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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及其利弊关系

 城市发展历程中生态型宜居城市定位

 上海城市绿化、水系建设成就

 生态上海建设中的问题思考

 上海城市近自然型生态恢复的实践

近自然森林、绿地的建设

水系的近自然型改修和重建

“看法 想法 做法”

内 容



城市为何绿色发展？

如何绿色化建设？



城市绿地、林地、湿地 + 耕地

= 城市重要的生态空间

= 城市具生命的绿色生态基础设施

—— 绿色化建设的主要内涵

为何人们现在
关注城市生态环境建设?！



《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5,2011）

2010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

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0%

（2012年52.6%, 2013年53.73% , 2014年54.77%, 

2015年56.10%, 2016年57.35% ）

2010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城市人口超过乡

村人口，标志着中国数千年来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城乡人

口结构发生了逆转，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



中国城市化率的变迁

1978年（改革开放初始）：18.9%

（低于北宋时期20.1%、南宋时期22.4%）

2010年：超过50%

城市化标志：城市人口

城市数量



2013年中国城市分级名单（非港澳台）
《第一财经周刊》发起的非权威最新城市排名

通过综合商业指数对400个城市进行新分级。

这种城市分级方式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城市

行政级别的划分，摈弃了以GDP论英雄的单一指

标分级，而是综合了人均收入、教育资源、大公

司和大品牌的选择等多项更具现代商业意义的指

标。



一线城市19个
一线：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新一线城市（非港澳台）：成都、杭州、南京、武

汉、天津、西安、重庆、青岛、沈阳、长沙、大连、厦

门、无锡、福州、济南15个。

二线城市 36个
宁波、昆明、苏州、郑州、长春、合肥、南昌、哈

尔滨、常州、烟台、南宁、温州、石家庄、太原、珠海、

南通、扬州、贵阳、东莞、徐州、大庆、佛山、威海、

洛阳、淮安、呼和浩特、镇江、潍坊、桂林、中山、临

沂、咸阳、包头、嘉兴、惠州、泉州。



三线城市 74个

三亚，赣州，九江，金华，泰安，榆林，许昌, 新乡，

舟山，慈溪，南阳，聊城，海口，东营，淄博，漳州，
保定，沧州，丹东，宜兴，绍兴，唐山，湖州，揭阳，
江阴，营口，衡阳，郴州，鄂尔多斯，泰州，义乌，汕
头，宜昌，大同，鞍山，湘潭，盐城，马鞍山，襄樊，

长治，日照，常熟，安庆，吉林，乌鲁木齐，兰州，

秦皇岛，肇庆，西宁，介休，滨州，台州，廊坊，邢台，
株洲，德阳，绵阳，双流，平顶山，龙岩，银川，芜湖，
晋江，连云港，张家港，锦州，岳阳，长沙县，济宁，
邯郸，江门，齐齐哈尔，昆山，柳州，绍兴县，运城，
齐河。



四线城市 76个

衢州、太仓、张家口、湛江、眉山、常德、盘锦、

枣庄、资阳、宜宾、赤峰、余姚、清远、蚌埠、宁德、
德州、宝鸡、牡丹江、阜阳、莆田、诸暨、黄石、吉安、
延安、拉萨、海宁、通辽、黄山、长乐、安阳、增城、
桐乡、上虞、辽阳、遵义、韶关、泸州、南平、滁州、
温岭、南充、景德镇、抚顺、乌海、荆门、阳江、曲靖、
邵阳、宿迁、荆州、焦作、丹阳、丽水、延吉、延边朝
鲜族自治州、茂名、梅州、渭南、葫芦岛、娄底、滕州、
上饶、富阳、内江、三明、淮南、孝感、溧阳、乐山、
临汾、攀枝花、阳泉、长葛。



