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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株潭绿心地区空间冲突与空间协调研究
1
 

朱佩娟  刘湘云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地域空间范围不断向外扩展，侵占周边生态用地，引发一系

列的空间冲突问题。空间冲突是城市化过程中各种矛盾形成与激化的直接原因，影响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甚至威胁区域安全。合理测度与协调长株潭绿心地区的空间冲突，对于促进区域稳定持续发展、避免区域

生态风险具有重要意义。空间冲突源于各利益主体在同一时间对稀缺空间资源的争夺，其本质是利益冲突。

在绿心地区，空间冲突主要来自经济建设需求与生态保护需求间的博弈，这其中，空间生态冲突居于主要

地位，最应受到重视，其次是空间社会冲突与空间经济冲突。通过构建冲突测度指标体系，利用 GIS 空间

分析技术测度绿心地区的冲突水平。测度结果表明，绿心地区冲突的整体水平尚属于稳定可控阶段的范围，

冲突水平的分布呈现四周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异特征。本文提出空间资源调配、空间规划调控、开发式保

护等冲突协调措施，以满足生态、社会与经济的多方需求，降低区域冲突水平，实现长株潭城市群的可持

续发展。 

    【关键词】空间冲突；绿心；空间协调；测度 

 

 

1.引言 

快速城市化阶段,我国城市的空间结构呈现出外延快速扩展和内部空间重组并存的特

征，具体表现为城市地域空间范围不断向外扩展
[1]
。而引人注目的城市群发展也盛行外延扩

张的粗放模式。现阶段，许多城市群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依赖于通过行政力量从周边地区获

得垄断性的发展资源，另一方面在相当程度上依靠资源和资金的高投入。中西部城市群的这

一特征尤其明显。城市化地区人为活动占主要优势，空间资源承受的开发压力大，各类开发

活动尤其是城市边缘区的开发行为侵占农田、林地、湖泊等生态用地，在带给人类经济利益

的同时，也影响整个区域的空间格局与功能发挥，甚至威胁区域生态安全。 

长株潭是我国中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最具典型代表性的城市群，发展势头强劲
[2]
。长株

潭绿心处于三市中心，这片绿地对城市有着生态、经济及社会学等多层重要意义，但也因其

兼具的经济区位、土地资源稀少等特点，引发了各种社会需求在绿心空间上的利益重叠或空

间利用目标间的矛盾，衍生出一系列的空间冲突问题，威胁到区域内经济—社会—生态复合

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与稳定。因此，对绿心地区空间冲突的研究与协调已十分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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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世纪，地理学就被视为一门空间科学的传统。克里斯泰勒、韦伯等国外学者提出

了中心地理论、区位论等区域空间结构研究的基础理论，因此，国内最开始的空间研究偏重

于区域空间结构，但随着城市问题日益严重，一些学者如方创琳
[3]
、于涛方

[4]
、周子鑫

[5]
等，

转向了区域剥夺、区域功能溢出、空间冲突等的研究。“冲突”一次来源于社会学，瑞典乌

萨普大学的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对冲突的概念、生命周期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探索
[6]
。国内

学者周国华对空间冲突的成因、演变特征及影响效应等有比较系统的研究
 [7]

，构建了初步的

理论框架，并对长株潭城市群进行了实证分析。 

国外较早开始从生态学的视角研究地理空间问题，生态区位论等基于生态学的城市空间

理论的产生，为空间的研究开拓了更宽的领域。国内对地理空间问题的研究主要借鉴国外理

论，且随着数学定量方法与 3S技术的发展，运用定量模型进行生态足迹、生态风险评价等

实用性的研究逐渐增多。在生态学方面的空间研究中，徐中民
[8]
、郭秀锐

[9]
、谢花林

[10]
等学

者较具代表性。彭佳捷从生态安全的角度对空间冲突进行了定量化测度
[2]
，是对空间冲突较

早的定量研究。 

经济学上，博弈论、地租理论等为空间冲突与协调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基于

规划学的地理空间研究，一直受到各界的重视。国外的新城市主义、反规划理论等空间理论

已被视为解决城市扩张问题的基础理论。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在研究的质量

与数量上提高较快。在许多规划案例中，城市空间管制规划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将

规划区划分为已建设区、适宜开发区、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等。 

综上而言，不管是在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还是规划学上，地理空间作为学术界的研

究热点对象，都受到了广泛关注。空间冲突的理论分析框架也已架构完成，其概念界定、成

因、动态演变阶段及影响效应等有了具体的理论基础，但实证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城市或整

