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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镇化和生态环境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两大问题，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 在综

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对全球、国家、区域和城市四种不同尺度空间地域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
的关系研究热点、主要进展和差别进行了梳理对比。 研究认为：全球尺度面向人类发展，侧重城镇
化与生态环境交互关系的机制与规律研究；国家尺度面向发展阶段和需求，侧重中国城镇化与生
态环境的关系阶段、关系类型的研究；区域尺度具有差异化自然和经济本底，存在多种类型的区
域，较多对省级行政区、功能区和城市群区域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城市尺度的地域范围
小，侧重与城市管理相关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虽然不同尺度的研究
可以相互借鉴和参照，但不同尺度空间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不能混为一谈，需要设计面
向空间尺度特征的研究框架，挖掘针对性问题，切实服务于不同地域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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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镇化（Urbanization）发展和生态环境（Eco-Environment）保护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
的两大重要问题，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简称 U-E 关系）得到研究者广泛关注[1-3]。 伴随
全球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社会活动，正在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现
实或潜在的威胁。 早在 1991 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指出：“世界正面临着自然环境的严重恶化
和生活在城市环境中人们生活质量的加速下降这两大问题。 城镇化对威胁未来生存的全球
环境变化有着重要影响”。 1995 年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沃利·恩道在《城镇化的世界》中告诫：
“
城镇化既可能成为无可比拟的未来之光明前景所在，也可能成为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
2005 年 “全 球 变 化 人 类 影 响 计 划 ”（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me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IHDP）制定了“城镇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科学研究计划，并
将其作为全球变化研究核心项目， 提出加强城镇化与全球环境变化之间耦合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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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联合国出版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当前与未来趋势》中对
城市系统进行专门的评价， 并特别强调了城市生态系统的脆弱性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有更
加脆弱的趋势。2012 年发布的“未来地球计划（Future Earth, FE）”指出城镇化作为地球表
层最剧烈的人类活动过程，其阈值、风险、临界点是研究的前沿领域。 可见，城镇化与生态环
境交互耦合关系的研究，过去已是、未来也是国际上地球系统科学与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的热
点与前沿领域[4]。 正确认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的动态耦合规律，采取适当的城镇化
发展模式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对于促进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和人类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5]。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依附于（或承载于）特定地域空间，而不同尺度的地域空
间所面临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存在差别。 然而现有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交互关系
研究，缺少针对不同空间尺度地域的 U-E 关系热点归纳、问题提炼、框架构建、方法设计、
数据收集和结果分析。 基于此，本文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建立四个空间尺度的文献评述
框架——
—全球尺度、国家尺度、区域尺度和城市尺度，对已有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
究文献进行梳理和对比， 探寻不同尺度空间所关注的 U-E 关系的研究热点及其主要结论
和贡献， 为多尺度空间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关系研究提供参考与启发。 需要指出的
是，空间尺度的划分有多种方式，而且会有交叉或重复，本文所指全球尺度是指跨越国界、
受不同国别政府共同影响的两国以上构成的（全球）区域；国家尺度是指一个独立国家政
权行政管辖范围内的
区域，本文主要以中国
为例展开研究综述；区
域尺度是指多个城市
管辖区共同构成的、具
有一定区域共性特征
和问题的区域；城市尺
度是指单个城市政府
所管辖的城市区域，包
括城市建成区和城市
乡村地区。 城镇化与生
态环境的关系，属于人
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
范畴；而人类活动不可
避免地受到政策体制
及其行为管控主体的
影响，特别是各级政府
机构的城镇化政策和

图 1 不同尺度空间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示意图
Fig.1 The interac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态度，对城镇化过程及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different scale space
其生态环境效应产生
重要影响。 不同空间尺度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 会受到不同尺度行为主体的影
响，而且不同空间尺度之间又相互影响（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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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尺度的 U-E 关系研究

