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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群落特征对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影响研究进展
韩宝龙１ꎬ∗ ꎬ束承继１ꎬ２ ꎬ蔡文博１ ꎬ贾 倩２ ꎬ王效科１ ꎬ欧阳志云１
１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ꎬ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ꎬ北京
２ 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ꎬ重庆

４００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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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空间( 林地、灌木、草地、水体) 所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极大的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环境ꎬ在城市绿地破碎化日益严重、
绿地质量逐渐降低、乡土植物逐渐减少、入侵风险逐渐加剧等生态背景下ꎬ如何维持稳定而持续增长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供给ꎬ
一直困扰着当下从事城市生态学领域研究的学者和城市管理者ꎮ 植被群落作为城市绿地系统的基本组成单元ꎬ在绿地破碎化
趋势下ꎬ可作为研究内容来探讨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维持或提升策略ꎻ植被群落泛指城市中常见的、具有明显边界的、按照一定分
布规则的植物群落单元ꎬ既包括道路绿地、居住区绿地、公园绿地等ꎬ也包括城市郊野自然林地ꎮ 但对植被群落生态功能的研究
也多停留在对某一生态问题的简单相关性研究ꎬ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ꎮ 本文从微观层面的植被群落角度ꎬ整合相关文献研究ꎬ
介绍了受植被群落特征影响的 ６ 种典型城市生态系统服务ꎬ综述了植被群落特征对这 ６ 种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机理ꎬ对植
被群落特征因子进行总结、归类ꎬ从树种特性、垂直结构、水平结构、其他 ４ 个角度构建了“ 植被群落特征因子对城市生态系统服
务影响关系表” ꎮ 最后面向典型生态系统服务提升提出了城市低质量植被群落地区的营建和更新原则ꎬ以期为今后城市园林
部门、规划部门制定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提供基础性技术支撑ꎮ
关键词:植被群落ꎻ城市生态系统服务ꎻ影响机理ꎻ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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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ꎬ在缓解区域人为活动压力、集约利用土地资源、促进城市经济高效发展的同时ꎬ

也会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１] ꎬ如热岛效应 [２] 、交通噪音 [３] 、暴雨径流 [４] 以及由此引起的面源污染 [５] 等问
题ꎻ不仅如此ꎬ高度硬质化的城市地表环境还会导致城市的生物多样性的降低 [６] 、植物景观功能削弱 [７] 等ꎬ从
而进一步影响城市居民身心健康 [８] ꎮ 自生态系统服务概念提出以来ꎬ城市管理者和广大学者就城市绿地生
态系统对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缓解作用开展了许多研究ꎬ已取得较多研究成果ꎮ ＡｌａｖｉｐａｎａｈꎬＳ.等人利用遥感和
土地利用 / 土地覆盖( ＬＵＬＣ) 数据ꎬ评估了温暖时期德国慕尼黑不同城市绿地生态系统的降温效果ꎬ发现城市
植被的降温效果是非线性的ꎬ且植被覆盖比例在 ７０％到 ８０％之间的地区ꎬ地表温度( ＬＳＴ) 的降温效果显著且
更强 [９] ꎻ同样利用地理空间数据ꎬ Ｄｉ ＬｅｏꎬＮ.等人对 ２０ 年来波波 －迪乌拉索的城市化和地表温度( ＬＳＴ) 进行了
时空上的研究ꎬ结果显示绿色生态空间的地表温度( ＬＳＴ) 确实低于邻近不透水的城市化地区 [１０] ꎻＺｈａｎｇꎬ Ｂ.等
人利用北京市绿地空间第七次调查数据ꎬ结合雨水径流系数法和经济评价方法ꎬ对城市绿地减少雨水径流的
经济效益进行了评估 [１１] ꎻＶｉｌｌｅｎｅｕｖｅꎬＰ.Ｊ.等人利用 ＮＤＶＩ 数据和城市绿地空间数据ꎬ结合加拿大死亡率数据库
的死亡记录信息ꎬ对安大略地区绿地空间和人群致死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ꎬ发现城市环境中的绿色空间与死
亡率的长期降低有关 [１２] ꎮ 以上作者对于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研究均基于城市大尺度遥感数据和
统计数据ꎬ从静态角度分析特定土地利用类型对城市生态的影响ꎬ从动态角度探讨土地利用与城市生态发展
的时空变化规律ꎬ这也是目前学界进行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主流方法ꎬ研究成果用于指导宏观尺度上城市绿
地系统规划的制定与修改ꎮ 而在城市扩张导致城市绿地破碎化的背景下ꎬ如何在微观层面上开展生态系统服
务提升工作ꎬ值得思考ꎮ

“植被群落” 泛指城市中常见的、具有明显边界的、按照一定规则分布的植物群落单元ꎬ既包括道路绿地、

居住区绿地、公园绿地等ꎬ也包括城市郊野自然林地ꎮ 植被群落作为组成城市绿地系统的基本单元ꎬ可作为研
究对象以提高城市生态系统服务质量ꎬ由于生态系统服务类型众多ꎬ本文所关注“ 城市” 生态系统服务ꎬ重点

