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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成环境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要素与优化路径
Built Environment Factors Affecting Urban Biodiversity and Planning Optimization Approaches

干靓
Gan Jing

摘要：城市生物多样性是评价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指标，对维护城市
系统生态安全和生态平衡、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生态城
市建设较多关注交通、能源、建筑等维度的绿色人工环境塑造，而较少涉及城
市生物生境系统的营造和修复。本文从城市空间规划设计的视角，通过相关文

1 通过城市规划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必
要性
1.1 生物多样性对城市建成环境的支撑作用

献的梳理，分析城市建成环境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表征，归纳影响城市生物多

城市生物多样性是在城市范围内各种非人生物

样性的城市建成环境要素，剖析各类建成环境要素的影响机制，提出提升城市

体有规律地结合在一起所体现出来的基因、物种和

生物多样性需要从“提高生物基层质量”和“减缓人工环境干扰”两维度优化

城市生态系统的分异程度 [1]，是城市发展的自然本

建成环境的路径，从生态用地、植被格局、开发强度、人类活动等四个方面阐

底以及最重要的城市公共资源之一 [2]。生物多样性

述了关键优化指标，为通过城市空间规划设计保护和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提供

的变化改变着生态系统过程和生态系统对环境变化

依据。

的抵抗力和韧性，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产生深远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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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又通过反馈机制影响到人类的健康和福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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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物多样性为地区建成环境提供的生态系统服
务不胜枚举，而其支撑作用和价值却常常被低估。
除了美学与文化服务价值之外，城市生态多样性还
可以调节水、空气、土壤的供给和品质，为提高城
市空气湿度、修复污染土壤、提高土壤肥力和降低
噪声提供服务。城市绿化补氧、固碳，吸收太阳辐
射，降低空气污染，保持水的平衡，通过遮荫和蒸
散调节城市景观的表面温度，降低热岛效应。由于
全球进入城市世纪，城市生物多样性正是大部分人
类能够体验的唯一生物多样性 [4]，公园和自然区域
在支撑城市自然生态亚系统与多种物种栖息生境的
同时，也为居民提供休闲和教育的机会，促使市民
接触自然，创建场所感，对人体身心健康产生积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51408426）
，同济大学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

影响 [5]。而从经济价值而言，英国和美国的多项研

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自主科研项目，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17 年度“科技创新

究结果显示，行道树以及可见的自然景观和水体可

行动计划”课题（17DZ1203200）

以使物业增值 5%~18% [6]。因此，城市生物多样性
常被作为评价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城市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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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优劣的重要指标，对维护城市系统生态安全和生
态平衡、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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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生态城市规划对生物生境系统与建成环境关系研究
的缺失

生动物普遍具有一种“同步城市化”（Synurbization）的进化

与受人工种植干预较多的植物相比，城市动物尤其是野

自 197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人与生

特征，即城市中的非家养动物逐步适应人造环境，甚至其生

（MBA）计划开始，人与自然在城市建成环境中的和
物圈”

存密度在城市环境中比在原生自然条件下更高，更加如鱼得

谐共生一直是生态城市研究的热点问题，城市生物多样性保

水 [10,11]，这在鸟类与小型啮齿类动物中尤为明显 [12,13]。与自

护与提升也是生态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和其他一

然状态下的同类相比，城市动物的生理特征包括：体型较小，

些国家非常重视城市规划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城市规划

便于经常性地移动 ；杂食性动物比例较高，饮食可以随时切

的各个阶段将生物多样性列为重要内容，基于长期监控土地

换，部分动物趋向于食用人类提供的食物资源，如垃圾残渣

使用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帮助规划设计人员将生物信

等 ；能够在人工结构中建造巢穴和栖息，有相对较长的繁殖

息数据与土地使用数据结合，并在规划系统中明确提出保护

期，较早的成熟期，较高的繁殖率和存活率 ；能够适应高密

[2]

生物多样性的路径和方法 。我国自建设部 2002 年颁布《关

度环境，有适应于类似原生环境中岩石峡壁的高耸建筑群的

于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通知》以来，也逐渐明确

行为模式 ；习惯甚至喜欢人类活动的干扰，或在行为上适应

了城市规划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作用，尤其在近年来的

人类，对于非生物条件的巨大变化有生理上的忍受力，如对

生态城市建设中，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城市规划研究日益得

于鸟类而言，惊飞距离更短 ；昼夜活动时间长，活动范围较

到关注。但总体上看，我国城市规划领域对生物多样性的研

小，迁徙行为减少等。群落特征则为 ：以泛化种（generalist

究与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即便是近年来如火如荼的“生态

species）主导，一种或几种物种成为城市主要物种 ；特化种

“低碳城市”
“低碳生态城市”建设，也主要聚焦于交通、
城市”

