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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城市生态空间体系构建与保护对策研究  

何 梅   汪 云 

 

【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武汉城市规模剧增，建设用地呈蔓延式扩展，山水生

态空间不断遭受侵蚀，生态廊道阻隔。如何充分利用山水资源特色，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城

市空间格局？本文通过基于 GIS 平台的城市生态适应性评价等研究，提出营建“两轴两环，

六楔多廊”的城市生态空间体系，并划定城市禁、限、适建分区，制定相应的分区空间管

制政策，以期约束和引导城镇空间有序拓展，为发展中特大城市实现生态城市建设目标探

索了一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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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Protection Strategies of Urban Eco-spatial System in Wuhan City   

HE MEI, WANG YUN 

 

【Abstract】

Following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rapid urban sprawl 

and the spread of construction land, the natural landscape resources has become

 the victim of erosion. Ecological corridor has been blocked in the city of Wuh

an. The question is how to fully use the resources of natural landscape and to 

establish a sustainabl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This paper brings the idea of 

establishing an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so called ‘two axes two rings, six wed

ges few corridors’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of urban ecological adaptability by

 GIS. In addition, it is important to identify different areas of forbidden con

struction, limited construction and suitable construction, and make zoning poli

cy in terms of controlling and guiding the orderly expansion of cities and town

s. It explores a way of developing mega-cities as well as achieving the objecti

ves of building eco-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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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建设“生态城市”已成为世界城市发展建设的潮流。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可

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强调指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

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同时也将“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

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保护生态环境

已被提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高度。 

武汉，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中心城市，素以“江城”而闻名，在其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

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城乡空间在急剧的变化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以牺牲生态空间和资源

环境为代价等一系列问题。在国家两型社会发展战略的统领下，构建城市生态空间体系，保

护生态空间资源环境，成为武汉建设生态城市最为首要和关键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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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生态空间体系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趋势  

1.1 生态空间体系研究的理论基础 

关于城市生态空间体系的研究在规划理论界尚未形成系统而成熟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

法，但其所依托的生态规划的学术思想背景却有着悠久的历史。 

生态规划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英国人莫尔（T.More）的“乌托邦”、

18--19 世纪傅立叶（C.Fourier）的“法郎基”、欧文（R.Owen）的“新协和村”、霍华德（E.Howard）

的“田园城”以及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柯布西耶（L.Corbusier）的“光明城”和赖特（F.Wright）

的“广亩城”。20 世纪初，生态学开始与城市规划、景园设计等学科全方位融合，格迪斯（P. 

Geddes）等人利用生态学原理在城乡建设中的应用研究，奠定了生态规划的基础。20 世纪

60 年代后，以《增长的极限》为代表，生态学与规划学科的融合日趋加快，麦克哈格（McHarg）

1969 年的《DESIGN WITH NATURE》更是掀起生态规划思想的热潮。此后，可持续发展逐步

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对区域性城市生态空间体系的构建和保护也愈来愈受到规划人士的重

视。 

1.2 生态空间体系构建的基本模式 

从国际生态城市建设的实践来看，伦敦、莫斯科、巴黎等一批城市空间结构与武汉具有

相似之处的发达城市，已率先于 20 世纪中、后期提出了各自的城市生态空间保护体系，国

内也有北京、深圳、杭州等城市在生态空间规划的研究和实践中走在前列。 

1.2.1 环城生态带模式 

即城市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集中发展，生态空间体系以环状绿地为主体，围绕城市以限

制城市的扩展蔓延，周边卫星城镇则与主城保持一定的距离。最典型的实例为艾伯克隆比（P. 

