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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volution of the Ecological Ideology in American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近代美国规划设计中生态思想演进历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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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自然环境的组成、格局和过程是城市栖息地建设的基础资源，

参与到城市空间形态、功能组织、景观保护、安全控制等各个方面，成

为城市系统的重要结构组成，探索营造城市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生态思想

很早就在塑造舒适城市栖息地方面发挥着作用，“因天时、就地利”的规

划思想就是典型代表。随着人类影响环境能力的日益强大，导致城市与

自然失衡，引发的城市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规划设计中肯定并利用自然

力量塑造安全舒适的城市栖息地成为强大资源和自觉行动，席卷全球的

可持续规划设计成为时尚。这一生态特色明显的思想在世界不同文明的

人类栖息地的建设中都在发挥作用，美国作为近代文明世界的先行者，

在这方面可以说发展轨迹清晰，贡献巨大。本文在大量文献的基础上，

梳理出其基本的发展过程，并分析了发展过程中的文化思潮、规划设计

特点、生态思想内核等。在此基础上，将近代美国规划设计中的生态思

想演进历程分为生态意识的萌芽阶段、近代规划朴素生态观阶段、功能

生态观阶段、系统生态观阶段、人类生态伦理观阶段，并总结了其在各

个时期的规划设计实践中的特点。

1  19 世纪 70 年代之前规划设计的生态意识萌芽阶段

在 18—19 世纪，西方社会在反对当时天主教和封建制度的社会背景

下，出现了英国、法国的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这两次哲学运动。这

是一起全球范围的哲学运动，该运动由 17 世纪的启蒙运动发源地英国发

展到 18世纪中叶运动的中心法国。这次运动被视为文艺复兴的理性分支，

是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家为了从封建统治者手中夺取政权，进而确立资

本主义制度，砸开宗教蒙昧主义的枷锁，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并且启

迪人们的觉悟，是为即将到来的革命所做的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备

工作。这一时期，作为时代的巨人和伟大的智者，启蒙思想家高举自由、

平等的旗帜，并把公开的唯物主义论思想作为战斗的理论武器，以理性

为尺度，对封建制度和天主教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英法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深刻影响了美国“建国时期”的规划

摘要：文章对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晚期 100 多年美

国规划设计中的生态思想演进历程进行回顾并加以归

纳，总结为生态意识的萌芽、朴素生态观、功能生态观、

系统生态观、生态伦理观五个阶段，贯穿整个过程的是

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由控制改造转向尊重相待，规划设

计手段由感性走向理性，由“被动”转为“主动”，从

而使规划与设计中的生态思想逐渐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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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启蒙运动强调理性，尊重个体，渴望田园；浪漫主义

强调与人们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自然界是人类社会意义

和价值的唯一源泉。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促进了设计中结

合传统和自然元素的概念，表达了既有的复兴古典民主平

等的诉求，又有个人对追求浪漫的、自然的精神世界的渴望。

田园情感的表达成为人们热爱自然的主要形式，在瑞典的林

奈身上表现为在热爱自然和实现人类愿望之间，在宗教信

仰和科学的理性之间追求和谐 ；在怀特身上表现为通过外

部调节、重建人和自然之间的内在和谐，实现人类和自然

之间共有的、宽容的共存关系的渴望。浪漫主义影响了 19
世纪主流的社会生活，形成浪漫主义的景观设计，英国自

然主义造园思想追求画境般的品质、绘画般的构图和技巧，

延伸出了对北美自然景观设计方法的热情；将自然景观视为

人与万能上帝联接的纽带，大地为上帝物化的载体，自然

景观为上帝神力的陈列室，乡村景观成为人们的精神追求 [1]。

浪漫主义生态思想是以“自然观察自然”为出发点，亨利 ·
戴维·梭罗继承 19世纪后期怀特①的田园思想并使其更强烈，

以生态学方式看待自然，考虑万物之间的关系、依赖和整

体的性质，对现代生态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实践主义精神 [2]。

该时代在花园与小场地、庄园景观、乡村墓地、乌托邦

社区、度假区、“景观式”花园、“景观式”公共项目等规

划设计中引入田园概念，延续自然主义的设计传统并采取

与自然相结合的设计手法来表达自然美和田园情结，并间

接或直接吸收绘画中的灵感，展现对自然朴素的热爱之情。

乌托邦者以谨慎而克制的态度对待人与环境的关系，刺激了

19 世纪中叶美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其“通过适当

的规划可以提高道德和社会状况”的理念成为美国城市公

园运动的源泉 ；“景观式”花园体现出的“美”和“画境”

