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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下的生态空间发展策略
李　梅

（潍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坊子分局，山东 潍坊 261206）

摘　要　生态空间发展是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和自然约束条件之下编制的一种具有生态能力的国土空间，是以国

土空间规划发展情况，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等相关性的文件信息总结研究下引导实施的。在一些研究中显示如果生

态问题处在非常严峻的情况下，需要严格对生态功能用地板块的生态功能进行转化控制，同时还要在遵循国土空

间规划的基础上来对生态空间发展进行调整完善，构建良好的生态空间体系，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以此来更好地

加强生态空间建设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文就国土空间规划下的生态空间发展策略进行了分析探讨。在介

绍了生态空间定义和内容的基础上，对国土空间规划对生态空间规划建设的要求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国土

空间规划下生态空间发展策略，旨在对更好地发展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空间建设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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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主要是从路径规划和

规划管控两个方向来开始实施着手的，在城市生态空

间优化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

为主，然后明确规划的流程、内容、层次以及所要选

择的技术和路径等。遵循多规合一的发展要求，积极

探索民众参与、多部门联合合作、多渠道沟通的生态

空间发展控制体系。另外，在国土空间规划下生态空

间发展过程中还要结合科学合理的城市系统规划路径，

以及相关的完善机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绿

色空间城乡统筹的方式来为生态空间发展奠定良好的

基础。

1 生态空间定义及内容

1.1 生态空间的定义

从广义的角度来说，生态空间指的是为所有的生

物物种提供基本生存资源、为其提供繁殖、进食、排

泄的空间和环境条件；从狭义的角度上来说，生态空

间摆脱了必须的空间范围和地域容量。在我国自然资

源部颁布的《市集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以及《省

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文件中对生态空间的

定义进行了明确，生态空间包括了生态功能和生态敏

感脆弱、需要强制性的采取严格保护的海洋自然区域，

以及陆地区域，如，陆地、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

区域，生态保护红线以外的需要对其原来面貌进行保

留，闲置建设开发的陆地和海洋自然区域。[1]在省级颁

布的文件中，生态空间的定义为生态空间是以生态廊

道、生态斑块为主的生态范围，其中生态廊道包括了

隔离廊道、珍稀动植物迁徙廊道、生态屏障、基础设

施缓冲廊道等；生态斑块包括了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

自然公园等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布局，以及相关的

名录规模等。

1.2 生态空间包含的范围

生态空间包括了土地利用现状中的具有生态功能

中不同类别的用地，有明确权籍的生态性用地，同时

还有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自然公园、历史文化遗

迹等。其中的自然保护区中包括了生态保护红线内的

自然保护地核心区域、自然保护地一般控制区域、生

态保护红线中的其他区域等；国家公园有天然景观、

辅助人为性的建筑设施、国家级的公共开放性园林等；

自然公园有森林公园、海洋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

园类型的各种公园，同时还包括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自

然生态系统、自然景观、观赏性、文化性、科学性的

自然公园等；历史文化遗迹指的是那些具有延续历史

文脉、展现人文性关怀、突出地方特色和具有一定生

态审美价值功能的文化遗迹。

廊道是生态环境系统中以带状或者是线性分布并

联通空间分布中的一种比较孤立的存在，或者是分散

性的生态景观单元中的一种生态系统空间类别，廊道

对于各种物种的扩散、交换和迁徙有着重要的促进作

用，同时还可以划分各个功能区域之间的缓冲隔离，

有生态廊道、缓冲带、城镇绿地、隔离带等。所谓生

态保护红线主要指的是在生态空间范围内的一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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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生态功能、需要进行强制性保护的区域，对这个