国际社会对全球尺度 U-E 关系的关注度持续上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71 年
就制定了
“人与生物圈”研究计划，把对人类聚居地的生态环境研究列为重点项目之一，以促
进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协调。 2005 年制定的“
城镇化与全球环境变化”核心科
学研究计划重在探讨“
识别、协调和综合有关城镇化和全球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反馈
机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环境署等国际组织 2012 年共同牵头发布的 FE 计划，强调
“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给各区域、国家和社会带来的挑战，需要科学认识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
福祉和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2014 年又发布了“未来地球 2025 愿景”，推进以解决方案为
导向的研究，关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一系列问题。
目前国际科学界全球性 U-E 关系的研究已经统一到可持续发展研究主题之下， 纳入到
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International Gioshpere-Biosphere Program, IGBP）、全球变化
研究 （Global Changes, GC） 与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计划 （The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MA）总的框架下面，从广义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看，不仅包括 U-E 两个系统
的关系研究，还包括系统要素间的关系探讨，研究内容十分丰富。从内容角度上看，大致分为
两种：一种是探讨全球（国际或跨国）尺度城镇化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定量关系，比如 Li
探讨了城镇化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6]；Odum 分析了城镇化与环境演变的
交互作用机理[7]。 另一种是对城镇化过程的某一方面与生态环境系统的某一方面的关系研
究，比如 Deosthali 模拟了城镇化对城市局部气候的影响[8]；Vester 和 Von Hesler 揭示了
城市经济发展与其环境演变的交互作用机理[9]；Girmm 等讨论了城市景观生态的改变与全球
变化的关系[10]；Berry 则提取了城镇化对城市生态环境影响的主要因子。比较来看，全球尺
度两大巨系统定量关系的研究比较少， 多数研究是对两大巨系统中特定要素关系的具体
探索。
全球尺度 U-E 关系研究取得了影响深远的理论成果。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提出了环境指标的“压力 - 状态 - 响应（PSR）”概念模型，
同时强调生态环境变化对城镇化的影响及城镇化做出的反应， 开启了 U-E 关系研究的双向
思维模式。 1995 年 Grossman 和 Krueger 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以 42 个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
为基础，发现了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揭示了随着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
量呈现倒
“U”型的演变规律[11]。方创琳研究团队发现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双指数
曲线，并提出耦合裂变律、动态层级律、随机涨落律、非线性协同律、阈值律和预警律等 U-E
耦合系统的系列规律[12，13]。 这些思想、规律、模型都是基于全球尺度 U-E 关系的探讨，侧重探
寻 U-E 关系长时期的一般性规律。
此外，全球的 U-E 关系研究设计具有自身尺度特征。 研究对象是全球性、国际性区域，U-E
关系不受某一政权国家体制政策影响；在数据上往往运用长时间序列的数据进行分析。 探讨
U-E 关系的模型多借助经济学、生态学、生物学和物理学的方法，例如 Vester 采用的灵敏度
模型[9]，Berry 应用生态因子分析法，Deosthali 应用生物气候指数[8]， Odum 采用系统动力学
模型等[7]。 由于城镇化和生态环境都是复杂巨系统，二者在全球尺度的关系更为复杂，除了二
者定量模拟之外，多数研究将问题细化，从土地利用、农业生产、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水资源
短缺等具体方面，分析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内容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多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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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尺度的 U-E 关系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进入了快速城镇化阶段， 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生态环境对
城镇化的反作用，相比其他历史时期更为明显，相比其他国家也更强烈，因此对中国 U-E 关
系的研究近三十年来不断增多，可以反映国家尺度 U-E 关系研究状况。具体可以表现在对国
家 U-E 关系的方法研究、阶段判断和类型划分等几个方面。
国家尺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类：单系统评价、双系统关系测度
和双系统关系预测。 单系统评价是通过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指标体系进行系统评价和
对比，城镇化系统通过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等方面的具体指标反映，生态
环境系统通过生态环境水平、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抗逆水平等指标反映，具体指标选择
在通用指标基础上根据研究视角有所调整； 如刘耀彬演绎出中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
规律曲线[14]。 双系统关系测度是运用协同学思想、灰色关联分析法等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
交互作用的关联度模型和耦合度模型，测算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如孙慧宗揭示城镇化与各污染
物之间的关系所处阶段，并依据 EKC 曲线转折点的明确信息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协调措施[19]；张
荣天测度了中国 2000 年至 2012 年城镇化及生态环境系统综合值， 通过计算耦合协调度判
断出中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15]。双系统关系预测是运用 BP 神经
网络对协调度进行预测和建立预警系统， 如薛永鹏等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与
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对 2008 年至 2010 年的协调度进行了预测[16]。
相关研究对中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阶段进行了实证判断。 刘耀彬等研究认为中国
U-E 二者交互耦合的时序基本处于颉颃阶段，且二者的耦合协调度较低[17]；薛永鹏等认为二者
发展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二者关系处于磨合阶段[16]；张荣天认为系统耦合协调度呈上升
态势，整体属于中度耦合协调水平[15]；孙慧宗通过回顾计划经济时期与改革以来中国的城镇
化历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生态环境问题的各种表现，发现环境政策既定目标与现实的背离是中
国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环境发展的典型特征[19]。 虽然各研究结果有所差异，但总体结论基本一
致，即近二三十年来快速的城镇化引致中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U-E
关系协调水平总体上不容乐观，处于磨合和颉颃阶段。
中国面积广阔，各区域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有多种类型。 U-E 关系类型的划分有利
于从国家层面开展分类、分区管治政策的制定。薛永鹏等将中国各区域的 U-E 关系划分成了
低水平耦合、拮抗、磨合和协调四种过程类型[16]。 赵旭等划分了勉强调和型、不协调型、调和
型三种程度类型，并指出中国大部分地区属于勉强调和型，表现为城镇化发展超前，但保持
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短期内可以接受；如不加强对生态环境的建设，其与城镇化的
协调发展状况有恶化的趋势[18]。张荣天则划分了四种区域类型，分别为：城镇化高、生态环境
高的区域，城镇化高、生态环境低的区域，城镇化低、生态环境低的区域，城镇化低、生态环境
高的区域，并针对每种类型给出了相应的协调发展优化对策[15]。
从国家尺度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看，研究者把国家视为一个整体，把国家的城
镇化系统视为一个巨系统，生态环境系统也为一个巨系统，探讨两个复杂系统的耦合协调关
系。国家尺度空间相比全球尺度空间有了明确边界，每个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和生态环境本底
状况都具有自身的特征，边界内具有独立管理政权，因此国家尺度的 U-E 关系研究有其自身
特定需求和发展特征。 不从全球视角考虑，在系统界定和指标选取时就会忽略国家属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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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发现国家尺度的 U-E 关系特征。 值得肯定的是，研究者看到了中国国土辽阔、区域差异
巨大的特征，对国家内部 U-E 关系类型进行了研究，并从国家角度对区域的 U-E 关系进行了
大量探讨，对认识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 U-E 关系做出了贡献。