（specialist species）较少，利用触手可及的食物、庇护所以

能源、建筑等维度的绿色人工环境塑造，而较少涉及城市生

及水资源 ；广布种比例较高。

物生境系统的营造和修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规划设计

“同步城市化”对城市野生动物的空间选择行为模式和

人员对生物多样性与空间布局之间的关联性缺乏理解，因此

空间分布规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王彦平等、米库拉等

在生态城市规划前期即使邀请了生物学家进行生物系统调查

（Mikula et al.）研究发现城市中的鸟巢分布存在一定程度的

和生物空间功能区划研究，也较难在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

种间差异，反映了鸟类的城市空间选择适应策略 [14,15]。雷西

得到有效应用和落实。

和奥伊勒（Racey & Euler）对加拿大安大略中部城市哺乳类

笔者认为，解决上述问题首先需要探讨城市建成环境要

的研究 [16]，布莱尔（Blair）等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帕洛阿尔

素与城市生物多样性之间的互动关系，解析相关要素的作用

托市（Palo Alto）鸟类和蝶类的研究 [17-20]，德尼斯和施密特

效应。在本文中，笔者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分析城市建成

（Denys & Schmidt）对德国汉堡地区昆虫的研究 [21]，杰曼和

环境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表征，明确影响城市生物多样性的

韦克林（Germaine & Wakeling）对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蜥

城市建成环境要素，剖析各类建成环境要素的影响机制，提

蜴的研究 [22]，梅斯塔斯等（Maestas et al.）对美国科罗拉多

出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建成环境优化路径，为通过城市空

流域的鸟类、中型哺乳类的研究 [23]，克鲁克斯等（Crooks et

间规划设计保护和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提供依据。

al.）对美国加州圣地亚哥鸟类群落的研究 [24]，都展现了鸟类、

2 城市建成环境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表征
城市建成环境主要由建筑、道路、污染物、噪声、车辆
和人流构成。无序蔓延的城市开发造成许多野生动植物栖息
地日趋萎缩，直接威胁种群繁衍 ；而工业污染和生活垃圾的
无序排放，改变了生物物种的生理特征及栖息环境，导致许
多物种灭绝或种群数量大大减少。

昆虫、水生动物等生物存在沿城市化梯度呈现一定空间分布
规律的特征。

3 城市建成环境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要素及其影
响机制
地球上的生物，都必须依靠太阳、空气、水和土壤等
四项环境因子来存活，这四大因子是地球生态系统的根本。

城市建成环境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

其中太阳、空气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主要属于生物地理

市动植物特有的生理和群落适应性特征上。城市植物的生理

区系的影响 ；而水与土壤两个因子则深受人类开发活动的

特征包括 ：覆盖率低 ；演替缓慢 ；花期相对较长 ；抗污染能

威胁，城市建设对水和土壤环境的破坏尤为严重。大多数

力较强。群落特征包括 ：广布种、常见种和归化植物比例较

学者认为，在区域尺度，气候是影响生物群落的主要因素 ；

高 ；草本植物种类多于木本种类 ；杂草和伴人植物占较大比

在城市尺度，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对生物多样性分布格局

重 ；通常以开花的被子植物为优势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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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到决定性作用 ；而在中微观尺度，生境特征、植被结构、

干靓

土地开发和管理强度、土壤等微环境因素可能是决定物种
分布的关键因素

[25]