的设计特征 ；“景观式”公共项目展现自然主义风格 ；度假

区的规划设计充分考虑自然环境因素，在保护现有的环境

基础上提供人们活动的空间（表 1）。
在 19 世纪 70 年代之前的生态意识萌芽阶段，浪漫主义

运动加强了自然环境对人类重要性的认识，并为现代环境规

划打下坚实的基础，但这种田园情感仅体现在小尺度范围的

景观设计中，设计对象为少数上流社会和富裕阶层，并未面

向广大普通民众。

2  19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规划设
计的“朴素生态观”阶段

19 世纪 60 年代，历时四年的美国南北战争最终以北方

的胜利画上了历史的句号。北方胜利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简单

的胜负输赢，而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象征意义 ：其再次巩

固了美国宪法中“人生而平等、自由”的核心地位，也再次

肯定了令美国人的欧洲先民义无反顾地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

时所秉持的“自由平等”的信念，从而进一步推动美国的民

主化进程。此外，向设计师和社会改良者传播自由平等的民

① 吉尔伯特·怀特，18 世纪赛尔波恩的牧师、自然博物学者，以其为代表的对待自然的“阿卡狄亚式的态度”形成了生态学上的一大传统，著有《赛

尔波恩自然史》一书。

表 1 19 世纪 70 年代之前规划设计中生态意识萌芽阶段的类型、案例、特点

设计类型 实践案例 设计者 设计特点 生态思想

花园与小场地设

计

帕卡花园 — 保留荒野园的特征 保留融合自然

弗农花园 塞缪尔 · 伏昂本、

杰明 · H · 特拉罗布

采用曲线式形态、遵循自然季节更替的植物种植

庄园景观规划与

设计

杰斐逊与蒙蒂赛罗 杰斐逊 装饰性景观，结合地形、自然灵感融入场地景观设计，

利用自然要素体现自然主义

传统和自然结合的设计手法，

追求自然美和田园情感

乡村墓地 蒙特奥本墓地、格林

蒙特墓地、斯普林格

鲁夫墓地

亨利 · A · S · 迪尔伯恩、亚

历山大 · 沃兹沃思、施特劳

赫

采取自由曲线型的不对称布置，具有田园趣味 尊重地形画境般的、田园式风

格的墓地营造

乌托邦社区 伊利诺伊密西西比河

边乌托邦社区

— 保护自然并使之持续发展，把个人价值、知识价值、

自然环境等作为一种资源加以保护

资源循环利用，自然环境作为

一种资源应受到保护，谨慎克

制的态度对待人与环境的关系

度假区 杰克尔岛俱乐部 克利夫兰 保护与建设结合，自然环境中考虑土地、水、植物、

空气等因素

建造过程中保护植被和景观

“景观式”花园 斯普林赛德花园 安德鲁 · 杰克逊 · 唐宁 协调建筑和场地环境之间的关系，有机结合地形，保

护了山地的植被和场地中独特的岩石景观

寻求“美”和“画境般”的田

园情感，朴素的生态表达

“景观式”公共项

目

华盛顿特区林萌道景

观设计、华盛顿特区

白宫场地的景观规划

安德鲁 · 杰克逊 · 唐宁 林萌道演绎成自然公园，展现出“景观式”花园和植

物园的风格

自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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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思想，设计师把对社会改良的乌托邦理想和景观设计实践

相结合，开始面向大众设计大型人造景观。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也产生了种种城市环境、卫生以