3

区域尺度的 U-E 关系研究

由于区域自然本底特征及经济发展阶段不同，U-E 关系存在明显地域差异；因此对区域
尺度的 U-E 关系研究也更加多元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省级行政区、功能区和城市群区域
三种类型的区域。
一是省级行政区域的 U-E 关系研究。 研究者对中国各省区的 U-E 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
实证探讨，主要结论如下：江苏省 U-E 耦合关系具有复杂性、非线性和时变性的特点，耦合强
度呈现出先大后小再变大的变化趋势； 工业产生的三废污染一直是该省最突出的环境问题
之一，因此将
“工业三废排放”纳入生态环境压力的重要表征指标[20,21]。 广东省 U-E 关系协调
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波动性特征，协调度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2]。 福建省 U-E 关系整体协
同效应比较好，协同发展的能力比较强；但各市县间的不平衡发展明显[23]。 湖北省 U-E 耦合
度整体呈“S”曲线型，1990 年～1997 年间耦合度呈弱倒“U”型，1997 年以后耦合度开始回
升[24，25]。 山西省 U-E 关系整体协调水平较高，各地市协调水平的差距显著。 甘肃省 U-E 协调
发展度指数呈现一种线形的上升趋势[26]。 陕西省 U-E 关系耦合度曲线呈现对数曲线型的演
化规律，耦合度年变化率逐渐降低[27]。 广西壮族自治区 U-E 耦合协调程度较低，经历了一个
“
S”形的周期性变化[28]。 理论上看，我国省区的 U-E 关系耦合协调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应
存在较大空间对应关系， 刘耀彬等也发现中国省区 U-E 关系耦合度分布基本符合东中西空
间分异的规律，东部省区的耦合协调度普遍高于中西部省区[21]。但从对各省的 U-E 关系研究
结果来看，东中西各省的 U-E 关系并未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理想的对应关系，东部经济发达
地区有 U-E 协调关系下降的省区，西部也有 U-E 协调关系上升的省区。 事实上，除经济发展
水平之外，省区 U-E 关系还受到历史基础、自然条件和发展政策的影响，耦合强度与耦合协
调程度在空间分布上不具有对应性。从现有各省区的 U-E 耦合协调关系研究，虽可以大致判
断出省域 U-E 关系所具有的阶段性、动态性、差异性特征，但这些研究并非在统一的理论框
架下开展的研究，所使用指标体系和分析方法并不一致，所以研究结论的可比性并不强。
二是功能区域的 U-E 关系研究。 功能区域是具有自然地理单元属性或人文活动单元属
性的区域，不一定与行政区域一致，但具有特定区域功能，如流域、地貌单元、植被单元、经济
区、文化区等；对功能区的 U-E 关系探讨更具有现实内涵。如对黄河三角洲区域的研究发现，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生态环境呈现先优化后恶化的趋势[29]。 河西走廊干旱区的U-E
关系在其演化周期内呈现出双指数函数的变化规律，随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生态环境状
况曲折下降，生态环境对城市化的响应较为明显，但相对于城市化进程，生态环境的响应又
有一定的滞后性[30-32]。 淮河流域的 U-E 系统正处于高度协调耦合阶段，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建
设的整体功效与协同效应较高[33]。东北地区 U-E 协调发展度普遍不高，研究认为在粗放式的
资源开采初期，资源会对城市经济产生一定的拉动作用，但是随着资源的不断枯竭，所带来
的生态环境问题会阻碍城镇化的进程[34]。对晋陕蒙能源区 U-E 关系研究，发现城镇中心的植
被固碳释氧效应虽因不透水面增大而有所降低， 但城镇化进程并未降低区域整体的固碳释
氧服务功能， 认为能源区良好生态环境的客观需求和发展积累的大量资金可能有益于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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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区域的生态环境建设[35]。 综合来看，不同类型功能区的 U-E 关系都得到了关注和研
究，并试图将功能区的特征考虑在内；但对 U-E 关系的发展态度持不同看法，有些悲观，认为