围绕城市人居环境需求开展ꎬ包括“ 缓解热岛效应” 、“ 调节暴雨径流” 、“ 减少面源污染” 、“ 削减交通噪音” 、
“ 人居身心健康” 、“ 生物多样性保护” ꎻ同样ꎬ传统的植被群落特征研究过于关注小尺度植物景观美学效果ꎬ而
忽略了其对城市整体生态系统服务的支撑功能ꎮ 对植被群落特征￣生态系统服务关系进行研究ꎬ诸如树种组
成、垂直结构、分布形状、群落面积、冠层密度等ꎬ可以从微观 [１３] 层面指导植被群落优化ꎬ自下而上的强化城市
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ꎬ目前也已有部分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ꎬ仅围绕个别影响参数ꎬ整体而言缺乏系统
性ꎮ 本文在大量查阅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的基础上ꎬ综述了植被群落特征对于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
机制ꎬ同时建立“ 植被群落特征因子对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影响关系表” ꎬ对不同用地类型如何优化植被群落特
征以提高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提出了一般性原则ꎬ为今后深入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奠定基础ꎬ为园林绿化部
门的植被更新与维护提供科学指导ꎮ
１

受植被群落特征影响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
生态系统服务依据其价值分类可概括的分为直接价值和间接价值ꎬ前者提供生态系统产品ꎬ为人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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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工业原材料、药品等可以商品化的服务ꎻ后者支撑与维持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ꎬ如我国生态系统对
城市产生的气候调节、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土壤肥力的更新与维持、营养物的循环、二氧化碳的固定等难以商
品化的服务 [１４] ꎮ 本文主要结合植被群落特征( 树种特性、垂直结构、水平结构、冠层结构等) ꎬ对后者中受植

被群落特征影响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讨论:缓解热岛效应、调节暴雨径流、减少面源污染、消减交通噪音、
人居身心健康和生物多样性保护ꎬ进而从城市生态系统服务提升的角度探讨植被群落优化一般性原则ꎮ
城市热岛是指城市温度高于周边地区或农村地区的一种现象ꎬ这种现象是城市化进程中人类活动与环境
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区域环境特征 [１５] ꎮ 而城市绿地系统对于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具有公认的显著的

效果ꎮ 城市地表降温增湿的实现ꎬ主要来自于作为城市绿地系统基本单元的植被群落植物叶片的蒸腾作用、
对太阳辐射的吸收反射作用以及群落整体的遮蔽降温作用 [１６] ꎻ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ꎬ不透水地表面积的增加
改变了城市下垫面条件ꎬ导致了城市暴雨径流现象的加剧ꎬ使得城市内涝频发 [１７] ꎬ而城市绿地可从截留、蓄
积、下渗等方面对降雨压力进行缓解ꎬ而缓解能力则受基本单元植被群落特征的影响ꎻ面源污染一般是指污染
物经过降雨或融雪的径流ꎬ被冲刷和自然携带到河流、湖泊、湿地、滨岸和地下水中所形成的污染 [１８] ꎬ而城市

绿地不仅可以通过调节径流对污染物进行截留ꎬ其内部的植物组成对截留的污染物也有一定的消解作用 [１９] ꎻ
在城市道路快速发展和居民汽车保有量持续上升的大背景下ꎬ城市交通噪音问题日益严重ꎬ亟需解决ꎮ 切断
传播途径是目前较为常见的解决措施ꎬ与修建声屏障、防噪堤的高成本和低普及性相比ꎬ绿化带消减交通噪音
则成为一种简便、易行、可靠的方法 [２０] ꎻ人居身心健康和生物多样性指数是城市是否良性发展的重要判定指
标ꎬ在城市居民自杀率上升 [２１] 、环境污染诱发疾病频发 [２２] 、生物多样性降低 [２３] 等背景下ꎬ如何求得人与生物
在城市中生活环境问题的最优解ꎬ是学界在研究城市绿地系统和植被群落设计时所必须要思考的ꎮ

植被群落特征对于上述 ６ 种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存在显著的影响ꎬ如何进行植被群落优化以提升城

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值得学界思考和研究的问题ꎮ 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参与其中ꎬ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ꎬ对
植物群落特征￣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ꎬ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方案ꎮ
２
２.１

植被群落对各类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缓解热岛效应
城市绿地缓解热岛效应服务能力主要受其基本构成单元( 植被群落) 的植物类型、垂直结构、水平结构、

冠层结构等特征影响ꎮ 植物种类不同ꎬ植物叶片的蒸腾作用、对太阳辐射的吸收反射作用及树冠的遮蔽降温
作用也不尽相同ꎮ 陈丽文 [１６] 和李凤霞 [２４] 在各自的研究中分别应用仪器分析法和样点实测法ꎬ对不同植物的
增湿降温能力进行了测定比较ꎬ发现不同植物在城市局部微气候中降温增湿的能力存在差异ꎬ且随着季节的
变化而动态变化ꎻＳｍｉｔｈｅｒｓꎬＲ.Ｊ. [２５] 等也从树种层面ꎬ对不同树种在世界温带地区提供城市降温的相对能力数
据进行了整合ꎬ开发出了一种实用的方法来选择那些在这方面有最大潜力的树种ꎮ 这些植物增湿降温能力的
差异主要源自于它们冠幅、叶面积指数、反射率、气孔导度等特征差异ꎮ
植被群落作为不同种类植物组成的综合体ꎬ其结构特征无疑也会对群落整体的缓解热岛效应能力产生影
响ꎮ 植被群落结构一般可分为垂直结构、水平结构和冠层结构ꎮ 垂直结构指植物群落的垂直配置状态ꎬ成层
现象是其最显著的特征ꎮ 按植物的生活型把植被结构从底部到顶部划分为地被层、草本层、灌木层和乔木层
４ 个基本层次 [２６] ꎮ 实测法是目前国内外学者常采用的方法 [２６￣２７] ꎮ 陈朱等 [２８] 在对上海市 １５ 个公园进行进行
样方实测后ꎬ对乔￣灌￣草、乔￣草、草地 ３ 类群落结构的减温效果进行测定比对ꎬ发现不同植物群落结构类型的