。

城市建成环境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要素与优化路径

满足动植物群落生存繁衍的基本面积要求，从而形成更为稳
定的种群。

笔者将城市建成环境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要素总结为两

生态用地空间形态结构特征的改变，通过生境斑块区位、

（1）直接承载生物本体的基层承载要素，即城市
个维度 ：

密度、形状、异质性和连通性等改变了城市地区的生物物理

建成环境对土地资源及其结构和环境质量的改变机制要素 ；

过程。根据岛屿生态学理论，城市生境斑块的边缘一般意味

（2）人工环境对自然基质、格局以及生物活动的间接干扰

着人类活动的干扰界面，边缘的界限越长，越容易受到外来

。
要素（图 1）

冲击，因此形状完整的生境空间较有益于生物多样性。生境
之间的距离越接近，越方便物种在各种生态位之间移动与交

3.1 生物基层承载要素及其影响机制

流，对植物群落的多样化也越有利，因此生境之间不能间隔

生物基层承载要素主要包括承载植物的生态用地基层和
承载动物的植物基层。

太远。在城市中，由于建筑、道路等人工设施的存在，生境
之间即便在几何空间上趋近，也可能由于实际空间上的阻隔
而无法进行物质能量交换。因此众多生境间需要有足够宽度

3.1.1 生态用地

和一定数目的廊道联接，以促进物种的网状移动与基因交流。

生态用地指除建设性用地以外，以提供环境调节和生

特雷塔罗斯等（Tratalos et al.）对英国 15 个城市的研究，验

物保育等生态服务功能为主要用途、对维持区域生态平衡

证了绿地覆盖率、花园覆盖率、树木在花园和绿地中的覆盖

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土地使用类型，一般包括绿地、

率、绿地斑块平均面积、花园和绿地斑块平均面积、非封闭

林地、湿地、耕地、水域等。城市土地使用功能和结构的变化，

用地斑块平均面积、花园和绿地中树木斑块平均面积等空间

造成了生态用地的规模缩减、布局形态改变以及随之带来

形态指标，与生物多样性潜力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指数之间

的自然景观破碎化，是导致物种结构和物种丰富度变化的

的关系 [30]。赖斯等（Reis et al.）采用 20 个和植被、
土地覆盖、

主要原因

[26]

土地使用类型相关的变量检验与 8 个街区的鸟类物种丰富度

。

根据保护生态学的“种—面积关系”理论，在一定地域

的相关性，结论显示具有最大正相关性的变量是地块中的居

内物种数量与面积之间存在一定的函数关系 ：通常而言，当

住用地比例、原生树木密度、未铺砌路面比例，而商业地块

生境面积越大时，物种的数量也倾向较多，越能维持健全的

密度、外来树木密度以及地块建成面积比例具有最大的负相

动植物群落。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直接导致了自然生态空间规

关性 [31]。谢世林等以北京城区 29 个公园为对象，研究了公

模的大幅度缩减，尤其是森林规模和森林覆盖率的降低，使

园面积、景观破碎度、林地和人工表面比例、林地最大斑块

得破碎化的栖息地无法满足野生动物种群的最小生存面积。

指数、景观聚集度指数、景观多样性及均匀度指数等公园景

2

以鸟类为例，日本的研究表明，必须有 1 hm 以上植生良好

观格局特征对夏季鸟类群落的影响，结论发现平均斑块面积

的绿地才有密林性鸟类出现，10 hm2 以上植生良好的绿地才

小、公园景观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对鸟类物种丰富度有明显

会有较多的森林类鸟类栖息

[27]

。如凯瑟琳（Kathr yn）认为

的不利影响 [32]。

局部地区的森林覆盖率、森林用地宽度对栖息地破碎化、鸟
类繁殖与生存能力、植被变化与外来入侵植物等方面有重要

3.1.2 植被格局

影响 [28]。阿尔贝蒂等（Alberti et al.）在美国普吉特湾的研究

根据自然法则，所有野生动物的基本需求包括食物、水、

揭示 ：相较于布局模式，森林规模与鸟类多样性的相关性显

庇护所 [33]。城市植被可为野生动物提供直接的食物和庇护所：

著度更高 [29]。由此可见，森林等生态用地的规模效应有利于

很多果树和灌木的花蕊、果实和种子是野生动物一年四季的
食源。郁闭度较高的乔木，可以将野生动物与人类干扰安全

๖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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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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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树龄长的高大乔木通常是很多物种的家园，其内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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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为良好的巢穴之地。水果和浆果中的水分以及植物和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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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上的晨露或雨后的水滴，也能成为野生动物的间接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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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植被及其覆盖面积和比例、生物量的改变，以及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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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建成环境影响要素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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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结构与配置方式，会对野生动物觅食、筑巢、栖息等行
为的空间生态位产生效应，继而影响物种数量和分布。
植被覆盖率降低是引起城市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
因，对于一个地区的动物来说，其物种丰富度与植被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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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明显的正相关。李姓学者等（Lee et al.）对台湾主要城市

成野生动物非正常死亡 [43]。奥尔特加 - 阿尔瓦雷扎和麦格雷

鸟类的研究表明，鸟类丰富度与植被覆盖指数（NDVI）呈

戈 - 福斯研究了墨西哥城城市化地区绿地、居住用地、商住

[34]

