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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城市化下的全球生态环境危机 

背景 

 快速城市化导致城市环境恶化和生态退化，“城市病”频见； 

 全球气候变化、自然生态系统退化和不可再生资源短缺等加剧了城市化对人

类社会发展造成的挑战。 

全球城市化 

中国城市化 

2000年（36.2%），2016年（57.3%），预期2030年（68.7%） 

城市化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态势 

一系列突出的城市化问题带来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 

无序扩张 垃圾围城 

人口拥挤 环境污染 



背景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国家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国家层面对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提出

更高要求。 

 

习总书记重要指示：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这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对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     

 “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可持续发展是新时代城市发展主旋律 

背景 

 1987 Brundtland Report概念：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

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 

 可持续发展理念强调在追求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并采

取有效措施进行生态环境保护。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转变城市发展

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着力解决城市病。 

 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需要系统性规划与建设；需要更加重视城市

与自然融合、人文与生态融合。 

国际 国内 



有机更新是城市可持续发展必由之路 

背景 

 城市有机更新是对城市中已不适应一

体化城市社会生活的地区作必要的改建，

使之重新发展和繁荣。 

 主要包括对建筑物等客观存在实体的

改造，以及对各种生态环境、空间环境、

文化环境、视觉环境、游憩环境等的改造

与延续。 

建规2017（59）：开展生态修复、城市修补是治理
城市病，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举措 

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年)：到2020年，
改造开发600万亩城镇低效用地 

实现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途径！ 



 城市困难立地是城市有机更新的主要载体 

背景 

城市困难立地 

 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方式转变的后工

业化时代，城市中可用于生态建设的土

地资源越来越少； 

 特别在人口高密的城市建成区，大量的老

旧工厂、废弃地、工业搬迁地、垃圾填埋

场和建筑立面等困难立地逐渐成为城市

生态建设的主要载体； 

 常规绿化技术往往无法应对其特殊的立地

环境条件，迫切需要开展针对城市困难

立地的园林绿化和生态修复理论和

技术创新。 



上海率先开展了城市困难立地生态修复理论、技术创新研究及实践 

上海市延中绿地建设 

困难立地:老工业基地 

上海世博园区绿化 

上海世博园区生态园林化成效 



 城市困难立地相关术语及发展历史 

1980年  美国 

《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超级基金法”） 

最早提出了“废弃及未充分利用的工业用地，或是已知或疑
为受到污染的用地”的处理与责任问题，最早提到“棕地”。 

1990年英国 

《英国规划法》 

提出“棕地”不一定是工业用地，
也不一定有污染物。  

1994年 美国 

美国国土听证会 

明确定义“棕地” ； 

第一份详细的“棕地”问题政策研
究开始实施。  

2003年 薛建辉 

《退耕还林工程区困难立地植
被恢复与生态重建》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提出困难立地概念。 

2004年贾忠奎 

《干旱半干旱石质山地困难立地植被恢复技术》   

困难立地修复的植被恢复技术。 

2011年张浪 

《生态技术在上海世博园区绿地建设中的综合应用研究》 

（《中国园林》） 

正式提出城市困难立地生态修复技术概念； 

提出困难立地生态技术分类、适配、集成。 

······ 

其他国家、地区相
继明确困难立地
（棕地）概念。 



湿地净化 



生态园林化 

实践案例 

城市困难立地及
其生态园林化 

城市再开发背景下的生态园林化 

第一部分 

城市再开发中
的生态建设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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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城市再开发中 
的生态建设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市可利用国土资源日益紧缺，大城市纷纷从增量时代进入存量时
代，建设用地规模限定下的存量空间再开发已经成为城市建设发展的主要途径。 

1.1 城市再开发与生态建设 

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年)：到2020年，改造开发
600万亩城镇低效用地 



城市再开发 

 调整城市功能布局，搬迁污染城市环境的企业和单位，充分发挥城市土地
的区位效益。 
 

 改造城市中环境条件恶劣的住宅区和破旧的房屋，组建有一定规模和完善
程度的公共服务、文化和生活设施，努力把单纯的小街坊改造成完整的居
住区，提高城市生活的社会化水平。 
 

