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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天津生态城规划建设中面临的主要生态问题与对策
李洪远,孟伟庆
(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 300071)
摘摇 要:该文对中新天津生态城规划建设过程中面临的生态环境现状、主要的生态问题进行了分析。 在对自
然原生态保护、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改变以及生物多样性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对中新生态城总体规划中涉及到的
区域生态网络完整性、生态廊道结构与合理性和绿地结构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最后对中新生态城规划建设中的
生态建设与保护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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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前言
生态城要遵循“ 生态理念冶 和积极的示范意义,

座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生态城市,在规划阶段
必须弄清现在面临的及潜在的生态问题,从而找出

因此确定生态城要体现“ 三和、三能冶 的原则:即人

前瞻性对策。

与自然和谐、人与经济和谐、人与人和谐,能复制、能

1摇 生态城建设需要解决的主要生态问题

实行、能推广的原则。
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建设显示中新两国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加强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和能源、构建和

1. 1摇 自然原生态保护问题

由于中新生态城规划区位于重要的生态节点,

谐社会的决心,将作为中国其他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自然原生态保护的问题,规

样板。 在建设生态城过程中,双方将进行全面合作,

划区涉及的环境敏感点包括七里海湿地保护区、蓟

在城市规划、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循环经济、生态建

运河河口鸟类迁徙地、典型盐生植被保护和天津古

设、可再生能源利用、中水回用、可持续发展以及促

海岸贝壳堤自然保护区。 要体现生态城的人与自然

进社会和谐的政策和计划的制订等方面交流技术和
经验。 生态城的建设,对建设生态文明、探索城市的
可持续发展将发挥重要的创新示范作用,同时对落
实国家对天津滨海新区定位和战略部署以及促进中
新经贸合作都将产生巨大推动作用,有利于充分利
用新加坡相关科技成果,实现中新两国优势互补。
生态城项目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北部,永定新河
以北,蓟运河以东的汉沽、塘沽两区之间,占地 34.

2km2 。 规划区内虽不涉及基本农田,也没有特殊意

义的自然与人文保护元素,主要以盐田、水库及河流
故道为主,但区域生态类型多样性较高。 要建成一

和谐原则,就必须解决好以上的原生态保护问题。
(1) 中新天津生态城规划区地处蓟运河、永定

新河汇流入海口的东北部,距海岸线不足 1km,为海

积低平原区。 湿地是该区域主要的生态系统类型,
规划区内及周边区域分布着众多的水塘、水库、洼淀
以及盐池、滩涂等多种湿地类型,水面面积率高,目
前受开发扰动较少,西北方向 35km 处为中国北方
面积最大的古泻湖湿地系统———七里海湿地。

(2) 该地是亚洲东部候鸟南北迁徙的重要停歇

地,在此停留的水鸟不仅种类多而且种群数量相当
可观。 每年春秋都有大批水鸟途经本地并在此停
歇,一些种类还选择此地作为繁殖地和越冬地,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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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鹭、草鹭、黑翅长脚鹬、黑尾塍鹬、白翅浮鸥等,灰
鹤、苍鹭以及多种雁鸭类则在此地越冬。 据调查,该
区域共有鸟类 180 多种,其中属国家 I 级保护鸟类
的有黑鹳、白鹤、大鸨、遗鸥等,属国家 II 级保护鸟

类的有海鸬鹚、白额雁、灰鹤、蓑羽鹤、红隼、红脚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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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腹鹞、白尾鹞、鹊鹞、雀鹰、普通鵟、大鵟、短耳鸮

