识别、维持与管理

等内容，提出针对我国边缘区小微生境保护的优化建议：（1）强化对小微生境及

其相关用地的价值认知；（2）识别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维持的小微生境，并将识别

出的生境单元纳入区域网络进行整体保护；（3）结合刚性与弹性用地管控，兼顾

复合功能诉求；（4）衔接既有法定规划，提升保护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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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污染 [4] 等。同时，农业集约生产实践中单一作物大面积种

植和土地平整等操作带来的影响叠加，加剧了城市与乡村区

域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由于受到人为活动高强度干扰，边缘区内的生境单元，

除少数结合山谷、山脊、湿地 [9]、建筑缝隙 [10] 等残存的自

然生境 [11] 外，多以适应水土污染、温室气候等环境背景且

依托于人为活动（尤其是农业生产活动）的半自然生境形式

存在。林地与耕地是边缘区半自然生境中的优势景观要素 [8]，

具有斑块小、布局分散且混合等特征。笔者对眉山城市边缘

区内现状土地利用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区内林地总规模占比

约为 86%，但斑块单体多小于 10 hm2，且以 1 hm2 以内的小

块林地为主；小块农田、园地的累计规模也占到生产性用地

总量的 20%（图 1）。需要说明的是，集约农业景观、人工

建设景观及相关用地对生物多样性的支撑作用不强，故文中

不予重点考虑。

受到城—乡系统双重作用的边缘区生境单元较其他区域

生境，表现出更强的干扰适应能力与更高的物种丰富度，能

够有效提高区域生境用地占比、丰富生境类型、强化大型生

境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城乡开发建设对区域生物多样性

造成的负面影响。（1）边缘区内用地开发强度居中，其所支

撑的生物多样性水平本身便高于城区、乡村腹地与自然生态

区域 [5]。如李俊生等的研究发现，从外围乡村到城市内部环

境梯度沿线的物种丰富度呈不平衡的单峰型曲线分布，城郊

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水平最高 [6]。（2）生物多样性水平还与景

观生态格局完整度、物种扩散途径多寡等关联密切 [3,7]，边

缘区生境单元能够助力生态廊道系统建设，修复破碎生境斑

块间的联系，从而提升区域生物多样性水平，促进生态系统

服务有效发挥 [8]。

1.2  边缘区生境单元维持与农业生产的联系
边缘区半自然生境的维持多与农业生产活动及相关空间

联系密切，且不同农业生产模式对生境单元的影响存在差异。

根据作用效果，农业生产对边缘区生境维持的影响主要可归

纳为三大类。其一为用地斑块蚕食：为获得连片平整的土地

以便于机械耕作，集约农业生产蚕食小块林地，合并小块农

田耕地，并采取大面积单一作物种植，造成边缘区生境规模

与生境类型的大幅减少。其二为生境质量破坏：集约农业生

产中的土地平整等行为破坏生境赋存的地形地貌特征；同时，

大量化肥、农药施用污染区域生态环境，加剧水体面源污染

与土壤侵蚀。其三为半自然生境维护：顺应传统农业生产模

式及其相关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组织，保护并维持半自

然生境，提升区域生物多样性水平（图 2）。
集约农业生产模式能够在土地和人力有限的情况下，保

障足量的粮食产出，对于推行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的基本国策

具有重要意义。但作为紧邻城区的边缘区农林用地，除粮食

生产功能外，还对城乡社会起到了生态屏障、生物多样性维

持、环境调节、户外游憩场所提供等复合功能，故应在规划

管控中予以兼顾。

1.3  既有管控要点与边缘区生境保护的缺失
我国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既有措施多重大型斑块保

护、轻网络系统整体维持，重被动划线控制、轻主动管理引

导，使得本为有机整体的生境网络处于割裂管控状态 [12]。自

1970 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对于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关注度日渐提升，并陆续颁布各类法律法规 [13]，包括《环

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森林法》（2019 年修订）、《草

图 1  城市规划区内不同规模的林地、农田斑块出现次数示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眉山中心城区“166”控制区概念性总体规划相关资料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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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法》（2013 年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2018 年修订）、《种