Abercrombie）1944 年主持的大伦敦规划，规划以市中心为圆心，在半径 48 公里范围内，

将 6700 平方公里的地区划分为 4 个同心圆，包括城市内环、郊区环带、一条宽约 16 公里的

绿化带和农村环带。中心城区的扩展受到环城绿地的限制，在绿带以外形成了功能相对独立、

完善的卫星城镇。 

1.2.2 楔形生态带模式 

即生态空间与城镇建设空间相互穿插，形成以楔形、带形、片状为主要形式的生态空间

系统。丹麦哥本哈根的指状规划，莫斯科的楔形绿地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莫斯科以 8 条带

状或楔状绿带为经络伸向市中心，将整个城市分为八个片区，市内各公园与城市外围的森林

公园连结为一个绿色网络。 

1.2.3 生态中心核模式 

即城市围绕大面积绿心发展，城镇间以绿色缓冲带进行分隔。荷兰的兰斯塔德地区是这

种模式的典型。兰斯塔德地区包括鹿特丹、阿姆斯特丹、海牙等城市，其中心由大面积的农

业景观构成“绿心”，作为永久性绿地，城镇建设区与生态核之间设绿色缓冲地带，城市的

多种职能分散在几个相对较小的城市中。 

1.2.4 轴向生态带模式 

即生态空间和城市发展轴的侧面与城市相接，城镇空间保持侧向的开敞，绿地系统能发

挥较大的效能并具有良好的可达性。如 1965 年巴黎的城市规划，沿塞纳河两侧建了 8 个新

城，河两岸形成两条平行轴线，轴线上又形成一系列短轴，这些短轴为城市用地保留一些空

地而设置，提供绿地和空气新鲜的休憩场所。 

1.3 生态空间体系的管控模式 

1.3.1 分级分区的生态管控 

北京市 2007 年出台《北京市限建区规划》，将北京市域划分为：绝对禁建区、相对禁建

区、严格限建区、一般限建区和适宜建设区，针对不同类别的生态空间制定相应的管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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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基本生态线的管控 

深圳市于 2005 年制定并以政府令形式颁布了《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成为

国内公布的首个基本生态控制线，将全市陆域面积的 50％划为生态控制区。  

1.3.3 控制性规划的精细管控 

杭州市 2004 年编制完成《杭州城市非建设用地控制规划》，此后对城市控制的六条生态

带分别编制控制性规划，对生态带内各类地块进行了精细的性质与指标等控制。 

1.4  经验总结 

从国际国内近些年来对城市生态空间体系构建与保护机制的发展情况来看，对于武汉这

类特大城市而言，可资借鉴之处有： 

其一，生态空间体系规划视野进一步扩大。生态空间体系由单纯关注建成区内部绿地系

统向区域生态框架一体化拓展，以环城绿带、区域性楔形绿地等多种形式构建贯通城市内外

的全域的生态廊道网络体系。 

其二，生态空间总量的控制成为生态保护的重要内容。生态空间体系由单纯关注各类生

态用地空间的布局，转向生态空间体系构建和生态空间总量控制并重。基于生态足迹、碳氧

平衡法等生态规划的研究方法成为确定生态空间总量的有效研究基础。 

其三，分区分级的管控政策是实现生态空间有效保护的必要保障。规划层面的生态空间

体系构建必将依赖可操作性的管控政策，监督手段确保生态空间的落地与落实，并根据规划

所确定的政策研究、采取多样化的管理手段。 

    

2 武汉生态资源现势特征解读 

2.1 河湖水系充沛，“湖群”集聚特征明显 

武汉缘水而兴，素有江城之美誉，水系发达，河湖密布，主城区周边“湖群”集聚特征

明显，形成四大水系，且周边山水交相辉映成趣。全市水域面积约占市域总面积的 25％，

在都市发展区范围内约占总面积的 30％，在国内各大城市中独一无二。（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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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武汉市水系现状分布示意图 

 

2.2 生态资源要素分布相对均衡，水系生态相对脆弱 

从市域层面看，武汉生态资源要素分布总体呈现均质化特点，尤其是在都市发展区范围

环绕主城区各向均有大型湖泊水系分布。加之一系列中型湖泊岸线形态逶迤，湾岬众多，临

水区域普遍生态敏感性强，且历史上大规模的农业建设生产分隔了江河湖体的自然联系，湖

泊水体交换困难，呈生态日趋脆弱之势。 

2.3 生态要素正遭受不同程度破坏，生态环境保护压力空前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山边水边等景观优质而生态敏感性较强的区域往往率先成为建