U-E 关系正走向恶化，恢复困难；有些乐观，认为 U-E 关系可控可调，不必担心；值得注意的
是，现有对功能区 U-E 关系的研究并没有统一的框架，使相关结论缺少可比性。
三是城市密集区域的 U-E 关系研究，城市群区域是关注的焦点。国家首次中央城镇化工
作会议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均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空
间主体，国家
“十一五”、“
十二五”两个五年规划连续十年把城市群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
体，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连续十年把城市群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极，明确提出科学规划与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城市群规模与布局；可见，城市群地区主导着国家经济发展的命
脉和国家新型城镇化的成败。 然而，中国城市群的发育程度和资源环境保障程度较低，又是
雾霾等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问题地区， 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资源与生态环境的
胁迫压力。研究者对我国城市群区域的 U-E 关系进行了大量探讨：对长三角城市群地区的研
究认为，水热充沛的自然地理条件，较发达的经济和技术水平，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较高的环
境污染治理能力[36]；或认为该区域城镇化水平总体落后于生态环境水平，导致两者之间的不
协调[37]。 对珠三角城市群地区的研究发现，U-E 关系符合双指数曲线；2000 年以来耦合协调
度一直处于磨合发展阶段，系统协调模式属于生态脆弱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曲线，
其拐点出现晚于经济水平较低地区[38]。 对京津冀城市群地区的 U-E 关系研究，发现 1980 年
以来京津冀地区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出“S”形曲线变化，协调类型从“严重
不协调 - 城市化受阻”发展到“
高级协调 - 生态环境滞后”类型；人口城镇化和生态压力分别
对城镇化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的贡献份额最大[39，40]。 对长株潭城市群地区的研究，发现
U-E 耦合协调度和耦合度都呈现不断上升趋势[41]；对关中城市群地区的研究，发现 U-E 关系
呈现较好的发展趋势，但生态环境质量逐步降低，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环境治理仍需重视；对
中原城市群地区的研究，发现 U-E 协调发展总体水平偏低[42]。随着城市群区域城镇化进程的
推进和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城市群的 U-E 关系将会成为关注的焦点[43]。 从目前对城市群
U-E 关系的研究看， 还没有把握住中国城市群快速城镇化特征和城市群区域内部紧密联系
的本质，对城市群内部城市近远程的社会经济联系对 U-E 关系的影响缺少研究。
相比而言，这三种类型区域各有特征，省级行政区域因具有独立管理机构和完善统计数
据，U-E 关系研究比较容易开展，而且更容易推动相关政策建议的制定，推动省域社会经济
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功能区域（包括自然单元的流域或经济单元的经济区等）因具有特定
功能，U-E 关系更能发现突出特征，研究结果更具有实践价值，但也因跨行政区而不容易实
施；城市群区域的城镇、人口和产业密集，是 U-E 关系复杂和敏感的区域，U-E 关系将会引起
更多关注。然而，从现有研究看，不管是省级区域、功能区域，还是城市群区域，对 U-E 关系研
究采用的方法基本一致，但却没有统一的框架（包括指标体系），使相关研究结论缺少可比
性。正因区域发展水平的差异，各区域的生态环境建设与当地城镇化发展并非都能达到共振
耦合，所以有必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结合不同区域城镇化进程的特点，跳出区域的尺度，
设计统一的框架，采取定量的方法，对不同类型区域的 U-E 关系进行评价和对比。