子法》（2015 年修订）、《水土保护法》（2010 年修订）、《自

然保护区条例》、《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但已颁布的法律

法规所针对的保护与管控对象主要集中于代表性较强的自然

生态系统、珍稀濒危物种或重要生态功能区等；采取的管控

措施更类似于“抢救式保护”，主要是建立自然保护区和国

家公园 [14] 等，虽注重保护地规模控制，但忽略生境网络构

建与维持 [15]。因此，造成大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关系密切的

用地与空间（如迁徙 / 传播廊道、生态踏脚石）未受到应有

保护，尤其是饱受城乡建设与农业集约生产蚕食破坏的边缘

区生境，管控措施的保护效能低下。

为改善上述既有法律法规在用地保护孤立性与局限性上

的问题，国务院于 2019 年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强调生境要素管理应与

系统保护结合，科学利用应与高效保护结合。然而，其仍未

对边缘区生境保护，尤其是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半自然生境保

护予以足够重视。

1.4  网络整体保护趋势与边缘区生境保护困境
对生境单元进行系统性、网络化保护的管控措施已受到

国内外学者和管理者的认可。如德国规划管理部门提出生物

多样性保护应从多方面着手，不仅要重点管控以目标物种保

护为导向所识别的栖息地与迁徙廊道，还需要通过针对自然

和半自然生境的保护、修复与串联等措施，强化城区内的破

碎生境与外围的重要大型生境间的联系，进而形成多功能生

境网络，并结合环境影响评价对相关用地进行动态管理 [16]。

此外，随着社会各界对自然系统支撑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认知

加深，在生态保护红线、城市增长边界等划定工作中，更是

将生物多样性及其赋存系统的保护与国土空间管理相结合，

旨在实现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保护的兼容互惠。例如：

武汉城市圈生态安全格局划定中，提出以生物多样性、水环

境、地质土壤和农业生产四大类要素保护为基准，界定城乡

发展的禁建区与限建区 [17] ；台州在构建城市未来发展的空间

格局时，也充分考虑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洪水、文化遗产、

游憩景观四大类安全格局预留与管控对其的影响 [18]。

目前，导致城市边缘区生境单元保护缺失或低效的原因

主要可归纳为四点。（1）既有保护措施的用地识别标准难匹

配：《自然保护区条例》《基本农田保护区条例》等针对农林

用地管控的既有措施，多采取针对用地本身的较大规模、较

高连片性或典型性（如为特定物种提供生境）等识别标准；

而边缘区生境单元多规模小、布局散，且对于区域生物多样

性的维持主要体现在支撑生态过程和强化大型生境间的联系

上，并不能为濒危或珍稀物种提供适宜生境，故难以匹配既

有措施的用地识别标准，实现有效管理。（2）用地半自然属

性及布局特征增加管控难度：边缘区生境涉及的用地斑块普

遍规模小、布局散、关联要素众多，在针对土地利用的规

划管控中难以进行有效标识并圈画保护（图 3）；且存在多

部门管理，各部门管控措施存在单一要素保护导向且各自

为政，并不能较好地维持生境复合功能产出。（3）支持性技

术缺乏：受限于卫星遥感数据的精度，小块生境难以识别。 

（4）用地权属复杂：多方利益主体诉求未被充分考虑，保

护阻力较大。由以上分析可知，用地斑块识别、高效管理维

护、保护与利用结合是边缘区生境单元保护的重点 , 下文将

结合欧盟高自然农田保护对此进行探讨。

2  欧盟生物多样性维持及其高自然价值农田保护
实践

2.1  欧盟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措施
欧盟地区农业机械化进程开始早且集约化水平较高，而

农业集约化被认为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 [19]。欧

盟针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措施始于 1979 年颁布

的《鸟类指令》，最初主要聚焦于野生鸟类物种保护。1992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签署，标志着生态系统健康维持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正式上升至国际战略视角。随后，欧盟加大

图 3  土地利用规划难以对小块次生林地进行有效标识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卫星图片和《观胜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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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区域内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管理力度，并先后颁布多项

法规政策（表 1），管控内容主要涉及区域性生境网络构建、

重要生境保护与生境质量维持等。

在欧盟针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实践中，与农业生产相

关的管控措施占据较大比重。欧盟地区农业用地占比高达

40%，因此面对粮食供给市场日益饱和、机械化农业弊端凸显，

以及世界范围产业竞争加剧的大背景，欧盟及其成员国不得

不从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等多层面思考未来农业的发展

趋势。其中，保护高自然价值农田以维持区域生物多样性的

思想可追溯至 1990 年代，随后被纳入环境保护和农业政策

中。例如，1998 年通过的《2000 年议程》，强调农业生产环

境改善与生态脆弱地区保护；2008 年《共同农业政策》（CAP: 