及社会问题，人们在城市建设中寻求以朴素生态观来解决城

市危机；人们相信自然是一个静止状态的体系，生物与环境

形成一个独特的、和谐的、有内在依存整体的自然有机体，

其为自然美“形式”，设计者以“自然美”作为设计的主要

目标，提取自然美的抽象概念，将自然的精华要素运用到城

市公共空间设计中。同时这一朴素的生态观念影响了半个世

纪的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表达了人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贴

近自然的感情。

奥姆斯特德的公园设计继承和发展了唐宁①所倡导的

“公园设计应该完全遵循自然之美”的原则，以及“设计师

的作品是对自然固有之美的强化，和对如画般品质的追求”

的思想，以自然美的设计标准指导规划设计 ；都市公园系统

的设计标志着系统和整体的概念被引入公园设计中；运用自

然主义和根植于 19 世纪的“景观保护和协调发展”设计思

想的区域公园系统以城市公园系统之外的大型自然保护区及

自然风景保护区为对象，标志着朴素的生态观在区域规划层

面出现，以景观形式美的城市美化运动通过在城市中引进抽

象的自然美因素，创造城市美并培育市民的道德精神，使之

达到了高潮 [3]。值得重视的是，奥姆斯特德提倡的将自然景

观引到城市中，坚持最大限度地尊重用地的自然条件，对原

有自然状态进行最低限度的改造；其区域思想中倡导为城市

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个自然框架；其自然保护的重要思想是强

调对林业采用科学的调查研究和充分利用森林的各种功能，

是规划设计中朴素生态观的直观体现（表 2, 图 1）。
这段时间的“城市美化运动”强调把城市的规整化、形

象设计作为改善城市物质环境和提高社会秩序及道德水平的

主要途径，这种基于景观形式美的城市规划，以人的视觉感

受为出发点，以景观的外在形式为目标，能够给人强烈的视

觉冲击并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从功能的角度看，城市美化

运动忽略了一些城市本身以及城市景观内在的、实质性的东

西。正如伊利尔 · 沙里宁所说：“这些工作对解决城市的要

① 唐宁（Andrew Jackson Downing, 1815-1852），美国园艺师，把对景观进行自然化处理同两种主要的美学方式——园艺式和如画式提升到理论高

度，著有《景观花园的理论与实践》。

表 2  “朴素生态观”阶段的规划设计内容总结类型、案例、特点

规划设计类型 实践案例 设计者 设计特点 规划设计中生态思想

城市公园 中央公园、希望公园和富兰克林

公园

奥姆斯特德 在草坪、树林和水等元素间取得平衡，

建筑融于景观中，满足人们休闲娱乐的

需要

遵循保持自然之美原则，结合自然景观、

地形及植被特点设计和谐的城市公园，满

足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要求

都市公园系统 波士顿城市公园系统规划、马萨

诸塞州的公园系统、芝加哥城市

公园及公园系统建设、明尼苏达

双城城市公园与公园系统

奥姆斯特德、埃利奥特、

大都市公园委员会

系统和整体的概念被引入公园设计中；

视绿地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是城市大系

统的组成之一

从朴素的整体等生态思想观念出发，营建

城市与自然的和谐体系

区域性公园 长岛州级公园、 芝加哥“库克

（Cook）县森林保护区”州级

公园

克拉伦斯 · C · 考姆伯、

查尔斯 · G · 索尔、约翰

· 巴斯托 · 英里尔

欣赏和应用本地材料，采用自然式布局

手法，最小程度地改变自然原型，把人

工构筑物与自然环境融合在一起

区域性的自然环境是生态美的重要形式，

生态保护必须具有区域性

国家公园 黄石国家公园、红杉树国家公园、

约瑟米蒂国家公园、国王峡谷国

家公园

国家公园管理部、联邦

森林处

维护风景品质与保护自然资源，同时注

重娱乐功能开发

生物、地质、美学和文化价值的自然、历

史、文化与风景资源保护结合起来

城市美化运动 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场地规划和

景观设计、麦克米兰华盛顿特区

规划

奥姆斯特德和科德曼、

华盛顿特区规划委员会

自然主义和传统几何式混合的设计风

格，强调应用自然美创造城市美

融合自然的城市美减缓社会矛盾和祛除疾

病，视城市自然与城市社会为一个互动体

系

图 1  中央公园鸟瞰图
资料来源：Google 地图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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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问题帮助不大。这种装饰性的规划大都是为了满足城市的

