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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近自然”森林建设的意义及其效益初探 

达良俊    陈 鸣 

 

1 上海城市近自然森林建设的意义 

城市是以人为主体的人工生态系统，同时它也是由社会-经济-自然 3

个子系统所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由于城市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人类长期

生产、经济活动的影响，城市自然生态系统受到相当程度的损害，环境问

题日趋严重。其中大气污染、水体的富营养化、土壤污染以及热岛效应等

是城市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为了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现状，上海在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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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的绿化建设规划中明确提出，于今年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目标。目

前，上海市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约为 7.0 平方米，绿化覆盖率也达到 27

％。这与国家园林城市所要求的“市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6.5 平方米，绿

化覆盖率 35％”相比，除在绿化覆盖率方面仍有一定距离外，在人均公共

绿地面积方面已超过标准。因此，上海在加快建成区绿化建设步伐同时，

提出了更高的城市建设目标，即在不远的将来将上海建设成为结构合理、

功能高效、关系协调的生态城市。 

生态城市建设不仅仅是多种树，而是要将自然的、野生的引入到城市

中。为此，上海在加快以美化环境为主的园林绿化建设的同时，要建设城

乡一体化的城市森林网络系统。城区园林绿化是城市绿化系统的一个重要

部分，而在郊区建设大规模“近自然”型城市森林是生态城市绿化系统建

设的完善和补充。利用人工营造与自然生长的完美结合，应用生态型绿化

的方法建造城市近自然森林，一方面可减少营造期及后期养护管理的成

本，并在有限的绿地上取得 大的生态效应，走出一条有“上海特色”的

绿化道路，并可通过其本身所能产出的生态效益,提高上海城市生态系统

的质量，以及地区的物种、群落、生态系统以及景观的多样性；另一方面

可通过森林的净化作用，改善城市气候，净化空气，维持良好的生活环境，

同时向社会提供生态学等科研和青少年环境教育基地,以及市民观赏游憩

的场所
[1、2]

。 

 

2 上海城市“近自然”森林的建设途径 

上海进行城市近自然森林建设应该以生态学的潜在自然植被和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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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替的基本理论为依据，选择红楠、青冈、苦槠、麻栎以及海桐、桃叶珊

瑚、八角金盘等上海本地自然植被的主要乔、灌木的种类（也称乡土种），

应用容器育苗和大苗、幼苗套种混植的“复层林”种植技术，超常速、低

造价地营造以潜在自然森林类型为主，具有群落结构完整、物种多样性丰

富、生物量高、趋于稳定状态、后期完全遵循自然循环规律的“少人工管

理型”的近自然森林，获得 大的环境经济效益。  

3 上海城市“近自然”森林建设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 

    城市近自然森林是城市环境支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城市

系统内执行“纳污吐新”负反馈机制的子系统，是城市生态系统中具有重

要的自净功能的组成成分，在改善环境质量、维护城市生态平衡、美化景

观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城市近自然森林的效益主要表现为生态、

经济和社会效益。 

3.1 生态效益 

（1）调节城市小气候 

城市近自然森林对整个城市的气温、湿度、气流都有一定的影响，它

可以调节城市小气候。绿地植物是气温和地温的“调节器”。林草能缓和

阳光的热辐射，使酷热的天气降温、失燥，给人以舒适的感觉。据测定，

夏季乔灌草结构的绿地气温比非绿地低 4.8℃，空气湿度可以增加 10%～

20%
[3]
。 

（2）维护氧气二氧化碳平衡 

城市近自然森林在进行光合作用时能吸收 CO2 释放 O2,这对保持城市

O2—CO2平衡起着重要作用。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000多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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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 1000 多人呼出量，同时生产氧气 730 千克，相当于 970 多人的氧