The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改革，明确规定保护农业相

关的生物多样性与生境单元 [19]，并在 2014—2020 年度的欧

洲农村发展农业基金（EAFRD: European Agricultural Fund for 

Rural Development）中，将“恢复、保护和加强与农业和林

业有关的生态系统”列为优先资助项目 [20]，资助内容包括高

自然价值农田与乡村景观保护、农药使用管理、水土环境质

量改善等 [21]。

2.2  高自然价值农田的定义及其用地构成
不同农业生产模式对区域生态系统的影响类型与程度

存在差异（表 2）。研究显示，施行低强度生产、保护高异

质性的林地—农田嵌合景观，能够维持较高的生物多样性水

平 [22]。高自然价值农田（HNVf: High Nature Value farming）

保护作为欧盟最具代表性的涉农生物多样性维持措施之一，

所针对的区域以低强度农业生产系统（low intensity farming 

systems）为主，且其中农业生产活动对于地区生物多样性水

平维持具有支撑作用。保护区内农田的高自然价值主要体现

在可保护多样的植物种类与群落，可适当扰动以维持植被群

落演替，可保护生态要素并支撑自然过程，可为野生物种提

供多元生境等 [23]。欧洲超过 50% 珍稀物种的生境都出现在

表 1  欧盟针对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保护所制定的主要管控法规与措施

年份 管控法规 /措施名称 管控目标 主要管控要点

1979
《鸟类指令》（Directive 2009/ 

147/EC，2009 年修编）

为野生鸟类提供综合性的保护 保护重要鸟类生境，建立特别保护区（SPAs）网络；避免或削减鸟类返巢、繁殖、饲养幼

鸟等过程所受到的人为影响；可持续的狩猎行为管理

1991 《硝酸盐指令》 防治农业污染 控制农业生产中对硝酸盐相关产品的使用

1991 《氮指令》（Dir.91/676） 防治农业污染 限制氮肥使用，降低农业活动中氮的排放；防止“氮敏感区”被污染，保护水体质量

1991 《有机法案 》（Reg.2092/91） 削减农业生产环境的负面影响 鼓励有机农业生产方式，不用化肥和农药，减少农业生产中的氮、磷等污染元素的排放

1992
《栖息地指令 》

（Dir. 92/43/EEC）

保护重要物种及其相关生境单元 确立并保护对物种群落维持具有重要作用的核心区域（SCIs/SACs），并进行监督管理；

确保动植物资源合理利用，使其整体处于良好状态

1992
《农业环境条例 2078/92》 扭转农业集约生产造成的野生

物种锐减与环境破坏

提供综合性国家补贴，鼓励农民在其土地上进行有益于环境的活动，如鼓励农业由集约

型经营转向粗放型经营，对土地实行休耕制等

1997
《自然 2000》（Natura 2000） 系统性保护物种和生境资源，

协调人类活动与自然保护

结合鸟类指令与栖息地指令划定的保护区，建立核心生境保护网络；严格管控自然保护区；

对私人用地施行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引导，如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方式

2000
《水框架指令》 水资源与水生态系统保护 流域综合管理；改善水生态系统与要素状况；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减少有害物质污染；

地下水污染防控；水文调控，削减洪灾与旱灾影响

2006

《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

（BAP: Biodiversity Action Plan）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保护 保护重要栖息地和物种；保护农村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环境生物多样性；土地利用和

开发中整合生物多样性保护诉求，实施影响评估；减少外来入侵物种的影响；支持适应

气候变化的生物多样性等

2011

《面向 2020 的欧盟生物多

样性战略》（EU Biodiversity 

Strategy to 2020）

遏制欧盟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

统服务丧失，保护当地生物多

样性

确保由《自然 2000》所确定的保护地网络（下称“自然 2000”网络）建设和长效运行，

保护目标物种及其生境；通过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维持并修复生态系统，挖掘资源复合

价值；推动农林业可持续发展，推行环境友好型耕作，保护农业遗产多样性，增加森林

物种多样性；推动可持续渔业发展；对抗外来物种入侵；助力全球生物多样性维持

2013
《绿色基础设施战略》 确保绿色基础设施的保护、修

复、建设与功能强化

保护自然与半自然区域，构建绿色基础设施网络，引导国土开发及空间管理；通过自然

解决的方式，实现环境、社会与经济效益兼容；作为灰色基础设施的替代或补充

2014
《外来物种入侵管理法规

1143/2014》

防控外来物种入侵对本地物种

和生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防止有意或无意引入外来入侵物种；建立监督系统，以尽早发现入侵物种的存在，并迅

速根除；区域协作，防止入侵物种进一步传播与加剧影响

2020

《面向 2030 的欧盟生物多样

性战略》

保护区域生物多样性，并挖掘

其对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的

复合服务价值

构建连续性的保护地网络；保护陆地与海洋生态系统，并对受到破坏的部分进行修复（使

自然重回农业用地中，修复土壤生态系统，提升林地的数量与质量，能源高效利用与再生，

城区与城郊绿地强化）；深化自然保护的法律框架等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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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自然价值农田区域中 [24]。国内外研究普遍采纳埃尔林·安