虚荣心，而很少从居民的福利出发，考虑从根本上改善布局

的性质，它并未给予城市整体良好的居住和工作环境”。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朴素生态观”认为自然是具

有审美价值和存在意义的，在实践和探索中继承浪漫主义生

态思想，并通过增加视觉绿色感、增加绿色开敞空间表达人

们与自然亲近的想法，其中公园的城市化、区域化以及融合

自然元素的城市美化运动都满足了人们朴素的生态需求，但

其仅从形式上表层理解自然的功能与作用，而非系统层面上

深刻认识人与自然关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没有从“自然”

本身出发，发挥自然功能的潜在性以及在设计中结合自然。

3  20 世纪 30 年代到二战时期规划设计的“功能
生态观”阶段

从 1930 年 10 月至 1950 年间，美国经历了经济大萧条、

二战以及冷战等一系列连续的社会发展低潮，震撼性地影响

了美国人所涉及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功

能生态观”是在巨大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这一时期美国的

边疆拓展建设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尘暴”席卷美国，

这个影响了美国人生产和生活的事件引发了各界人士对自然

的深思。环境问题和无法摆脱的社会阴影也深深影响了景观

建筑师对资源保护和土地综合利用的设计理念。工业化进程

给社会各方面带来显著变化，使人们对工业文明创造的繁荣

产生了质疑，从而激起人们欣赏并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的热

情 [1]。前一阶段的朴素生态观已经不能满足规划设计的需求，

人们需要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协调与自然的关系。

“尘暴”以及工业化引发的环境公害，激发了设计师对

资源进行保护和土地综合利用的设计理念，认为需要在认识

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规划设计中开始引

入生态的理论和方法，将城市和自然作为整体进行考虑，强

调城市的生态功能化发展模式。生态学与城市规划、景观规

划相结合，迈出生态学引导规划设计方案的第一步，在设

计中更加注重对自然对象的生态功能的思考。克莱门茨①的

“顶级群落”平衡模式影响深远，认为植被群落的生态演替、

植被结构基本上是动态的，自然的过程是一种有规律的运动。

规划设计模式强调自然对人类的重要性，规划设计中采取自

然功能化的方式，发挥自然对人类的有益作用并以此进行资

源保护和城市建设，从而把区域自然从失控的开发中保护起

来，协调城市与乡村、人与自然系统，以及保护和发展之间

的平衡关系。功能导向的保护规划实践中第一次提出了运用

专业知识从事自然资源和历史资源保护、土壤保护、土地利

用规划、城市发展规划以及流域管理，以复原地区朴素的自

然特征，并提出对开发过程进行严格控制的设计策略。

同一时期，受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念以及盖迪斯的

“城市学”的有机观点的启发，生态区域主义兴起，其核

心思想为 ：人类与自然界的有机体有很多相似之处，有机

体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状态，就必须不断更新自己，与周

围的环境建立积极的联系，因而，有机体和环境之间始终

存在着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旦失衡，生命就

会暂时停止或永远死亡，因此人类社会要与周围的自然环

境在供求上取得相互平衡 [4,5]。该理论为以强调区域经济发

展、定量分析、社会科学为方法进行区域规划的思想发展

奠定了基础 [6]（表 3）。
“功能生态观”的规划设计延续早期基于景观外在形式