区域的保护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生命线，

比如，需要具备一定的水源涵养、保持水土、维系生

物的多样性、保障海岸生态的稳定性、防风固沙等生

态功能区域，同时还包括了石漠化、水土流失、盐渍

化、土地沙化等生态环境比较敏感的区域。[2]景观极限

是生态空间外延极限的边界线，也就是生态、环境、

自然三方面的统称。总而言之，生态空间所涵盖的内

容是景观极限范畴，并且从国土空间规划的角度来说，

在其体系编制内的有生态保护红线内的自然保护区域、

自然公园、国家公园、历史文化遗迹等，同时还包括

了生态空间内部中不同类型用地斑块被廊道网络系统

连接隔离的区域，这些区域在统一协调之下，逐渐实

现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明状态。

1.3 国土空间规划对生态空间发展建设的总

体性要求

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在 2019年印发了《关于建立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这一文件

的颁布和实施说明我国规划体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文件中明确地提出了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要对各

种不同的国土空间进行科学统筹布局，以此来为国家

发展提供空间保障，以及顶层上的指引。另外，国土

空间规划还是各种区域空间发展站类型、系统性安排、

国土空间结构和布局不断完善优化的重要指导，也是

从全域整体性的角度来对我国国土层面的生态系统加

强保护的重要参考。在意见中还明确提出了我国国土

空间规划还要将农业、生态、城镇等功能空间进行科

学有序的布局发展，在保障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的理念支撑下，对生态环境进行分区管理，因地制宜，

加强对生态屏障的保护，同时还要建立生态网络和生

态廊道，更好地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作奠定良好

的基础。

国土空间规划中，山水格局和绿色空间网络的构

建是总格局。在《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

中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对各种类型的自然资源进

行科学合理的保护利用，同时还要对各种耕地和生态

加强保护，将山水林田湖草等各种要素和城乡发展各

种要素进行统一布局和保护，将其形成一种有效的衔

接机制，形成完整的生态网络体系。[3]另外，从以人为

本的角度来说，还要借助于历史文化资源，建立生态

网络历史文化体系，并形成丰富的城乡景观序列轮廓，

更好地体现出城乡山水格局的独特之处。生态空间发

展规划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定位和要求为基础，可

以更好地建立起有效衔接传导机制，从而更好地促进

国土共建格局和生态空间的落实和发展。

2 国土空间规划下的生态空间发展策略

2.1 加强对生态功能用地斑块生态功能转化

的调整控制

在国土空间规划下生态空间的发展需要对山水田

林湖草河滩等用地斑块的生态功能转化情况严格地控

制，必须要控制这种生态功能向非生态功能用地斑块

的转化，要结合生态、自然和环境以及国土空间规划

等相关要求政策来对没有开发利用的土地环境进行科

学合理的开发，要把可以开发利用，但是并没有利用

起来的用地进行详细划分，把人和自然和谐双重标准

的斑块进行科学开发利用，同时还要将这种类型的用

地斑块进行划分，形成地基质单元。针对其中具有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生态板块和整个区域的生态要素进

行划分，要加强对那些生态功能斑块比较好的加大投

入保护力度，以这种方式来避免具有生态功能用地斑

块转化为非生态用地斑块。

2.2 培养正确全面性的生态、自然、环境要

素理念

国土空间规划指导下生态空间的完善发展，需要

形成一个科学、全面性的生态、自然、环境要素理念。

这就需要各个地区的政府相关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加强

对生态、自然、环境要素理念的宣传教育工作。[4]土地

的使用者是人民群众，所以，人民群众正确全面性的

生态、自然、环境要素理念的形成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

各地区政府相关部门在加强对科学全面性生态、自然、

环境要素理念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时，可以利用政府对

外官方门户网站，借助于新媒体技术等来进行宣传教

育，也可以在社区中组织一些志愿者进行手册宣传单

页的发放等。在宣传教育过程中，还要将科学全面性

的生态、自然、环境要素等结合日常工作，对每一块

生态空间进行保护，加强土地防治修复，同时还要对

生态空间的发展情况进行监督管理，更好地提升广大

群众形成科学正确的生态、自然、环境要素观念水平，

指导生态空间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2.3 促进生态空间使用和养护平衡发展

在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和应用的

时代下，资本扩张秩序逐渐弱化，在金融投资逐渐降

低时，各种技术和资本开始进入到各个国家的土地使

用市场，这就造成各个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建设用

地大肆扩张，建筑用地紧张等问题，因为耕地数量的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2年 8期 (下 )总第 505期 生物科学

