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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

口城市，经过30多年的开发建

设，由昔日的边陲小镇，发展

成为一座颇具规模的现代化城

市。 



深圳市园林绿化指标统计表 
(2012年底) 

公园数量(个) 841 

森林覆盖率(%) 41 

建成区公园绿地面积(ha) 33169.3 

建成区绿地率(%) 39.16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5.05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人) 16.5 



在2005年的第五届中国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期间，由国家建设部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生
态园林和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隆重地拉开了帷幕。此后，深圳市开始了全面的“生态园林城
市”建设活动。 



生态园林,是生态文明与城市园林绿
化事业的结合，是生态思想与园林理
论的有机结合，将生态学的有关原理、
范畴转借、移入园林构建中。生态思
维的启迪，使现代城市园林走上了可
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为人类提供了
和谐健康的生存环境。  



生态园林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  

 

1、具有生态结构的合理性   它应具有合理的时间结构、空
间结构和营养结构，与周围环境一起组成和谐的统一体。 

  

2、具有园林的观赏性   依靠科学的配置，营造地带性植物
群落，创造景观，美化环境，提高游览观赏价值，提高社
会公益效益，提高保健养体功能； 

 

3、具有改善城市环境的生态效应   充分利用绿色植物，
通过植物的光合、蒸腾、吸收和吸附作用，调节小气候，
吸收有毒有害物质，衰减噪音，防风降尘，维护生态平衡； 



生态园林城市的绿色架构 

    深圳市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坚持“生态优先”的
理念，结合深圳的地理和气候特征，在生态园林城市
建设中，我们提出了“三层次绿色架构”的战
略决策，营造生态园林城市的“三大景观”： 

  

  宏观保生态 

     中观造景观 

        微观建园林 



 一、宏观生态景观层次 

 宏观生态景观层次指的是宏观上的生态
绿地系统，在整个城市的地域上，包括山体、
海滨、郊野、河床、河道等，遵循生态学原
理，在保护的基础上，营造符合地带性植物
群落特征的背景山林、滨海绿带等城市大斑
块绿色空间，构成城市的生态圈层。注重生
物多样性保护和城市大环境绿化的生态效益。  



1、维护整体山水格局的连续性 

         任何一个城市，或依山或傍水、或兼得
山水为其整体环境的依托。城市之于区域自
然山水格局，犹如果实之于生命之树。 

          城市扩展过程中，维护区域山水格局和
大地机体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是维护城市生
态安全的一大关键。 

         我市将维护城市地城景观格局的
连续性当作生态园林城市规划的首
要任务。  



——合理安排城市空间结构， 

   科学构建生态支持系统  

 

 在城市规划中，深圳结合特有的山水环境，注重分

析城市规划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确立了 南北
贯通、西联东拓、中心强化、两翼伸展
的“组团式网状”空间结构，这一结构表
现出良好的弹性，在适应内部和外部环境变化的同
时，避免了大城市过度蔓延。 为生态园林城市的建
设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空间基础。 



 确立“组团式网状”空间结构 



——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 

统筹协调了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保护的关系  

 

 2005年，深圳应用碳氧平衡原理确定生态用地值，
创新性地在全国率先划定了基本生态控制线，全市

接近一半的土地(49.88%)被划入基本生态控制线
内。 

 

 除市政公用和旅游设施外，禁止任何开发行为. 

 

 定期通过卫星进行监测和管理,实现了“建设规划”
到“禁止建设的规划”的转变，体现了空间资源管
制的统筹性。  



基本生态控制线 





——科学构建连续的生态绿地网络系统  

 

    2002年，深圳市第三次修订了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颁布了《深圳市绿地系统规划》（2002—2020），
确立了生态化、人文化、系统化和网络化的绿地系
统。 

 

 在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深圳把绿地系统分解为
“区域绿地——生态廊道系统——城市绿化用地”
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构筑了全市点、线、带、面相
结合的完善的绿地系统。 

  

 



    

    深圳市将市域生态绿地系统分解为“区域绿地—生态廊道系统—城市绿化用

地”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建设8处区域绿地、18条城市大型绿廊，将城市中逐
渐岛状化的大型生物栖息地有机联系起来。  



连续的绿地网络系统 

  深圳北面是50公里群山常绿阔叶林的绿色屏障; 

   南面是368公顷沿海红树林的湿地景观; 

   在城市组团之间布置了城市绿化隔离带; 

   用城市干道两侧绿化带将市区的800多个大小公园

串联起来，  将逐渐岛状化的大型生物栖息地有机

联系起来，形成连续的绿地网络系统。 



北面是50公里群山常绿阔叶林的绿色屏障 

背景山林 



滨海绿带 

南面是368公顷沿海红树林的湿地景观 



 