德森等（Anderson et al.）根据用地类型与耕作强度对高自然

价值农田进行的分类：（1）以半自然植被覆盖为主的农业用

地（HNVf 1）；（2）包含自然或半自然生态要素，主要采用

低强度农业生产模式的用地（HNVf 2）；（3）采用的生产强

度较前两类用地更大，但能够支持稀有 / 濒危物种或重要本

土物种生存的用地（HNVf 3）[23]。

高自然价值农田是贯穿欧洲的景观生态网络“自然

2000”（Natura 2000）的重要组分，包括半自然草地、陡坡草地、

灌木林地、永久性作物（果园、橄榄园等）、通过休耕实现生

态恢复的旱地作物，以及位于山地区域且与牧场相关的高地

草原、干草草甸、小块耕地等 [26]。此类用地充分适应当地气

候与地理环境，具有化学物品输入、机械化水平、耕作 / 饲

养规模、农副产品产量均较低，但依赖较高密度的劳动力维

持等特征 [27]。与之相关联的措施包括土地共享 / 野生动物友

好型农业（land sharing/wildlife-friendly farming）、土地闲置与

撂荒（land sparing and wilderness）、生态型集约生产（ecological 

intensification）、有机耕作（organic farming）[28] 等。

2.3  小块高自然价值农田识别策略
虽然欧盟高自然价值农田整体规模约是既有自然保护区

总面积的 40%[19]，但其用地斑块普遍规模小且布局散，界定

与保护难度较大。为此，欧盟环境保护部门、各成员国以及

相关研究方向的学者分别从欧盟整体与国家层面，就高自然

价值农田的范围识别与质量评价进行了探索。

欧盟整体层面针对高自然价值农田识别的探索始于

1990 年代，主要基于土地利用类型、农业系统模式、物种

多样性信息等内容，其中以安德森等提出的评价体系最具

代表性。1994 年，波弗伊（Beaufoy）在《农业的本质》

（The Nature of Farming）一书中，提出土地利用类型能够

较好地反映耕作强度，可作为高自然价值农田识别的指标。

2004 年，安德森等提交给欧盟环境署的报告中，针对欧盟

地区不同类型高自然价值农田可能的地理分布，建立了一

套较完善的评价与识别体系（表 3），并采用已有的鸟类物

种（体现农田生境质量的指标性物种）统计数据进行验证： 

（1）土地覆盖分析法，即对科林土地覆盖分类（classes of 

CORINE Land Cover）进行分析，提取其中可用于半自然植

被覆盖度评价的用地特征与指标，并以此进行用地识别，适

用于 HNVf 1 与 HNVf 2；（2）农业系统分析法，即对农业统

计数据网络（FADN: Farm Accountancy Data Network）进行

分析，提取能够反映农业生产系统对维持或强化用地高自然

价值发挥的潜在作用的指标，并以此进行用地识别，适用于

HNVf 1 与 HNVf 2；（3）物种信息分析法，即选择代表性物

种，提取与其出现频率相关的指标并进行用地识别，如传

统农业景观中的雀形目和灌木林鸟类 [29]。以上三类方法各

有侧重，但一般不宜单独采用进行用地识别，而应互为补充，

如物种信息分析法能够对前两类方法所识别的用地进行验

证，并明确用地对生境保护与物种维持的重要性 [23]。由于

高自然价值农田在机械化生产浪潮中得以保留，多与地理区

位、地理条件（如地形地貌等）、区域文化等限制相关 [23]，

因此帕拉基尼等（Paracchini et al.）对上述方法进行深化，增

加了对环境梯度变化的考量 [30]。

各成员国在欧盟的评价标准上，以提升适应性与落地性

为目标，对指标进行细化，主要聚焦于用地斑块特征与使用

情况、环境要素、物种分布等。朗巴等（Lomba et al.）在针

对葡萄牙西北部区域的研究中，分析景观要素特征（优势度、

均匀度、斑块数量、形态指标、边缘密度等）、集约程度和

作物多样性等，对与农业相关的高价值用地进行评价，并通

过簇群识别明确用地边界 [27] ；同时，评价过程通过与当地政

府、监管部门、农民协会、各类公益性组织等合作，引入了

更多方法、工具与数据等 [26]。布伦比约等（Brunbjerg et al.）

分析地形地貌特征、物种潜在出现频率、现状土地利用强度、

罕见与濒危物种分布，对丹麦境内高自然价值农田进行评价

与识别，从高至低分为 13 级，5 级以上被政府划入保护区 [31]。

马丁等（Matin et al.）通过对用地内的半自然生境覆盖率、

放养密度、树篱 / 灌木丛覆盖率、河流水系密度和土壤多样

性进行加权评价，对爱尔兰境内可能存在的高自然价值农田

进行了识别并验证 [32]。

表 2  用地中不同农业模式与生态系统质量水平的对应关系

农场 /农业类型 相关生产系统
生态系

统质量

无生产系统 原生植被（未进行农业生产性活动） 100%

粗放式草地管理
在自然草地上实施中至高密度的畜牧生产（如

牛 / 羊等）

40%

粗放式有机农业
低强度外部物质或能源输入的农业，采用可持

续的农业生产管理

35%

粗放式农业
传统农业；粗放式农业；低强度外部物质或能

源输入的农业

25%

集约式有机农业 依赖于雨水灌溉的有机农业 20%

集约式草地管理 依赖于耕作、补种与施肥的草地生产系统 20%

高强度集约有机

农业

发达国家的有机农业（常规农业需长期水土管

理与投入的地方）

15%

集约生产系统
集约农业；需要高强度外部物质或能源输入的

农业

10%

高强度集约生产

系统

依赖于排水与灌溉系统的农业；通过其他土壤

平整实践获得用地的农业；区域专业化生产系

统；农场或地景尺度的专业化生产系统

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5]翻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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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高自然价值农田的有效保护与管控
农业活动与区域生物多样性和生境保护之间的冲突主要