2016年4月25日，在针对338个中国

地级以上城市，按照5个维度平均加权

计算，为中国城市再分级。

商业资源集聚度、

城市枢纽性、

城市人活跃度、

生活多样性

未来可塑性



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地
位依然不可动摇。

新一线城市（15）依次是：

成都、杭州、武汉、天津、南京、重庆、
西安、长沙、青岛、沈阳、大连、厦门、
苏州、宁波、无锡。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爱德华·索亚

（Edward W.Soja）认为：

全球的城市化经历了三个阶段：

城镇化 大都市化 区域城镇化

区域城镇化是当代世界城市化的主要趋势

在从大都市化向区域城镇化的转换过程中，

人们遭遇了诸多问题和困境。



∴ 城市 = 人类生活工作

生产经营活动 的主要场所

但，快速的城市发展 = 利、弊两面性



城市化的利 = 更集中的生产和消费

更高的居民收入

更高的医疗和教育水平

更及时的信息交流

—— 现代化



问题

交通拥堵 人口膨張

环境污染

自然資源短缺与耗竭

文明被毁

城市贫困 气候变化

生态破坏

経済増長模式

杨荣金，舒俭民 . 生态城市建设与规划

城市发展中的问题（城市化的弊）

都市犯罪率



“霾” = PM2.5 =    细颗粒物（20130419）

“光化学污染”？

城市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城市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都市病

河道黑臭、

垃圾围城



大拆大建式造城运动，将城市化沦为单

一的“大城市化”和城市蔓延

—— 导致城市“水泥森林”在迅速崛起

环境恶化、交通拥堵、文物破坏

房价飞涨、贫富分化、官员贪腐

（张智新 ，2013）

— 社会问题 = 新都市病（达良俊）

也迅速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恶性传染



城市化进程
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生活方式发生改变

但，环境对人类健康、生存影响日益加剧

∴人们的需求发生极大变化

富足、便利生活的追求

渴望生态环境的改善、人居环境的提升

（生态需求 = 第一社会需求）



城市 = 生态学者关注的新热点和焦点

生态学研究的新场所

*社会对城市生态学研究的期待和要求

基礎研究 → 応用研究 → 技術開発



城市生态学者

＝ 批评者＋ 建设者

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 創造性源泉

“看法 —— 想法 —— 做法”（三法论）

（人文理性） （科学理性） （工具理性）

“文理工兼容并蓄”（思维模式）

关注：城市 + 生态



不同专业背景的城市观

1. 词典：人工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

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

2. 行政管理：人口集中，有社会.政治.经济的组

成形式，并有一定边界.管辖范围的

行政单元。



3. 经济学

城市 ＝ 经济单位

劳动分工 = 城市经济组织的基础

4. 社会学（Park et al 1925）

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仪习俗和

传统构成的整体，如民族等。

城市并不简单的等于物质现象，而是自然

的产物，人类属性的产物。



5.系统論(40年代兴起的概念)