降温效果确存在差异ꎬ其中乔￣灌￣草复合型降温效果最好ꎻ高吉喜 [２９] 等在研究北京城市绿地群落结构对降温
增湿功能的影响机制时ꎬ通过对 ２４ 个典型绿地群落夏季降温增湿效果的实测ꎬ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ꎻ对于乔
木、灌木、草本单独三者之间降温能力的比较ꎬＳＯＤＯＵＤＩ [３０] 等通过实测结合 ＥＮＶＩ￣ｍｅｔ 模型模拟以及 ＤＵＮＣＡＮ

等 [３１] 通过遥感影像研究不同植被类型的降温程度时发现ꎬ降温能力依次为:乔木、灌木、草本ꎮ 水平结构也是
在进行植被群落设计时需着重考虑的特征ꎮ 水平结构的构成参数主要为斑块形状指数、斑块面积和斑块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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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ꎮ 斑块面积和斑块周长对降温能力的影响机制ꎬ学界研究所得结论较为相似ꎬ均一致认为存在正相关关
系 [３２￣３５] ꎬ不过仍有部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到了植被斑块面积与降温能力之间的阈值效应 [３６￣３７] ꎬ绿地斑块
的降温效应在面积达到某一临界值后便会趋于平缓ꎬ其中的影响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ꎬ斑块形状指数对于
植被群落降温效应的影响ꎬ国内外学者研究结论分歧较大ꎬ存在正相关 [３５￣３６] 、无明显相关 [３８] 、负相关 [３９] 三种

观点ꎮ 冠层结构主要包含叶面积指数、冠幅、郁闭度等参数ꎬ关于这三个参数对于植被群落降温效应的影响研
究已经非常成熟ꎬ研究证明叶面积指数、冠幅、郁闭度三个参数 [４０￣ ４３] 与植被群落降温效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
系ꎬ且叶面积指数和郁闭度存在影响阈值ꎮ
２.２

调节暴雨径流
已经有许多学者就植被群落特征对于径流削减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ꎮ 植被群落主要通过截留蓄积、土

壤改造来对暴雨径流进行调节ꎬ受树冠特征、郁闭度、根系特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ꎮ
其中截留蓄积可分为林冠截留和枯落物截留两部分ꎮ 游宇 [４４] 等对 ８ 种园林乔木林冠的雨水截留作用进

行研究ꎬ发现在 １６ 场降雨中国槐、雪松及银杏的总林冠截留体积明显大于其他 ５ 种树木ꎬ且在不同降雨量条
件下ꎬ针叶乔木林冠截留率始终高于大型和小型阔叶乔木ꎻ而尹剑红 [４５] 在 １１ 种园林地被植物冠层截留特征
的研究中ꎬ也发现了单位面积条件下ꎬ不同园林地被植物因冠层特征的不同产生的截留量的差异ꎮ 在树冠特
征的研究基础上ꎬ部分学者对植被群落的郁闭度与截留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４６￣４８] ꎬ研究表明植被群落郁
闭度越大ꎬ林冠和枯落物对暴雨的截留作用就越强ꎮ

植被群落根系对径流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造土壤结构来实现的ꎬ根系的存在可以疏松土质ꎬ降雨加速下
渗

[４９]

ꎬ且一般根系发达、须根粗壮的植物能通过膨胀、延伸等作用在土壤中形成大孔隙通道ꎬ并能延伸至土壤

表面形成优先流ꎬ从而维持土壤的渗透性能 [５０] ꎬ唐正光 [５１] 在研究中发现ꎬ植被群落的根系层可以显著提高群
落内的岩土体中大孔隙的数量和规模ꎬ从而大大提高了岩土体的降雨入渗能力ꎻ李建兴 [５２] 等也通过对根长密
度和土壤饱和持水量关系的研究ꎬ发现了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ꎬ间接说明了根长密度高的植被群落对土
壤的改造能力更强ꎬ可以更好的减少地表径流的产生ꎮ
２.３

减少面源污染
由降雨引起的地表产流含有悬浮物、营养物、重金属、毒性有机物等污染物ꎬ若没有截留措施干预ꎬ便会进

入水体ꎬ造成面源污染 [５３￣５４] ꎮ 植被群落可从削减地表产流、污染物净化两方面来对面源污染进行控制ꎬ其效

果受植物种类、种植密度、群落层次等因素制约ꎮ 削减地表产流 ２.２ 部分已从植被群落的截留蓄积和土壤改
造两方面进行了阐述ꎬ本节将对植被群落的污染物净化能力进行综述ꎮ