4

城市尺度的 U-E 关系研究
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的城市如何健康可持续发展， 是摆在城市决策者面前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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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问题[44，45]。 城市尺度相对全球、国家和区域尺度更为微观、具体和实际，梳理城市尺度的
U-E 关系研究发现，一方面侧重分析城市 U-E 关系的阶段、模式及其演变曲线，另一方面则
是从协调城市 U-E 关系的目的出发在理论和操作层面的探讨。
对城市 U-E 关系的案例研究非常广泛，既注重规律的探索，也注意与城市自身特征的结
合。 研究发现：大连市的 U-E 耦合关系一直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而耦合协调度却从拮抗阶
段逐渐发展为高水平耦合[46]；西安市的 U-E 关系以协调与基本协调发展模式为主[47]；天津市
的 U-E 耦合协调度持续增加，逐步从中度耦合协调过渡为较高耦合协调[48]；徐州市的 U-E 耦
合协调关系已由中度失调衰退向优质协调发展转变；大庆市的 U-E 耦合协调度虽有提升，但
整体数值偏低；长沙市的城镇化进程对长沙市近地层大气气温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导致
了城市增温 / 热岛效应以及大气污染加重等多方面的城市大气环境问题。 珠海市在 1996
年～2011 年间的 U-E 耦合度变化基本呈现出一个较为完整的“
U”型曲线 [49]；重庆市的 U-E
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正向作用明显强于生态环境对城镇化的反向影响[50]；
武汉市的 U-E 协调度 2000 年至 2005 年间呈现出逐年下滑趋势，2006 年至 2010 年间呈现
逐年回升的趋势，这与武汉市被批准为“
两型”社会试验区及其政策实施有关[51]。 综上可见，
对城市尺度 U-E 关系的研究，在中国的东、中、西部都有案例城市，但东部城市较多一点，这
与东部城镇化进程较快有较大关系；从研究结果看，多数城市在发展过程中 U-E 关系虽经历
了曲折，但却向好的方向发展。需要慎重考虑的是，城市尺度 U-E 关系的定量判断是否准确？
城市的范围面积较之于国家、区域偏小，往往是一个大功能区的一部分，不管是城镇化进程
还是生态环境系统都不能就城市论城市， 因此城市尺度的 U-E 关系研究中应十分注意指标
和数据的选取，要考虑到城市在区域中的功能定位及与周边城市的联系。
在 U-E 关系的理论和操作层面， 国内研究虽然很多， 但有影响力的成果主要来自于国
外。 英国学者 Howard 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尝试从理性规划的角度来协调城镇化与生态
环境之间的关系[52]。 Park 用生态学研究方法来讨论城市与人类生态学的关联，并且将城镇
化产生的外部环境问题与城市内部结构分析相结合，引导二者关系的研究方向。 90 年代后
出现了“生态城市”、“花园城市”、“森林城市”等相关理念，都是在城市层面倡导和谐的城镇
化与生态环境关系。 Richard Register 在 1990 年提出了“
生态结构革命”的倡议，则是从实
践层面提出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建设的“十项计划”协调措施，从理论层面解读了
城市地域的 U-E 关系，“
十项计划” 从操作层面提出了协调城镇化过程与生态环境保护二者
关系的具体做法，这些都对城市政府的管理非常有帮助[5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已被人们所认可。 虽然近年来，
对于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探讨方兴未艾，但更多的是停留在认识论的层次，缺少必
要的、实际的技术手段方面的研究，尤其对城镇化及其环境影响的研究结果难以应用于城市
建设的实施过程，导致城镇化过程产生的环境问题依旧不能得到有效改善。 所以，如何判断
城市和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进程，如何在快速城镇化条件下进行城市规划和城市更新，如何
调整不利于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各种政策， 如何建立起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发
展机制， 如何进一步动员市民参与城市决策等等问题都是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需要关注的焦点。 在城市尺度探讨 U-E 关系，定量测度固然重要，但考虑到这一尺度范围过
小，需要谨慎看待定量关系结果，不可夸大也不可忽视；建议应在定量测度和对比研究基础
之上，多开展理论理念层面的思考和具体措施的制定，指导和推动城市处理好城镇化发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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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空间尺度的视角，分别从全球尺度、国家尺度、区域尺度和城市尺度，梳理了四种尺