城市 ＝ 一种系统（urban system）

七要素：社会、構造、経済、交通、

信息、文化、自然（生态）



6.生态学

城市 ＝ 生态系统

→ 具有一般生态系统的基本特性

（生物与環境的相互作用）

生命部分：人.动物.植物.微生物

环境部分：各种物理化学环境条件

物质代谢、能量流 + 信息流



生态学视角下的城市

都市的生态“三观”= 生态哲学

生命观 动态观 系统观
（有机性、延续性） （阶段性、驱动性） （整体性、复合性）

城市发展历程 = 群落替代过程

（不同阶段or侧面）



发展阶段 目标

卫生城市 清洁健康

园林城市 景观美化

森林城市 生態游憩

环境保护模范城市 治污防灾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

循环型城市、低碳城市
循环持续

易居城市（数字、智能、知恵） 便利智慧

宜居城市（“田園都市”） 舒适和谐

健康城市、平安城市、文明城市

幸福城市、全球城市……
………

生态城市 终极目标？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城市发展

生
态
型
城
市

动
态
发
展
过
程



上海生态型宜居城市建设的实践

上海都市建設的历程

园林城市（2004年）

森林城市（2003年开始研究、建设至今）

环境保护模范城区（闵行区）

生态岛（崇明島）

生态城区（崇明陈家镇生态城）

卫生城市（各区正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区）

2012年，爱国卫生运动60周年

文明城市……



*作为国际大都市发展的目标（2000年）

结构合理

＝ 建设生态城市 功能高效

关系协调 （宋永昌，1998）

存在+发展状态皆优、可持续发展城市

（达良俊等，2010）。



*“十一五”规划

2010前，建设成生态型（动态观体现）城市

＝ 生态上海建设 —— 迎接世博会

“两型”城市（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循环城市、低碳城市

“易居”城市（数字城市、智能都市、知恵都市）



后世博时代上海城市建设新目標：

= 生态型宜居城市（“十二五”规划）

（Livable city）



上海市“十三五”规划

五大主要战略任务：

1、创新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2、协调发展，构建便捷畅达的综合交通网络；

3、绿色发展，共建生态宜居家园；

4、开放发展，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5、推进共享发展，增进市民福祉。



2014年，上海市府提出面向未来30年“上海全

球城市”的建设目标，强调从生活、生态环境2

方面，建设宜居城市。

全球城市（Global city）指在社会、经济、文

化或政治层面直接影响全球事务的城市，是世界

范围内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如纽约、伦

敦、东京、新加坡等。



全球城市（2040）

生态、宜居 =  重要维度



生态（生之態）

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及其

发展的状态。

《易 经》：天地之大德，生也。

儒家思想：“生生”、“生生不息”



宜居城市

有良好的居住和空间环境、人文社会环境、

生态与自然环境和清洁高效的生产环境的居

住地。

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协调发展，人居

环境良好，能够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

求，适宜人类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城市。

http://baike.baidu.com/view/208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1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655.htm


宜居性理解

宏观：自然生态环境、社会人文环境、

人工建筑设施环境良好 --都市环境

中观：规划设计合理、生活设施齐备、环境优美、

和谐亲切 --社区（室外）环境

微观：居住面积适宜、房屋结构合理、卫生设施先

进，通风、采光、隔音功效良好

--居室（室内）环境



 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居大会

提出了城市应当是适宜居住的人类居住

地的概念

此概念一经提出就在国际社会形成了广

泛共识，成为21世纪新的城市观。



全球宜居城市排名

经济学人智库（英国），每年公布宜居指

数排名，全球共有140个城市得到评分，宜居

指数以100分为满分。

评分包括五类别：

稳定、医疗、文化及环境、教育及基建



2016年全球宜居城市

全球首五名宜居城市排名未有变动，澳洲墨尔本蝉

联全球最宜居城市，后随城市分别是维也纳、温哥华、

多伦多，卡尔加利和阿德莱德并列第五名。

亚洲众多城市中，全球排名最高日本东京，名列全

球第13位，香港排行第43位，苏州今年领先北京，成

为中国内地最宜居城市，位居全球第72位。



2016年全球宜居城市

经济学人智库概括，全球最宜居城市中，

大部分是在富裕国家的中型城市、人口密度

相对较低。

这些条件下，居民能进行不同类型康乐运

动，亦能避免高犯罪率及基建未能应付需求。



中国宜居城市評価指標体系

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

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

生活便宜度、公共安全度 六大指标体系

(2007年4月19日、中国建设部科技司) 



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生态环境健康指数

城市安全指数

生活便利指数

生活舒适指数

经济富裕指数

社会文明指数

城市美誉度指数

七项一级指标，四八项二级指
标，七四项三级指标

《GN中国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中国十佳宜居城市排行榜
通过运用《中国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对