设开发的首选地。山体植被破坏，亲水岸线被侵占的现象在主城区周边时有发生，城市区域

性生态资源的保护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全市 11 条主要河流中水质符合Ⅲ类标准的仅 6

条，符合Ⅳ类标准的 3 条，劣于Ⅴ类的 2 条。60 余个主要湖泊中水质属劣Ⅴ类的湖泊所占

份额较大。主城区由于热岛效应平均气温高于远城区近 2℃。 

2.4 农业生产等非城镇建设空间广阔，但实际污染亦不可忽视 

没有城镇集中建设的农业生态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等原因，大量化肥农药的使用造成

的农业面源污染较为严重，水体中总氮、总磷超标明显。乡镇工厂和农村居民点等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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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污水均普遍缺乏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目前远城区范围内建成运行的污水处理厂仅有一

座。农业生态区内旅游业的发展，也因为初级初期的开发经营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

响。 

2.5 城市基本生态框架犹存，亟待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 

尽管如此，从市域现状建设情况进行整体性分析，武汉城市基本生态框架格局仍十分明

显，在当前城市空间正处于拉开骨架、构建区域性空间格局的关键时期，对城市全域层面进

行生态空间体系的保护，并制定相应的管控措施，切实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与城市建设发展之

间的矛盾，保障城市生态安全，彰显山水特色，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重点问题。 

 

3 武汉生态空间体系构建和保护的现实结症 

3.1 区级经济发展对生态资源依赖性强，尤以山边、水边的保护压力明显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远城区区级经济发展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由于经济发

展水平，以及观念意识、管理手段、技术条件等多方面的制约，远城区的发展往往呈“环境

资源导向”的粗放型增长模式。 

3.2 与建成区连片地区生态保护难度更大，部分生态廊道控制举步维艰 

与主城连片的地区，如三环线周边 3-5 公里宽的生态隔离环，以及城市建设的各个组团

间作为生态廊道控制的绿化隔离带，由于基础设施条件的便利和临近组团开发建设的吸引，

成为遭受各类建设用地蚕食的“重灾区”。 

3.3 市区两级规划管理权限不衔接，管理链条存在隐患 

    从武汉现行管理架构来看，目前武汉市规划管理采取市、区两级分层管理，各区建设各

自为政，加之各远城区是当年“县改区”的产物，各区均保留了部分县级政府的职能，其中

包括部分的规划管理和审批职能，项目审批往往出现各区先斩后奏的情况，远城区难以全面

落实市级规划管理部门的要求。 

3.4 条块分割的生态空间管理体系，缺乏全市统一的管理机制 

各类生态空间的土地管理权限还涉及国土、环保、林业、农业、水利等多部门，政出多

门，权责相对不明，在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实施机制的情况下，城市生态空间的整体性

保护面临较大的难度。 

 

4  武汉生态空间体系构建策略 

07 年，武汉城市圈获批“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既为武汉市落实科学发

展观提供了发展机遇，也对城乡规划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机遇下，以新一轮武汉城市总体

规划提出的城市生态框架为依据，编制武汉市生态空间体系保护规划，构建城市生态空间体

系，对在支持区级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提供城市生态安全保障，落实“两型社会”建设

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1 多要素分析生态资源禀赋特征，以“环-楔-廊”网络化模式构建具有地方特

色的生态框架体系 

通过对武汉山水资源要素分布特征的分析，结合武汉城市建设空间拓展的规律，从市域

层面入手，重点在都市发展区层面构建起完善的“两轴两环，六楔多廊”的生态空间体系。 

具体而言，“两轴”为以长江、汉水及东西山系构成“十字”型山水生态轴，突出其重要的

城市生态和城市意象特征；“六楔”则是结合主城区周边城郊地区东、东南、西、西南、南、

北六个方向的大中型湖泊水系的分布，控制府河水系、武湖水系、大东湖水系、汤逊湖水系、

青菱湖水系、后官湖水系等六个以大型水系为核心的放射形生态绿楔，由都市发展区外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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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渗入主城，作为城市生态空间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特别是东北部的武湖水系和东南部的