个城市群区域，如长三角、长株潭城市群，且多考虑区域的经济发展需求，尚未有侧重生态

空间的冲突研究。本文以长株潭绿心为研究区，以经济建设需求侵入生态空间产生的冲突为

研究的主要方面，空间协调上更注重生态空间的保护与生态景观格局的完整。 

 

2.绿心地区空间冲突的内涵、分级与影响效应 

2.1 绿心地区空间冲突的内涵 

在绿心地区，空间资源的稀缺性、空间开放性与空间功能的外溢性引起各个利益主体对

空间使用方式与时间的争夺，由此产生的对立关系就是空间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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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间价值来看，绿心在改善人居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增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具有无

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大面积的绿地具有净化空气、缓解城中心“热岛效应”、补给城市地下

水、增加生态多样性等生态功能；作为人们工作、学习之余放松身心的自然休闲空间，绿心

体现出了重要的社会价值；城郊多向中心区提供新鲜瓜果与蔬菜等，优美的自然环境也带动

周边地价上涨及旅游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近年来，绿心的经济价值吸引了更多关注。

综上所述，绿心是生态、社会、经济三者的价值复合体与统一体
[15]

。从空间功能来看，绿心

处于城市群中心，联结凝聚各个城市，在发挥其各自优势的同时，也与城市群外围的乌山森

林公园、黑麋峰森林公园等生态空间共同组成异质性高的景观群。在城市群的持续发展中，

城市的发展方向（长沙向南，株洲、湘潭向北）势必使三个城市连成一块，成为一个整体。

政府为保护绿心实施的法规、条例等，限制过度的经济开发，缓解城市扩张压力，绿心内的

大面积开放空间能得以保存，成为城市间的过渡及缓冲地带，以避免长株潭一体化过程中

“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的出现。 

从规划学与生态学上看，土地利用差异是大部分空间冲突产生的客观原因，土地冲突利

益相关者众多, 涉嫌主体甚为复杂
[18]

。驱动绿心内土地利用方式转变的因素包括人口增长、

经济、工业、交通与基础设施建设、空间规划修编等
[19]

。本文研究区为城市群绿心地区，城

市边缘区是城市空间增长的前沿阵地，长株潭三市的快速发展与向外蔓延，使得这片处于城

市群中心的生态用地承受巨大的开发压力，绿色生态空间与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之间的矛盾加

深。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冲破危机临界值，区域的稳定状态被打破，负面效应开始显现，

空间冲突开始成形。因此在绿心地区产生的空间冲突，主要是建设需求与生态保护需求、经

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之间在空间资源占用上的对抗关系。 

2.2 绿心地区空间冲突分类与等级 

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将人的需求分类为生理、安

全、社交、自我实现等。这些需求涵盖了利用空间资源所要达成的目标：保护生存环境、实

现社会效益与获得经济利益等
[7]
。根据目标的不同，将空间冲突分为三类：空间生态冲突、

空间社会冲突、空间经济冲突。大部分情况下，空间内的冲突都是由以上的两种或三种复合

而成，涉及多方利益，错综复杂，协调的难度也大。 

地区间由于经济、社会状态等的不同对发展与保护的侧重各异，冲突类型的重要性也不

尽相同。本文从绿心的实际状况出发，对冲突类型按重要性排序如下。 

2.2.1 空间生态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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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一对很难协调的矛盾，GDP与城镇化水平的快速增长对环境的破

坏显而易见。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忽视城市经济效益与环境损益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性，试

图通过不断扩大城市建筑用地面积，以取得单方面的城市经济效益最大化。长株潭绿心作为

城市群绿肺，在生态方面的价值不言而喻，破坏绿心生态，整个城市群的生态平衡、景观格

局及空间结构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在绿心，空间生态冲突必须是最受重视、最应解决的一类。 