度空间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进展，并对空间尺度的研究进行了评价。 主要观点如下：
全球尺度的 U-E 关系研究，面向全人类的发展和人类共同拥有的唯一地球，因此受到联
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相关研究成果侧重探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的关系机
制与规律，开启了 U-E 关系研究的双向思维模式，将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生态环境
对城镇化的反馈共同纳入分析框架，发现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双指数曲线”等著名规
律，为认知全球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做出了贡献。
国家尺度的 U-E 关系研究，面向国家的发展阶段和需求，研究主题差异化明显。 发达国
家进入城镇化的高级阶段，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建立了良好的互补关系，U-E 关系研究倾向于
具体的要素关系研究和实施技术研究；发展中国家进入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阶段，城镇化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逐渐显现并表现剧烈，U-E 关系研究得到广泛关注， 但基本上处于认知层面，
对协调二者关系的实践价值有待提升。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面临的 U-E 问题更为突
出，出现了大量对 U-E 关系阶段和类型的研究，这与中国城镇化所处阶段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需求有直接关系。
区域尺度的 U-E 关系研究，因各区域自然本底和经济基础的不同，相关研究呈现多样化
格局。 综合相关研究来看，大致包含省级行政区、功能区和城市群区域这三类区域 U-E 关系
研究。 省级行政区面向行政管理，有利于行政区开展城镇化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功能
区面向自然 - 经济地理单元， 有利于结合自然本底和主导功能发现二者协调中存在的关键
问题。城市群区域因城镇、人口和产业的集聚发展，区域内城市间的社会经济联系紧密，增加
了U-E 关系的复杂性，是未来研究的热点，也是解决二者关系的难点。 区域尺度的研究也应
是未来 U-E 关系研究的主力，毕竟解决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还要从区域层面着手。
在国家或区域尺度视角下开展城市 U-E 关系定量测度不可或缺， 但理论和实践研究更
为必要。由于城镇化过程和生态环境保护都难以局限在一个城市内部考虑，因此对二者关系
的数量规律把握不太容易。虽有一些对城市 U-E 关系的实证研究，但研究结果还有待于进一
步论证，毕竟两个系统都是复杂巨系统，小尺度范围难以支撑系统运行。 不管是 U-E 关系的
定量测度，还是 U-E 关系的协调管治，城市都应是 U-E 关系研究的最小尺度。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构成了具有耗散结构特征的耦合系统， 其耦合关系随经济
发展而产生，并随经济发展而变化；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非常复杂，不仅涉及的因素
众多，而且各个因素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交互影响，因此确定它们之间综合的因果关系并非易
事。 如何破解这个难题？ 基于上述综述，本文认为在未来的研究中要注意到不同尺度空间的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存在的差异（表 1），并基于每个尺度空间的自身特征构建城镇化与
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框架，这样才有利于切实解决每个尺度的 U-E 关系问题，并服务于人类
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从空间尺度对比的角度考虑，全球尺度的 U-E 关系研究，应把握住全球空间
的全域性、 无边界的尺度特征， 围绕人类共同拥有的唯一地球， 通过建立理论分析框架和
U-E 关系定量测算， 探索世界城镇化进程与全球生态环境变化之间的科学规律， 尝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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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尺度空间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比较