 增加绿地和公共空间，美化环境、提高环境质量。 
 

 发展和扩大全市性公共中心，并把各区域中心和各种不同用途的专业化设
施纳入统一的相互联系的规划系统中来。 
 

 整顿和改善城市道路系统，修建交通疏散设施和停车换乘枢纽，建立各类
停车场。架设空中或开辟地下通道，整顿对外交通系统。 

 
 改造城市市政设施，把紊乱的地下地上工程设施纳入统一的规划系统，把

不同规模的工程设施与城市发展规划统一起来。 
 

 对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旧街区、建筑群、建筑物和文化古迹，进行妥善的
维修和积极保护。 

 在上海等特大型城市再开发中，往往通过绿地等生态空间建设，来美化环境、提升城市环境质量，
缓解各类城市问题。 

1.1 城市再开发与生态建设 



1.2 城市再开发中的生态建设空间 

 已开发用地的再开发、更新再利用是上海等特大型城市中城市生态空间建设的主要途径。 

类型 2015年 2035年 变化 

城市建设用
地规模 

3071km
2 3200km2 

增加
129km2 

（4.2%） 

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 

7.6m2 

/人 

不少于
13m2 

/人 

增加
5.4m2 

/人 

森林覆盖率 15% 23%左右 增加8% 

骨干绿道长
度 

203km 
2000km 

左右 
增加

1797km 

上海2035规划用地变化 



上海 已批未建公共绿地 85%以上在城市更新土地 

上海市已批未建公共绿地 

现状工业用地 临时空地 

现状居住商服用地 现状仓储用地 



到2040年，规划上海森林覆盖率为25% 

郊区工业用地转化预控185平方公里，贡献度24% 

沿海、滨水市域生态走廊 

上海市规划森林建设空间 



第二部分 

城市困难立地及其
生态园林化 



1.1 城市困难立地 

城市困难立地生态修复是上海现在、未来生态空间建设载体“挖潜”的主体途径 



1.1 城市困难立地——定义内涵 

棕地 

垃圾 
填埋场 

受损 
湿地 

建筑 
外立面 

新成陆 
盐碱地 

城市化过程中立地条件遭到强

烈人为干扰，水土环境条件对

植被生长造成障碍。 

典型特征： 
 土壤和水体污染 
 水域富营养化 
 城市土壤透气性差、养分低、保水

保肥能力差 
 人工加速成陆盐碱地的成陆过程缺

乏表土形成过程 

 

城市化过程中人为营建的

城市基础设施、建构筑物

等，立地条件限制植被生

长。 

典型特征： 
 种植层厚度受限 
 水土环境单元孤立 
 人工构筑的水土环境与植被的

适配性差 

 

城市困难
立地 

城市困难立地 
（ Urban Challenging  Site） 

“城市困难立地”定义是对传统棕地定义的延伸与拓展： 

= 

含有或可能含有有危害物质、污染物或致污染物的不动产 
+ 

可扩张、再开发或再利用复杂的不动产 
+ 

城市立体绿化空间 
+ 

新成陆盐碱地 



1.1 城市困难立地——类型划分 

类别 立地类型 类型描述 

01自然型 

011盐碱地 指表层盐碱聚集，生长天然耐盐植物的土地 

012沙（荒）漠地 指表层为沙或石砾覆盖的自然地，基本无植被覆盖，沙或石砾覆盖面积≥70%的土地 

013自然水土流失地 指在水力、重力、风力等影响下，易产生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的土地 

014土层瘠薄岗地 指表层土壤厚度瘠薄，基本无植被覆盖的岗崩地 

02退化型 

021工业搬迁遗留地 指曾被用作工业用地，工厂搬迁后用于生态用地的土地 

022非工业整治遗留地 指曾被用作非工业用地的建设土地，土地整理后用于生态用地的土地 

023未利用废弃地或空闲地 指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确定为生态用地，因城市建设发展造成的废弃地或空闲地，且植被建设存在障碍的土地 