2.2.2 空间社会冲突 

空间冲突造成城乡间、城市间与城市内部的剥夺，使本处于弱势的群体与区域更加贫困，

富者更富与穷者更穷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大，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另一方面，绿心是高楼林

立的城市景观中难得的公共空间，优美的自然环境使其成为城市居民学习工作之余的休憩胜

地，绿心内过度开发破坏的不仅是环境，更是居民共有的社会财产。 

2.2.3 空间经济冲突 

空间资源的开发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进行的，经济主体总是倾向于实现利益最大化的

空间使用方式。当不同主体对同一空间的使用方式与强度产生矛盾时，就产生了空间经济冲

突，致使冲突程度加重、资源浪费严重。在 2009 年施行的《绿心规划》，尽管政府出于生

态安全考虑设置了禁止与限制开发区，但对于范围内已批的经济建设用地与项目用地，仍然

缺乏有效的协调方案。 

2.3 绿心地区空间冲突的影响效应 

2.3.1 积极效应    

一方面来看，源于冲突的优势增长形成了绿心地区空间冲突的积极效应。空间冲突源于

利益主体对有限空间资源的博弈。在博弈过程中，参与的双方或多方为了取得有限空间资源

的所有或使用权，在假设对手会按其最佳利益行动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发挥自身的优势，以

期打败对手，所以主体有优势的方面能获得更多的发展条件，更能抵抗来自强势方的剥夺。

对于区域来说，不论其对环境的影响，作为区域的优势面在带动其他相关产业、促进经济增

长、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上有一定促进作用。在这一方面，空间冲突的激励作用是确实存在的。

另一方面，当冲突达到威胁空间稳定，各种负面效应凸显的阶段时，在空间资源博弈过程中

体现的不公平、空间资源使用中的不合理等将逐渐引起关注，激发新的博弈规则与使用规范

来调试这些现象，这也体现了空间冲突对社会发展的动力效应。在长株潭绿心地区，开发过

度带来的生态破坏已引起社会各界与政府的关注，居民保护意识的形成与保护性规划的出台

就是冲突激发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冲突下的合作使得在空间资源的竞争中，处于同一利益

主体中的个体只有暂时放弃原有的主体内部矛盾，团结起来，形成凝聚力面对共同的外部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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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同时由于原有冲突的存在，个体间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既竞争又联合，利于维持社

会系统各要素的平衡。 

2.3.2 消极效应 

绿心地区空间冲突消极效应一是反映在资源配置不合理。大城市对小城市、城市对乡村、

富者对穷者，在这些利益主体的博弈中，空间资源往往集中在强势方手中，空间的开发势必

会损害弱势方的空间权益，造成资源配置在空间上的不合理。此外，空间由于区位、政策等

原因，对特定的需求产出的利益较大，如城市中心商业获利最大，而城市边缘适合发展工业，

这些特有的条件使得这一区域的资源被过度开发。同时，同一区域由于缺乏宏观调控，各主

体都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出发，集中开发某一个能实现短期利益的资源，经济出现趋同现象，

产业异质性低，产业建设重复。相似系数大于 0.8 为产业同构现象严重，而 2000—2010 年

长株潭三市彼此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均在 0.9以上
[20]

。集中的对特定优势资源的开发，在

损害长期持续发展的同时，也造成区域内其他资源的浪费。 

二是区域景观趋同与生态破坏。长株潭三市的向中心集中的发展方向，若无绿心的阻隔

三市必将连为一个整体，相当于三个大型的建筑板块汇聚成为一个简单的更大的城市大拼

块，景观趋于同一，不仅整个区域景观单调，且三市各自独有的一些特点也将弱化。对于绿

心地区来说，空间冲突产生的影响中最明显最严重的就是生态系统的破坏。绿心原有的大片

生态高效空间是保证其生态价值的关键。在开发的过程中，许多空间退化为仅满足个别主体

利益的低效空间，丧失了原有的经济、生态与社会综合效益。生态空间的压缩也降低了其对

污染物的净化作用、对城市热岛效应的缓解作用及区域的生态多样性，与之相对的则是污染

产出的增加，净化与污染间的平衡若被打破，区域内各项功能的发挥都会受到影响。 

三是威胁社会稳定。空间资源的争夺中存在强势方对弱势方的剥夺。弱势群体的大量透

支以及弱势区域的无权无势已经为区域剥夺提供了温床
[3]
，形成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恶性

