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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城市生态系统修复的实质是协调好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自然过程、经济
过程和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促进复合生态系统的各方面协调高效可持续发展。 以城市绿地、城市湿地、城市废弃地三类主要
的城市生态空间为对象，论述了城市生态系统修复的研究进展，提出当前城市生态系统修复存在以人工修复技术为主、自然修
复不足、机理和量化研究缺乏、理论和应用脱节、管理机制不健全、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体现不足等问题。 梳理了当前城市生态系
统修复的研究热点，包括城市生态系统修复机理、城市生态资产与生态系统服务、城市生态系统质量和健康、问题导向的生态修
复、面向人类福祉的生态修复、生态修复多学科融贯，以及新方法和新技术的应用等几个方面。 提出了城市生态修复与管理的
相关对策和建议，可为我国城市生态系统修复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城市生态系统；复合生态系统；生态修复；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管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 Ｆｅｎｇ １，２，∗ ， ＭＡ Ｙｕａｎ １，２

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４， Ｃｈｉｎａ

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４，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ｏ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ａｋｅｓ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ｕｒｂａ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ａｓ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ｎ ｗ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ｓｏｍ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ｃｋ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ｕｒｂａ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７１７３４００６）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５０２８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 ０１⁃ ０２；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２１⁃ ０７⁃ ２４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ｆｅｎｇ＿ｌｉ＠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２３ 期

李锋

等：城市生态系统修复研究进展

９１４５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马世骏和王如松从生态学的观点出发，提出城市生态系统是以人的行为为主导、自然

环境为依托、资源流动为命脉、社会体制为经络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１］ 。 城市生态系统修复是基
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共轭生态修复，其核心就是要调节好以水、土、气、生、矿为主体的自然生态过程，以生
产、流通、消费、还原、调控为主流的经济生态过程和以人的科技、体制、文化为主线的社会生态过程在时、空、
量、构、序范畴的生态耦合关系，推进以整体、协同、循环、自生为基础的生态规划、生态工程与生态管理的技术
体系，在保育生态活力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经济的高速协调发展。 其基本宗旨是从观念转型、体制改革和技术
创新入手，修复、涵养、强化区域社会生态、经济生态和自然生态系统服务，促进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使得城
市生态系统的各个方面都修复到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关系和谐的状态。
城市绿地、湿地、废弃地组成了城市最主要的生态空间。 长期以来，众多学者从城市绿地、湿地和废弃地
的角度入手，对城市生态系统修复开展了大量研究，涵盖生态系统修复的工程技术、调查、评估、规划、管理等
多个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１

城市生态系统修复研究进展

１．１

城市绿地生态系统修复研究进展
本文城市绿地是广义的概念，一般是指城市及城市周边的园林绿地、城市森林等，还可包含都市农田、立

体绿化等多种形式 ［２⁃ ３］ 。 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 先污染后治理” 工业模式之后，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最先认
识到城市绿地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作用。 １９ 世纪末，奥姆斯特德等人把数个公园连在一起，形成了景观优美的
波士顿公园体系；莫斯科通过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 绿色城市” 绿地系统改造，发展成为花园城市；我国在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提出了城市绿地“ 连片成团，点线面结合” 的方针，大幅促进了城市绿化的发展 ［４］ 。 目前，随着城市
化和城市绿化建设的发展，人们对城市绿地的认知进一步加强，其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人居生活质量方
面的价值已得到公认。 城市绿地已被视为城市的绿色基础设施，目前针对城市绿地的生态系统修复开展了大
量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方面：
１．１．１