024受损湿地或水域 指自然湿地水域，或人工湿地水域，因遭受人为干扰，丧失或低于功能定位标准的湿地水域 

025已建成低效绿林地 指已建成的绿林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低于同类型健康生境的50%，健康等级处于低效状态 

03人工型 

031垃圾填埋场 指用途为垃圾填埋场，填埋封场后用于生态用地的土地 

032立体绿化空间 指以建筑体、构筑物表作为载体，开展立体绿化的场地空间 

033地下空间覆土场地 指用作地下空间建设，对上层进行覆土后开展生态用地建设的土地 

 在国内外城市生态用地分类研究和《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的基础上，从易识别、可操作的
角度进行“困难立地”的类型划分，建立基于园林绿化的城市困难立地类型划分体系，共计3个一级类别、
12个二级类型。 



1.1 城市困难立地 

规划绿地（根据绿线） 已批未建绿地 叠加近期高分卫星影像 困难立地资源分布 

地类定义与分类 GIS图斑+航片辨识 

按地上建构筑物分类 

排除非困难立地 

潜在困难立地数量分析 

甄选特殊开发用地 

工业用地(M)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

地(S) 
居住用地(R)/商服用

地(B) 

物流仓储用地(W) 

现状绿地(G) 

空闲地(E) + 

+ + 

困难立地空间数据库构建技术流程 



1.1 城市困难立地 

城市棕地 

场地用地规划适宜性评估 

城市湿地 盐碱地 垃圾填埋场 

1 
城市困难立地 
场地特征评价 

2 绿化场地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 3 

水土统筹 
生态修复 

4 
适生植物筛选 

功能型群落配置 

城市困难立地生态园林营建成套关键技术集成 

 建筑废弃物 

 表层土 

 深层土 

 绿化废弃物 

…… 

 土壤物理结构 

 污染生态修复 

 绿化配生土 

 水域富营养化 

…… 

 适生植物数据库 

 生物多样性 

 功能型群落 

 生态系统构建 

…… 

5 
城市困难立地绿化 

工程技术适宜性后评估 

6 
城市困难立地绿化 

信息化平台 

城市困难立地绿化 
综合数据监测管控 

城市困难立地绿化关键技术集成框架 



• 物理修复技术 
 

• 化学修复技术 
 

• 生物修复技术 
 

• 生态工程技术 
 

• 综合性修复技术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异位修复、

原位修复等） 

蒸汽提取（物理） 化学修复 

原位修复 异位修复 

 典型生态修复技术 

1.1 城市困难立地——修复技术 



1.1 城市困难立地——修复技术 

 场地废弃物再利用技术 

1 2 3 

• 固体废弃物产生测算与分类技术 

• 固体废弃物分区消化和平衡技术 

• 废混凝土的绿地地形骨料再生新技术 

• 固体废弃物的景观设施原料再生新技术 

• 固体废弃物制备透水混凝土的园路一体

化施工技术 

• “芯”“表”土分层填筑营造绿地地形

技术 

利用方式1：地形的骨料 

利用方式3：艺术化雕塑 利用方式2：建材原料 

透水砖 园路 



1.1 城市困难立地——修复技术 

 城市困难立地生态修复技术应

用的基础： 

1、场地定量化的调查与评估； 

2、绿地生态技术筛选与集成优化。 

生命周期阶段 

建设项目目标分析 

确定技术集成目标 生态技术评估 

基础生态技术 

核心生态技术 

相关生态技术 

生态技术类型库 

关键生态技术库 生态技术集成与优化 

城市困难立地生态修复技术集成优化流程 

（2011，张浪） 



1.2 生态园林化 

传统园林建设 单纯生态修复 

• 传统的园林建设与单纯的生态修复均无法满足城市特别是特大型城市再开发背景下的生态建设
需求。 



1.2 生态园林化 

 “生态园林是继承和发展传统园林的经验，

遵循生态学的原理，建设多层次、多结构、多

功能、科学的植物群落，建立人类、动物、

植物相联系的新秩序，达到生态美、科学美、

文化美和艺术美，……使生态、社会和经济

效益同步发展，实现良性循环，为人类创造清洁、

优美、文明的生态环境。” 