植被群落组成中ꎬ不同植物对于面源污染的净化能力各不相同ꎮ Ｒｅａｄ [５５] 等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 ２０ 种植

物的水污染物( ＴＮ、ＴＰ) 净化效果进行了实验研究ꎬ发现各植物间的净化能力存在显著差异ꎻ杨帆 [５６] 等研究了

１０ 种不同植物对水质( ＴＮ、ＴＰ) 的净化能力ꎬＴＮ、ＴＰ 浓度( 以质量浓度计) 为 ２.０８—３.０３、０.５６—０.７７ ｍｇ / Ｌ 时ꎬ
不同植物对水质的净化能力也存在一定的差异ꎮ 在另外的一项实验研究中 Ｒｅａｄ [５７] 等更进一步提出了不同
植物种类间根系特征差异与面源污染净化能力差异之间的关系ꎬ一般来说与最长根的长度、生根深度、总根长
和根质量有关ꎬ均为正相关ꎮ 另外植被群落的种植密度也对其面源污染控制能力有一定影响ꎬ吕建 [５８] 等在河
岸缓冲带对三种种植密度(４００ 株 / ｈｍ ２ 、１０００ 株 / ｈｍ ２ 和 １６００ 株 / ｈｍ ２ ) 的杨树人工林的无机氮去除效果进行了
研究ꎬ发现 １６００ 株 / ｈｍ ２ 杨树人工林缓冲带对径流水中铵态氮和硝态氮的去除能力最强ꎬ而 ４００ 株 / ｈｍ ２ 缓冲

带去除效果较差ꎻ胡颖 [５９] 在研究河流、沟渠旁植物群落对 Ｎ、Ｐ 的自然净化效果时ꎬ也发现了植物密度和 ＴＮ、
ＴＰ 去除率之间存在正相关系ꎻ种植密度同样对植被群落的重金属富集能力产生影响ꎬ朱胜男 [６０] 等对 ３０ × ２０、

２５ × ２０、２０ × ２０ 三种不同种植行间距的紫苏群落铅富集能力进行了实验检测ꎬ经方差分析发现ꎬ铅富集量总体
上随种植密度的增大而增大ꎮ 另外ꎬ植物群落配置方式也是制约面源污染控制能力的因素之一 [６１￣６３] ꎬ吴健 [６４]

等人对草 ＋灌、草 ＋乔、草 ＋灌 ＋乔三种配置方式的固体悬浮物、ＴＮ、ＴＰ 三种面源污染的去除效果进行了研究ꎬ从
面源污染防治试验结果来看ꎬ选择的 ３ 种植被组合模式以草 ＋ 灌 ＋ 乔的群落配置模式为最优ꎻ刘宏伟 [６５] 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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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土、草本、乔 ＋草三种样地的重金属去除效果研究后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ꎬ乔木￣草本植物混合配置样地对铜
离子的去除效果稳定ꎬ 且平均去除率最高ꎮ

所以在进行植被群落营建或优化时ꎬ为实现其减少面源污染能力的最大化ꎬ可适当考虑选用根系发达、根

质量高的树种ꎬ同时适当增大种植密度ꎬ且尽量避免群落植物生活型单一化ꎬ可采用乔 ＋ 灌 ＋ 草结合的复合式
群落配置模式ꎮ
２.４

削减交通噪音
城市中交通噪音主要由来往车辆的喇叭声、胎噪及道路施工等组分构成ꎮ 许多学者的研究已经证实了植

被覆盖对于交通噪音的削减作用 [６６￣６８] ꎮ 同样的ꎬ植被群落在交通噪音削减服务方面也表现出树种和结构的
差异性ꎬ通过文献搜集分析ꎬ我们可从这两方面对植被群落的降噪机制进行综述ꎮ

树种对于植被群落噪音削减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植物树冠特征、分枝点高低和叶面积指数等特征差异
上ꎮ 目前ꎬ有关树种树冠特征对整体植被群落降噪能力的影响的研究成果存在一定的争议ꎬ存在针叶树种强
于阔叶树种与阔叶树种强于针叶树种两种观点ꎮ Ｋａｒｂａｌａｅｉ [６６] 等在对不同树种的降噪能力研究中ꎬ发现在夏
季阔叶树相较于针叶树的降噪能力更强ꎬ但吴淑杰 [６７] 和张明丽 [６８] 在各自的研究中都认为针叶类树种的降噪
能力要强于阔叶类树种ꎬ有学者 [６９￣７０] 进一步研究了不同噪声频率等级条件下ꎬ不同树种的降噪能力ꎬ发现对
于 ５００Ｈｚ—２ｋＨｚ 之间的噪音ꎬ降噪能力受叶片数量影响较大ꎬ所以针叶类树种的降噪效果更好ꎬ对于 ２ｋＨｚ 以