体现在三方面，即农业集约化生产、高自然价值农田（往往

生产力较低）荒废，以及农场经营规模（如农业集约化生产、

单一化作物种植等规模）改变 [33]。用地蚕食、荒废或过度耕

种等都将可能对典型的半自然生境的生物多样性维持和其他

功能的发挥造成影响，因此针对性管控措施需兼顾生境质量

维持、用地保护与适当利用，通过用地管理、保护激励、参

与促进等措施，协调用地保护与利用间的矛盾（表 4），并

强化落地管理。

表 3  基于不同视角的高自然价值农田识别方法介绍

视角 方法要点 具体措施 数据来源 预期成果形式 适用类型

土地

覆盖

视角

选择半自然植被比

例高、靠近自然植

被区（如天然林

地）或存在多种农

业用地类型的区域

（1）相关机构统一对环境进行分区并将范围及其指标反馈

给各成员国；（2）各国专家根据环境分区及其自身条件，

对指标进行（最严格的、最全面的）细化，用于用地自然

价值评价并划定可能存在的 HNVf；（3）数据验证与修订，

包括与已知数据对比、与同一环境分区的其他国家成果对

比、代表国家重点验证等

科林土地覆盖分类，主要针

对 19 种与农业密切相关的用

地，如非灌溉型耕地、永久

型灌溉耕地、稻田、葡萄园、

浆果种植园等

最小范围的潜在 HNVf 分布

图（精度 10 km×10 km，部

分已知 HNVf 可能被遗漏）；

最大范围的潜在 HNVf 分布

图（10 km×10 km，可能包

括部分非 HNVf 的用地）

第一类与

第二类高

自然价值

农田

农业

系统

视角

根据生产特征（肥

料消耗、饲养密度、

休耕面积）确定低

强度农业区域，并

计算其在开垦用地

中的占比

（1）确定六类低强度但高自然价值的农业用地，包括低强

度耕地、低强度橄榄园和其他永久性种植系统、农场外的

放牧系统、永久性草地系统（主要饲料来源为草地）、耕

地牲畜放牧系统（主要饲料来源为耕地）、其他低强度种

植或家畜饲养系统；（2）制定欧盟通用标准；（3）分别针

对西欧、斯堪的纳维亚和南欧地区等制定区域识别标准

不同地区环境分区数据以及

来自农业统计数据网络的用

地生产特征

显示不同类型 HNVf 分布的图

纸与表格；根据 HNVf 环境

表征总结提出的用地识别指

标系统与环境管理建议；农

业生产对 HNVf 的压力指标

第一类与

第二类高

自然价值

农田

物种

信息

视角

识别与农业授粉鸟

类和保护性鸟类物

种（SPECs）繁衍

栖息相关的区域与

用地

（1）针对不同区域的 10 种潜在 HNVf，如地中海灌木、

山地草原、高沼地、沙丘与盐沼、旱地草原、湿地草原、

农业复合体等，确定其中的授粉性鸟类代表物种以及与农

田生境相关的保护性鸟类物种；（2）根据鸟类出现数据和

对生境的要求（文献研究），制定相应的用地识别指标

来自欧盟的、欧洲不同分区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以鸟类

保护为主）相关部门和机构

的物种分布数据和生境要求，

如欧洲鸟类普查委员会数据

代表性鸟类存在及分布数据；

与物种保护相关的农业用地

分布；高自然价值农田中相

关物种生境存在比例（欧洲

层面，50 km×50 km）

所有类型

的高自然

价值农田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3]整理绘制

表 4  针对农业生产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间主要冲突的协调策略

协调策略

冲突类型

集约化生产 高自然价值农田荒废 经营规模改变

化肥
杀虫剂、内分泌

及抗生素物质

转基因

生物利用

牧场

转变
造林

城市

化
演替

对自然的

管理不足

原生物

种丧失

文化遗

址丧失

单一化

种植趋势

小规模

景观特征

扩散

过程

管理

面向

政策与管理框架 √ √ √ √ √ √ √ √ √ √

法律法规 √ √ √ √ √

土地购买 √ √ √ √ √

激励

措施

补助金 / 补偿金 √ √ √ √ √ √ √ √

行销：健康产品；教育消费者；

环境标志

√ √ √ √ √ √ √ √ √ √

生产可交易的环境产品 √ √ √ √ √

正式签订 √ √ √ √ √ √ √ √ √

审计（自我审计与外部） √ √ √ √ √

参与

面向

培训（推广人员与农民） √ √ √ √ √ √

拓展信息来源 √ √ √ √ √ √ √

甄别与利用社会联系 √ √ √ √ √ √

调节 / 沟通 √ √ √ √

确定目标与既得利益 √ √ √ √ √ √ √ √

提升科学技术在解决冲突中

的作用

√ √ √ √ √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33]翻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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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管理上，欧盟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将高自然价值农田

的保护要求纳入农业与环境策略的评审指标中，此举一方面

可增加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可提升用地的保

护实效。其中，“保护高自然价值农田的低强度土地利用”“半

自然生境高占比”等指标被纳入《共同农业政策》管控内

容，作为农业环境计划（agri-environment schemes）的评价

指标；《共同农业政策》2014 年的修订版本中，又增加了维

持作物多样性、保护永久性牧草地和建立生态核心区（EFA: 

Ecological Focus Area）三项“绿化措施”，涉及多种高自然

价值农田保护与维护 [34]。欧盟还要求各成员国在编制乡村

发展计划（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mes）时，将高自然价

值农田评价指标纳入共同监督和评估框架（CMEF: Common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Framework），与欧洲农村发展评估