城市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

一般认为，绿地具有支撑、供给、调节、文化 ４ 大类生态系统服务 ［５］ 。 对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调节功能和文化功能两大类。 其中，调节功能有涵养水源、调节径流、固碳释氧、调节小气候等；文化
功能主要体现在美学、精神、教育、娱乐等方面的功能和价值 ［６］ 。 随着城市发展、人们认知水平提高以及研究
方法的进步，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研究内容和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重视
城市绿地对城市这一独特生态环境的作用及相互影响，如改善城市热岛效应、减缓雨洪灾害、降低噪音、滞留
空气颗粒物、吸收有毒气体、土壤重金属等方面 ［７⁃ ８］ ；②关注城市绿地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如景观游憩、防灾避
灾、与人类身心健康、幸福感、满意度等的关系 ［９⁃ １０］ ；③对城市绿地结构和功能相互关系的研究逐步深入，主要
是绿地的配置方式、树种选择、最小适宜面积等方面 ［１１⁃ １２］ ；④研究趋向于精细化，如针对海绵城市绿地、棕地

修复等具有特定用途绿地的研究 ［１３⁃ １４］ ；⑤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转变；⑥重视对城市绿地生物多样性的研究；
⑦研究的区域逐步扩大，已经从单一或少数绿地扩展到区域尺度研究 ［１５⁃ １６］ 。

１．１．２

城市绿地的空间格局

当前，城市绿地已成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部分，其布局、规划也作为城市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得到
了应有的重视。 随着景观生态学、城市规划等学科理论的深入，以及 ＲＳ、ＧＩＳ 等空间数据和分析技术的发展，
城市绿地的空间格局和演变过程成为了研究热点，深入探讨城市绿地格局和过程的量化关系成为了可能。 目
前对城市绿地空间格局研究主要从绿地格局与生物多样性、绿地格局与城市生态环境、绿地格局与居民使用
和健康、绿地格局与城市的协调发展等方面开展 ［１７⁃２０］ 。

１．１．３

城市绿地的生态管理

城市绿地的生态管理是提升绿地系统质量，优化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途径。 目前对于城市绿地管理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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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主要有以下方面：①城市绿地的保护修复和开发利用。 通过建立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等多种保护地形式，
通过自然修复和再野化方法保育生物多样性，以及开展景观、旅游开发的适宜性评价等 ［２１⁃２２］ 。 ②从居民安全
角度出发，探讨绿地空间结构和安全的关系、城市树木管护措施对安全的影响等 ［２３］ ；③从提升绿地生态系统
健康的角度出发，开展绿地的健康状况评价 ［２３］ ；④城市绿地的管理提倡近自然营造、乡土树种选用、绿地土壤
保育等 ［２４］ 。 此外，近年来，许多研究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城市绿地的空间布局公平性管理，以及公众参与机制
等的研究 ［２５⁃２６］ 。

１．２

城市湿地生态系统修复研究进展

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其生态价值早已得到公认，国内外关于湿地开展了很多研究。 相比之下，人们对城

市湿地的关注比较晚。 在国际上，２００８ 年召开的《 湿地公约》 第十届大会首次关注“ 湿地与城市化” ，此后直
到 ２０１２ 年才正式提出了城市和城郊湿地的概念 ［２７］ 。

相比于自然湿地，城市湿地由于地处城市及周边，与人类生产、生活具有更加密切的联系。 在城镇化的影

响下，城市湿地面积呈现出更明显的锐减态势。 据统计，美国的城市湿地在 ２０ 世纪减少了 ５０％，北京市仅

１９８０ 年至今城市湿地面积已缩减一半，武汉市从 １９５０ 年到 １９９８ 年湖泊面积减少了 ９０％以上 ［２８］ 。 此外，城市
湿地的水质及水文过程受城市环境影响强烈 ［２９⁃３０］ ，水质污染、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等问题十分突出。 因此，保
护和修复城市湿地生态系统，是当前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１．２．１

城市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主要有功能的评估和价值的核算，是开展城市湿地生态修复和管理工作的重要
基础。 围绕城市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大量研究。 早期的研究主要沿用自然湿地生态系统
服务的分类体系和核算方法。 影响较广泛的分类体系是 ２００５ 年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该体系梳理了湿
地的供给、调节、文化、支持四大类功能，并向下分为食物供给、原材料供给、水质净化、调蓄洪水、土壤保持、固
碳释氧、提供生物栖息地、涵养水源、休闲娱乐等 １７ 项生态系统服务 ［５］ 。 目前，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方法
主要是利用卫星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通过遥感影像、统计数据、社会调查等途径，评估生态系统服务的
功能和价值，评价方法主要有能值法、物质量法、价值量法等方法体系 ［３１］ 。 由于城市湿地与自然湿地间存在