自我循环的,具有完整的生态功能。 生态城建成后,

等。

该区域将转变为一个城市生态系统,“ 生产者冶 、“ 消

(3) 规划区内植物种类较为贫乏,没有乔木植

物群落,主要以盐沼植物群落为主,以盐地碱蓬、灰

费者冶 和“ 分解者冶 ,发生很大变化。 各种原材料等

物质输入,电能、天然气、煤炭等能量输入,以及各种

绿藜、碱莞等为代表植物,积水洼地和古河道四周多

工业产品、人类消费产生的垃圾等物质输出都将大

为芦苇群落,常有香蒲伴生。 总体上,该地区植被覆

大增强,将原来的能流和物流过程完全改变,所有的

盖度不高,生物多样性较低。 但盐生植被是该区域

过程由人类控制,产生的各种生活垃圾、生活污水不

典型的原生植被,是一种特殊的适应于土壤高盐浓

能由自然过程消解,必须由专门的处理设施进行处

度环境的植物类型,对裸地的改造起了土壤脱盐,积

理,能量的消耗大大增加。

累土壤有机质的作用。 规划实施后势必会在一定程

目前规划范围内,大量的水面构成了网络结构

度上对原生盐生植被造成破坏,规划中如何保护典

的湿地生态系统,植被以芦苇等野生植物为主;而生

型地段的盐生植被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态城建成后,农田、盐田、水塘等大量消失,人工栽培

(4) 规划区外东南侧蛏头沽村则是世界三大贝

的花草树木大量增多,植被构成和功能会发生比较

壳堤之一———天津古海岸贝壳堤第一堤的起点,保

大的变化,由原来的湿地和农业经济功能为主转变

有珍贵 的 自 然 遗 迹, 具 有 较 高 的 科 研 价 值, 已 于

为美化环境,陶冶情操和改善小气候等生态功能为

1992 年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主。

1. 2摇 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改变问题

生态城规划方案实施后,除保留汉沽污水库和

规划区 范 围 现 状 用 地 主 要 由 芦 苇 群 落、 农 田

蓟运河故道外,规划区内较大面积的养殖塘和盐田

(主要是葡萄园) 、水库、河流、养殖塘、盐田、半荒地

将被占用,湿地面积大大减少,湿地面积的减少对湿

和村庄构成,主要为湿地生态系统。 而规划区建成

地生态系统产生较大的影响,将导致生态功能和结

后该地区将变为一个以居住为主并辅以第三产业的

构的退化。 目前规划区域内存在三片面积较大且连

城市生态系统。 规划区将由基本的自然生态系统大

续的鱼虾养殖塘,规划实施后,鱼塘将全部消失,会

部分转变为人工生态系统。

对养殖户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人工养殖鱼类

(1) 地表覆盖层改变

物种将消失。 从现状调查来看,区内没有珍稀动物,

生态城建设过程中,以水泥、瓷砖、大理石和抛

动物主要以鸟类和昆虫为主。 产业区的建设活动将

光花岗岩铺地,将不可避免地增加对地表的覆盖,固

占用规划用地内的养殖塘和盐田,影响水生生态系

化地表,使规划区内原有可渗透的原始地表覆盖层

统。 生活在湿地的一些鸟类和两栖动物会失去赖以

中有相当一部分变为不可渗透的人工地面。 地表覆

生存繁衍的生态系统而死亡或迁徙,给保留下来的

盖层的这种改变会阻断地表雨水下渗通道,引起阴

湿地生态系统造成生境竞争压力。 施工还会造成水

雨天气地表积水和地下水补给减少,导致水资源浪

文条件的变化、河势的变化,均会对水生生物的生存

费和水资源短缺。

环境造成影响。

(2) 生态系统结构改变

目前,规划区范围内的常住人口以现存的三个

1. 3摇 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

目前规划范围内,植被芦苇和杂草为主,绿化木

村庄为主,密度不大;而生态城建成后,根据规划,

本植物只有零星分布的榆树和柳树两种,经实地调

2010 年达到 5 万,2015 年达到 20 万,2020 年达到

查,规 划 区 内 野 生 植 物 分 布 于 21 个 科, 占 天 津 的

35 万。 规划就业岗位容量为 21 万人,人口数量和

14. 1% 。 规划区内污水库湖滨灌木草本植物群落的

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同时人类活动对保留自然生态

0. 86。 与天津其他地区植被多样性指数相比较低,

人口密度大大增加,将会导致区域的生态系统结构
系统的干扰大大增加。
规划区现状以湿地生态系统为主,伴有部分农
业、渔业生态系统,具有生态学意义上的“ 生产者冶 、
“消费者冶 和“ 分解者冶 ,即生态系统的能流和物流是