网络（European Evaluation Network for Rural Development）

结合，评价乡村发展计划实施对高自然价值农田的规模、质

量和生物多样性水平的影响，并将评价结果作为计划评审

报告的必备部分 [26]。此外，高自然价值农田还被纳入欧洲

生物多样性指标体系（SEBI: Streamlining Europe Biodiversity 

Indicators），成为界定与评价生态系统及其服务效能的关键

性指标 [32]。

保护激励方面，欧盟主要通过大量的财政补贴保护高自

然价值农田，虽耗费巨大却效果不佳。维持高自然价值农田

中必要的农业生产活动对于生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拉达等

（Halada et al.）对比栖息地指令列表，发现其中有 63 种生

境类型依赖或受益于农业活动 [35] ；然而欧盟既有管控措施多

重视用地本身的保护与留存，而忽略了生境质量维持以及与

之相关的农业活动引导。例如：《共同农业政策》对农业生

态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维持的引导措施主要分为两类：一

类为直接支付的财政补贴，占比高达欧盟农业总花费的 75%

左右，2014 年后更拿出其中的 30% 作为“绿化措施”的专

项支撑；另一类为制定乡村发展策略，农业—环境计划是该

部分政策的关注重点与资金的主要流向，其强调特定环境措

施（包含高自然价值农田保护）的实施推动，并为农户未进

行农业生产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补贴 [28,36]，但其未细分用

地中的生产模式是集约的还是低密度的，以及农业活动是否

与生境维持关联，因此导致大量需要农业活动适当介入的高

自然价值农田撂荒。高昂的农业财政补贴给欧盟带来巨大的

经济负担，却似乎并未起到预期效果。例如，菲翰等（Feehan 

et al.）对爱尔兰的农业—环境保护计划实施效果进行调查后

发现，物种最丰富和最贫乏的区域均出现在未与政府签订协

议的农场中，且未签订协议农场的平均物种丰富度高于签订

协议的农场 [37]。此外，过于泛化的资助范围导致真正对维持

高自然价值农田起到重要作用的农户因未得到应有补贴，转

而实施农业集约生产或直接撂荒弃耕 [26]。

参与促进方面，强调用地复合功能的挖掘与兼容，即

通过强化人类社会与自然资源的联系，挖掘各类生态系统服

务间的相互促进关系 [38]，实施社区支持的资源保护策略 [39 ]，

此类措施通常需要前期的沟通、培训与推广等。经济收益减

少与机会成本增加是造成高自然价值农田遭受蚕食或破坏的

主要原因 [40]，而从环境中获益是人们自愿维持可持续土地利

用的最直接动力 [39]。高自然价值农田虽普遍生产力不高，但

对生态、社会增值效益的挖掘，能够较好弥补其在规模化生

产中经济收益上的不足，促进公众参与。例如：埃西卡普等

（Etshekape et al.）通过分析金沙萨（Kinshasa）城市边缘区

中影响农民及园丁采用环境友好型农林生产模式的社会文化

要素，发现水果生产（73.9%）和荫凉庇护（86.4%）是促进

公众接受环境友好型耕作的主要原因 [41]。但此类策略在欧盟

相关部门的管理中涉及较少。

3  对我国城市区域生物多样性维持与边缘区空间
管控的启示

农林用地在我国大部分城市规划区内的用地规模占比超

过 50%，是支撑边缘区小微生境和区域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载

体。但边缘区内的农林用地因受地形变化、城市建设等影响，

普遍斑块规模小且布局散，致使其难以受到既有措施的有效

管控，被蚕食、破坏问题明显。欧盟面对建设用地扩张蔓延、

农业集约生产劣势凸显和区域生物多样性大幅下降等发展困

境，提出将具有生态系统服务潜能的高自然价值农田 / 农业

系统保护作为主要应对策略之一，并历经近 30 年探索优化，

对我国边缘区生境单元保护与空间管控具有借鉴意义。

3.1  规划管控强化对边缘区高自然价值用地的认知
以半自然作物 / 植被为主要构成的城市边缘区小规模农

林用地能够支撑多类型生境单元、保护本土物种资源，并通

过助力廊道与生态踏脚石系统建设，强化区域内各大型生态

斑块间的联系，但我国的既有规划管控并未对其予以足够重

视。例如，强调生物多样性维持与生态安全保障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构建，更侧重于对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

等大型斑块的保护；国土空间管控以及双评价体系中，仍将

用地斑块规模大小、斑块本身服务潜能高低，以及对现代农

业生产的适应程度等作为主要评价指标。根据欧盟的生境保

护实践来看，多种用地混合布局且维持低强度生产模式的高

自然价值农田虽单体规模普遍不大、自身生态价值并不突出，

却对当地生物多样性维持具有重要作用，既有利于依托农田

景观生存繁衍的授粉类动物以及其他特定物种的保护，又兼

具景观风貌维持、多元农副产品供给、户外游憩等复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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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少有自然保护区或大型生境斑块存在，且公众对