气吸进量
[4]
。 

（3）净化空气 

城市森林对空气的净化作用，主要表现在能杀灭空气中分布的细菌，

吸滞烟灰粉尘，稀释、分解、吸收和固定大气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再通过

光合作用形成有机物质，化害为利。如据南京市园林处测定，绿化树木可

以使降尘减少 23~52%，北京市测定，夏季成片林地减尘率可达 61.1%，冬

季亦有 20%左右
[5]
。同时绿色植物能扩大空气负氧离子量，据测定城市林

带中空气负氧离子的含量是城市房间里的 200～400 倍
[6]
。 

（4）减弱噪音 

据测定绿化林带可以吸收声音的 26%，绿化的街道比不绿化的可以降

低噪声 8～10dB。乔、灌、草结合的多层次的 40ｍ宽的绿地，就能减低噪

音 10～15dB
[7]
。 

3.1.1.5 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净化水质 

树木和草地对保持水土有非常显著的功能。据试验，在坡度为 30°、

降雨强度为 200ｍｍ/ｈ的暴雨条件下，当草坪植物的盖度分别为 100 %、

91%、60 %和 31%时，则土壤的侵蚀而相应分别为 0%、11 %、49%和 100%
[7]
。 

（5）净化土壤 

植物的地下根系能吸收大量有害物质而具有净化土壤的能力。同时绿

化植物的凋落物能改变土壤营养状况 ,增加土壤有机质。 

（6）保护农田 

农田防护林可以减轻和防止工厂散布的废气和烟尘危害农田，还能防

止风、旱、涝等各种自然灾害，使农作物、蔬菜达到稳产、高产。在对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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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防护林网带的防护效果进行了 10 年观察，证明林带能使被保护的农

田范围内，风速降低 30%-50%，空气相对湿度增加了 10%，土壤含水量增

高 1倍以上，土壤粘粒含量增高，10 年内平均小麦增产 74.4%，棉花增产

160%
[8]
。 

（7）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 

城市森林的建设可以提高初级生产者，保持食物链的平衡，同时为动

物、昆虫和鸟类提供了栖息场所，使城市中的生物种类和数量增加。 

3. 2 经济与社会效益 

城市森林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其中包括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

济效益两部分。直接经济效益是指森林作为林木资源或绿化原材料出售所

获得的价值。间接效益是指城市森林的生态经济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 

城市森林的生态经济效益可以通过替代花费法、生产成本法等环境经

济学方法量化。印度加尔各答农业大学德斯教授曾对一棵树的生态价值进

行了计算：一棵 50 年树龄的树，以累计计算，产生氧气的价值约 31200

美元；吸收有毒气体、防止大气污染价值约 62500 美元；增加土壤肥力价

值约 31200 美元；涵养水源价值 37500 美元；为鸟类及其他动物提供繁衍

场所价值 31250 美元；产生蛋白质价值 2500 美元。除去花、果实和木材

价值，总计创值约 196000 美元
[9]
。 

王祥荣等曾对宝钢的绿地资源的价值进行评估。宝钢绿地现有乔木

386 万株，灌木 2290 万株，草坪面积 112 万 m
2
，其直接经济价值共为 11.95

亿人民币；2000 年绿地制造氧气的经济价值为 7021.76 万元，固定二氧化

碳的价值为 7401.43 万元，吸收二氧化硫和吸滞粉尘的价值为 1046.4 万

元，截留雨水、涵养水源的价值为 143.97 万元，保护土壤和养分循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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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为 725 万元，调节小气候、降温的价值为 56364 万元，因此 2000 年

宝钢绿地的生态效益总价值为 72701.56 万元/年，平均每万平方米绿地的

生态效益为 77.9 万元。从 1989-2000 年，宝钢绿地产生的生态效益价值

为582929.85万元，总价值为直接经济价值与生态效益价值的相加：119500

万元+582929.85 万元=702429.85 万元。而宝钢绿地自建设以来投入的费

用为 51741 万元，产生的总价值为投资费用的 13.58 倍，产出效益远远超

过了投入费用
[10]
。因此，可以看出，绿化资源的价值会随时间不断增加，

具有增殖效应。 

城市森林的社会效益体现在美化城市、为人们提供文化、休息、游览

活动以及科普教育和学术研究场所等方面。城市森林的建设还能产生巨大

的社会经济效益。当前，通过城市森林建设带动房地产开发，即“以林促

房，以房养林”的建设模式已开始受到海内外广大投资商的关注，并成为

投资的热点。生态环境良好、花园式的住宅区已经成为都市人们首选的目

标。有资料显示，近年来，公园附近的楼价每平方米甚至上涨近 1000 元，

靠近绿地的楼盘的平均销售套数也会高出远离绿地的楼盘许多
[11]
。不仅如

此，绿化建设还带动了商贸、旅游和展览业等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

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可以提高城市知名度，带动整个城市的有形和无形资产

增值，有利于吸引外资，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此外，城市森林建设的启动，除了可以提供大量绿化施工岗位外，还

可以带动苗木培育、绿化养护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为社会提供大量新的就

业岗位，其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结语 

近自然森林建设的理念与技术现已在世界各地被广泛应用和推广，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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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 600 多个地点，东南亚、南美洲热带地区的 300 多个地点获得成

功
[12，13]

。此项技术被应用于城市道路、居住区绿化，厂区环境保护林建设。

在上海，近自然森林建设技术也在市区绿地以及外环线绿带建设中被应

用，今后还可广泛地应用于如垃圾堆弃地的植被恢复，上海石化等大型工

业区环境保护林的营造，以及海岸防护林、农田林网、生态涵养林等的建

设中，近自然森林将成为城市森林建设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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