汤逊湖水系绿楔，承担城市重要的风道功能，对于武汉“火炉”的缓解具有特殊的意义；“两

环”一是以三环线防护林带及其沿线的中小型湖泊为主体，形成生态内环，其核心意义在于

形成特大城市空间拓展中主城区和外围新城及新城组团的生态隔离带，防止城市的无序蔓

延，二是以外环防护林带为介质的外围生态农业区形成生态外环，承担整个城市外围与城市

圈诸多城市的生态隔离功能；“多廊”则是在城镇建设组团间、各生态绿楔间，或利用自然

水系沟渠，或结合山系灵活布局城市带状公园，以若干的“绿廊”成为各生态基质斑块的重

要连通道，也是网络化生态格局形成的重要基础。（图 2） 

 
图 2 武汉都市发展区生态空间网络模式示意图 

 

这样一种特大城市生态空间体系构建的模式选择，是在国际上经典的“环城生态带模

式”、“楔形生态带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武汉特色而进行的优化，可以表述为“环-楔-廊”

网络化模式。这一模式与武汉市特有的以主城为核，“TOD”引导的向六条城镇发展轴向拓展

的城镇空间骨架取得了有机契合。 

4.2 多层面对接区域空间框架，实现区域视野下的一体化生态空间格局 

在构建自身完善的城市生态空间体系的基础上，在武汉城市圈近 6 万平方公里范畴内，

结合城市圈以水系为骨干，山、林、江、湖为基本特点的要素特征，武汉城市生态空间体系

应全面对接城市圈生态要素分布与生态框架格局，实现区域层面的生态空间格局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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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以武汉市生态外环为重点继续向外围延伸，在距离武汉中心城 50 公里左右的

环状区域范围内，结合梁子湖、斧头湖－西凉湖、刁汊湖、野猪湖－王母湖地区、涨渡湖等

主要生态区域，形成一条环绕武汉都市发展区的生态环带。通过对以上大型湖泊的湿地环境

和周边地带的环境保护，既形成武汉的生态外环，又形成武汉城市圈的区域生态核。另一方

面，将南、北两个生态绿楔进一步向南部幕阜山脉和北部大别山脉延伸，形成城市圈两大山

系生态区，打造城市圈“一环两翼”的生态空间框架体系，实现武汉市与城市圈生态框架的

全面对接。（图 3） 

 

图 3 武汉城市圈生态空间体系示意图 

 

4.3 多层级量化控制生态用地总量，保障城市基本生态安全格局 

在以“发展”为主题的城市化快速发展期，生态空间的用地规模往往不断遭到方方面面

的侵蚀，科学测算和控制生态用地总量，为生态空间的划定奠定基础就显得十分必要。 

针对武汉市生态要素因子相对复杂，城市规模特大等特征，运用逾渗理论，通过概算法、

碳氧平衡法、建设用地需求量法等方法，结合武汉生态现状与城市发展阶段，研究得出武汉

市域生态用地总量占比应为 80-85%左右，都市发展区生态用地总量则应保证在 65％-70％的

比重，即非建用地与建设用地规模基本达到 2：1，这一结论，成为武汉市生态保护的一个

重要目标，也为都市发展区禁、限、适建“三区”的划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5   武汉生态空间体系保护策略 

5.1 多角度创新规划技术手段，科学划定禁、限、建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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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涉及非建区保护的相关研究在规划界一直相对薄弱，尤其是禁限建分区的界

定，更缺乏既定模式的参考，也无成型的体系可循。武汉生态空间体系保护涉及全市近 8500

平方公里范围，重点规划区也逾 3000 平方公里，禁限建分区的划定，尤其是禁建区的确定，

在研究方法、技术手段上必须尝试创新。 

首先，对禁建区的主体-- 生态绿楔核心区进行划定。采用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模拟 2020 年城市空间形态的动态演变，为反向控制建设用地蔓延提供研究支撑；