中国289个城市进行调查、研究、评价，产生
2009中国十佳宜居城市排行榜：

青岛、苏州、泰州、厦门、宁波、长沙、聊城
河池、包头、信阳



中国历年十佳宜居城市



中国历年十佳宜居城市



而作为候选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却获得

的投票寥寥。评选专家团分析，这些大城市人
口已经出现超负荷状态，其生活和工作环境都
发生了变化，已经不符合宜居城市的理念，受
到网友冷落。

上海周边的江浙地区有苏州、扬州、南京、

泰州，杭州、嘉兴、绍兴、宁波、金华、衢州、
台州等11个城市入选，这些城市多为海滨城市

或著名的旅游城市，其地理位置优越、风景优
美、环境优良。



 上海同为海滨城市，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也大

力建设城市绿化、治理城市河流，改善城市环境，但

与北京、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相同，由于人口严重超

负荷导致各类都市病的恶化，

 不仅在宏观层面上造成城市整体的自然生态环境与

宜居城市标准形成差距，

 在中、微观层面上生活和工作环境的适宜性也不断

下降，在评选中遭到冷落。



上海面向全球城市，

开展生态型宜居城市建设，

—— 着重强调其宏观层面的生态性

建设，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2016年10佳宜居城市

青岛、昆明、三亚、大连、威海、苏州、珠
海、厦门、深圳、重庆。

杭州、上海、长沙、济南、福州、成都、海口、兰

州、长春、乌鲁木齐、天津、合肥、沈阳、南京、
宁波、西安、武汉、贵阳、石家庄、西宁、郑州、
南宁、呼和浩特、拉萨、银川、南昌、太原、哈尔

滨、广州、北京。



主要抓手、建设途径

城市植物、植被

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者）

城市“三地”（绿地、林地、湿地 + 耕地）

城市重要生态空间，具生命的绿色生态基础设施



宏观层面
城市陆生生态系统

城市绿化、城市森林

城市水生生态系统

城市水系、水体

中观层面
人居环境

绿景、水景住宅

微观层面
室内环境

上海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成就(看法)



中心部における“都市の自然化”運動

Public Green space along 

Yanzhong Road

23ha， cost  27 billions RMB
year

Coverage

Rate (%)

Public

Green 

Space
(m2/person)

1999 20.3 3.5

2000 22.2 4.6

2001 23.5 5.5

2002 30.0 7.6

2003 35.2 9.2

2004 36.0 10.0

2005 37.0 11.0

2007

2009

37.6

38.1

12.0

12.8

城市绿化、森林 = 都市的“再自然化”



上海都市中心部緑化配置

Green belt :

L98km,W500m



核心林 ＝ 生物信息据点
＋

林 带 ＝ 交流通道

城市森林网络系统

森林覆盖率
1980年：1.30%

1999年：8.02％
2013年：13.1％
2014年：14.04%

2015年：15%

2020年：18%（35%）
2040年：25%



•苏州河、黄浦江水质很大

程度得到改善；从2000年消

除“黑 臭 ”后，水 质逐步改

善，生态功能正在逐步恢复。

•中小河流达到

「面清、岸洁、有绿」目標

水生生态系统恢复



城市生态建设的问题思考（看法）

城市陆生生态系统建设存在的问题



 存在的不足

①群落结构单一，物种丰富度低，自然度不高

59个群落中自然度评价为差的有58个，群落平均物种为3种，
乡土种比例平均为32％，其中大部分群落内无乡土种。如外还
林带的意杨林、香樟林、杜英林、悬铃木林等，采用苗圃式单
种种植模式

外环绿带（意杨纯林） 外环绿带（香樟纯林）



苗圃式单品种种植，
大量支撑架的使用 生土（河道挖掘）条件下的种植

林中的人工水系和堆筑的小地形

园林式城市森林建设



沿路背景林带中意杨的虫害

大量杀虫剂的使用 —— 二次污染

“绿色沙漠”＝有绿无虫、有绿无鸟



2016.03.23 天山公园



2016.03.23 天山公园



②住宅区 树种配置未充分考虑群落的动态发展，
个体之间过多重叠，导致群落后期发育不良

由于乔木层树种种植过

密，群落内植物个体在生

长发育过程中，由于过多

重叠而承受较大的竞争压

力，出现个体畸形、树干

倾斜以及枝叶枯损等现象，

严重影响了群落的稳定发

展和绿地景观
民星新村（雪松＋湿地松群落）



杀头树、腰斩树

20090114



③ 为营造热带景观，种植昂贵的热带树种，所构建

群落需大量的人工维护，增大了绿地养护压力 ——

“跨地带性种植”