循环。贫者不仅在资源的争夺中处于劣势地位，无法为自身发展提供条件，也由于地价、政

策等因素在空间上集聚，如城中村与棚户区等，这样，无论在发展阶段还是地域上，两方差

异越来愈大，两级分化现象日益严重，影响到了社会公平的实现和社会稳定，成为社会进一

步发展的障碍。 

 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空间形态的急遽变化与日益尖锐的矛盾已阻碍了城市空间的

持续健康发展。协调的意思在于通过正确处理组织内外各种关系，为组织的正常运转创造良

好的环境与条件。反映到空间冲突上，就是通过经济、规划、政策等手段规范资源的争夺方

式与使用，调节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避免区域的整体竞争力在互相争夺中磨损。协调者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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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是不直接参与空间资源争夺，代表大多数人合理利益的第三方，这样才能保证协调的公平

公正。满足合理的经济开发需求，最大限度保护生态空间，促成开发与保护互惠互利，相辅

相成，是绿心地区空间协调的最终目的。 

 

3.典型样区的空间冲突测度 

3.1 典型样区的选取与现状 

位于湖南省中东部的长株潭城市群，我国中部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最具典型代表性的城市群。三市

之间两两相距不足 40公里，呈“品”字形分布，结

构紧凑。2009 年，《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

（2008-2020年）》确定了位于三市结合部，总面积

545km²的区域为三市城际生态隔离带
[21]

。《长株潭

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总体规划（2010-2030 年）》（以

下简称《绿心规划》）确定了绿心的具体范围界线
[22]

（见图 1），面积为 522.87km²。并将绿心内空间细

分为禁开区、限开区和控制建设区（控建区）。 整

个绿心可分为三部分：长沙片区、株洲片区与湘潭

片区（图 2）。本文拟选取长沙绿心片区为典型样区进行空间冲突测度。首先，该区面积

305.69km²，占绿心地区总面积的 58.46%，区内有初具规模的城镇、大片耕地林地、森林公

园、农村等多样景观，产生的经济建设需求与社会生活需求、生态保护需求间的冲突是绿心

范围内的主要冲突；其次，在空间破碎度上，株洲与湘潭片区受交通干线分割严重，长沙片

区既有破碎度高的空间，也保有大片完整的公共开放空间；长沙片区与三大城市均有接壤，

且邻近经济最发达的省会城市，承受的城市扩张的开发压力最大。因此。长沙绿心片区的冲

突最典型，能体现整个绿心的整体水平。 

 

（图片来源：《绿心规划》） 

图 1 绿心地区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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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绿心三片区比较示意图 

样区内用地大部分为林地与耕地，暮云镇镇区、跳马乡西北部及柏加镇滨临浏阳河的地

区有较大面积的建设用地。京广铁路、长潭西高速公路、沪昆高铁等重要干线穿境而过（见

图 3）。区内生态空间联结成片。保护较好，但面临的开发压力也大。 

 

图 3  典型样区（长沙绿心片区）综合现状图 

资料来源：长沙市规划局 

森林覆盖率偏低、整体分割、过度开发现象突出等是进行绿心生态保护必须解决的问题。

至 2012 年 7月，绿心的森林覆盖率仅 39%，比全省平均水平低近两成。各类交通干线穿越

绿心，整体性被肢解，目前最大的连片绿地仅有 17km2。绿心地区 14.4%的开发强度也远高

于全省主体功能区要求的 8%左右
[23]

。此外长沙绿心片区内，在《绿心规划》正式实施之前，

范围内已获批生效的各镇总体规划、控规以及建设项目，其用地不少位于禁开区与限开区内，

与《绿心规划》产生了较大的冲突，待衔接用地（与《绿心规划》有矛盾的已批规划用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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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批已建项目用地）总量达 21.70 平方公里（见表 1）。这些待衔接的用地与项目，大多是

纳入乡镇未来发展的规划用地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投资项目，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合理性，