深圳福田红树林保护区是国内少数幸存的海岸湿地，面积368公顷，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国家级鸟类自然保

护区。它与香港米埔湿地一起，成为国际湿地保护公约中划定的7块湿地保护区之一，具有国际范围的生态价值。  

 

 



绿化隔离带 

在城市组团之间布置了城市绿化隔离带 



 
自然山林
生态风景 



 



2、 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地带性植物、天然植物群落
为主，建立合理的复层混交植物群落 

 

 将宜林地统一规划成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郊野
公园，其总面积已占到全市国土面积的11.95％。 

 

 我市在构建生态圈层过程中，将物种综合指数提高
到了0.608，努力实现物种多样性。 

  

 大力发展地带性植物，发挥乡土优势。据统计，我
市本地植物指数达到0.701。 

 



物种多样性是城市生态园林 

构建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一个群落中，物种多样性不仅反映了群落中物种的丰富程度或均匀度，也反
映了群落的动态特点与稳定性水平  

 在一个稳定群落中，各种群对群落的时空、资源利用，都趋向于互补而不是直

接竞争，物种多样性决定系统的稳定性，物种愈复杂系统也就愈稳定。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还是景观多样化和功能多样化的基础。 

 在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中应突出与地域特征相符合的生态园林景观，形成以乔、

灌、藤、草相结合的复层混交的植物群落景观。 

 复层结构的植物群落能形成多样的小生境，为动物、微生物提供良好的

栖息和繁衍场所，形成完善的食物链，保障生态系统中能量转换和物质

循环的持续稳定发展。 

 城市绿地的植物群落构建要符合生态学的植物顶级群落原则，建立乔、

灌、花、草和地被植物相结合的复层混交结构，以充分利用太阳光能。

改变植物空间分布层次与状况，是增加城市绿量，提高生态效益的有效

途径。     



3、 师法自然，胜于自然， 

遵从“生态位”原则，搞好植物配置 

 “生态位”概念是指一个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作用以及
它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地位，反映了物种与物种之间、物种与
环境之间的关系。  

 

 “生态位”原则，直接关系到园林绿地系统景观审美价值的
高低和综合功能的发挥，关系到植物可否正常生长、发育、
繁衍、定居和生态园林的兴衰与成败。 

 

 “师法自然，胜于自然”，在生态园林构建中，应充分考虑
物种的生态位特征，合理选配植物种类， 

 

 在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中，利用不同物种在空间、时间和营养
“生态位”上的差异和“植物顶级群落原则”进行植物的合

理配置，形成稳定的多层次的植物群落结构。    
 

 



师法自然，胜于自然，遵从“生态
位”原则，搞好植物配置 

裸露山体缺口生态治理  





二、 中观绿地景观层次 

 

中观绿地景观层次是指大尺度的城市绿
化景观，包括城市干道、国道、铁路、高速公路等
绿化带。 

 

 依据《深圳经济特区园林条例》，深圳市主干道两
侧设置30-50米的绿化带，次干道绿化带为10-30米。 

 

 其绿化模式是，突出各绿化带的主导树种和特色
景观，营造色彩丰富，季相变化明显的复层混交林
结构，注重城市人工绿地的生态效益。 

 



城市绿化带的规划设计 

 

  设计理念： 强调城市绿化的生态效益，兼顾景 

                     观功能 。 

  设计手法： 自然式，以地带性植物为基础，营 

                     造色彩丰富，季相变化明显的复层  

                     混交的植物群落结构。 

  强       调：  1、 因地制宜 

                      2、 风格鲜明多样,一路一特色 

                      3、兼顾景观和生态效益 

     



绿化带的植物配置比例 

 

     基调树种      60%         基本色调       

 

    骨干树种       30%         基础框架 

 

    点缀树种       10%         形成特色 



提高了生态效益，降低了管养成本 

 
 

   这种复层混交结构的植物群落相对纯净草坪
和疏林草地: 

 

     生态效益高   3.5-5倍 

 

     管养成本       只为1/9 













三、微观绿地景观层次 

          微观绿地景观层次是指综合性市政公园、
主题公园、社区公园、街头游园和庭院绿化等城市
绿色斑块， 

          在其规划和建设中，强调在地域文化背景下营
造中国园林，丰富园林绿化景观的文化特色，结合
城市演进的历史、城市文脉，以及现代审美情趣，
构筑富有文化韵味的诗意生活空间。 

           深圳处于华南地区，则应突出岭南风格和亚热
带情调。 



精心构建三级公园体系 

 一是将城市背景山林和城郊山体建成郊野公园或 

   森林公园； 

 

