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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础设施是指为居民生活和社会生产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不仅牵
动着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也能体现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当下，随着传统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一些生态
问题、环保问题日渐突出，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通过对庆城县人口与建设规模、城镇建设、基础
设施建设现状进行的研究，分析庆城县基础设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庆城县从道路系统、市
政基础设施、绿地系统、环境综合治理以及政府职能与政策支持五个方面的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意见，从而
指导庆城县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和人居环境的不断改善，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的
和谐共存，打造生态化城镇。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 生态基础设施; 生态文明; 生态化
中图分类号: TU 文献标识码: A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LI Xu-sheng1，2，GAO Zhi-nan1，2，ZHANG Jing-juan1，2，ZHANG Wen-wen1

( 1．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Longdong University，Qingyang 745000，Gansu; 2． Gansu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Engineering Properties and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of Loess，Qingyang 745000，Gansu)

Abstract: Infrastructure refers to the material and engineering facilities that provide public services for residents’
living and social producti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frastructure not only affects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but also reflects the comprehensive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cities and town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urbanization，environmental issue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an urgent
need to solve the major problem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opulation and construction
scale，urban construction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the main problems of the infrastructure，and puts for-
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cheng County from road system，municipal infrastructure，green
space system，environmental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policy support to help it to
take the roa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o achieve a virtuous circl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en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o create ecological t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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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多有城市优

先发展的传统理念，传统的城镇化道路使我国的城

市规模不断扩大、空间范围逐步扩张，城镇化率更是

迅速提高。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高速增长的城镇化

率背后隐藏着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 人口城

镇化率数据与城镇化增速不匹配、城镇从内部来看

缺乏拉动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尤其是农村发展滞

后于城镇化所导致的农业生产力提高速度缓慢、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不

足等，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中小城镇的健康发展。
因此，转变总体战略理念，选择新型城镇化发展道

路，已是刻不容缓［1］。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新型城镇



化的概念，是指以城乡统筹发展、产城互动、生态宜

居、协调发展为基本特征，采取集约、智能、绿色的发

展方式，协调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等各个要素，实

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建设包容性大、和谐稳定的新

城镇［2］。
在此背景下，中小城市的建设和规划也应该寻

求新的发展模式，基础设施作为维持居民生活和社

会生产必须的设施，是城市建设和规划的重要内容，

也应该走一条绿色、环保和低碳的新型道路。因此，

生态基础设施被认为是未来城市建设发展的方向，

主要是将生态学贯穿在基础设施工程规划、设计和

实施的各个阶段，基本内容是尊重生态系统，主要方

法是采取不同的生态工程技术来降低工程建设过程

中对自然环境所带来的胁迫和干扰，也就是“生态

化”的人工基础设施。它着重强调在规划范围内，以

提供适宜的自然生态服务为基础，用生态手段和弹

性的方式保护自然环境，维持和修复人工干预带来

的生态破坏，同时解决城市蔓延所带来的诸多问题，

使其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的、有效的途径［3］。
本文以甘肃省庆城县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概况和

建设现状进行梳理，在对其道路交通、市政基础设

施、生态环境等方面内容进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提

出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具体策略［4］。

1 研究区概况
1． 1 庆城县城概况

庆城县隶属于甘肃省庆阳市，地处陇东黄土高

原沟壑区，地形呈现带状，表现为南北略窄，东西稍

长。属大陆性气候特征，光照充足，年降水量相对较

少，最主要的灾害性天气是干旱和霜冻，局部有冰

雹、暴雨。县域内河流多来源于境外，分马莲河和蒲

河两大流域。交通较为便利，东邻合水，西与镇原县

相望，南与西峰区毗邻，北与环县、华池接壤，是陕、
甘、宁三省交汇的“金三角”地带，是陇东地区最重要

的交通枢纽( 如图 1) 。该县城位于县域中部偏东，所

在地位于庆城镇，是庆城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共

辖 6 个社区居委会，9 个行政村，61 个村民小组，城市

建设用地面积 7． 2 平方公里［5］。县城至西峰 54 公里，

至兰州市 500 余公里，至西安市 300 余公里。

图 1 庆城县区位概况图

1． 2 庆城县基础设施建设现状

( 1) 道路交通建设。庆城县对外交通目前有两

条国道、一条省道以及三条高速公路，国道 211 线

( 银川至西安) 纵贯南北，国道 309 线横贯东西，庆

打、木板、庆西公路呈“十字”状交汇于庆城镇，县乡

公路四通八达，距庆阳机场 40 公里，境内唯一的一

条铁路银西铁路正在建设施工。
其城市道路网结构基本为方格网式，东西向主要

道路有东大街、西大街、新一路、人民路等，南北向主干

道包括西环线、育才路、北大街———南大街、东环线等。

由于受地形南北长，东西窄的影响，城市南北向主干道

大致呈现“Y”型( 如图 2) 。现状交通主要集中于南北

大街，南北向交通不通畅，东西向主干道之间相距甚远

且都没有对外出口，道路横断面形式皆为一块板。城

市次干道杂乱无章，交通系统不完整，城市次干道对于

主干道的分流作用不是很明显，现有南北城市交通主

要集中在仅有的一条主干道上，且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混行，交通拥挤问题十分严重。
( 2) 市政基础设施。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庆城县

基础设施建设尚存在不完善现象。主要表现在: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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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庆城县城市内部交通现状图