的规划模式，从景观建筑学、景观美学的角度对城市规划进

行生态化思考，规划设计要在认识自然要素规律的基础上进

行，发挥自然生态功能，其实践由被动转为主动，但是缺乏

对自然内在规律的认识，生态学与规划设计的结合处于初级

表 3  “功能生态观”在阶段规划设计的类型、案例、特点

规划设计类型 实践案例 设计者 设计特点 规划设计中生态思想

区域资源保护规划 土壤保护、防护带工程、

流域管理项目

土壤侵蚀部、林业部、

联邦政府

第一次提出了运用专业知识从事自然资源和历史性资

源的保护、土壤保护、土地利用规划、城乡发展规划

以及流域管理

城市与乡村、人与自然系统，以及

保护与发展之间需要一种平衡关系

土地与资源保护规

划

自然桥、尼亚加拉瀑布

的保护规划、纽约斯塔

滕岛

克利夫兰、奥姆斯特

德与沃克斯、奥姆斯

特德

复原地区朴素的自然特征和环境，提高排水系统效率

和控制土地利用，对开发过程进行严格控制

土地与环境资源保护需要有区域的

视野

有机体功能观的城

市规划

若干新城建设 — 视城市为封闭的功能系统，可以视之为有机体 有机体生态思想

生态区域主义的规

划

纽约发展规划、莫霍克

（Mohawk）河走廊景

观设计与物质规划

约翰 · 奥姆斯特德、

诺伦、巴雷特、曼宁

自给自足的乡村居住区，这种居住区与丰富的自然资

源保持良好的平衡

住区与自然平衡

① 弗雷德里克 · 克莱门茨，美国 19 世纪末生态学家，出版《植被的发展和结构》、《植物演替：植被发展的探讨》，坚持认为自然景观中的生物群

落要经过一系列生态演替过程，同时认为自然景观最终必然要达到一个保持相对稳定的最终状态，以适应所在地区的气候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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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系统生态观”阶段规划设计的类型、案例与特点

规划设计类型 实践案例 设计者 设计特点 规划设计中生态思想

麦克哈格的“千层饼”模

式的土地适宜性分析

西雅图煤气厂改造、伍德兰

兹新城试验

麦克哈格、华莱

士、罗伯茨、托德

发挥各地块独特的条件，以及采取与之相关的土地利

用政策，将设计与生态资料分析结合在一起

将各自然要素的科学分析纳

入到规划设计中

从系统角度考虑的景观生

态规划

综合考虑地形、土壤、水文、

气候、植被与栖息地等的景

观规划

哈贝 从整体的角度研究与人类相关的、社会—经济的、生

态的过程，从静态格局的研究转向景观动态的分析，

强调对生态过渡带、边缘效应以及破碎化景观的研究

景观是由若干不同系统构成

的生态系统组合

结构网络化、系统化、功

能多元化的都市区生态廊

道规划设计

结构网络化的绿带建设 — 强调自然景观、自然过程、生物多样性保护，但是“建

筑衍生”的景观设计原则仍然明显地起主导作用，甚

至在以自然保护为主要目的的国家公园的规划建设

中，景观美学原则仍然是生态廊道规划的重要原则

景观式结构网络化、系统化、

功能多元化的生态共同体

应用到生态系统规划中的

环境廊道

— 绿色生态廊道的游憩功能被认为是重要的功能甚至是

核心的功能，空间规划也主要以为人群提供便利服务

为基本指导原则

功能多元化的都市生态廊

道

— 多元化的功能被作为核心原则，多元规划方法被作为

主导方法

阶段。然而生态学的引入，为以后的规划设计生态化起到了

敲门砖的作用，并为以后的生态规划奠定了基础。

4  战后到 20 世纪 90 年代规划设计的“系统生态
观”阶段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环境污染的急剧增加，生态环境

问题日益突出，高涨的环境运动让更多的美国人开始关注自

然环境，生态规划开始走上复兴之路。这一时期产生了奥尔

多 · 利奥波德的极有影响的生态伦理学，其经典著作《沙乡

年鉴》和其他著作传递出一种自然保护的伦理观。雷切尔 ·
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被称为“第一部由