其与生态用地与格局之间的冲突是协调的关键。 

表 1  样区内待衔接用地数据统计表 

乡镇名 带衔接用地面积（km
2） 

所占分区 

限开区（km
2） 禁开区（km

2） 

雨花区 0.80 0.02 0.78 

浏阳市 9.43 7.03 2.4 

长沙县 11.47 4.5 6.97 

其

中 

暮云镇 6.09 3.69 2.4 

跳马镇 5.38 0.81 4.57 

总计 21.70 11.55 10.15 

3.2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自《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总体规划（2010-2030年）》、《长

株潭绿心地区（长沙境内）规划衔接研究报告》、绿心范围内各乡镇总体规划及控规、USGS

遥感数据库等，包括研究区土地利用数据、1:1000 的矢量规划界线、各类规划栅格图与文

本数据、绿心地区航拍影像等。参照基于中分辨率卫星影像的国家级土地利用与覆被系统，

结合《绿心规划》综合现状图，对遥感影像进行监督分类及人工目视解译，读取土地利用数

据。提取各类规划图中的指标要素，如交通线路、保护区、管制分区等，用于空间分析。图

像和数据的处理运用 AutoCAD、Photoshop、Arcgis、Yaahp 等软件。 

3.3 空间冲突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3.3.1 指标的选取 

本文从生态空间安全的角度进行冲突测度，评价指标倾向于表现绿心空间承受的破坏压

力。选取的指标分为三类： 

第一类指标表现空间生态现状，如现状用地类型、高程、坡度、保护区等。由于用地类

型多样且部分性质类似，拟将绿心内的用地整合为 5类，不同类型的空间景观要素对空间冲

突的承受程度各异，即有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持生态稳定、恢复生态破坏的能力大小差异。

一般而言，受人为作用强，通过管理输入负熵的生态系统较为稳定，而处于初级演替阶段、

生物多样性指数小的空间较脆弱
[24]

。根据以上结论推断 5 类用地类型的脆弱度按从强到弱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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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建设用地、未利用地、水域、耕地、林地（包括草地与园地）。高程与坡度数据同样

反映空间的承压能力，高程大的地区人类活动较少，坡度缓的地区开发后的伴生灾害少。通

过政府文件设立的保护区，其内一切建设以生态安全为前提，范围内的开发活动都有规划条

例约束，因此是冲突较小的区域，这一指标代表了行政机构的部分影响。 

第二类指标表示空间区位，反映外来的冲突压力，包括与城市建成区距离、与交通干线

距离。在城市向郊区的低密度无序蔓延中，首当其冲的是临近建成区的资源，郊区工业园、

乡镇发展圈地、别墅群建设等剥夺了原属于生态空间的用地，破坏区域的景观格局与空间结

构。越靠近建成区，冲突程度越深，本文拟对临近建成区 4000米的范围进行赋值。点轴理

论表明连接重要经济中心的交通线路及动力供应线等轴线，对人口、产业具有吸引力，使轴

线两侧形成规模的集聚地。越靠近高等级公路与铁路等交通干线，建设空间与生态空间的博

弈越激烈。本文拟将道路沿线 1500米范围纳入计算。 

第三类指标来自已批规划及历年官方统计数据，反应冲突调控情况。包括近 5年内禁止

开发区、限制开发区与控制建设区内的建设用地数量变化。绿心范围的冲突主要集中在这些

建设用地与生态用地的矛盾上。 

3.3.2 指标权重的确定 

权重的确定有专家打分、客观赋权等许多方法，本文拟采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对绿心地区空间冲突测度的指标体系进行权重计算。 

层次分析法首先需建立一个包含目标层、因子层、指标层的梯级递阶层次结构模型，以

将复杂的系统分为若干层次；再对每一层次的因素进行两两比较，给出两者符合一致性检验

的相对重要性的定量表示，在评价时，要明确研究最终需要解决的问题，建立按设定的标度

值构造判断矩阵，并进行一致性检验；最后计算各层因素的组合权重。得到长株潭绿心地区

空间冲突测度指标体系的权重如下（见表 2）： 

表 2  样区空间冲突测度指标体系 

目标层 因子层 指标层 权重 

空 

间 

冲 

突 

测 

空间生态现状 现状用地类型 

建设用地 0.0541 

未利用地 0.0583 

水域 0.0824 

耕地 0.0865 

林地 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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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地形高程 0.0879 

