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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设计中生态城市规划的重要性与优化
叶子宜

（武汉正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湖北 武汉 430090）

摘　要　城市规划设计是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环节，随着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生态城

市规划在城市规划设计中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凸显。然而在城市规划设计中，生态城市规划设计还存在诸多问题，

对后续城市规划顺利推进带来诸多影响。基于此，本文围绕城市规划设计，对生态城市规划的重要性与优化措施

展开研究，以期为生态城市规划设计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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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们越来越追求高质量生活，对所在城市生

态环境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在此背景下，城市

建设开始向着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而发展，要求城市建

设不能只考虑经济发展，还需要关注城市生态环境，

为居民构建一个舒适的城市环境，实现人、社会、生

态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尽可能减少城市发展过程中所

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这也对城市规划设计工作提出

了更多要求 [1]。

1 生态城市规划设计的特点分析

和其他规划设计有所不同，生态城市规划设计的

特点主要体现在复杂性、整体性和高效性。

其一，复杂性。生态城市规划设计需要考虑多方

面因素，如：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等，通

过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做好多种因素的协调工作，

这样才可以平衡不同因素，构建生态文明和谐发展的

城市。

其二，整体性。生态城市规划设计并不仅局限于

城市中，其还涵盖城乡结合区域，所以在生态城市规

划设计中不能只考虑某一个空间，还需要综合考虑这

一个区域，要站在整体角度上来开展生态城市规划，

不断提升规划设计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其三，高效性。生态城市规划设计并不只是城市

规划建设，还会涉及居住、生产、交通、医疗卫生等，

所以在生态城市规划设计中，不能偏离城市规划初衷，

合理规划各个空间，构建高效城市发展模式。

2 城市规划设计中生态城市规划的重要性

生态城市规划设计中，通过转变城市设计理念、

设计目的和设计方法，减少城市规划建设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构建绿色发展城市，促进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

可以说生态城市规划是保护生态环境与城市建设协同

发展的必然要求 [2]。

同时，生态城市规划设计更加关注城市空间分布，

通过构建良好城市空间格局，可以提高城市环境质量，

为居民构建适合居住的生态环境，提高居民幸福指数，

有利于良好城市形象的树立 [3]。因此，优化城市规划设

计中生态城市规划问题，提高生态城市规划质量非常

重要。

3 生态城市规划设计原则

3.1 生态性

生态城市规划设计中，需要重点突出“生态”二

字，在城市规划设计中利用好城市自然环境优势，并

且在生态城市规划设计时不破坏城市现有的生态环境，

尽可能提升城市环境，以推进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 [4]。

在这一要求下，城市规划设计工作在确保城市功能完

整性的同时，还应当不断优化城市生态环境，构建优

美的城市景观，增强城市生态功能，使城市建设和生

态环境可以做到和谐共处，在城市中营造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氛围，提高大众保护环境意识，进而主动投

入到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当中。

3.2 经济性

经济性原则要求在生态城市规划设计中转变人们

的生活方式，重视城市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规划的合理

性，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市道路、交通、绿化等设

计当中，通过增加低碳、低排放设施，减少居民日常

活动所需要的消耗，减少污染排放对城市生态环境的

压力，节省更多能源 [5]。不仅如此，还应当引导城市产

业向着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产业发展，以更好地

推动城市企业向着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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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市规划设计中生态城市规划现有的问题