。帕克和尼隆（Parker & Nilon）通过对巴

混合用地、商业用地与鸟类多样性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的关系，

尔的摩 6 个公园灰松鼠的研究，证明了公园面积、植被盖度

发现城市开发程度与鸟类种群结构单一性呈正相关关系 [41]。

和树阵数量是影响灰松鼠密度最有效的指标 [35]。乔灌草植被

王卿等对上海各区县的研究显示，人均 GDP、人口密度和

层，可以提供不同的食物和庇护基层。葛振鸣等对上海 8 个

交通网络密度这些人类活动指标，对生物多样性综合指数和

园林绿地春季鸟类的研究，显示植被种数、灌木层盖度、草

各类物种的丰富度具有负面影响 [44]。

明显的正相关

本层盖度等因子在影响园林鸟类群落结构和分布中起关键性
作用 [36]。

3.2.2 人类活动

通常情况下，植被越丰富则野生动物的多样性越丰富 ；

车流量、人流量等人类出行活动以及声环境、光环境、

植被越单一，种群也趋向单一化。肖琨对四川绵阳绿地植物

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等环境污染和微气候变化，影

结构与昆虫多样性关系的研究，验证了昆虫群落的分布不仅

响植物的生物节律和花期以及动物出行、觅食、筑巢、通

受植物数量的影响，同时也受绿地复层结构以及温湿度的影

讯等行为模式，从而导致生理机能和种群结构的变化。如

响

[37]

。晏华等对重庆蝶类的研究显示，植被种类丰富度越高、

覆盖率越高的生境，蝴蝶种类和数量越多，蝴蝶多样性指数
[38]

胡志军等指出，道路交通导致动物死亡，已成为野生脊椎
动物死亡的首要原因 [45]。阿尔贝蒂和马斯勒夫（Alberti &

。城市中原生植被的减少，也必然引起野生动物的

Marzluff）以及米尔特纳等（Miltner et al.）发现城市不透水

栖息环境急剧恶化。布格哈特等（Burghardt et al.）对美国宾

地面的增加改变了地表水文状况和微气候环境，导致了水底

州东南部 6 组城郊物业的研究表明，原生植被主导的物业比

生物的多样性指数以及溪流大型无脊椎动物的生物总量的下

对照组有更多的鳞翅目物种数，以及更高的鸟类物种丰富度、

降 [46,47]。贾森和查尔斯（Jason & Charles）在对加拿大安大

也越高

生物量和本土繁殖鸟种

[39]

。

略省伊利湖的灯塔与夜间迁徙鸟死亡原因关系的研究中发

野生动物的物种多样性也与植被的空间配置方式有关。

现，改变光束的强度可以大大减少灯光对鸟类的误导从而降

王彦平等对杭州城市行道树带的繁殖鸟类及其鸟巢的研究，

低其死亡率 [48]。城市人为活动对于水域的破坏和污染，如河

揭示了树冠盖度、至大片林地的距离、至主要水源距离、树

流变成暗渠、裁弯取直、水泥衬地、石砌护坡、高筑河堤等，

带宽度与特定鸟种鸟巢分布存在正向联系 [14]。范·西奇克

。
也会使依赖水域生活的鸟类等物种迅速减少 [49]（表 1）

（Van Heezik）以及奥尔特加 - 阿尔瓦雷扎和麦格雷戈 - 福斯
（Ortega-Alvareza & MacGregor-Fors）的研究，分别指出新西
兰某城和墨西哥城西南部的鸟类丰富度与乔木的平均高度以
及灌木覆盖率、灌木高度、草本植物高度呈正相关 [40,41]。

表 1 城市环境要素变化对生物的影响
城市环境要素及其特征

对植物的主要影响

对动物的主要影响

气 候 环 境 ：温 度 高， 湿 生长周期更长，物候 繁殖期提前，部分物种繁
度低，风速小，循环弱

期改变

殖速度加快，生物节律被
打乱

3.2 人工环境干扰要素及其影响机制
人工环境对生物多样性的干扰主要通过城市土地开发活
动与生物基层竞争各类空间生态位，以及城市中的高强度人
类活动改变生物本体的生理和群落适应性特征实现。