热带植物的种植



佛 肚 树



2005年1月寒流 2006年1月

佛肚树



2007年2月

佛肚树

2008年1月



2007年9月12日（高温、高湿）

佛肚树



佛肚树

2008年5月2日

“立地成佛”



2009年2月6日 2010年3月13日



2011年1月18日 2012年2月24日

佛肚树

？
我们需要什么



2013年1月1日 2015年12月31日



2013年1月1日
2017年02月25日



2005年1月寒流



竹类种植



色叶树种植

无明显秋季的上海



2007年12月

华 棕

跨地带性种植

＝ “伪 绿”

*热带植物种植

*温带色叶树种植

*高山植物种植



“城市窗口”的

非本土化展示
= 本土文化

自信不足

城市生命“地标”性缺失



种植技术：大树移植



大树移植

水泥树＝“假绿”

树木 = 育人？

文化 ≠ 移花接木



高架線路＝植物生长“死区” ＋ “强光伤害区”

（王雪莹、达良俊*等，2006）



高架線路＝植物生长“死区” ＋ “强光伤害区”

（A4剑川路出口处，20140922）



“虐待”型园林绿化 ＝ 大量修剪



“绿化废弃物”的管理与利用

＝ 大量废弃型、非循环型



枯枝落叶作用：
营分供给、土壤改良
降低养护成本

绿化废弃物有效利用



“绿化废弃物”

自然有效利用



“一叶知秋”：季节感的演绎



现象的实质：都市化粧運動

城市的洁化 —— 城市的美化



草坪 ＝ 低效益、非节约型



芝生管理 ＝ 非亲绿型

“种草不让人去躺，
不如改种仙人掌”



芝生管理 ＝ 非健康型



城市水生生态系统重建中存在的问题



•城市河道的人工硬质驳岸建设

城市“水渠式”河道建设



硬质河底

三面固化“游泳池”式河
道



城市河道、水体的污染治理模式
物理、化学、生物

过滤 + 投药 + 生物栅+潜流湿地系统



 强化処理工程

治理效果立竿见影，时而反弹、无法长效控制

且投入资金大、维护能耗大、费用高

河川“汚水处理工
場”



维护能耗大、费用高



过于人工化水景建设

•城市住宅区人工水景

硬质驳岸与湖底，依靠自来水循环，无生命气息
（达良俊*，颜京松. 城市近自然型水系恢复与人工水景建设探讨. 现代城市研究，

2005（1）：9-15 ）



夏季藻类爆发、水质恶化



蚊蝇滋生

“水景”成“涸
景”

成
也
水
景

败
也
水
景



目标：宏大

差距：明显

路径：曲折

实现：

生态型宜居城市建设



关键：“生态”的体现与展示

拒绝伪生态、假生态

演绎真生态（三个层面）

规划设计、建设实施、管理运营

宜居城市生态建设需要

新理念、新目标、新途径和新技术（想法）



生态型宜居城市建设

战略＝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实现

目标＝ 和谐社会的构建

途径＝ 受损、退化城市生态系统的

修复与恢复

“做法”



宏观层面

城市近自然森林、绿地

城市近自然水体绿化、水下森林



上海近自然森林、绿地建设的实践

指导理念 ＝ “以人为本”

→ 为动植物提供生存栖息空（biotope）

充分考虑动植物的生存环境

将人工建造物与大自然协调

以求 人与自然共生、共进的实现



近自然森林、绿地建设

以区域潜在自然森林植被为目标和参照

通过人工营造与植物自然生长的完美结合

以求能为野生动物所利用

（达良俊*，杨永川. 上海城市近自然森林的恢复。城市森林生态
研究进展，2002，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p136-139 ）