Tab.1 U-E relationship research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空间尺度

尺度特征

关注热点

方法设计

数据选取

研究方向

全球尺度

全域，无边界

关系规律

理论框架与模型

统计数据

国际比较，总结规律

国家尺度

局域，国界

时空格局

耦合协调度模型

统计数据

趋势判断，格局比较

省级区域

局域，省界

曲线类型

改进的模型

统计 + 特征

关系模拟，战略支撑

功能区域

模糊局域界

特定功能

改进的模型

统计 + 特征

模型改进，决策支撑

整体水平

改进的模型

统计 + 特征

近远程关系，去行政

管治措施

案例分析与细化

统计 + 调研

案例剖析，规划措施

区域尺度

城市群区域 局域，群界
城市尺度

局域，市界

U-E 关系类型的国际比较和规律总结。 国家尺度的 U-E 关系研究，应明确国家边界和空间范
围，把握住国家社会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通过构建合理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选择合适的指
标体系，来测度国家 U-E 关系的演进过程、预测发展趋势，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
考；对地域辽阔的中国而言，还应注意到内部区域的差异，加强基于资源环境本底的 U-E 关
系研究和时空格局判断。 区域尺度的 U-E 关系研究，应区分省级区域、功能区域和城市群区
域的区域类型特征，构建适合区域特征的 U-E 关系分析框架和耦合协调测度模型，为不同类
型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针对性参考。 城市尺度的 U-E 关系研究，应把握城市尺度范围小、
灵活性强的特征，从理念提炼、案例剖析和管治措施着手开展研究，细化城市类型、加强城市
比较，以更好地服务于城市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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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in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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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are two major problems facing human society at present, and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has been paid close attention. Based on reviewing a large
number of related researches, we respectively combed and compared for the research hotspots, main progress and differences of uerealationship in four different spatial scale perspectives of the global, national, regional and urban
region.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research of global scale mainly aimed at
human development, and focuses on the mechanism and laws of U-E interaction.
Research of national scale is oriented to the development stage and demand,
and concentrates on the relationship of stage and type between U-E in china.
Research of regional scale mainly concentrates on the u-e relationship between
U-E of 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functional areas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areas. Research of urban sca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that related to the urban management. Although the study of different scales
can provide reference. The U-E relationship of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can't
be simply compared with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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