地形坡度 0.1432 

保护区 0.0507 

空间区位 

与城市建成区距离 
0-2000 米 0.0338 

2000-4000 米 0.0269 

与交通干线距离 

0-500 米 0.0407 

500-1000 米 0.0271 

1000-1500 米 0.0136 

冲突调控情况 

近五年禁开区内建设用地变化 0.0995 

近五年限开区内建设用地变化 0.0423 

近五年控建区内建设用地变化 0.0523 

3.4 样区空间冲突测度 

基于 Arcgis的网格分析法是用于测度冲突水平的理想方法。对像进行镶嵌配准后，考

虑样区所跨经纬度，运用 Data Management Tools 模块按照 1000m×1000m 的方格大小生成

覆盖整个样区的规则网格（Fishnet），每个方格作为划分冲突水平的空间单元，涵盖面积

1km2，边界地区空间未布满整个方格的按一个完整方格计算，共计 397 个空间单元。通过

Spatial Analyst Tools模块对评价单因子进行缓冲、栅格化、权重叠加分析、空间单元赋

值等处理，并将测算结果标准化处理至（0,1）范围内，得出每个单元的空间冲突程度值，

重分类形成冲突水平分布图（图 4）

 

图 4  样区空间冲突水平分布图 

表 3  样区空间冲突水平统计表 

空间冲突水平 空间单元数量（个） 百分比（%） 

0.07～0.14 51 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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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0.20 130 32.75 

0.20～0.26 136 34.26 

0.26～0.32  63 15.87 

0.32～0.40 17 4.28 

总计 397 100 

 

3.5 测度结果分析 

3.5.1 总体概况 

从测度结果看，长沙绿心片区内的空间冲突水平集中在 0.14～0.26 之间，均值为 0.21，

空间冲突整体水平总体较城市化地区低。鉴于长沙绿心片区是整个绿心中接近经济最发达城

市、面积最大、交通通达性较高的区域，可推断绿心的空间冲突处于 0.21或更低的水平。

在巨大的开发压力下，政府对绿心作出的一系列保护性措施与民众的保护意识在抑制冲突水

平增长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不同的用地类型具有不同的生态效益，测度样区内低水平的冲突值主要分布在大片林

地、耕地、通过条例设定的森林公园与风景区等。建设用地及其边缘地区的冲突水平明显高

于周边地块，尤其邻近高等级公路的建设用地的冲突水平更高。多条交通线路交叉的地方，

加上邻近城市建成区与优美的生态环境，尽管目前还没有大量建设用地，但面临的开发压力

远大于其他地区，如西北部的洞井镇，京港澳高速、武广客运专线及长株公路三线在此交叉，

又承受着来自省会长沙的经济辐射，必会成为开发的一片热土，建设中的沪昆高铁也将为样

区南部带来较高的冲突水平。 

根据已有研究，空间冲突的演化大致可分为 4个阶段：稳定可控、基本可控、基本失控

与严重失控
[7]
。参照测度结果，绿心地区的整体空间冲突水平处于稳定可控阶段，还尚未对

区域发展产生负面效应。部分冲突激烈地区，如多条交通干线交叉、邻近大城市的边缘区、

城镇边缘等，已进入冲突的基本可控阶段，但负面效应尚不明显，这一阶段是调控的关键时

期，如不加以控制，冲突水平冲破可控的临界值，区域的稳定状态被打破，各类效益的发挥

都会受到影响。 

3.5.2 空间分异特征 

地理学上有不同纬度与高程的地带分异规律，空间由于区位各异，其冲突水平值也呈现

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为表现冲突水平空间分布特征，选取自样区东部的湘江至西部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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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的一条空间单元样带进行冲突值统计分析（图 5）。从图可看出，绿心地区的空间冲突水