*近自然森林建设的方法（达良俊等，2004）

1）树种的选择

按当地潜在自然植被设计拟建群落类型,

选择主要优势种类,作为重建和恢复的种源。

上海地区经过长期的研究
选择：

红楠、青冈、苦槠；麻
栎、枫杨；海桐、女贞等
树种。



2）种子的采集和幼苗
培育

 根据种源分布地点组
织采集种子

 应用苗床育种和容器育
苗技术进行苗木培育

 在大棚及光量控制的条
件下，利用1-3年时间,

培育根系发育良好、达
到20-40厘米高的幼苗。



工厂化育苗





容器苗饱满的根系



中国城市“近自然森林”建设的首次尝试

上海浦东（2000.6.20）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near-natural forest

种植后铺设草帘(2000.6.20) 



Half year later after planting 

(2000.11.1)



3year 6month later(2003.12.04)



乡土植物的加盟 (2002.4.12)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Salix matsudana



昆虫、鸟类栖息空间（biotope）的形成
(2002.8.10)

都市生物多様性的支撑



鸟类生息（2005.03.14）



2007年6月



景观与生态的相协调



达良俊.《城市绿化的新方向——近自然森林》文汇报
（第5版面） 2003年12月21日，科技文摘 第497期。



城市“近自然森林”建设的推广

 2003年7月9日，

新民晚报（头

版头条）



 《上海首片“近自然森林”三年成荫葱茏科技馆》，
2003年6月17日， 青年报。





成为国内外参观学习样板林



2016.11.22



上海市环城林带
2002.03.06

2003.05.10 2004.06.11         

2001.04.12

2003.08.26         



2006.10.26         

无密度调整

苗木银行：抽稀





黄浦江上游水源涵养林
2002.03.06

2010.05.12         

2001.04.12

2003.08.26         



校区生态岛建设（20061103）



追踪调查（20070702）



20151013



20151013



20151013



20151013



2015.10.13

人工美 vs.自然美



上海天马山山坡
诸葛菜群落

华东师大“近自然”草
坪

共青森林公园疏林草地
（一年蓬群落）

“野生花卉”式草
地



上海天马山山坡
诸葛菜群落

华东师范大学“近自然”草
坪

季节感



上海天马山山坡
诸葛菜群落

华东师范大学

“近自然”型

草坪管理



草坪的管理



草坪的管理

无除草剂、杀虫剂 ＝ 安全、健康



城市生物空间
的形成

人与自然和谐
关系



华东师大“近自然”草
坪

“亲绿性”

的实现
华东师大“近自然”草

坪



“亲绿性”的实
现



“亲绿性”的实现

华东师大“近自然”草
坪



“亲绿性”的实现



采取近自然建设模式

按照森林生态系统演替规律和近自然林业

经营理论，

因地制宜，确定营林模式、树种配置、管

护措施等，

使造林树种本地化，林分结构层次化，林

种搭配合理化，

促进生态系统稳定性

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2010年）



上海市绿化管理局、2010年12月街路樹的

修剪指導、“减量化、规范化、资源化”。

“减量化”：街路樹基本生长態勢維持，

减少剪定量、保持自然生长及樹冠均衡的

維持。“規範化”，修剪方式要“因树制宜、

因路制宜”。



水系、水体的近自然修复与建设

景观水体的近自然型“绿化”与
水下森林建设

传统：物理法、化学法、生物法

（强化治理 = 西医式疗法）

生态法（中医疗法）



强 化 治 理 = 截污、清淤、过滤、沉淀、投菌

受损水生生态系统结构修复

生态系统重构 +
退化水生生态系统功能恢复

构建：可自循环、自维持、具生命力的健

康生态系统 —— 生命（物）体

施文,赖鸿宇,余丽凡,杨珏,达良俊.  “近自然型”城市河流、水体生态恢复与
水景绿化建设。2009，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p59-65.