明显的差异性，自然湿地的分类体系难以全面反映城市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 有学者认为和自然湿地相比，
城市湿地供给功能弱化，但是在城市安全、人类生活方面的服务更加明显 ［３２］ 。 因此，近年来，许多研究开始着
眼于城市湿地对城市和居民的生态系统服务，如缓解热岛效应、吸纳空气颗粒物、自然教育、居民幸福指数、房
价等方面 ［３３⁃３９］ 。

１．２．２

城市湿地的生态修复技术

城市湿地与自然湿地相比，其生态系统破坏具有不同的特点：１） 建设导致的湿地破碎化；２） 硬化地表和

沟渠等改变了径流过程；３） 大量生产生活污染物危害湿地水环境 ［２９⁃３０］ 。 目前针对城市湿地的生态修复方法
和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湿地的格局优化、 水资源配置、 水文过程调节、 水质净化、 生态系统调控等
方面 ［２９⁃ ３０］ 。

此外，人工湿地在城市湿地生态修复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已成为了城市湿地的一个重要组分。 人工湿地

是一种集合了植物、基质、微生物共同作用的生态污水处理系统 ［４０］ ，根据水面位置可分为表流型和潜流型湿
地 ［４１］ ，具有成本低廉、管理简便的特点 ［４２］ 。 目前关于人工湿地的研究多集中于处理农业点面源污染、生活污
水处理、雨水处理等方面 ［４３⁃ ４６］ ，研究内容主要有植物的选择、基质的选择、处理工艺流程等 ［４２］ 。 早期的多数研
究都认为人工湿地是结构和功能比较单一的一种功能性湿地 ［４７］ ，近年来许多研究开始关注基于自然⁃经济⁃社
会复合生态系 统 理 念 的 复 合 型 人 工 湿 地， 在 人 工 湿 地 中 结 合 了 科 普 教 育、 景 观 游 憩、 生 物 栖 息 地 等 功

能 ［４５，４８⁃ ４９］ ，取得了很多成果，如成都的活水公园就是将污水处理的工艺流程与景观游憩和科普教育相结合的
一个成功尝试 ［５０］ 。

１．２．３

城市湿地的保护和管理

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湿地保护和管理的理念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 总体来看，是一条从开发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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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发展路径。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湿地保护政策经历了湿地开发期、政策转型期、“ 零净损失期” 三个阶
段 ［５１］ 。 在城市复合生态系统背景下，城市湿地的主要管理目标是：保护和修复湿地的结构和功能、推动社会
发展、实现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５１］ 。 目前，国内外对于城市湿地的管理和保护措施主要有以下方面：１） 通
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城市湿地 ［５２］ ；２） 城市湿地的生态补偿、占补平衡、交易制度等，如美国的“ 零净损
失” 、“ 湿地银行” 等机制 ［５３］ ；３） 建设湿地公园、湿地自然保护区，加强城市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同时合理开
发利用，开展科普教育、休闲游憩等 ［５４］ ；４） 以区域生态格局研究为基础，将城市湿地纳入到土地利用和总体规
划中，保护和修复城市湿地的景观格局 ［５５］ ；５） 建立持续、动态的城市湿地监测网络和评价体系，防止湿地退
化 ［５６］ ；６） 推动多元的投资机制，各级政府、社会资本投入，以及推动湿地消费等 ［５７］ ；７） 重视社会监督、公众参
与在城市湿地管理中的作用 ［５２］ 。