 二是顺应建成区的发展，同步建设综合性城市公园； 

 

 三是以人为本，围绕住区和商业旺区建设社区公园， 

   满足居民游憩康乐需求，促进社区人文交流。  

 

   形成“郊野、森林公园——综合城市公园——社
区公园”三级公园体系，打造“公园之城”。 

 



公园的服务半径 

  在分布上确保市民居住地在： 

2公里  范围内有社区公园或园林小游园； 

5公里  范围内有休闲游览的大型城市综合性公园； 

10公里范围内有供市民回归自然和登山锻炼的森林郊野公园； 

30－50公里 范围内有供市民度假休闲的大型自然风景区。 



公园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期 

   

         目前，全市已建成公园841个: 

         其中森林郊野公园（含风景区）12个、

主题公园15个、专类公园9个，城市综合公

园87个、社区公园718个,公园之城初具规模。 





在微观绿地景观层次上强调 

1、一是营造“一园一特色”景观 
 荔枝公园，注重文化细节，把园内所有的桥梁、亭阁、楼台等景点向国内

外专家征名，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 

 洪湖公园则兴建咏荷碑廊等雕塑，浓缩历史文化，构建人文景观； 

 莲花山公园，则突出改革开放成就的主题，成为人们缅怀邓小平同志的重
要场所； 

 仙湖植物园，则以研究培养名贵珍稀植物为主，使之成为远近闻名的“植
物大观园”  

2、二是强化规范化管理： 

     在实现“市场化”和“未位淘汰”的基础上，开展“星级公园”创建评比
活动  儿童公园、荔枝公园、人民公园、彩田公园、园博园、仙湖植物园、
梅林公园古荔区等7个公园已成为五星级公园。 

3、三是实施精品工程  

     2008年8月，园博园、仙湖植物园、莲花山公园，被国家住房与城乡建设
部授予“国家重点公园”称号 

     2009年6月，在第15届世界玫瑰大会闭幕式上，世界玫瑰协会联盟授予深

圳市人民公园“世界玫瑰名园”荣誉称号，成为中国首个获此殊荣的世界
月季名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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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 



传统园林与现代生态园林的差异 

 我国传统园林发展较早，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古典园林
的辉煌成就令世界瞩目，号称“世界园林之母”。 

 

 现代生态园林的兴起，将园林从传统的游憩、观赏功能发展
到维持城市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再现自然的高层次
阶段，不但强调景观效益，同时还强调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生态园林的城市绿地景观在不同层次上很好地综合了传统园
林和现代生态园林的特点，互为补充。现代生态园林应该认

为是传统园林的进化和延续，而非突变和割裂。  



宏观、中观绿地景观层次 

是现代生态园林的体现 

 宏观和中观两个绿地景观层次是现代生态园林的体现，更加注重整个城
市大环境的生态效益、景观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城市生物圈范围内有效
地保护自然植物群落和科学营造复层混交植物群落，保护生物多样性，
大大增加植物群落的生物量，提高植物群落的生产力和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  测算显示，一个配置完好的复层混交植物群落，其生
物量和生态效益是一般单一植物群落或疏林草地群落的3.5--5倍。 
 

 景观效益：复层混交的植物群落，表现出不同的季象、叶色、大小
姿态等变化，可以创造更加丰富多彩的城市绿地的植物群落景观；保护
和增加生物多样性还有利于维持城市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和提高其生态
功能。 

 

 经济效益：大大降低管理成本。统计表明，复层混交植物群落的管
养成本仅是疏林草地管养成本的1/9。 

 
    



微观绿地景观层次 

是对传统园林的继承和发扬 

 传统园林的植物造景是“应用乔木、灌木、藤本及草本植物来创造
景观，充分发挥植物本身形体、线条、色彩等的自然美，与园林建筑和
构筑物一起配置成一幅美丽动人的画面，供人们欣赏”。 

 

 微观绿地景观层次应该以人为本，充分认识和确定人的主体地位和人
与环境的双向互动关系，强调关心人、尊重人的宗旨。在园林景观创造
中，满足人们的体闲、游憩和观赏的需要，使城市、园林和人三者之间
相互依存、融为一体。 

 

 微观层次上要继承和发扬传统园林的精髓，大力建设富有地方文化特色

的中国园林，使市政公园、社区公园成为市民观赏、健身、休闲的好
去处，体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发挥其景观效益和社会效
益。        



深圳市三十年来的建设发展实践充分证明  

 

环境是一种生产力，大力发展园林
绿化对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良好的生态环境能
为城市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深圳创建
“生态园林城市”成果，努力建设
“美丽深圳，生态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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