上的高频噪音ꎬ阔叶类树种的降噪效果更好ꎮ 对于叶面积指数、分枝点高低与树种降噪能力之间关系的研究ꎬ
张庆费 [７１] 等在对上海植物园样地进行实测的基础上ꎬ对叶面积指数、平均枝下高、平均高度、盖度、平均冠幅、
平均间距、裸地率、平均胸径 ８ 个潜在因子进行相对衰减量相关性分析后发现ꎬ叶面积指数与平均枝下高两个
因子的相关性位居前两名ꎬ且叶面积指数越高、分枝点越低ꎬ降噪效果越好ꎬ巴成宝 [７２] 利用回归分析研究不同
大小乔木植株减噪能力时ꎬ也发现了相似的现象ꎬ且枝下高和叶面积指数 ２ 个因子与减噪能力之间地 Ｒ ２ 分别
为 ０.９６４ 和 ０.９５３ꎮ

植被群落的降噪能力也受结构特征的影响ꎮ 垂直结构上ꎬ陈龙 [７３] 等在 ５ 个宽度级别上分别对 ４ 类不同

结构绿地样点进行实测ꎬ发现乔灌草复合结构的道路绿地降噪能力要强于纯乔木结构或纯灌木结构ꎬ纯草坪
结构的降噪能力最弱ꎬＫａｒｂａｌａｅｉ [６６] 等用同样的方法测定了不同宽度级别上不同种类构成绿地的降噪效果ꎬ发
现乔灌复合结构在 １００ｍ 的宽度水平上降噪效果最强ꎬ可降低 ４４ｄＢꎻ水平结构上ꎬ绿地的降噪能力主要受宽度
影响ꎬ一般来说绿地宽度越大ꎬ其降噪能力就越强 [７４] ꎻ另外ꎬ Ｍａｒｔíｎｅｚ￣Ｓａｌａ [７５] 等在研究中证实ꎬ对植物间进行
合理的排列、布置可以有效地改善它们的隔声降噪能力ꎬ 这与声波在传播中与植物带枝叶所产生的共振和衍
射有关ꎬ而明雷 [７６] 等进一步研究重庆主城区常见 ３ 种道路景观植物的降噪效果后发现ꎬ对单一植物种ꎬ 植物
间交叉排列的绿化带对交通噪声的衰减效果比平行排列好ꎮ
２.５

人居身心健康
相较于上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ꎬ植被群落特征对人居身心健康服务影响的研究起步较晚ꎬ城市居民压力

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不断增加ꎬ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人群身心健康与植被群落间存在正向关系 [７７] ꎬ两者之
间的影响机理研究目前多集中在绿视率、芬多精以及生态效益提升带来的疾病降低 ３ 方面ꎮ

黄俐琳 [７８] 等将绿视率作为评价公园绿道植被群落康养能力的主要因子ꎬ绿视率越高ꎬ植被群落康养能力

得分越高ꎬＢｏｅｒｓ [７９] 等以荷兰乌特勒支为例ꎬ利用统计数据研究了当地精神障碍患者的居住环境ꎬ发现绿色空
间小、绿视率低的区域ꎬ精神障碍患者人数较高ꎬ 从侧面证实了绿视率与人群身心健康之间的正向关系ꎬ
Ｎｕｔｓｆｏｒｄ [８０] 等通过对新西兰焦虑 / 情绪障碍治疗数量与绿地距离和社区内绿地比例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后ꎬ
发现了同样的规律ꎬ绿地可达性越高、社区绿地比例越高ꎬ焦虑 / 情绪障碍治疗数量越低ꎮ

芬多精( ｐｈｙｔｏｎｃｉｄｅｒｅ) ꎬ 又名植物杀菌素 ( ｐｈｙｔｏｎｃｉｄｅ) ꎬ 是指植物的花、叶、木材、根、芽等油性细胞在自然

状态下释放出的ꎬ 可对其他有机体产生影响的挥发性或非挥发性的气态有机物 ＶＯＣｓꎬ 它可以增强人体免疫

力ꎬ 明显抑制癌细胞生长ꎬ 具有特殊的医学功能 [８１] ꎬ林静 [８２] 等采样测定了 ５ 种康养植物芬多精成分及含量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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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芬多精对环境保护和人体保健具有杀菌抑菌、净化空气、调节人体生理指标等生态功能ꎬＬｉｍ Ｌｅｅｊｉｎ [８３] 等
通过提取日本扁柏的芬多精经过实验后发现ꎬ芬多精可以有效地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ꎬ而后者
正是动脉粥样硬化和血管成形术后再狭窄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ꎬ Ｈｉｒｏａｋｉ [８４] 等在芬多精溶液的黑色素抑制
效应研究中发现ꎬ芬多精溶液对于生物体的黑色素生成具有抑制作用ꎮ