１．３

城市废弃地生态系统修复研究进展

城镇化过程中，受资源衰竭、产业调整、土地用途变化、生产生活废弃物堆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产生了大
量的城市废弃地，常见的城市废弃地类型有废弃矿山、工厂、垃圾填埋场等 ［５８］ 。 城市废弃地侵占了大量国土
资源，据 ２０１５ 年我国国土统计数据，各类废弃地面积达到近 １０００ 万 ｈｍ ２ ，其中近 ６００ 万 ｈｍ ２ 有待复垦；许多类
型的城市废弃地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给居民生活带来了严重隐患，甚至造成公害，如美国的腊夫运河
事件等；除此之外，城市废弃地被称为“ 城市的伤疤” ，是城市中“ 丑陋的斑块” ，对城市景观格局和市容环境造
成了不良影响 ［５９］ 。

大量的城市废弃地严重阻碍了城市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城市废弃地的生态系统修复是使城市废弃空

间再度焕发生机、使城市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的过程，是促使城市复合生态系统中自然、经济、社会三要素协同
发展的必由之路。 目前，城市废弃地的生态系统修复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１．３．１

废弃地污染治理技术

废弃矿山、垃圾填埋场、以及从事污染生产的废弃工厂等许多废弃地类型对生态环境均具有明显的影响，
主要以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为主，常见的污染物类型有重金属、农药化肥类、酸碱盐类、有机物、放射性污染、病
原菌类污染等 ［５８］ 。 一般来说，废弃地污染治理主要有物理、化学、生物途径，如分离、固定、转移、转化、生物降
解等方法。 根据污染物处理空间位置的差异可分为原位处理和异位处理。 原位修复指不移动受污染的土壤
或地下水，直接在场地发生污染的位置对其进行原地修复或处理；异位修复技术是对污染的土壤或地下水先
进行挖掘或抽取，然后搬运或转移到其他场所或位置进行处理 ［６０］ 。 原位处理具有节约成本、适宜于深层次污
染、减少对环境的扰动和污染物的暴露等优势，是当前城市废弃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治理的主要发展方
向 ［６１］ 。 污染处理的目标有“ 基于污染物总量控制” 和“ 基于污染物风险评估” 两种思路 ［５９］ 。 前者在修复过程
中常面临修复成本极高的限制，适用于修复简单、污染类型明确的废弃地类型；后者则是以场地风险控制为目
标，通过例如用途限制、工程隔离等措施避免特定情景下的风险，具有经济性和更为广泛的适用性 ［６２］ 。

１．３．２

废弃地生态系统修复和重建技术

由于人类的生产活动，许多废弃地生态系统严重退化。 废弃地的生态系统修复主要有人工修复和自然修
复两种思路，对自然修复的研究多集中于修复效果的监测和评价，而人工修复研究则侧重于开发不同的修复
方法，如植被修复、动物修复、微生物修复、表层土壤重构、营养物覆盖方法等方面 ［６３］ 。 植被修复是生态系统
修复和重建的关键 ［６４］ ，围绕植被修复，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固氮植物、吸附重金属植物、水土保持植物、耐
受性植物等的筛选、配置方法等 ［６５⁃７３］ 。 植被的群落演替规律对生态系统修复也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还有许
多研究着眼于群落结构、演替动态等方面。 如模拟自然群落进行植物修复 ［７４］ 、利用土壤种子库技术修复破坏
的生态系统 ［７５］ ；有研究认为废弃地生态系统演替的不同阶段适生植物种类是不同的，应以更高演替阶段物种
作为植物配置参考 ［７６］ ；还有研究指出，入侵物种会减缓演替进程、建群种补植可加速演替 ［７７⁃７９］ 。 此外，生态系

统的修复离不开土壤、水肥等立地条件的改善。 一方面是通过边坡固定、工程绿化措施创造立地条件 ［８０⁃８２］ ，
如挂网喷播、生态植被毯等；另一方面是通过有机物改良、表层土壤重构、微生物银行等方式改良土壤 ［８３⁃８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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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态系统健康发展提供基础。
１．３．３

城市废弃地的生态修复与景观再造模式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国外开始注重通过景观再造模式修复和重建城市废弃地。 生态修复的景观再造模