香 农 多 样 性 指 数 为2 . 1 4 , 辛 普 森 多 样 性 指 数 为
如:蓟县盘山地区灌木、草本群落的香农多样性指数
约 为2 . 41 ~ 2 . 51 ,辛普森多样性指数约为0 . 87 ~

0. 9,可见此地植物种类较为贫乏。 水生植物、水生
动物的生物量和物种多样性都很低。 生态城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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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耕地将消失,人工栽培的花草树木数量将大大增

性对规划区作为重要生态节点在天津市自然生态网

加,植被构成和功能会发生很大变化,由原来的湿地

络中功能的发挥有较大改善。

植物和农业经济功能为主转变为美化环境,陶冶情

2. 2摇 规划区内生态网络完整性和合理性分析

操和改善小气候等生态功能为主。

生态网络是由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两部分组成

根据规划,汉沽污水库将保留并进行水质治理,

的,生态廊道一般包括三类,即植被绿带、景观廊道

建设生态型河岸,并在河流两侧构建足够宽度的生

和通道廊道。 生态网络是解决城市生境破碎化、提

态廊道,因此可以预测,随着污水库和蓟运河故道水

高生境连接度的重要手段。 生态网络规划的关键在

质的改善,将大大提高生物的生境质量,水生生物和

于节点的定位和网络的组成模式。 对于生态区域,

湿地植物的多样性将会提高。 同时,由于大量人工

如河流交汇点、生物保护区、村庄等都可以被抽象成

绿地的建设,种类丰富的绿化植物被种植,因此,随

点,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如海岸线、河流、交通线

着生态城的建设,规划区内的生物多样性将会大大

路、物质流、信息流、能量流等都可被抽象成点与点

增加,对整个区域来说,生态城的建设将对生物多样

的连线,这样生态系统就成为网络。

性产生有利影响。

2摇 规划方案分析

对现状与规划的生态网络进行网络结构分析得
到一系列的网络结构指数,琢 指数可以反映网络中
回 路 出 现 的 程 度 , 琢 指 数 由 规 划 前 的0 . 0 7 增 为