科学家为全球环境准备的强大宣言”，它直接刺激了 60 年代

以后公众对环境态度的转变。60 年代晚期至 70 年代早期也

是美国环境立法特别活跃的时期，特别是有助于控制污染的

法律竞相出台，那些构成美国当今环境政策基本框架的法律

在这一时期大量通过。因为对资源、土地利用以及大自然和

景观动力学有着共同兴趣点，规划和面向环境的科学被紧紧

地联系在了一起。

战后，系统论兴起，城市被认为是一个开放系统，必须

与外界不断地保持物质、能量与信息的流动，否则将逐渐趋

于混乱。由此，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知识建构，从一种静

态的自然观走向动态的自然观，来认识自然界中无序、不稳

定以及非线性的种种关系 [7]。快速城市化及其生态效应，促

使人们重新思考人类聚落的规划设计问题，使规划和面向环

境的多学科相互交叉融合 [8]。生态系统时代到来，由此重建

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共同体，以系统的观点来看自然界，在

考虑整体性、关联性、层次性、开放性、动态性、自组织性

的基础上，规划设计分析要综合考虑自然本身的各种因素 ：

土壤、地形、水文、气候、植被和栖息地，在功能上综合考

虑物种保护、休闲、娱乐、游憩、历史文化保护等功能，在

分析方法上采用系统的研究方法 [9-11]。

由 20 世纪中期麦克哈格的土地利用分析的“千层饼”

模式到 20 世纪后期以系统为视角的规划构架中融入生态思

想的景观生态规划模式，都是系统生态指引下的规划设计，

服务对象从一群人的身心健康到人类的生存和延续，研究对

象也延伸到大地综合体，即由人类文化圈和自然生物圈相互

作用而形成的多个生态系统的共同体 [12,13]。以生态系统为导

向的规划设计，通过垂直模式和水平模式对生态系统内部的

相互关系进行系统的分析，从而使在保护和尊重自然条件的

基础上，根据功能的适宜性分析，确定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

模式，带有一定的自然决定色彩。后来的以决策为中心的规

划模式和规划的可辩护性思想则在另一层次上发展了现代景

观规划理论，使自然主导的规划重新回到以人为中心的规划

基点，但在更高层次上能动地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 [14-18]（表 4,
图 2—图 4）。

1945—1990 年间，生态系统引导下的规划被视为一种

实现土地利用与自然环境平衡的途径，标志着生态学与规划

设计的结合日趋走向成熟。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不再是以主

人的姿态自居，而是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员，有义务对所有

的资源进行保护。在这种生态意识的提升下，1990 年后随

着全球化的发展，业界逐渐走向全球、全人类的“生态伦理

观”建设，规划设计更加侧重从生态系统角度研究建成环境。

5  1990 年之后规划设计的“生态伦理观”阶段

20 世纪后期，郊区蔓延，老旧乡村中心的改造，新建

的服务中心，控制蔓延措施的失效，水资源、空气质量和

垃圾处理等问题的出现，促使环境保护主义运动、第一个

“地球日”、斯德哥尔摩会议和一系列国际环境会议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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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味着 70 年代的 10 年成为“生态学时代”，标志着“生

态学时代”的到来，可持续发展成为时代主题，首次把环

境看作人类与自然界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纽带，并从全球的

角度看待这些关系，超越了自然保护主义者有限的民族意

识 [19]。可持续设计理念被认可，其核心为人类文明是整体

自然资源的一部分，城市及其场所是其所依赖的自然环境

中的一部分，把从环境角度出发的理念置于城市设计的核

心地位，其中“生态城市论”是典型代表，生态城市设计

作为一种生态的介入，借由塑造各种尺度的空间形态，来

改变生态流动的方式，以流动生成形式。生态城市设计不

仅仅是消极地保护自然，更是积极地以再生设计的手法在

现代城市空间结构中嵌入有价值的生态空间元素，整合能

源流动、物质流动、水文流动、生物流动、人的流动及信

息流动。

生态学致力于研究网络化思想的城市生态系统， 认为生

态系统是地理空间单元的生物及其非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

作用，而城市是人类主导的生态系统，除了生态学家所考

虑的生态系统生物与非生物环境、生态系统结构及生态系

统的功能与过程外，社会制度、文化行为、建筑环境等也图 2  新英格兰地区州级层次绿道规划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8] 