3.2.1 开发强度
开发强度表征了单位土地的使用程度，通常包括容积率、

土壤环境 ：紧实度大，通 群落结构单一，入侵 改变土壤动物群落结构
透性差，硬化比例高，肥 种比例较高
力弱，污染严重
光环境 ：自然光照少，人 影响植物生物节律和 改变迁移行为、冬眠行为、
工 光 照 多， 夜 间 照 明 干 花期

繁殖行为以及夜行动物的

扰，日间光污染

觅食行为，导致近地面撞
击致死

声环境 ：噪声污染

过早凋谢

赖声音进行通讯的类群的

建筑密度、道路网密度、居住密度等。人类开发活动所带来
的生境隔离，改变了生物生存和繁殖的自然过程，如花粉传
播受阻和动物穿越行为的阻碍，会导致基因流动抑制而使近
交和罕见等位基因丢失机会增加，影响物种的繁殖、生长发
育和种间关系等生物多样性变化过程与趋势 [42]。如格力斯塔
等（Glista et al.）认为交通廊道对生物栖息地的占用导致栖
息地破碎化和岛屿化，给道路两侧生物穿越带来阻碍甚至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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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鸟类、蝙蝠等主要依
觅食能力

水环境 ：地下水位降低、 耐污染水生植物大量 影响鱼类、底栖动物的种
水污染

繁殖

类和数量

大气环境 ：大气污染（粉 敏感种减少或消失 ； 减缓生物的正常发育，影
尘 / 可吸入颗粒物、二氧 抗污染强的种类保存
化 硫、 氮 氧 化 合 物、 一
氧化碳等）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响生理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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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成环境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要素与优化路径

其中生态用地指标较多聚焦于绿地和林地，对湿地、水域、

4 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建成环境优化路径

耕地等其他类型生态用地的影响效应和优化路径则需要进一

如上述研究现状与文献梳理所示，保护和提升城市生物

步梳理。“减扰”路径取决于开发强度的降低和人工—自然

多样性的建成环境优化路径需要从“提高基层质量”和“减

隔离度的增加，研究论证相对于“提质”略显薄弱，其中对

缓干扰压力”两个维度予以考虑，涉及生态用地、植被格局、

建筑密度、居住密度、道路网密度的研究较多，还需要通

开发强度和人类活动等四个方面的建成环境要素。宏观尺度

过实证研究进一步明晰与城市规划关系更为密切的人口集聚

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城市建成环境要素主要为整体开发强度、

度、经济开发强度、交通出行等指标的影响效应和优化路径。

密度、集聚度以及绿地、林地、湿地、耕地、水域等各类生

“提质”和“减扰”共同作用，才能更为系统且有效地提升

态用地的规模与结构，而植被格局数据在宏观尺度上较难获

城市生物多样性（表 2）。

取。在中微观尺度，除了延续宏观尺度的具体地块开发强度

大部分文献以现场调研所获取和计算的生物多样性测度

要素以外，绿地和水体作为中心城区小尺度生态用地的载体，

指标作为因变量，以潜在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建成环境变量作

对城市生物多样性有直接影响，因此在实证研究中，可以绿

为自变量，采用统计分析方法，通过显著性检验，提取影响

地为主、水体为辅分析其规模和空间形态特征与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的城市建成环境关键影响因子，优化指标的具体

的关系。另一方面，为动物提供觅食、巢居、休憩生态位，

取值范围也有待在后续的实证研究中进一步探究。

并在小尺度进行测绘和调控植被的规模、结构和种植形态亦
可作为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建成环境要素进行分析。由于环境

5 结语

监测数据较难获取，且该类要素较难在城市空间规划设计中

在中国城镇化跨越 50% 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报告

进行直接调控，因此在城市规划学科的生物多样性影响研究

明确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

中，环境污染影响要素一般不作为核心研究变量。

理念，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

基于“提高基层质量”和“减缓干扰压力”两个维度，

，并
度体系”，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本文梳理了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建成环境关键优化指标以

，这些
进一步提出“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提质”路径主要取决于生境的“四度”——
及相应的文献。

对新时期的城市规划建设提出了更明确和更高层次的生态转

密度、集中度、连通度和高度的提升。论证较为充分的指标

型要求。联合国人居署和地方政府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等机构

主要在于生境斑块的空间形态特征以及植被的规模与形态，

2012 年联合发布的《城市与生物多样性展望报告》，指出城

表 2 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建成环境优化路径与优化指标
优化

优化指标类型

路径

正面影响

提高
生态
用地
提高

质量

用地规模

空间形态

宏观尺度

中微观尺度

负面影响
生态用地面积和比例（绿地、
森林为主）[28,29,31] ；绿地面积 [32]
景观特征指数 [44] ；生境斑块连
通性 [26,32] ；生态网络连接度 [32]