平分布总体呈现四周高、中间低的分异特征。首先，冲突较激烈的地区基本上都分布在测度

区外围与长株潭三市邻近的区域，属于城市边缘区的范围。城市边缘区是城市空间增长的前

沿阵地，规划管理薄弱，建设活动活跃，非农建设用地迅速扩张，生态开敞空间不断消失。

其次，在绿心内部，冲突值主要分布在 0.07～0.26间，水平较低，低水平的冲突值来自距

离城市远、已有公共基础设施差、交通通达性弱等因素，部分地区如石燕湖森林公园、长沙

生态动物园等保护力度大。若能加大保护力度，绿心内部良好的生态空间能够得到较完善的

保存，而在绿心边缘，使保护与开发达到平衡，既不损害原住居民的利益与生态环境，又能

满足经济开发需求的积极保护策略与措施需要被制定。 

 

图 5  冲突度在东西向样带上的变化情况 

 

4．绿心地区空间协调策略 

4.1 整体协调策略 

4.1.1 城市空间发展引导 

城市空间扩张是城市化的重要特征，其实质是非建设用地转化为各类建设用地的城市空

间推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总是面临着扩展方向、扩展经济性、生态环境等具体问题。

按照长株潭三市目前的发展方向（长沙向南，株洲与湘潭向北），在不加以控制的前提下，

三市必然会吞噬绿心，联结成一个巨大臃肿的城市机构。因此，在对绿心冲突的协调上，城

市空间发展方向与方式的引导尤为重要。 

“精明增长”主张的划定城市增长边界、建设高效社区的理念对于引导长株潭城市群空

间发展，缓解绿心冲突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增长边界将发展方向限制在城市内部，在不能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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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心获取发展空间的情况下，各主体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只有通过城市的填充式开发与再开

发进行空间的集约高效利用。填充式开发是对城市内公共设施配套齐全的空闲地的有效利

用，再开发则是已利用土地上的开发，是对现有土地利用结构的替代和再利用
[26]

。以合理的

规划为先导，城市土地的高效利用将促进人们生活质量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空间

保护的加强。 

综上而言，长株潭的城市空间发展方向应通过限定城市增长边界限定在城市内部，实现

从粗放低质的城市蔓延向内部的集约紧凑发展转变。通过解决城市无序扩张这一绿心冲突的

主要来源，达到协调空间冲突的目的。 

4.1.2 空间规划调控 

规划是用地的布局，实质上是一种平衡各方利益的协调手段。空间规划是对区域内空间

所做的功能安排，以创造一个更合理的土地利用和功能关系的领土组织，平衡保护环境和发

展两个需求
[27]

。空间规划包括空间管制规划与空间结构规划。 

空间管制规划通过制定区域内各区开发标准和控制引导措施（表 4），严格要求空间的

使用方式，来协调社会、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绿心规划》以现状建设用地、坡度、生

态公益林、水域、基本农田、高程等要素为参照，加入生态敏感度分析，综合得出禁开区、

限开区和控建区三区的范围。对各分区的管制措施如能严格高并高效实行，将成为协调绿心

冲突的关键。 

表 4  空间管制分区信息一览表 

分区名称 类型 管制策略 管制措施 

禁止开发区 
生态极度和高度敏

感区 

整治外迁为主，加大生态补

偿资金投入 
非经特殊许不得建设 

限制开发区 
生态中度和低度敏

感区 

鼓励发展高端低碳一三产

业，逐步集中安置生态绿心

地区人口 

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原

则。可发展生态农业，旅游休

闲业；可进行生态建设、景观

保护建设等 

控制建设区 

现状已集中连片建

设的区域、生态非

敏感区 

修改、置换城市产业职能，

实现产业转型 

严格限制开发建设范围，规模

化梯度推进发展，高效集约利

用土地 

空间格局规划基于普遍存在的空间占据与功能协调理论，划定生态空间与城乡建设空间

在地域上的组合与协调。《绿心规划》构建了建一心六区多点的空间结构，即一个生态核心、

六个组团、多个社区。空间结构出于生态优先、功能分 区、建设保护的理念，安排了各类

空间的重要性与合理开发秩序。核心区的优先保护是先行，其次是组团的经济建设与社区的

扩容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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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维护景观格局的完整 