及原因分析

4.1 污染问题

城市工厂数量不断增多，工厂发展规模也在不断

扩大，在拉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城市带来了

诸多环境问题。城市大气污染问题中，工厂生产所排

放的化学物质成为引发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一

些工厂废气并没有经过正确处理就进行排放，导致废

气中一些有害物质和颗粒物进入到大气当中，造成严

重的大气污染。

近年来，城市规划设计中，一些地区规划设计过

于关注经济效益，却没有考虑到生态环境问题，一些

项目建设并没有严格按照相关建设规定，拓展放置建

筑资源，导致一些建筑粉尘进入到大气当中，对大气

层造成严重破坏，严重情况还会引发酸雨，酸雨出现

频率不断增加就是因为大气污染问题不断加剧的表现。

水污染是城市规划建设中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

如今越来越多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地区，城市人口数量

快速增加，对水资源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同时也会

产生大量的生活污水，为城市水环境管理带来巨大压

力。除了生活污水，工业生产也会产生废水，不少企

业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工业废水，这些工业废水

中含有很多重金属和有害物质，如果没有对工业废水

进行正确管理和妥善排放，就会污染城市周围的水资

源。尽管我国对于工业废水排放作出了一系列要求，

但是依然有不少工厂将没有处理过的废水直接排放至

江河湖海，导致水污染面积进一步扩大，严重威胁城

市生态环境。

固体废弃物污染问题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最为严重。

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生产当中，都会消耗大量物质资

源，被消耗的物质资源变成固体垃圾，如果这些固体

垃圾没有得到妥善分类和正确处理，而是胡乱堆放在

一起，不仅会造成严重的垃圾污染，其所散发的气味

还会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活，对城市美观和形象带来

严重影响。

并且固体垃圾随意堆放还会影响土地资源，经过

雨水浸泡后，垃圾中的有害物质还会随着雨水进入地

下，对地下水资源带来污染。我国很多城市普遍存在

固体废弃物污染问题，一些城市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城市

垃圾分类体系，固体废弃物处理过于依赖填埋的方式。

4.2 引发生态城市规划设计问题的原因分析

生态城市规划设计中，相关人员没有转变城市规

划设计理念，未能够结合城市未来发展形势和发展需

求更新设计理念，进而导致生态城市规划设计没有达

成理想成效，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带来阻碍。在

规划设计过程中，相关人员并没有有效运用创新理念，

也没有注重精细化设计，使得城市规划设计流程缺乏

合理性，设计方案存在很多疏漏，无法达成生态城市

建设标准。由于没有及时更新生态城市规划设计理念，

生态城市规划设计质量也难以提升，城市规划对生态

环境的保护作用也难以发挥，偏离了城市绿色可持续

发展目标。

除此之外，在生态城市规划设计中，相关工作人

员并没有站在整体的角度上对城市规划设计方案进行

系统考虑，导致城市规划设计方案适用性比较低，同

样也会影响到城市规划设计开展质量，增加城市规划

设计问题发生概率。在生态城市规划设计中，还应当

提高相关人员的重视和专业性，这样才可以保证城市

规划设计水平和质量，提升生态城市规划设计效果，

更好地实现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目的。

5 城市规划设计中生态城市规划优化措施

5.1 转变生态城市规划设计理念，提高设计

质量

生态城市规划设计应当做到高瞻远瞩，及时更新

设计理念，结合时代发展要求和城市未来发展需求来

制定规划设计方案。首先，生态城市规划设计应当树

立创新理念，开展精细化的规划设计工作，并将这一

理念贯穿于整个设计环节，提升生态城市规划设计的

有效性和适用性，为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发展奠定良好

的基础。生态城市规划设计相关工作人员应当对城市

进行全面分析，立足于城市文化特点和发展特点来进

行设计，以提升生态城市规划设计效果。除此之外，

在生态城市规划设计中还要做到完整性和系统性。相

关设计人员需要重视城市规划设计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这样才可以保证生态城市建设效果。为此，在生态城

市规划设计时，相关设计人员需要对城市自然条件、

生态资源、地质条件等进行分析，站在可持续发展的

角度来不断完善生态城市规划设计方案，以实现规划

设计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使城市规划与生态环境进行

有效融合，保障设计水平，提升城市规划建设对生态

环境保护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5.2 从多方位开展生态城市规划设计工作

生态城市规划设计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建设生态城

市，所以在开展生态城市规划设计时，应当在兼顾城

市功能建设的同时从多方位开展城市规划设计工作。

为此，生态城市规划设计部门可以从整体分析，确定

城市功能区，并确定好城市功能区具体位置，为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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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计方案的准确性，在确定城市道路交通和生态