式注重科学技术手段和艺术手法的有机结合，将废弃地改造成为具有丰富内涵和生机的现代景观。 我国废弃
地景观再造起步较晚，以往对于城市废弃地的处理多以环境安全和生态环境改善作为目标。 随着国外修复生
态学、现代景观设计思想的传入，我国开始关注废弃地生态修复的景观再造模式。 一般来说，城市废弃地的再
利用方式主要有景观旅游用地、居住或商业用地、新型都市工业用地、农业用地等类型 ［８６］ 。 但是越来越多的

城市废弃地通过生态修复和景观再造转化成为城市公共景观空间，原因主要有：景观再造费用较低、周期短；
可以应对不稳定场地条件，如水质、地质隐患、潜在的污染等；使用灵活，既可作为永久场地，又可作为临时过
渡场地 ［５９］ 。 除此之外，景观再造模式不仅关注生态修复和景观风貌的再生，还重视历史文化和场地精神，使
场地的历史、记忆、土地感知得以再生并传承，是一种重要的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修复途径。 目前，国外
经典的废弃地景观再造修复案例有：德国鲁尔区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美国西雅图煤气厂公园、巴西圣保罗市
西维塔公园等；我国经典案例有：上海世博会后滩公园、上海辰山植物园矿坑花园、中山岐江公园、首钢工业遗
址公园等。
２
２．１

城市生态系统修复研究的问题和不足
以人工修复为主，自然修复不足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人工修复短期效果明显快于、好于自然修复，但从长期来看，人工修复运维成本高，

稳定性、演替效果、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远不及自然修复 ［８７⁃９０］ 。 在湿地修复中，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
地区提出“ 多自然型河流” 、“ 重新自然化” 等保护和修复策略，以及“ 让大自然修复湿地” ［９１］ 等思想，将城市地
区过于人工化的湿地环境进行自然化、野化的修复，目标是修复城市湿地的自然风貌和功能；废弃地生态修复
中已开始注重利用自然演替以及污染物自然分解等过程实现低干预、低投入和长效的生态修复。 如修复过程
中选用乡土 植 物、 利 用 林 下 表 土 和 凋 落 物 促 进 自 然 演 替 等 ［６３］ ； 美 国 的 矿 山 修 复 使 用 一 种 地 貌 复 垦 法

（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通过模拟自然的地形地貌、水文过程等，起到了很好的人工促进自然修复效果 ［６３］ 。
但总体而言，国内的城市生态修复目前仍以人工措施为主，生态系统结构简单、修复效果较差，甚至常有不当
的人工措施引起生态系统破坏的现象 ［９２］ ，需要加强自然修复的研究和应用，因地制宜，进行近自然绿地和湿
地的营造和管理。
２．２

生态修复机理和量化研究不够深入
当前，国内外对于城市绿地、湿地、废弃地等生态系统的退化和发展影响机制已逐步从定性转向定量研

究，在生态系统服务定量研究、结构与功能的量化关系、不同因子的影响机制和程度等方面已取得了一些深入
的研究成果，但还需继续加强 ［９３⁃９４］ 。 且当前的研究中量化分析多以自然因子为主，对社会因子和经济因子的
研究多为定性分析 ［９５］ 。

２．３

生态修复理论研究与应用脱节

城市生态系统修复具有较强应用性，当前城市生态修复的理论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生态资产评估、自然
保护、环境治理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正逐步纳入政府实际决策，然而仍存在理论研究与应用脱节的现象。 例
如，当前我国城市绿地在实际的城市绿地规划、建设、管理中多数仍沿用以往城市园林绿地的方法、指标等，强
调城市绿地的景观、游憩功能，而对城市绿地解决城市环境问题以及改善居民生活方面应用不足 ［９６］ 。