重工业大发展背景下部分城市空气质量急剧下降ꎬ由此引发的呼吸道疾病成为目前城市居民所要面临的
重大致死疾病之一ꎮ Ｄａｄｖａｎｄ [８５] 等调查了巴塞罗那的 ３９ 所学校校内绿化度和空气污染指数ꎬ经研究发现ꎬ学
校内部和周边的绿化程度与学校内部和周边的空气污染水平呈负相关ꎬ政策制定者和健康专家应从绿化角度
出发出台政策降低学生因空气污染暴露的致死率ꎬＳｈｅｎ [２２] 等以台湾地区为研究对象ꎬ采用偏最小二乘模型ꎬ
探讨植被群落结构特征通过净化空气污染物对呼吸道疾病致死率产生的不同影响ꎬ发现通过增加植被群落的
最大绿色斑块百分比可以降低肺炎和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死亡率ꎬ熊林云 [８６] 在研究上海市郊城市绿地特性与
居民呼吸健康关系后发现ꎬ居民所在周边绿地植被覆盖度越高ꎬ居民呼吸健康状况越好ꎬ且植被群落结构层次
越丰富ꎬ对呼吸健康的效益就越大ꎮ
２.６

生物多样性保护
城市生物多样性是植被群落质量的重要评判标准ꎬ不断升高的硬化地表面积挤压了原有城市生物生存空

间ꎮ 为实现城市扩张过程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ꎬ我们需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创造适宜的生境条件ꎮ 植被
群落作为城市绿地系统的基本组成单元ꎬ其特征的改变会第一时间影响到生物的栖息状态ꎬ我们可从食源性
植物、入侵植物风险、植物多样性三方面探讨植被群落特征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ꎮ
食源植物不仅可以为鸟类等动物提供栖息之地ꎬ还对动物的生存与繁殖具有重要作用ꎮ 冼丽铧等 [８７] 调
查了广州市 １２ 处城市绿地食源树种的应用ꎬ观察鸟类及蜂蝶类的取食情 况ꎬ发现其主要取食部位为植物的
花蜜、果实与嫩叶ꎬ观赏与被取食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春夏季ꎬ以香樟、羊蹄甲、木槿、海桐等植物为主ꎻ食源植物
在兼顾观赏性和生态性的基础上ꎬ对于鸟类等动物的取食具有重要的意义ꎬ根据王勇 [８８] 等对植被群落种类组
成以及对鸟类等动物的研究ꎬ在城市生态系统中ꎬ对食源植物的合理利用和开发不仅有助于形成视觉、听觉、
嗅觉相结合的生态景观ꎬ丰富市民的感官和体验感ꎬ还有利于鸟类等动物的生存繁殖ꎬ丰富城市生物多样性ꎻ
Ｓｔｅｆａｎ Ｗ. Ｆｅｒｇｅｒ [８９] 等以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为例ꎬ沿海拔 ８７０—４５５０ｍ 的梯度记录了鸟类物种的丰富
性ꎬ并对当地的气候条件、植被结构和食物资源的可得性进行了量化分析ꎬ运用路径分析法分析了它们对所有
鸟类、食腐动物和食虫动物物种丰富性的直接和间接影响ꎬ发现植被结构和食物资源的可得性对生物物种丰
富度模式具有显著的影响ꎮ
随着全国各地贸易往来的不断频繁以及人们对观赏植物资源的引种、培育和利用ꎬ植被群落结构不断丰
富ꎬ城市生物多样性逐渐增加ꎬ大量外来植物被引进到城市之中 [９０] ꎮ 但由于全国各地不同植物所需的生长环
境不同ꎬ许多植物及其品种在引种后使得城市中乡土植物失去一定程度的生长优势ꎬ对城市生物多样性具有
极大危害ꎬ 如 马 缨 丹 [９１] 、 野 罂 粟 [９２] 、 含 羞 草 [９２] 等ꎬ 会 造 成 城 市 中 生 物 多 样 性 减 少 的 现 象 [９３] ꎮ Ｔ. Ｍａｒｔｉｊｎ

Ｂｅｚｅｍｅｒ [９４] 等比较受入侵植物影响生境中本地植物和入侵植物上的昆虫多样性分布后发现ꎬ入侵植物上的昆
虫的丰富度通常较低ꎻＶａｎ Ｈｅｎｇｓｔｕｍꎬ Ｔ. [９５] 等认为入侵植物会对当地动植物群落产生重大影响ꎬ且对 ５６ 项关

于植物入侵对节肢动物群落丰富度影响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ꎬ发现节肢动物多样性的丧失通常与植物物种丰
富度的丧失直接相关ꎬ而入侵植物的扩散是多样性和丰富度降低的主要驱动因素ꎮ
植物是组成植被群落空间的基本单元ꎬ多样化的植物组成也有助于植被群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ꎮ Ｅｒｉｋ

Ｈｅｙｍａｎ [９６] 在瑞典西南部的韦斯特拉￣戈塔兰县进行的管理试验中发现ꎬ如果大面积清除林下植物ꎬ会对鸟类

的数量产生负面影响ꎬ且与“ 成片” 清理的地块相比ꎬ“ 完全” 清除林下的地块ꎬ林下繁殖鸟的总密度下降更多ꎻ
Ｅｉｓｅｎｈａｕｅｒꎬ Ｎ.