图 4  1999 年新英格兰地区州级层次绿道规划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1]

图 3  1964 年新英格兰地区州级层次绿道规划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1]

建议的历史遗产道路

密西西比河公园道路

当地次要道路

潜在的主要道路

开放空间走廊

北
英里

海滨大道
菲德勒人行桥

波士顿公
共绿地

公共活动场所
商场

后湾

查尔斯科莱特湖泊

后湾沼泽地

跑道

河道

布鲁克莱恩

同
纽
约
州
相
连

同加拿大相连

规划的缅因国家公园

白山地区

绿山地区

主要湖泊

主要河流

波特兰市

大西洋

波斯顿市

康涅狄格河国家保护走廊

阿巴拉契亚山游步道

规划的东海岸绿道

黑石河国家遗产走廊

牙买加公园

 林道 富兰克林公园和动物园

奥姆斯特德公园

牙买加道路

森林小丘

阿诺德树木园



55 2015 Vol.30, No.S1国际城市规划

闫水玉   杨会会    近代美国规划设计中生态思想演进历程探索

是城市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纳入城市生态系统

研究框架内 [20]。

“人与自然平衡”的生态城市思想 ：利用自然来实现自

身的发展，按照特定的顺序和组织模式发展生态城市，尊重

生物史，尊重自然史，并运用生态区划的就近原则发展的自

然趋势来解决区域问题 [21]，如表 5 所示。

1990 年之后的生态规划并非单向度的绿地规划，同前

一时期麦克哈格的“千层饼”模式以及景观生态规划相比，

设计对象更多的是建成环境，着重于在高密度城市环境中

重建生态的整合系统，从传统的自然保育论，走向在城市

环境脉络中成长自然及滋养生态的设计意识，由“设计中

的生态”转向“设计生态”，由城市结合自然的设计走向城

市生态系统设计。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由“第一自然”的观

念渗透到“第二自然”——经人类活动改变过的环境（城

市建成环境）。生态规划已经走出北美的狭隘的地理范围，

开始面向全球、全人类，特别是面向发展中国家快速的城

市化和城市蔓延现象，为这些地区的城市未来的健康发展

提供方法。

表 5  1990 年之后“生态伦理观”阶段规划设计的类型、案例与特点

规划设计类型 实践案例 设计者 设计特点 规划设计中生态思想

生态城市规划与

设计

中国厦门马銮湾生态城、

广州南沙生态城

Perry P．J．Yang

生态系统城市设计

事务所

设计可以成为一种生态的介入，借由塑造各种尺度的空间形态，

来改变生态流动的方式

生态手段介入优化生态流

城市生态系统研

究

美国巴尔的摩和凤凰城 — 对城市中的生态学研究与城市生态学研究加以区分；研究有机

体与环境之间的能量与物质联系、有机体的新陈代谢、景观单

元的动态变化、土地利用的生态影响、生态足迹的估计

城市生态系统思想

“人与自然平衡”

的生态城市思想

生态城市伯克利 瑞吉斯特等 用大自然的方法管理城市，通过生态区划实现人与自然的平衡 人与自然平衡

6  结语

由生态意识萌芽阶段传承欧洲的自然主义生态思想到全

球、全人类“生态伦理观”广泛提倡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生活

方式过程中，生态学科成熟地运用到规划与设计的过程中，

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由政府意志转向尊重相待，处理人与自

然的关系从“资源利用”转向“自然保护”，人们生态意识

的觉醒，建立自然协调的呼唤，使规划与设计中的生态思想

由“被动”转为“主动”。设计从“设计包含生态”走向“设

计生态”，并向“生态共同体”前行；设计对象从“纯粹的

自然”到土地嵌合体“第二自然”；设计范围从本地区环境

问题转为面向中国等亚洲发展中国家不同地理环境条件下的

生态规划理论的研究。“第三生态”思维的生态城市主义的

生态规划方法及策略的过程经历了生态学科的成立、生态学

引入公共意识的过程，景观生态学的建立以及生态学与城市

规划学的交融，使规划与设计中的生态思想逐渐成熟（表 6,
图 5）。

在当前中国如火如荼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中，美国对待自

表 6  近代美国规划设计中的生态思想演进历程表

阶段 事件 目的 主要参与者

生态意

识萌芽

花园与小场地设计、庄园景观规划与设计、

乡村墓地、乌托邦社区、度假区、“景观式”