69

减少，也使得资金投入降低。另外，因为各个地区环

境监管部门并没有开展科学有效的监督检查，生态环

境问题和矛盾越发突出，一些土地土壤退化严重，生

物多样性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环境污染问题越

来越严重，在一些严重的地区，生态空间的恶化给人

类社会的进步发展造成了非常大的不良影响，人地矛

盾更加紧张突出。所以，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促进

生态空间使用和保护的平衡性发展，加强生态空间的

用养结合，在对土地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过程中，还

要将土地土壤的使用和养护工作进行延伸拓展，可以

延伸到整个景观的极限，建立生态空间用养结合体系，

为生态空间的使用和养护工作作出全面性的指导，确

保生态空间的良性发展。

2.4 构建隔离带和绿地廊道，以此避免用地

无序扩张

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还要按照各自的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要求来对各个斑块之间的生态廊道、城市绿地、

生态缓冲带和斑块隔离带等进行科学规划，针对已经

达到了建设用地使用限制标准的要对其进行科学合理

的控制，开展有序发展的扩张方式，必要的时候还要

对其建设扩张进行一定的限制。[5]生态廊道和城市绿地

的主要功效是在市场经济不断高速发展下，或者是经

济投入过热的情况下避免建设用地违规使用和无序扩

张；另外，还要在自然灾害发生时起到对灾害进行缓

冲隔离的效果，从而更好地避免人民群众的财产和生

命受到严重损失和伤害。

2.5 建立生态空间系统，对生态文明建设进

行完善

在国土空间规划下，生态空间发展需要建立生态

空间体系以及生态文明，这和我国的民族发展有着紧

密的联系，所以，要加强生态文明发展模式的构建，

以此来更好地缓解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和不良影响。

首先，要形成尊重自然、顺应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

理念，并且还要一步一个脚印走好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其次，建立生态空间体系和生态文明，对生态空间格

局进行优化调整，将各种类型的用地进行整合，减少

碎片化的分布利用。另外，从资源约束的角度来说，

还要加强对有限土地资源的节约性和集约性的利用，

各个地区政府部门要结合自身的情况来加强生态修复

建设，同时也要对其进行监督，设置相关的保护机制，

同时，还要建立并完善各种生态文明体系以及相关的

法律法规等，为生态空间的构建和健康可持续性发展

奠定良好的基础性保障。

2.6 构建科学健康的生态网络

在生态空间发展中还要建立科学健康的生态网络，

遵循生态多样性的原则来进行生态网络建设，同时还

要以景观生态学、生物多样性、自然地理学为基础，将

各种目标物种的生态要求作为生态网络构建的参考。[6]

很多生态目标物种的活动范围都比较大，所以，要将

生态功能的适应性和景观结构进行衔接，以此来为这

些重要物种的栖息和迁徙等生命周期的完成创造良好

的环境和条件，也为各种濒临灭绝的物种群体的栖息

环境的修复做好保障，形成生态基因良好交流和沟通。

3 结语

总而言之，对国土空间规划下生态空间发展进行

分析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于建立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的生态环境有着重要的价值和

作用，同时还对我国整个生态文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要不断探索国土空

间规划下生态空间发展策略。比如，加强对生态功能

用地斑块生态功能转化的调整控制，培养正确全面性

的生态、自然、环境要素理念，促进生态空间使用和

养护平衡发展，构建隔离带和绿地廊道，以此避免用

地无序扩张、建立生态空间系统，对生态文明建设进

行完善、构建科学健康的生态网络等，利用科学有效

的措施和方法来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奠定良好的发展

基础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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