环境等问题时，需要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实地勘察，多

次纠正方案中不合理的地方，减少设计误差，为后续

工作顺利开展奠定良好基础。城市规划设计并不是完

全改变城市面貌，还应当注意城市原始人文景观的保

留，保留城市具有特色的部分，并将其与生态景观实

现有效融合，提升生态城市规划设计水平。

5.3 将新技术和新材料运用于设计当中

城市污染问题不断加剧，并成为城市规划建设的

一个重要问题。在生态城市规划设计中，应当将环保

理念贯穿于整个设计当中，重视城市污染问题，提高

城市污染治理力度，将新的节能环保技术运用到实际

当中。除此之外，新型节能环保材料也可以有效治理

城市污染问题。所以在生态城市规划设计中，还应当

加强节能环保材料的运用，实现绿色城市建设，这样

不仅可以减少城市建设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而且

还可以提升建筑的实用性。但需要注意的是，生态城

市规划设计还需要政府和企业都参与其中，政府部门

需要发挥自身引导作用，做好宏观调控，做好城市规

划设计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协调工作，结合相关企业资

源使用情况、污染排放情况进行分析，要求企业在生

产过程中借助新技术治理污染排放，并加强城市生态

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尽可能减少环境污染问题。

5.4 重视自然生态资源对生态城市规划设计

的重要性

在我国，很多城市发展建设都离不开山、水这些

自然资源，良好的自然环境也使得生态物种呈现出多

样化特征，自然生态环境更加稳定，其恢复能力也会

更强。所以在生态城市规划设计中，需要重视自然资

源的价值作用。在生态城市规划设计时，既要充分利

用这些自然生态资源，又要注重自然生态资源的保护。

城市绿化具有美化城市环境、吸收噪声、固土以及降

低城市热岛效应等作用，但以往城市规划设计过于关

注城市建筑，缺少对城市绿化设计的重视，又或是没

有将城市绿化设计与城市建筑规划有效融合。对于生

态城市规划设计而言，城市绿植并不是越多越好，不

同城市的生态种群和量度都有所不同，设计人员可以

对城市当前生态环境进行分析，确定城市生态环境需

求，结合现有的自然资源来开展城市绿化规划设计，

科学增加城市绿化面积，采取科学有效的方式实施绿

色城市建设工作，将绿色植被与城市建筑巧妙融合，

形成良好的生态景观。在利用自然生态资源时，应当

首先考虑当地绿色植被，避免为了美观盲目引进外来

植被。主要是因为不同城市的气候条件和地质条件有

所不同，一些外来植被在本地很难成活，管理成本也

非常高，甚至还有一些外来植被会破坏本地自然生态

环境平衡，所以要谨慎选择绿色植被，这样才可以提

升城市绿化与城市建筑的协调性。

5.5 加强城市环境污染防治规划设计

生态城市规划设计人员在设计过程中还需要做好

城市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问题，由于

环境污染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在规划设计时应当

严格控制环境污染中主要排放物，可以构建相应数学

模型，将城市不同季节、不同月份、不同时间段环境

污染情况进行分析，以便于针对不同污染情况来采取

针对性环境治理措施，以更好地实现生态城市规划设

计目标。例如：针对大气污染问题，应当合理规划工

业区在城市中的位置，将工业区规划至城市下风向位

置，以减少粉尘对城市环境的影响。

6 结语

当前城市规划设计中，生态城市规划以绿色环保

理念为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推动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

当前生态城市规划设计面临诸多问题，导致城市规划

设计质量较低，城市规划设计执行效果不理想，无法

平衡人、自然、城市与经济的和谐关系，不利于城市

环境治理问题的解决，难以推动城市实现良性发展。

基于此，生态城市规划设计需要结合城市实际情况，

转变设计理念，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分析，加强新

技术和新材料在规划设计中的运用，利用好城市自然

资源，做好城市环境污染防治规划设计，以促进生态

环境和城市建设和谐发展，为居民构建一个适宜居住、

高效、节能、低碳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城市居民幸

福指数，推动城市实现健康发展，打造现代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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