[９７]

等通过调查示范草原建立 ２ 年、４ 年和 ６ 年后土壤微生物和土壤动物群的表现ꎬ研究植物多

样性和关键功能群的存在对土壤生物群的影响变化ꎬ发现植物的多样性ꎬ从物种和数量上来说ꎬ对微生物多样
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ꎬ且功能群落丰富度ꎬ是影响土壤生物群落的最重要的植物群落属性ꎻ彭李菁 [９８]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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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选取广州市信园为研究个案ꎬ同时先取市内有代表性的 ５ 个生态园林区作对比进行植物多样性调查ꎬ计算物
种多样性指数( ＳＷ 指数) ꎬ并把计算结果分别与园区内其它生物多样性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ꎬ发现鸟类、其他
小型动物的种类数随植物 ＳＷ 指数上升呈现增高趋势ꎬ即植物多样性决定动物物种丰富程度ꎮ

２.７

总结

在进行城市生态空间与生态系统服务关系研究时ꎬ土地利用 / 土地覆盖( ＬＵＬＣ) 凭借获取的便捷性、呈现

的直观性ꎬ一直被广泛运用ꎬ研究成果的应用多停留在指导宏观层面的绿地系统规划ꎬ而在城市绿地斑块逐渐
破碎化的趋势下ꎬ为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稳步提升ꎬ微观层面的植被群落优化研究应受到重视ꎮ
从上述内容看ꎬ植被群落特征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因子可以归为两大类:树种与结构ꎬ其中树种因子又
包含叶面积指数、分枝点高低、根系特征、树冠特征、化学物质生成等若干因子ꎬ结构因子包含垂直结构、水平
结构、冠层结构等若干因子ꎮ 植被群落主要通过植物体的蒸腾作用与群落整体的遮蔽作用缓解热岛效应ꎬ叶
面积指数、冠幅、郁闭度、群落面积和周长等参数与植被群落的降温效应均存在正向关系ꎬ不过叶面积指数和
郁闭度存在影响阈值ꎻ暴雨径流与面源污染均与降雨量有关ꎬ所以可通过加强植被群落的截留蓄积能力同时
增强调节暴雨径流服务与减少面源污染服务ꎬ针叶乔木林冠截留率普遍大于大型和小型阔叶乔木ꎬ郁闭度越
高ꎬ群落截留蓄积能力也就越强ꎬ此外ꎬ根系强弱、根长密度大小与群落的调节暴雨径流服务能力之间存在正
向关系ꎬ最长根的长度、生根深度、总根长和根质量与群落的减少面源污染服务能力之间存在正向关系ꎬ且科
学的群落种植密度与多层次配置模式也可增强群落的减少面源污染服务能力ꎻ树种层面ꎬ植被群落对交通噪
音的削减能力主要受植物体分枝点高度、叶面积指数和树冠特征的影响ꎬ且低分枝点、高叶面积指数的植物具
有更强的噪音削减能力ꎬ而面对不同的噪音频率时ꎬ不同树冠特征的植物表现不一ꎬ５００Ｈｚ—２ｋＨｚ 之间的噪
音ꎬ针叶类树种的降噪效果更好ꎬ ２ｋＨｚ 以上的高频噪音ꎬ阔叶类树种的降噪效果更好ꎻ在提升城市人居身心
健康方面ꎬ高芬多精挥发量的植物体对人群生理健康具有更好的改善效果ꎬ高绿视率的城市绿地可以极大的
改善城市居民的精神心里状况ꎬ而高植被覆盖度可以明显的降低肺炎和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死亡率ꎻ城市生物
多样性与城市所用树种中食源植物的占比同样存在正向关系ꎬ除此之外ꎬ外来入侵植物对本地生态环境的破
坏ꎬ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ꎬ会造成生物多样性降低ꎬ而在科学合理的树种规划指导下ꎬ增加植物物种多样性为
更多的潜在适生生物提供了合适的生活环境ꎬ进而增加了生物多样性ꎮ
在进行以生态系统服务提升为目的的植被群落优化时ꎬ需遵循整体最优原则ꎬ即以群落主体功能为主ꎬ制
定优化方案调整植被群落内部各项特征因子ꎬ实现生态系统服务的整体提升ꎮ 除以上综述内容介绍的各服务
主要影响因子ꎬ在查阅大量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ꎬ编制表 １ “ 城市生态系统服务￣植被群落特征因子关系

表” ꎬ可为今后植被群落营建与更新提供技术指导ꎮ “ ＋ ” 代表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对应的植被特征因子存
在正向关系ꎬ“ －” 代表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对应的植被特征因子存在负向关系ꎬ“ ∅” 代表未有文献证明此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对应的植被特征因子存在关系:
３