正面影响

负面影响

—

—

—

—

—

生境斑块密度 [30,32] ；生境斑块边周比 [30]

生物

乔木、灌木、地被层覆盖面积、

—

—

植被结构

—

—

质量 植被形态

—

—

—

经济开发强度 [44]

基层

提高 植被规模

质量

植被
格局

经济发展水平

比例与生物量 [31,34]

—

植被种类 [31,37,38]；本地植被比例 [39] —
树高与树冠盖度 [14] ；植被空间配
置关系 [40,41]

—

—

—

—

—

降低
减缓
人工

开发
强度

人口集聚度
建设开发强度

—
—

干扰
压力

减少 交通流量
人类
活动

环境污染

人口密度

[44]

建筑密度
度

[43]

[44]

；居住密

；道路网密度

[43,44]

—

—

—

—

—

—

—

建筑密度 [30,41] ；住户密度 [30] ；未铺砌
路面比例 [31]
车流量、人流量 [14,45]
气候环境、声环境、光环境、水环境、
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等环境污染 [45,48]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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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
遇

[50]

，也再次为城镇化与城市发展过程中如何保护自然生物

资源，提供了新的依据和方向。由此可见，在高密度城市建
成环境中维护和提升生物多样性，是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
关键问题之一，导入生物多样性视角也是城市规划尤其是生
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中有必要进一步探索的领域，可为未来
的城市生态转型发展提供更多的借鉴与参考。
目前我国城市规划领域对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与实践尚
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本文对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建成环境要素及其影响机制进行
了分类讨论，生态用地要素主要包括用地规模和空间形态，
植被格局要素主要包括植被规模、结构和形态，开发强度
要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人口集聚度和建设开发强度，
人类活动要素包括交通流量和环境污染程度。本文提出，提
升城市生物多样性需要从“提高生物基层质量”和“减缓
人工环境干扰”两个维度同时展开，并归纳总结了两个维
度四类要素在宏观和中微观两个空间层级的关键优化指标，
指出了可进一步分析的指标类别，可为开展规划实践和实
证研究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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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随笔
有所失，因此，认真分析思考谁是城市规划决策的赢家和输

城市规划要讲政治
叶齐茂

家至关重要。
《当代城市规划》
（第十一版）给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城市
规划师如何选择政治站位的故事。看看美国人如何在做出这
种转变，看看现在正在影响城市规划的历史、经济、政治、
法律、意识形态和环境因素，看看各种利益集团如何在那里
围绕土地空间、再城市化、经济适用房、老年人的特殊住房、
新的公共交通开发、绿色建筑的技术和标准、环境和能源政
策、抵御严重自然灾害等问题而展开较量，看看规划师们如
何在面对这些问题时选择他们的政治站位。

笔者正在翻译美国很多大学使用至今的一本教科书，

城市规划技术已经相对成熟了，关键是如何用好它。用

《当代城市规划》（第十一版）（Contemporary Urban Planning,

好它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政治站位。发展是以人

2017）。第一版是 1988 年出版的，现已经被翻译成四种文字。

民为中心的，城市规划也是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2003 年，人大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本书的第五版。对照来看，

生活需要为使命的。因此，在中国争取做一个人民的“规儿

第十一版增加了很多新素材、新问题、新争议，更准确地反

子”是有政治基础的，当然，也有迫于权势做“龟儿子”的

映了当前美国规划界对新世纪城市问题的新视角、新认识、

各种压力。这样，我们需要科学地掌握城市规划的政治意义，

新观念、新选择和新方法。

强化城市规划的政治意识，增强平衡社会各方利益的政治本

不过，这本城市规划概论初心不改，从第一版至第十一
版，一以贯之地给学生灌输一个基本观点，即当代城市规划
是非常讲政治的，当代城市规划从来都摆脱不掉政治漩涡，

领，通过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赢得群众，赢得时代。
兼听则明。
《当代城市规划》
（第十一版）或多或少可以

当代城市规划师在分配土地、空间、资源、环境和利益的活

给我们带来一些启迪，至少让我们知道，城市规划讲的政治

动中不可能居于中立地位，总会让一些人有所得，让一些人

不是“空头政治”
，而是再具体不过的政治实践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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