——1986年5月提出，中国园林学会“城市绿地系统
植物造景与生态”学术研讨会 

程 绪 珂 



1.2 生态园林化 

“生态园林城市”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16年启

动创建，旨在全面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

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更好地发挥创建园林城市对促进城乡园林绿化建设、

改善人居生态环境的抓手作用，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是“园林城市”的升级版。 

1992 

2005 

2000 

《园林城市评选标准（试行）, 启动园林城市创建 

《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实施方案》、《国家园林城市标准》 

《国家园林城市标准》（修订） 

2012   《国家园林城市申报与评审办法》（修订） 

2015 

2016 

2016 首批生态园林城市：徐州、苏州、昆山、寿光、珠海、南
宁、宝鸡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要求在“建设”和“管理“两端
着力，转变 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
治理能力，解决城市病 

《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标准及申报评审管理办法》，正式启
动生态园林城市创建，其中明确要求开展“城市生物多样
性保护” 

2017 第二批生态园林城市：杭州、许昌、常熟、张家港 

2004 上海荣获“园林城市”称号 



1.2 生态园林化 

生态园林化 

场地生态修复 

场地景观建设、 
活动等社会功能融入 

+ 



第三部分 

生态园林化 
实践案例 



3.1 老港垃圾填埋场生态修复工程 

老港垃圾填埋场 
• 老港始建于1985年，为亚洲最大垃圾填埋场。 
• 自2008年起，上海市园林科学规划研究院团队对其进行研究修复，进行了一系列土壤回填、生境修复、地
形改造、植树造林活动，目前已完成7600亩的造林计划。 

 
 