生境单元具有复合功能诉求的城市边缘区域，用地管控应强

调低强度耕作农田、牧草地、次生林地、灌木林地 [42] 等半

自然小微生境及其立地条件的保护与价值认知，并将生境单

元纳入区域整体空间管控与规划范畴。

3.2  结合网络整体构建与环境资源特征的用地识别与分

区管控
具有高自然价值的农田、林地既能维持城市边缘区小微

生境以及物种多样性，还能保护承载自然生态过程（如物种

传播或迁徙）的必要空间格局。因此，对于高自然价值用地

的甄别与管控不应仅局限于边缘区本身，还应根据用地功能

发挥的系统性和环境要素的特定性，提出相应的评价指标与

管控要点，并作为既有标准的补充（图 4）。
针对边缘区小微生境以及对应高自然价值农田、林地的

评价与识别，首先应从维持区域生物多样性和必要自然过程

的景观生态网络构建着手。强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用地管控

可主要归纳为两类：一类是以特定物种（稀有、濒危或具有

代表性）保护为中心，即确定适应目标物种栖息繁衍的生境

条件、影响因子及其权重，并以此对用地进行评价与保护 [43]；

另一类是以生境网络整体保护为中心，即识别对生境网络空

间维持具有重要意义的用地并进行系统保护。第一类方法较

为常见且便于施行，但目标物种选择中容易出现主观性过强

的情况，或未考虑生境间的联系 [43]，因此多见于自然保护区

划定与管控，不适用于生境斑块较小且分散的边缘区；第二

类方法从区域层面着手，强调构建景观生态网络 [44] 以加强

生境间的联系，从而保护本土物种及其赋存生境，同时维持

自然生态过程以保障生境所必需的物质能量供给，适用于边

缘区小微生境与用地保护。例如：为更好地发挥高自然价值

农田对于生物多样性维持的作用，欧盟提出将高自然价值农

田纳入“自然 2000”网络进行整体管控。因此，边缘区小微

生境及其对应高价值用地识别应基于区域景观整体框架，通

过土地利用类型、农业耕作模式、物种分布特征等分析，确

定在景观格局维持中发挥支撑作用的用地与空间，明确用地

主导功能特征，并在各级廊道、斑块建设中予以分区管理（如

保护、修复与改造等）。

在此基础上，结合用地斑块特征和自然环境要素等分

析，能够进一步界定边缘区小微生境及其对应高价值用地的

范围，便于用地细化保护与分区管理。根据欧盟高自然价值

农田保护实践可知，受城市或农业地景主导作用的区域，残

存的小微生境多分布于：（1）自然限制条件较为明显（如土

壤贫瘠、坡度陡峭）的农业或城市边缘区 [27] ；（2）采用或依

托于低强度耕作 / 放牧的区域，如拉金等（Larkin et al.）研

究发现，农田边缘或排水沟渠沿线的灌木林地、树篱等线性

绿地是最为常见的生境单元，其总规模占研究区域生境面积

的 43%[34]。因此，可将与地形地貌特征的契合度、与水文要

素分布的接近程度、土地利用强度 [45]、生境异质性（如半自

然生境比例）[46]、斑块形态特征（如均匀度、斑块密度、内

缘比）等，作为边缘区高价值用地与小微生境识别的评价指

标，并通过实地调查数据予以验证。

3.3  边缘区小微生境与高价值用地管理将刚性控制与弹

性引导相结合
边缘区小微生境对于城市区域生物多样性的支撑作用，

多依赖于土地开发与利用中对自然过程的遵循和适度的人工

干预 [26]，管理与维护水平直接影响生境质量，因此不需完全

停止高自然价值农田、林地中的农业生产活动，仅需控制其

耕作强度 [26]。例如：赖特等（Wright et al.）通过研究提出，

维持低强度生产的混合农业用地布局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上，

优于农田闲置 [47]。因此，保护高自然价值农田、林地，并引

导其使用者或拥有者主动施行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维持的环境

友好型农耕活动是关键。

由于城市边缘区用地权属复杂，功能诉求复合，且长期

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因此保护边缘区小微生境不仅需要从

物质空间层面对用地规模、布局等进行控制，还需要考虑生

境背后作为支撑的社会、经济条件与环境，采取刚性用地控

制与弹性利用引导相结合的管理方式，避免用地蚕食、功能

异化、废耕弃耕等问题出现。刚性用地控制主要体现在对高

自然价值农田、林地本身的保护与管理，旨在避免城乡建设、

农业集约耕作对用地造成的蚕食，可采用“定结构、定规模、

目标：城市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维持

策略：联系城乡的、具有多样性的景观生境网络建设与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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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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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用地类型、斑块密度、斑块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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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生境异质性、物种类型与分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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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边缘区小微生境和高价值用地保护与城市区域生物多样性维持
的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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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置、定功能”的方式进行管控。弹性利用引导主要是出