讨论
城市绿地破碎化背景下如何提升城市生态系统服务成为广大学者与城市管理者所面临的一大难题ꎮ 除

了基于土地利用 / 植被覆盖、ＮＤＶＩ、ＮＰＰ 等传统遥感数据研究城市生态系统变化以指导宏观层面的绿地系统

规划外ꎬ学者们还需关注微观尺度的植被群落数据ꎬ研究植被群落特征差异与生态系统服务变化之间的关系ꎬ
从微观层面指导城市管理者制定完善的植被群落整体优化策略ꎬ也为宏观尺度的绿地系统规划的有效实施奠
定基础ꎮ 相关的研究尝试与成果已经出现ꎬ张德顺 [９９] 等以上海市为例建立了 “ 植物功能性状 － 生态系统服
务” 评价框架ꎬ为园林树种的选择和树种规划提供了一种客观理性的方法ꎻＬａｖｏｒｅｌꎬＳ. [１００] 等通过对法国阿尔卑
斯山中部 Ｖｉｌｌａｒ ｄ′Ａｒｅ｀ｎｅ 南面山坡生态空间进行研究后发现ꎬ基于非生物变量和植物特征构建的生态系统服
务评估模型ꎬ相较于单纯 ＬＵＬＣ 数据更能精细地表现相关的生态系统属性ꎮ 本文综述了目前学界关于植被群
落特征如何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的主流观点ꎬ多为定性研究ꎬ将来或许可以进一步探索参数化、空间化后的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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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特征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量化关系ꎮ 基于以上内容ꎬ在符合景观要求的条件下ꎬ面向生态系统服务提
升的植被群落优化可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植被群落特征因子对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影响关系表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服务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缓解热
岛效应
Ｈｅａｔ￣ｉｓｌ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因子 Ｆａｃｔｏｒｓ

树种特性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反射率

高
低

气孔导度

高
低

树冠特征

针叶
阔叶

根系特征

深、长、高质量
发达根系

＋

高

芬多精

浓度高

低
浓度低
可食性

有
无

垂直结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结构层次

复杂
单一

绿视率

高
低

水平结构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面积

大
小

周长

长
短

密度

高
低

排列

平行
交错

乔木覆盖度

高
低

冠层结构
Ｃａｎｏｐ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叶面积指数

高
低

郁闭度

高
低

冠幅

大
小

其他 Ｏｔｈｅｒ

入侵风险

高
低

植物多样性

高
低

生物多样
性保护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

∅

∅

∅

∅

＋

∅

∅

∅

∅

∅

∅

＋

＋

０.５ｋＨｚ—２ｋＨ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浅、短、低质量欠
发达根系
分枝点

减少面源污染
暴雨径流调节
Ｎｏｎ￣ｐｏｉｎｔ
削减交通噪音 人居身心健康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ｕｎｏｆ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ｎｏｉｓ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
－
＋
－

－

－
－
＋
－

－

－
－
＋
－

>２ｋＨ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１) 在以缓解热岛效应服务为主体功能的城市区域ꎬ如分布在城市内的山体、公园、绿地等ꎬ进行植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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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落构建时ꎬ在树种规划上应选择高反射率、高气孔导度的树种ꎬ垂直方向丰富群落结构层次ꎬ水平方向尽可能
扩大群落配置面积ꎬ适当提高种植密度和乔木覆盖度ꎬ冠层结构上增加叶面积指数、郁闭度和冠幅ꎬ同时林缘
线设计不应执着于规则式延伸ꎬ适当结合自然ꎬ收放自如ꎮ
(２) 在以暴雨径流调节为主体功能的城市区域ꎬ如降水集中区域、台风多发区、城市低洼区域等ꎬ进行植

被群落构建时ꎬ树种规划上应选择根系发达的深根性针叶树种ꎬ采用多层次、复合式群落配置模式ꎬ水平结构
上适当提高群落面积、种植密度、乔木覆盖度ꎬ冠层结构上增加叶面积指数、郁闭度和冠幅ꎮ
(３) 在以减少面源污染为主体功能的城市区域ꎬ如农业区、工业区等ꎬ面向截留蓄积能力提升的植被群落

构建方法与暴雨径流调节植被群落构建方法相同ꎬ此外ꎬ应考虑长度、生根深度、总根长和根质量较大的污染
净化能力较高的树种ꎮ
(４) 在以削减交通噪音为主体功能的城市区域ꎬ如城市主干道、铁路、车站旁ꎬ进行植被群落构建时ꎬ树种

规划上应选择分枝点较低的树种ꎬ同时根据实地噪声频率ꎬ选择针叶树种( ５００Ｈｚ—２ｋＨｚ) 或阔叶树种( ２ｋＨｚ
以上) ꎬ垂直方向采用多层次、复合式群落配置模式ꎬ水平方向除了适当提高群落面积、种植密度和乔木覆盖
度外ꎬ排列方式以交叉排列为优ꎬ冠层结构上同前四种服务一样ꎬ增加叶面积指数、郁闭度和冠幅ꎮ

(５) 在以维持人居身心健康为主体功能的城市区域ꎬ如医院、养老院、居民社区、学校等ꎬ进行植被群落构

建时ꎬ树种规划上应选择芬多精挥发含量丰富的树种ꎬ垂直方向进行群落配置时ꎬ应提高群落绿视率ꎮ

(６) 在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体功能的城市区域ꎬ如城市公园绿地、郊野森林公园、居住区游园等ꎬ进行

植被群落构建时ꎬ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ꎬ树种规划上应考虑植物的可食性ꎬ花、果、叶等可为生物提供食
物来源ꎬ同时要重视入侵植物的防治工作ꎬ维护群落内部的生态稳定性ꎬ此外ꎬ应科学的提高群落内植物多样
性ꎬ为更多的生物提供合适的生存环境ꎮ
(７) 在进行面向城市生态系统服务提升的植被群落优化时ꎬ要遵循整体最优原则ꎬ同时兼顾实地的主要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ꎮ 许多生态系统服务提升的群落优化方案存在相似性ꎬ在进行实际群落构建时可统筹考
虑ꎬ共同提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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