2. 1摇 区域宏观尺度生态网络完整性分析

0. 29,表明网络的回路程度有所增加,现在网络中有

层次,对于多尺度的生态网络构建,各层次之间的衔

闭合度,则动植物和各种能量和物质在网络中的循

接是尤为重要的环节,宏观尺度上生态网络完整性

环和流通则更加畅通;茁 指数由 1. 06 增为 1. 50,表

城市生态网络规划应综合考虑不同的空间尺度

的分析,能够对规划区在整个区域生态网络中的重

较少的回路出现,规划后回路较多,拥有较大的网络

明现状每一个节点对应的连线数较少,而规划后每

要性与合理性进行把握,从而在不同层次不同尺度

个节点对应的连线数较多,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规

上保持最大程度的整体一致性。

划后具有较高的廊道连通性;酌 指数反映网络中所

本区是生态廊道相交的重要节点以及北部大黄
堡、七里海湿地连绵区的延续,为生态敏感性高的区
域,是天津市区域生态网络中的重要节点。 但从现

有节点被连接的程度,规划前后的 酌 指数由 0. 39 增
加到 0. 54,表明规划后具有较高的网络连接度。

规划区内蓟运河、营城水库、污水库和养殖水面

状来看,规划区内蓟运河、营城水库、污水库和养殖

等水域,现状地表水质差,基本为吁类和劣吁类水

水面等水域,地表水质差,基本为吁类和劣吁类水

体,由于各个水域独立存在,没有构成循环体系,因

体,由于各个水域独立存在,没有构成循环体系,因

此这些水域的生态功能没有充分发挥,规划后建立

此这些水域的生态功能没有充分发挥。 尤其是营城

健全的复合循环系统,构建了三条水循环体系,不仅

水库,不仅没有发挥生态功能,还成为影响规划区生

与周围生态网络进行了合理衔接,而且使内部水循

态环境的负面因素。 作为天津市生态网络的重要节

环更为畅通。

点,其生态功能远远没有发挥。

规划后,通过生态廊道把各生境岛屿连接在一

规划区以湿地生态系统为主,湿地以水为本,规

起,尤其是与自然斑块连接在一起,循环体系更为健

划将区域内的水体与周围生态网络进行了合理衔

全,规划区的生态网络连接度提高,生态网络的联通

接,而且使内部水循环更为畅通,建立了合理水循环

性与完整性增加。

体系,同时通过生态廊道把各生境岛屿连接在一起,

2. 3摇 生态廊道结构与合理性分析

尤其是与自然斑块连接在一起,循环体系更为健全,

对组成生态网络的生态廊道进行结构分析是对

生态网络的联通性与完整性增加,生态网络能为野

生态网络合理性分析( 功能分析) 的基础,而对生态

生动物提供生境,维持动植物群落之间的交流,维持

廊道构成的研究则是生态廊道结构分析的核心,生

生物多样性,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畅通循环,生

态廊道宽度的确定应该从对其功能的研究入手,即

态网络的生态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遵循景观结构与功能原理。 不同功能对应的廊道宽

规划实施后,区域的生态网络的联通性与完整

度不同,绿带廊道可达数百米甚至几十公里,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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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可构造不同的景观结构,发挥不同的生态功能。

为轴线,既保留大片的生态核心区,又利用与渤海和

通常来说,在一定的范围内,廊道越宽越好,随

蓟运河相连的河流廊道以及生态谷分隔规划区内不

着宽度的增加,环境异质性增加,物种的丰富度也随

同的建设组团,实现与规划区外的有效连接。 规划

之增加,同时也会拥有较好的景观效果,但是,由于

区还规划了 4 处特征景观区,形成了“ 点线面冶 联系

廊道还具有隔离的功能,过宽的廊道会成为动物迁

的绿地系统,体现了绿地系统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移的障碍,影响它们的繁衍生息。 在设计具有生态