２．４

管理机制尚不健全

发达国家在城市废弃地管理方面机制比较健全，在管理机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资金保障等方面均处
于领先。 以美国为例，美国城市湿地管理的“ 零净损失” 、湿地补偿银行等制度值得我国借鉴，以保障城市湿
地总量的稳定 ［５１］ 。 在废弃地修复方面，美国建立了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和社区以及社会组织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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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方、多级管理组织 ［９７］ ；出台了《 超级基金法》 、《 自愿清理计划》 等系列法律法规专门保障废弃地修复；在
生态修复费用方面，采取“ 污染者付费” 为主，相关责任主体分担的责任方式，同时还设置了生态修复保证金
制度，调动了污染企业生态修复的积极性 ［６３］ 。 相比之下，我国城市生态修复的管理机制还有较大差距。 例
如：我国以前没有国家层面的湿地立法，存在管理部门混乱、公众参与程度低等问题 ［５７］ ，但是，国家《 湿地保护
法草案》 即将出台，将为湿地保护、修复和管理提供法治保障；城市湿地的生态补偿制度尚在探索阶段，已成
为当前湿地保护的制约因素 ［９４］ ；废弃地生态修复管理机制尚不够完善，存在法规政策不完善、职责部门不明
确、修复标准不清等问题，亟待强化完善 ［５９］ 。

２．５

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体现不足

城市生态系统修复是一个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共轭修复。 当前，生态修复较多关注生态要素
和过程的修复，而对经济、社会要素和过程重视程度不高，复合价值未得到充分发掘。 例如，我国在城市绿地
的修复管理中，景观游憩仍是着重关注的方面，对“ 景观特色” 、“ 人性化设计” 、“ 案例分析” 等研究较多，而关

于城市绿地对生态环境和居民生活的影响关注较少 ［２７］ 。 相比之下，国外对于城市绿地除了景观游憩功能之
外，十分注重城市绿地的生态环境功能和社会经济功能，着重从“ 人和绿地关系” 、“ 绿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等方面开展了许多深入研究，形成了定量结合定性的研究范式，且定量研究有不断增多的趋势 ［９８］ 。
３
３．１

城市生态系统修复研究的热点
城市生态系统修复的机理
机理研究是理解、推动和深化城市生态系统修复研究和实践的基础。 主要热点有城市绿地、湿地、废弃地

生态环境问题的作用和调控机理、城市生态系统的演替机理、城市生态格局的演变及影响机制、复合生态系统
理论与城市生态修复的耦合机制等方面。
３．２

城市生态资产与生态系统服务
城市生态资产包括自然资源资产和生态系统服务，是评估生态修复效果和开展生态补偿等工作的重要基

础。 城市生态系统服务是城市生态修复研究的核心，也是最根本的落脚点。 城市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具
有明显差异性，今后的研究热点将更加关注与城市居民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 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指标体
系、生态资产实物量和价值量的评估与核算方法、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等也是今后的研究热点。
３．３

城市生态系统质量和健康
城市生态系统的质量和健康是发挥复合生态效益的基础，生态修复的本质是生态系统质量的提升。 在城

市绿地生态系统修复方面，今后将从传统园林绿化更关注视觉景观效果转变为提升绿地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
定性。 主要热点有强化对乡土树种、植被区系、地带性植被特征、生物多样性等自然要素的研究，以及城市绿
地的自然修复、近自然经营等途径。 城市湿地质量和健康的研究热点有：通过水资源、水质、生态系统的调控，
保障城市湿地系统的健康；通过保护乡土植物、构建生物栖息地、生态廊道等保护城市湿地生物多样性。
３．４

问题导向的城市生态系统修复
城市生态系统具有明显不同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特征，针对典型城市问题开展生态系统修复研究有助于更

好开展城市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建设。 主要热点有城市绿地的数量、结构、布局与城市的生物多样性、微气候、
雨洪管理等方面的作用机制和量化关系，尤其是加强对热岛效应、生境破碎、生物多样性丧失、空气污染等突
出城市问题的机理和应对措施研究；城市化及城市环境对城市湿地的影响机制；城市湿地对城市生态安全、城
市生态环境等的影响；城市湿地与热岛效应、空气污染等城市问题的联系；城市湿地与居民生活、生态文化科
普教育等的联系等。
３．５