景观要素的空间镶嵌有无限可能，所有

的景观空间格局都是由斑块、廊道和基质这

些最基本的景观要素构成。在城市的快速低

密度蔓延侵占生态空间，破坏生态系统的结

构性的情况下，合理调控区域景观格局，维

护区域生态安全已迫在眉睫。 

《绿心规划》以森林绿地为主体，农田、

湿地为本底，以山脉水系为骨架，以生态公

益林、溪渠为纽带，构建了一心多斑块多廊

道的网状生态格局（图 6）。该格局不仅将

城市群周围的生态系统纳入绿心范围的生

态格网中，而且还融入长株潭三市的城区生

态系统，使其成为区域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协调发展城乡建设与生态建设。 

在《长株潭绿心规划衔接的研究报告》中，对于占用禁开区、限开区的建设用地，遵循

三区面积不变的原则进行的占一补一的协调措施，在数量上保证了生态用地不减少。但从景

观格局上考虑，被替换位置的生态空间不再处于原来的斑块、廊道或基质中，原有景观秩序

被打乱，不仅破坏了整体层面上的景观格局，而且增加了景观的破碎度，减弱景观对外部冲

突压力的承载程度。因此，在协调空间冲突时，对空间使用方式的转换还应考虑维护景观格

局的完整。 

4.2 分类型协调策略 

4.2.1 严格保护型 

严格保护的空间具有较高的生态价值，如绿心内大片的林地、耕地、水体，城镇景观中

难得的绿地空间等。严格保护的策略体现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生态优先意识。这类协调策略可

以反规划理念为指导。“反规划”不是反对规划，而是作为一种物质空间的景观规划途径，

通过优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控制，来进行城市空间的规划
[25]

。其核心思想在于生态与持久的

公共利益优先。 

长株潭绿心地区作为快速城市化地区难得的自然资源，原就有青山绿水、田园湖泊的良

好本底。在绿心的规划与开发中，应优先考虑 

 

（图片来源：《绿心规划》） 

图 6 绿心地区空间结构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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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保护的生态空间。按照“反规划”思想，在进行规划应首先明确生态保护重点，其

次才进行用地布局、产业规划、设施建设等。严格保护型空间内非经特殊许可不得进行建设

活动。协调以整治保护为主，并加大生态资金投入。 

4.2.2 内生发展型 

内生发展型的空间功能不变，可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建设、高科技生产等高端产业，在

保护生态空间的同时满足当地的发展需求，是一种基于空间高端占领的开发式保护。高端的

“高”立足于集约程度高、经济效益高、科技含量高，区别于原有的高投入、高能耗、低效

率的经济粗放发展模式。在绿心设置准入门槛，只有拥有高端产业的利益主体才能参与资源

的争夺，如生态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现代农业服务业、生态宜居产业等，低端产业将直接

失去博弈的资格。这种差别化的产业政策，在保有良好生态降低空间冲突的同时，也带来了

高科技低污染的生产力，实现绿心地区从“单一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到”复合生态系统保护

与发展“的转变。 

4.2.3 公益保障型 

公益保障型空间以公共利益为优先，限制建设，但优先保障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及关乎

居民公共利益的设施的落地。城市道路、教育、体育、文化、卫生等社会公益设施建设对维

持区域稳定发展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有重要作用，必须为这些建设留有足够的空间。公益设

施建设除交通干线外，主要集中在人口密集区，如在长沙绿心片区内的博物馆、油料储备库、

卫生院、集中安置小区等公益建设主要分布在暮云镇、洞井镇、柏加镇的镇区及其附近，对

生态空间的破坏度小。因此，协调措施比较简单：遵从最大限度降低生态破坏性、维护生态

格局完整的原则进行选址、建设及设施内生态建设。 

4.2.4 公平生存型 

人类对于发展的需求具有无限性。绿心不可能永远维持围而不建式的天然无损，绿心内

的城镇、企业乃至个人都有或大或小的为满足自身利益的需求，需要进行城镇、工厂、住宅

等建设及经济扩张活动。公平生存型空间包括各城镇镇区建设用地、发展条件良好且对生态

破坏性低的地区等，这类空间内允许建设，各利益主体对空间资源的争夺遵从市场竞争原则，

政府的宏观调控则针对生态破坏性大的行为，如污染工业、劳动和土地密集型的第二产业、

高能耗产业、高密度房地产等。该类型的协调体现的是自下而上的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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