更重要的是,绿地系统融入了生态城的整体布局中,

廊道功能的林带宽度时,必须先选好被保护的野生

构成了生态城重要的生态基础设施。

动物,根据它们的特征来确定廊道宽度,以求廊道能
在满足基本功能后达到保护城市野生动物的功能。

微观层次上,以 400m 伊 400m 为基本模数的社

区,都规划了相应的公共绿地,通过街头绿地、邻里

生物迁移廊道的宽度随着物种、廊道结构、连接

公园、社区公园、滨河绿地、生态核心区以及生态谷

度、廊道所处基质的不同而不同。 对于鸟类而言,十

的各个节点,可以消除 500m 绿地服务半径盲区,能

米或数十米的宽度即可满足迁徙要求。 对于较大型

同时满足区内不同层次人群的绿地需求。

的哺乳动物而言,其正常迁徙所需要的廊道宽度则

根据相关研究,绿地生态效益的大小主要跟绿

需要几公里甚至是几十公里。 当由于开发等原因不

地面积的大小、形状、绿量、景观格局以及绿地的群

能建立足够宽或者具有足够内部多样性的廊道时,

落构成有关。 根据前述对规划后区域内景观生态网

也可以建立一个由多个较窄的廊道组成的网络系

络分析的结论,规划实施后区域的生态网络的完整

统。 这个网络能提供多条迁移路径,从而减少突发

性和连通度增加,景观布局比较合理。

性事件对单一廊道的破坏。

3摇 生态建设与补偿的对策建议

《 中新天津生态城总体规划》 中提出:规划蓟运

河左岸( 东侧) 生态廊道宽度不小于 120 米。 蓟运

从以上对生态城规划区所在区域的主要原生态

河故道须保 持 现 状 自 然 形 态 ,两 岸 生 态 缓 冲 带 自

保护问题、生态城建设可能带来的生态干扰以及对

中心滨水地带除外) 。 清净湖西岸生态缓冲带宽度

所处的生态节点和生态网络中的重要位置等问题,

风溪四条生态廊道宽度应不小于 100 米( 包括人工

进行了重点考虑。 规划实施后在景观和生态环境质

两侧应设置宽度不小于 30 米的防护绿带。 规划中

其中的一些问题规划不够细致,实施方案不具体,因

1. 0 米水位线算起,宽度须控制在 60 米以上( 城市

规划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规划充分考虑了规划区

控制在 20 ~ 30 米以上。 琥珀溪、吟风林、甘露溪、慧

从完善生态网络,增加连通性,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

河道) 。 在津汉快速路、汉北路北段和中央大道的

量方面将有很好的提升。 但从生态学角度分析,对

保留的廊道宽度基本上可以满足生物迁移和生物多

此,建议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应加大对生态建设重视

样性保护的需要,但在实施过程中应注意保留原生

的程度,保证生态城建设过程对自然原生态保护的

态的芦苇群落和杂草植被,减少观赏型的绿地,否则

实现以及生态城绿地网络的构建。

生态廊道的功能将不能充分发挥。

(1) 在生态城内部绿地网络构建中,应加强和

2. 4摇 绿地系统合理性分析

重视立体绿化,同时在不需要的地方,尽量减少需要

从规划内容分析,宏观层次上,生态城利用了周

不断修剪的草坪面积,增加自然型草坪。 蓟运河两

边农田、河流等地域景观要素,规划了永定新河—蓟

岸生长的盐地碱蓬群落,视觉景观效果很好,建议作

运河绿廊以及区域内的绿核 + 绿楔,构成了规划区

为城市绿 地 的 一 部 分, 可 以 提 高 生 态 城 建 设 后 的

生态绿地系统的骨架,具有很好的连通性,保证了与
外围广大区域的联系。

“ 自然度冶 。

(2) 现状蓟运河两岸分布了典型的盐生植被群

中观层次上,规划区内部结合地形特点和场地

落,从现场调查的结果看,其生物多样性指数也很

特征,规划了大面积且连续的“ 生态核冶 ,结合蓟运

高,但规划中对此区域没有设定为生态区,随着生态

河故道生态河岸改造,充分利用中国古典园林的理

城的建设,该区域的自然植被可能会被破坏掉,因

水手法,营造丰富和连通的水系,形成水绿相依的绿

此,建议制定具体方案,对该区域进行保护,并通过

地系统。 同时绿地系统以“ 生态核冶 为核心,生态谷

一定的管理和人工干预,使该区域成为生态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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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中央公园冶 的一部分,将会使生态城的居民,在
城市中接近大自然。
(3) 规划区是区域潮白新河、蓟运河生态廊道

度。
(4) 规划将目前规划区内的高尔夫球场改变为

中央公园,成为供公众可以利用的休闲型公园,是本

与海岸带生态廊道相交的重要节点,建议建设多自

规划的亮点,建议制定更详细的具体措施,保证规划

然型的护岸。 多自然型护岸是一种被广泛采用的生

的实现。

态护岸,是指恢复自然河岸或具有自然河岸“ 可渗

(5) 采用必要的生态修复的技术和措施,对营

透性冶 的人工护岸,它可以充分保证河岸与河流水

城湖污水库的水质加以治理,逐步恢复其生态功能,

体之间的水分交换和调节功能,同时具有抗洪的基

使其成为生态城内名副其实的“ 生态核冶 。

础功能。 该建议同样可以提高生态城建成后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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