面向人类福祉的城市生态系统修复
以人为本，以居民福祉作为导向，注重与生态学、社会学、城市学、经济学、管理学、医学等多学科的交叉，

研究城市绿地、湿地对居民身心健康、景观游憩、自然教育、防灾减灾、森林康养、幸福感、犯罪率、环境正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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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影响机制，以及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对城市绿地、城市湿地的需求等。
３．６

城市生态系统修复的多学科融贯
城市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管理具有多目标、多属性、多主体的特征。 当前城市生态系统修复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生态学、风景园林学、环境工程学、水文学等学科交叉领域，今后研究的热点是与城市规划学、管理
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的充分融合，构建多学科融贯的理论体系和自然、经济、社会子系统协调的
运行机制。
３．７

新方法和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新方法和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是城市生态修复实践的重要基础工作。 以城市废弃地为例，今后的研究热

点包括以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探索地区性的废弃地修复规划方法；运用景观生态学方
法，探索系统性和大尺度的废弃地生态系统修复和规划途径；加强生态修复新方法和新技术研究，如生态修复
监测技术、植物修复的全过程技术、土壤的微生物修复技术、乡土物种保持、特定污染的土壤修复技术等。
４

讨论和总结
城市生态系统修复是自然⁃经济⁃社会的共轭修复。 在城市绿地、城市湿地、城市废弃地的修复中，应调节

好自然、社会、经济过程，在修复理念、工程技术、调查、评估、规划、管理等方方面面均要以复合生态系统理论
为指导，促进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各方面协同高效可持续发展。 当前，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的逐步放缓以及
城市开发边界、基本农田、生态红线等系列政策的落实，城市建设用地和生态用地的规模、范围已逐步确定。
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开展城市绿地、湿地、废弃地的生态系统修复，提升有限空间内的复合生态价值对于城
市和城市居民来说意义更加深远。
国内外以城市绿地、湿地、废弃地为切入点，已开展了许多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和实践成果。 但总体
来说，城市生态系统修复的理论体系尚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方面，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在城市生态修复中的指
导地位尚没有充分体现，许多城市生态系统修复的研究仅以单一自然过程或局部价值作为衡量标准，缺乏自
然、经济和社会的统筹考虑；另一方面，城市生态系统修复的机理研究尚待深入，尤其是自然过程与经济、社会
过程的耦合机制以及定量化、动态化、多尺度的研究，将是今后的研究重点。 目前我国城市生态系统修复研究
和应用虽然取得许多成果，但与问题导向和发展目标等多方面还有一定差距，今后在开展城市生态系统修复
的研究和实践的过程中，需要统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１） 注重生态优先。 在城市生态系统中，自然过程是经济、社会过程的基础，因此城市生态系统修复研究

和实践中，应当理顺自然、经济、社会三者的逻辑关系，以生态过程的修复为基础，尤其是城市典型的生态环境
问题，需得到充分重视，只有健康稳定的生态系统才能持续支撑城市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

（２） 注重公众参与。 城市生态系统修复研究和实践中需探索科学合理的公众参与机制，同时注重平衡多

数人和少数人、一般人群和特殊群体之间的关系，协调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居民间的关系，形成多元的参与、
决策、评判和监督机制等。

（３） 注重合理权衡。 从宏观尺度来说，城市生态系统修复应以追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最大化为总目

标，但在具体的节点修复中，由于不同场地自然、经济、社会条件的空间特性差异，往往不能以“ 最大化” 作为
修复目标，而是追求“ 最优化” 。 今后研究中应注重合理权衡生态系统修复的主要功能和次要功能，探索目标
制定和价值权衡的原则与方法。

（４） 注重生态管理。 注重城市生态系统修复管理方法和机制的研究，以推动形成完善高效的管理机制；

还需注重法律法规、标准、指南、规范等的研究和制定，使研究成果尽快与国家、地方、行业和团体等管理体系
相互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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