于对边缘区用地动态性、多样性、复合性特征的考量，即通

过利益赋予、政策鼓励等形式，引导社区居民认可低强度农

业耕作活动的高自然价值并主动参与其中，如种植多样化的

农作物、减少化学物品使用等。由于边缘区社会—生态系统

的多元要素组成与复合结构特征，应考虑应对用地与功能快

速变化的弹性措施 [48]，并采取区域协作的形式 [49]。

通过直接财政补贴使农户保护高自然价值农田、维持

传统农业实践，在短期内虽成效显著，但社会—生态系统脱

钩却限制其作用效果及时长，故应通过提升公众认知与主动

参与度来实现生境的长效保护。为促进利益主体（社会公

众、公共部门、民间社会团体等）更好地参与乡村发展计

划的编制、决策与资源分配中，欧盟针对性地施行了联系农

村经济与发展行动计划（LEADER：Liaison Entre Actions de 

Développement de l’Économie Rurale）以及社区主导的当地

发展计划（CLLD: Community-led Local Development）。截至

2018 年，欧盟已成功吸引到 61% 的乡村群众参与乡村发展

计划的决策过程。

3.4  边缘区小微生境和高价值用地保护措施落实法定规

划管控
城市边缘区小微生境与对应的高自然价值农田和林地

因涉及多部门管控，易沦为管理的“真空区”，应强化与其

他既有法定规划管控的衔接，实现落地保护。在欧盟地区的

高自然价值农田保护实践中，为强化管理有效性，管理部门

将用地保护纳入多项农业与环境政策，并作为规划评审的必

备条件。我国土地资源规划与管理体系中，边缘区小微生境

及其对应的高价值用地保护主要与国土空间规划和绿地系统

规划内容相关，因此用地管控应强化与二者的衔接（图 5）。 
（1）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衔接，主要体现在市（县）级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两个层级。其中，边缘区小微

生境保护与总规层面的管控内容衔接，能够进一步明确对区

域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安全具有支撑作用的生态空间格局，进

而细化农业生产空间划分和城市增长边界划定，优化城乡空

间布局并奠定分区管理基础；详规层面衔接能够落地边缘区

小微生境与对应高价值用地的“定结构、定规模、定位置、

定功能”管理，提升城市增长边界的管控力与科学性，同时

还可将维持小微生境的必要农耕活动作为对相关用地进行开

发的前提条件，予以推行实施。（2）与绿地系统的衔接，主

要体现在现有规划体系的完善与管控措施的细化上。首先，

边缘区小微生境及其对应高价值用地管控能够强化城市规划

区内绿色空间的管理，既能衔接外围景观生态网络，又能对

建设区内部的绿地组织提出详细控制要求，强化管控范围相

差巨大的市域与中心城区绿地系统规划内容间的联系，同时

还可弥补边缘区绿地的保护与管理缺失；其次，在笼统的边

缘区绿地分区中识别出对区域生物多样性维持具有重要意义

的高价值用地和生境单元，进而更为精确地进行用地管理，

提高管控能效。

+

+

城乡国土空间规划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资源评价：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评价、开发适宜性评价

基础奠定

细化补充

城乡发展与资源管控目标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管控

总体规划用地管控分区：
生态保护重要性分区、农
业生产适宜性分区、城镇
        建设适宜性分区

生态保护红线、基本农田控
制线、城市增长边界线确定

详细规划用地管控措施
落地：规模、性质、使
用强度、位置、功能等

落地强化

管控细化

细化调整

基础奠定

补充优化

完善促进

城市边缘区小微生境和高
自然价值农田、林地保护

用地识别：场地地形地貌
和资源特征、用地斑块形
态与生境条件特征、用地
使用情况、物种类型与分
布（含本土物种）等分析

用地规划：作为补充生境、
廊道系统、生态踏脚石，
纳入区域生态背景，助力
联系外围生态基质与城区
内部绿地的景观网络建设

用地管控：刚性边界管理
与弹性使用引导，兼顾城
乡复合功能诉求

衔接优化

管控细化

保
护

落
地

管控要求

细化和对接

空间管控引导

向上承接

细化补充

区域要素分析

资源评价：现状要
素提取与分析，重
  要生态斑块确定

规划目标制定

市域绿地系统格局
  架构与分区管控

城市规划区（含城
区）绿地系统构建
  与分区布局引导

中心城区绿地系统
  管控与用地布局

强化延伸

图 5  边缘区小微生境和高价值用地保护与既有管控衔接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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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边缘区半自然小微生境识别与保护，能够弥补城市建设

区内绿色空间的均质化、单一化、过度人工化等问题对区域

生物多样性造成的负面影响，且对于边缘区生态空间的保护

和建设用地管控效能的提升具有关键意义。文章通过对欧盟

高自然价值农田的识别与维护等内容综述，提出针对以农林

用地为主要构成的边缘区半自然小微生境的管控要点：（1）
强化管理部门对边缘区小微生境及其用地的价值认知；（2）
通过分析地形地貌、水文要素、耕作模式、用地异质性等，

对可能存在的小微生境及其用地进行识别，并将其纳入区域

景观生态网络中进行整体管控；（3）重建社会文化系统与自

然生态系统的联系，通过小微生境适当利用，引导公众主动

参与，实现用地有效保护；（4）强化与国土空间规划和绿地

系统规划内容的衔接，增加管控落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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