基于生态足迹计算对市域生态环境承载力分析提供支撑；以 ArcGIS 技术为平台，将地基承

载力、高程、林地、水资源分布等 17 个要素进行因子叠加分析进行建设用地适应性综合评

价，确定城市生态敏感区；并基于计算流体力学相关模型测算的城市风道、热岛效应等进行

综合研究，从而划出六大绿楔核心区范围。其次，对城市重要水源汉江、滠水等划出水源保

护区；对山体水体及周边控制保护区进行范围界定；并依据生态框架结构要求进行绿楔间、

组团间生态廊道的控制；最后，对高、快速路等道路、铁路及市政设施划定防护绿带。通过

这样一种分层划线的方式，最终得出都市发展区禁建区空间范围，并在此基础上划分限建区、

适建区。（图 4） 

 

图 4 武汉都市发展区禁限建分区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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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多目标制定生态管控弹性策略，寻求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动态平衡 

科学制定禁、限、适建三区的空间管制策略，是生态空间体系保护的核心所在，也是规

划实现由技术文件到公共政策转型的重要举措。其基本指导思想是针对不同性质的分区，制

定生态保护、城镇和村庄建设的管控要求，确保城市生态要素保护、生态框架完整和生态总

量平衡。 

禁建区原则上禁止新增城镇建设用地，仅有必要的交通、市政设施，生态农业设施、旅

游核心景点设施和特殊用途设施准入，禁建区内鼓励现状农村居民点搬迁腾退，禁止新增村

镇建设用地规模。限建区原则上禁止新增工业用地和高强度建设项目，允许必要的生态型科

研、居住设施，旅游景区及配套设施、公园绿地等低强度、低密度建设项目。限建区内农村

居民点允许保留，但鼓励迁村并点，集约发展。适建区内发展备用地设定相应的启动程序，

经论证可行后可按照建设区要求进行规划建设。 

总体上，禁限建分区管制策略重在确定分区管制要求、项目准入类别、准入程序，对禁、

限建用地内的现状建设项目、农村居民点的建设也提出分类控制要求。故纳入生态空间体系

范围内的区域并不是绝对禁止开发和建设，而是通过一系列准入程序、准入标准、准入门槛

的设定，构建起一套规划管理和实施的秩序，既促进了生态空间的保护，也为城市空间的发

展预留了弹性。 

5.3 多途径研究生态保护实施策略，探索转型期生态空间的监管保障机制 

建议将划定的禁建区列为基本生态控制线，建立类似基本生态控制线制度，并将其上

升为地方法规，赋予一定的法律地位，为生态空间的保护实施提供法律依据。同时，利用

GIS 等技术手段建立生态资源的监测和管理信息平台，启动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内的生态资

源动态监测工作。 

建议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保障生态用地范围的利益公平。生态空间所在区域往往以禁、

限建区为主，这也就意味着被划为生态空间的区域在空间发展权上的强力受控，必将挫伤这

些地区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因而，必须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行政等手段，从补

偿原则、补偿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方面探索一条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的出路。 

鼓励建设生态社区，提升生态环境品质。以生态理念指导城市社区和新农村建设，构

建生态社区和生态村的环境评估指标体系，在全市范围内积极推广生态社区建设。 

强化公众参与，设立政府—公众无障碍互动交流机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民保护

环境意识，强化基本生态控制线保护中的居民参与，建立有公众参与的环境监督机制。建立

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多方式和多渠道联系，设立无障碍交流通道。 

 

结语 

城市生态空间体系的构建与保护研究是在当前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探讨如何守住城市发

展“底线”，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现阶段，在支持各区级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大背景下，仅从生态角度进行生态空间体系的绝对保护无法摆脱理想

化规划的被动地位，只有在空间结构上探讨合理的体系构建，在政策应对上强化弹性与差异

化，以资源保护为前提，以合理利用为关键，才能期望在生态保护和利用的研究与实践上走

得更快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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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插图说明 

图 1 武汉市水系现状分布示意图 

图 2 武汉都市发展区生态空间网络模式示意图 

图 3 武汉城市圈生态空间体系示意图 

图 4 武汉都市发展区禁限建分区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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