挺水植物卷筒种植法



挺水植物浮岛种植法

“水上花园”生物浮岛（华东师大专利）



丽娃河近自然生态恢复实践

 丽娃河位于华东师范大学校园内，治理前水体富营养

化严重，生态系统结构受损、功能退化；2004年-2005

年，进行截污、清淤、水体循环、生物栅等强化治理

 2006年4月，实施近自然生态恢复工程：通过构建立体

水生高等植物（沉水、挺水、浮水）群落和水生动物

（鱼类、底栖动物）群落的方法来重建食物链

李静文，施文，余丽凡，罗虹，达良俊*，沈昆根。丽娃河受损退化生态系统

近自然恢复工程及效果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治理前的丽娃河

丽娃河近自然生态恢复实践



底泥疏浚清淤工程



强化治理工程

河流“污水处理厂”



2005.11.29

抛石法

强化治理后的丽娃河

少生命迹象



底栖动物：环棱螺

近
自
然
生
态
恢
复
工
程

水生植物群落

水生动物群落

沉水植物：苦草、金鱼藻、菹草

挺水植物：灯心草、芦竹、千屈菜、荷花、鸢尾等

浮水植物：睡莲

鱼 类：白鲢、花鲢

水生植物群落构建：
以乡土植物为主要建群种，采用空间上不同生活型植

物相重叠；夏季型、冬季型相接替的种植模式

水生动物物种选择：
环棱螺、白鲢与花鲢均为滤藻类动物

水体近自然生态恢复工程



水体近自然生态恢复工程

技术关键：断裂生物链的重构

= 生态系统10%定律的应用

中医系统调理



硬质驳岸的“软化”



“挺水－浮水－沉水”立体式水体“绿
化”

生物浮岛与浮水植物



“水下草地、森林”：苦草（夏季型）

群落季节更替
＝效果的长效性



“水下草地、森林”：苴草（冷季型）



近自然河流

沉水植物群落构建

鱼类投放 + 自生鱼类



水生生物链的形成

“有草必藏鱼”



翠 鸟

高级消费者的出现

“有鱼必引鸟”





夜
鹭
的
光
临

2009.10.20



夜 鹭

夜鹭的光临（2009.10.20）



“顶级”消费
者



“顶级”消费
者



“顶级”消费
者

“草, 鱼, 鸟 + 人”

城市水生生态
系统= 健康



近自然生态恢复的优势
工程费用（万元）

169.3

61.2

19.9 116

195.3

清淤工程

驳岸工程

喷泉等景观工程

水质净化工程(过滤
罐、生物栅)

近自然水生态恢复
工程丽娃河综合治理资金分配

工程费：近自然水生态恢复工程仅占总工程费用的2.5%，

氮磷去除成本：分别为强化治理工程的1/4和1/6.

李静文，施文，余丽凡，罗虹，达良俊*，沈昆根。丽娃河受损退化生态系统

的近自然恢复工程及效果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4:35-43,66



 强化治理工程

治理效果立竿见影，时而反弹、无法长效控制

且投入资金大、维护能耗大、费用高

河流“污水处理厂”



河流“污水处理厂”

“人工湿地”变菜地



近自然生态恢复工程

投入成本低廉、

水质长效调控，

无需大量维护；

= 生命体 + 景观体
水景观创造





水生生物链构建技术、水体绿化技术体系的形

成完善—— 后续水项目的案例参考、技术支撑





生态环境建设宜“模拟自然”

——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仅要考虑人，

也要考虑为与我们相伴的生物朋友提供更

好的生存空间。

文汇报2008.10.05（头版头条）



（编者按）“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这不仅是要让人

类社会更美好，还要让人类与自然更

和谐”