花园、“景观式”公共项目

美学、田园主义思想、浪漫主义思想、“田园情感”

的表达

伏昂、托马斯 · 杰斐逊、亨利 · A · S · 迪尔伯恩、亚

历山大 · 沃兹沃思、诺特曼、安德鲁 · 杰克逊 · 唐宁、

克利夫兰、丹尼尔、安德烈 · 帕尔芒捷

朴素生

态观

城市公园建设、都市公园系统、自然保护、

区域性公园建设、城市美化运动

公众健康、自然保护、场所感、娱乐、休闲、自

然为经济发展所用、公众集聚场所

奥姆斯特德、沃克斯、克利夫兰、查尔斯 · 埃利奥特、

美国自然保护组织、大都市公园委员会、乔治 · 凯斯勒、

“长岛公园协会”、国家公园管理部、联邦森林处

功能生

态观

区域资源保护和管理、土地与资源保护规划、

生态区域主义

自然资源保护、自然与人类发展的平衡 美国区域规划委员会、曼宁、土壤保护部、田纳西河

谷局、克利夫兰、奥姆斯特德

系统生

态观

麦克哈格的土地利用分析“千层饼”模式，

从系统角度考虑的景观生态规划模式、结构

网络化、系统化、功能多元化的都市区廊道

规划建设

公众健康、自然资源保护、自然维护；休闲、水

质保护、生物栖息地、多个生态系统的共同体共

存、环境意识提升、历史文化保护

麦克哈格、理查德 - 福尔曼、米切尔 · 戈登、威廉 · M ·

马什、环境质量委员会、奥姆斯特德、联邦政府、非

政府组织、私人组织

生态伦

理观

生态城市主义、生态研究网络化的城市生态

系统研究、“人与自然平衡”生态城市

保护环境、保护土地、长期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

展相协调；公众健康、地方性、城市生态系统、

人类健康、生物共存；城市：生命、美、公平，

建设人与自然平衡的人居环境

新城市主义协会、生态设计协会、联邦政府、非政府

组织、私人组织、公众、城市、土地信托机构、瑞吉

斯特等、美国“生态城市建设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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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态度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 ：对自然资源的重视与保

护，将自然荒原作为区域性公园加以建设 ；强调从自然和

城市整体的角度考虑，规划设计中采取自然功能化的方式，

使自然在其生态系统中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在城市与乡村、

人与自然系统、保护和发展之间建立平衡关系 ；此外，应

综合考虑自然本身的各种因素，从而使对自然的开发利用

与人类活动、场地特征、自然过程协调一致，并研究多个

生态系统之间的空间格局及相互之间的生态系统；应以“第

二自然”的概念，来重新理解并改变传统自然保育的对策，

走出传统的自然保育及环保概念中的自然与人类、自然与

城市、环境与发展之间二元对立的态度，以新的框架及视

野来理解新的现象。

注：未标明资料来源的表格均为作者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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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各个阶段时间和实践总结简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第一阶段

19 世纪 70 年
代之前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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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墓地

乌托邦社区

“景观式”花园

城市公园建设

生态区域主义

景观生态规划

都市区廊道

生态城市主义

城市生态系统研究

土地与资源保
护规划

区域资源保护
管理

麦克哈格“设
计结合自然”

瑞吉斯特“人与自
然平衡”生态城市

都市公园系统

自然保护

城市美化运动

区域性公园建设
“景观式”公共项目

旅游度假区

庄园景观规划与设计

1870—1930
朴素生态观

1930—1945
功能生态观

1945—1990
系统生态观

1990 年之后
生态伦理观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