老港垃圾填埋场 

• 上海市 

老港造林地块分布示意图 



吸附重金属离子植物筛选 

• 1) 样地重金属污染情况评价，  重金

属离子污染状况调研。 

土壤重金属离子测定 样地优势植物取样 

Pi  评价 P综  评价 
乔
木 

灌
木 

草
本 

合
计 

Cd、Zn、As重度、Cu
轻度污染 

Cu、Zn、Cd重度复合
污染，污染等级为5 

10 4 6 21 • 2) 通过盆栽试验、重金属离子胁迫

试验，建立100种植物对重金属离

子富集能力目录库。 

• 3) 对100余种样地优势植物综合

分析评价，筛选出对不同重金属

离子修复作用草本7种。 

• 4) 根据场地实际情况选择相应植

物试种。 

苦苣 白茅 水花生 

糙叶苔草 狗尾草 

荆芥 白花三叶草 

商陆 



老港造林地块分布示意图 

老港垃圾填埋场群落构建种植设计平面、剖面 



老港垃圾填埋场造林植物栽植后，生长状况研究 



类型 1-3期填埋场 四期预留地和市政预留地 

乔木 落叶类：乌桕、黄连木、无患子、苦楝、刺槐、栾树等； 
常绿类：女贞、柏类、香樟、椤木石楠等； 

水杉、池杉、落羽杉、墨西哥落羽杉、中山杉、柳
杉、刺槐、丝棉木、楸树等。 

地被 白花三叶草、紫花苜宿、紫云英等 白花三叶草、紫花苜宿、紫云英等 

不同生境推荐适生树种名录表 

老港垃圾填埋场造林 





3.2 世博文化公园建设 

世博文化公园 

• 世博文化公园东至卢浦大桥—长清北路，南至

通耀路—龙滨路，西侧和北侧至黄浦江.总用

地面积约188 公顷（含已建成的后滩公园约

23 公顷），定位为生态自然永续的森林公园、

文化融合创新的文化公园、市民欢聚共享的城

市公园。 

• 公园以“城市共生体”为设计理念，将水、

地表、人文、自然等元素进行整合，打造循环

再生，自我更新，开放共享，时代感鲜明的世

界级文化公园。 

• 公园方案突出自然、生态，用大森林、大草坪

的整体构成，塑造大疏大密的大景观格局。 



场地历史 

• 世博文化公园区域经历了从传统运河水岸到克虏伯工厂到2010世博会的变迁，是典型城市再开发用地。 



• 方案以历史水系、工业记忆、世博肌理为代表元素，

叠加森林，湿地，草坪，形成“水、地表、人文、自
然”多重层叠的景观结构体系。 
 

• 世博肌理的景观化延伸，延续世博精神，完成从世博园区
到未来生态体验中心的转变。 
 

• 保留乔木和新种乔木构成的七彩森林，完成从城市区块到
自然生态公园的转变。 
 

• 规划中的大歌剧院、温室、双子山、湿地森林等标志性建
筑和景观节点，整合公园区域景观，并通过南北山水轴和
东西世博轴串联。 

设计结构 



生态设计 

湿地与水生态系统打造 

硬质空间软化处理 

• 保留现状城市化道路进行透水
处理，修复地表，增加透水面
积，打造线性生态公园景观 



地形回填与双子山的打造 

• “双子山”，公路的不透水材料将被用
来作为山体的填石，创建上海城市内第
一座山丘。通过回收污染地表和建筑，
将场地内工业地表重塑为“生态山丘” 



海绵城市与雨洪管理 

森林系统与生物多样性 

低——高 

• 雨水花园，生态水池，河道，湿
地等多样水景，提高公园雨洪蓄
水能力，回收净化雨水，共同构
成丰富且完善的公园自循环自净
化水循环系统。 

• 绿肺森林与生态多样性，七彩森
林疏密有致，共同组成城市绿肺
森林，完善生物群落多样性。 



场地现状立地条件困难，可利用土壤资源欠缺 

场地固体废弃物巨量 原位种植土壤资源不够充足 

生态修复与建设 



生态修复与建设 

土壤调研分析与配生土制备 



3.3 三林楔形绿地 

三林楔形绿地 

• 三林楔形绿地又称三林滨江南片地区，

位于黄浦江东岸，中、外环间，占地

面积4.2平方公里，是联接前滩、世

博和陆家嘴等地区的重要城市功能带，

也是上海总体规划明确的中心城

区8片楔形绿地之一，地理区位优

势凸显，生态功能效应突出。 



长期以来，该区为高密集度、人员混杂的“城中村”地区 



设计方案 

• 设计以“生态谷”为理念，结合场地地形特色与景观功能，打造动之谷、水之谷、风之谷、森之谷、土之谷五大特色分区。 



连绵的森林湿地与自然水系 可持续发展的韧性绿地 

充满活力的城市新型生态林地 兼具人文历史与创新魅力 

设计理念 
与自然和谐共生 

体现上海三林的人文情怀 



生态设计 

 

 

 

 

 

 

 

 

 

 

 

 

 

 

 

 

 

 

 

 

 

 

 

 

 

 

 

 

 

 

 

 

 

 

 

 

 

 



湿地净化 

生态设计 



生态修复与建设 

场地本底调查与资源评估 

• 通过会场地土壤、废弃物、湿地水体、植物、病虫
害等的全面调查与资源评估，为场地后期生态建设
打下基础。  



生态修复与建设 

建筑废弃物资源化评估与再利用 

可利用方式 主要废弃物类型 主要来源 
数量

（m3） 

总量
（m3） 

可经筛选破碎等
简单处理手段后
直接利用 

砖、混凝土 
非潜在污染区域硬
质地面 

96203
9 102707

9 
砖、混凝土 场地内堆积 65040 

可经进一步细分
筛选、无害化处
理后再利用 

砖瓦、混凝土 
场地内未拆迁建筑
拆除生成 

67500 

124521 

砖、混凝土 
潜在污染区域硬质
地面 

57021 

需再生加工等处
理后方可再利用 

木材、金属、玻璃
等其他建筑废弃物 

场地内堆积 5000 

24000 
场地内未拆迁建筑
拆除生成 

10000 

混凝土 
部分有油漆、瓷砖
贴附的硬地面 

9000 



THANKS! 

城市再开发中的困难立地 

生态园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