—— 在华东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系主任达良俊

教授看来，绿化不仅仅是多种树，河流治理也

不应该仅仅是让河流符合人的需求，而要以

更尊重自然的态度推进绿化、河流等生态

环境建设。



上海市政府近年来为城市的生态改善投

入了非常大的人力物力，如城市森林的建

设就有了长足发展，但上海要成为一座生

态城市，在建设过程中应该引入“模拟

自然”的理念。



城市生物空间的提供

达良俊教授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仅

要考虑人，也要考虑为与我们相伴的生物朋友

提供更好的生存空间。

在他看来，在生态建设和改造时用模拟自然

的方法提供多样性的生物群落，就是为我们的生

物朋友提供更好生活场所的做法。



“当身边有很多生物朋友存在时，

我们才有可能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周边

的生态系统是健康安全的。

当我们的身边非常寂静，就应该反问这个系

统是否健康。



城市需要虫鸣鸟啼

绿化建设，我们需要绿，但同时需要虫，

需要鸟，要虫鸣鸟啼，这样我们才可以说

这个系统是健康安全的。”



“蝉鸣、蛙歌的夏天”重现

金龟子

期待蜻蜓、萤火虫、喜鹊回到我们身边

寂静的春天 +  无语的夏天

“虫鸣鸟啼”＝ 安全、健康生态系统标志



上海市第四轮三年環保行动计划

（2010-2012）

中心城区

近郊区

对重点的工业污染源进行全过程控制

控制扬尘污染

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用郷土樹種营造“近自然森林”，提高绿化水平



遠郊区

加大畜禽污染控制，提倡生态农业

解决农村污水处理问题

水质的生态修复和近自然水系的建设

提倡“近自然型”的绿化模式



上海土著野生动物“回家计划”

獐= 水麂

狗獾



上海土著动物回归计划

上海市绿化管理局项目

「上海环城绿带野生动物栖息地生境恢复营造」

（2013-2014年）

対象：小型哺乳类、鸟类、

两栖・爬虫类、昆虫等

生态空间、生态廊道 = 生态网络体系



上海市绿化管理局项目：
「上海环城绿带野生动物栖息地生境恢复营造」

（2013-2014年）

対象：小型哺乳类、鸟类、

两栖・爬虫类、昆虫类等

《2016-2018年林业建设管理基本思路及政

策措施研究》2015.10-2016.06



2016—2018年本市推进林业健康发展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

（三）林（湿）地功能显著提升

加强森林经营，完成12万亩森林抚育计划，提高

林分质量；

推进野生动物栖息地项目建设，建成9个野

生动物栖息地



近自然理念的具体化

“适地适树”（传统原则）

— “适地适林”
“适需适林” 原则

达良俊*，李艳艳，章君果，王娟。关于上海城
市“地标性”植物群落建设的思考。

城市问题，2009年（8月，总169期），8：37-39.

= 都市“地标性”
生物群落
乡土植物 + 土著动物

基于生态哲学思想的新思考







文汇报2011.07.31（头版）

绿化，不要过分追求“好看”

—— 专家呼吁珍视本土树种的价值，上海

应该有自己的“地标性植物群落”

非生命建筑地标 生命地标



以“适地适林、适需适林”为原则，对

群落配置模式优化

环城绿带物种组成与乡土植物应用

乔木和灌木树种多样化引入与应用，

提高乡土树种的种植比例。



城市森林建設重点变迁的新需求

完成规模化建设与布局：绿“量”

探求功能化提升与拓展：绿“质”



社会功能 生态功能 经济效益

回归自然、森
林游憩、美化
景观效益

保护、净化环
境、生物多样
性维持

直接经济效益和
间接经济效益

追求：功能的提升与拓展



量 质
美化 生态化、社会化、功能化

生态园林、生态养护

近自然森林、

近自然林业经营管理

“地标性”生物群落，，，

城市绿色生态基础设施建设

“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生

= 生态化 + 人本化（社会化）

—— “生态” + “宜居”城市



2012年12月

15日，《解

放日报》思

想者（第8

版面）第

448期。

城市发展的“三相” = 城市演替
论

城市“真生态”的演绎与展
示

《新华文摘》
2013,5:114-116

城市生态的“三观”



万紫千红、争奇斗艳

草木苍翠、虫鸣鸟啼

水木清华、鸢飞鱼跃

人水至和、欢声笑语

生态宜居城市

= 美丽城市
— 美好城市



谢谢！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