一，给水工程方面，目前，庆城县主要使用南教子川

地面水作为水源，其日供水量最大为 3000m2，很难满

足需求，未来规划改建采用黄河水作为供水水源，以

纸坊沟作为补充水源，新建的作为扬黄水源储备地

的芡子沟水库也已经进行了注水前的安全检查，未

来将能实现日供水量 3 万吨; 第二，污水工程方面，

庆城县现有一处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有 1 万立方

米 /日，主要处理城镇生活污水及工业污水，现状日

平均处理污水量为 0． 22 万立方米，但不具备实时监

测能力; 第三，排水方式方面，城区现状排水管道采

用雨水、污水分流制，但管网建设落后，许多新建、改
建的分流制管道因没有排水出路而与原有合流制管

道衔接，并没有完全达到分流的作用; 第四，环卫工

程方面，虽然城区内设有若干分类垃圾桶，但居民垃

圾分类意识不强，使得设施并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

同时，县城各乡村没有相应的垃圾集中处理区及相

应的配套设施，区域生态环境较差。
( 3) 绿地生态系统现状。庆城县地处黄土高原

边沿沟壑区，境内沟壑纵横交错，丘陵梁峁起伏，地

貌较为复杂，为大陆性温带干旱荒漠气候区，干旱少

雨，年均降水量较少且蒸发量大，植被稀疏、干旱等

现象严重。县城建成区绿地较丰富，但未形成系统。
现有公共绿地 6 处，分别是中心广场绿地、三角花园

绿地、普照寺广场绿地、李梦阳亭处绿地、嘉会门处

绿篱和北区街道绿篱; 其中有公园绿地 3． 81 公顷，

生产绿地 1． 17 公顷，附属绿地 6． 55 公顷，人均公共

绿地 5． 54 平方米［3］( 如图 3) 。

图 3 庆城县城绿地现状图

2 庆城县基础设施建设存在问题分析
2． 1 道路网布局不合理，道路绿化水平低

由于庆城 县 地 形 的 限 制 以 及 住 宅 建 设 混 乱、
用地布局散乱的影响，庆城县城的道路路 网 布 局

不合理，城市主干道的交通压力过大，造成城内道

路系统在高峰时段的运行失调。城内的公共停车

设施稀少，车辆随意停靠、占用非机动车带、人 行

横道，更是加剧了交通混乱的局面，交通问题已经

成为了制约庆城县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随着经济

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交通流量日趋饱和，道路

的供需矛盾不断突出，不仅生态服务方面 没 有 达

到相应标准，生态景观设计方面也是问题百出，缺

少相应的绿化带设计，行道树生长不良且 一 再 地

为用地扩建做出牺牲，并没有达到小城镇 规 划 标

准中所规定的近期新建、改建道路的道路 绿 地 率

15% ～ 25% 的标准。
2． 2 市政基础设施供量不足，生态服务功能不明显

县城现有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设计

建设缺乏前瞻性，导致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出现

了基础设施供量与居民生活、生产需求严重不平衡

38第 3 期 李旭升，等: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研究———以庆城县为例



的现象，不仅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更加重了城

镇环境保护的压力。水源地没有提供有效的保护措

施，给水、排水设施不完善，相应的工艺技术落后，使

得水资源的浪费，对于原本就缺水的西部小城镇来

说供需矛盾更加突出［6］。同时，庆城县的清洁能源

普及率低，到目前为止仍然存在造成城市环境污染

严重的锅炉房，固体污染物及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还

是简单的填埋，燃气系统及污染物处理系统的生态

服务功能不显著［7］。
2． 3 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变得脆弱

县城的污染较为严重，主要有来自于长庆油田

的工业污染和居民供暖以及生活产生的污染。首

先，长庆油田形成的污染排放物超过了环境的容纳

力，其工矿企业所在地的土壤污染、河水污染已经威

胁到了居民的生产生活。其次，居民生活污染源较

为多样，冬季采暖期间的燃煤烟气对城区空气造成

污染、生活垃圾处理不当、污水处理系统不完善加剧

了城市生态问题。最后，原有地质、地形条件造成的

水土流失以及人为的不合理的过度开发，都是造成

生态环境破坏的主要因素。在过去城市建设发展中

一味地追求城镇建设面积的不断扩张，也导致山脉

被无情地切割、河流被随意地截流，生态景观的连续

性遭到破坏，生态环境变得更加脆弱［8］。
2． 4 自然资源未充分利用，城市绿地系统性不强

庆城县有山有水的独特自然条件以及变化多

端的地形条件可以为庆城县的绿化建设、景 观 营

造提供丰富的资源，但是庆城县城的绿化建 设 还

处于初步阶段，城市绿地零散分布，人均公共绿化

地远远没有达到国家衡量城镇绿化水平的 标 准。
建成区的绿地空间有限且没有形成完整的绿地系

统，可供居民休闲娱乐的公园数量少，现有的道路

绿化单调，河流两侧的生态遭到破坏，起不到美化

和防护的作用。不仅是绿地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

低，绿地景观艺术设计质量水平及养护水平 也 都

处于较低的水平。
2． 5 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滞后，区域调控能力弱

庆城县编制了《庆城县县城总体规划》，制定了

《庆城县城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方案》《庆城县

城东区修建性详细规划》《庆城县新区城市设计》等

城东、城西、城南、城北控制性详细规划。但有关区

域性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规划还很薄弱，存在着

规划滞后或者缺位的现象，导致庆城县城镇与乡村

之间的基础设施的集约利用率低，不能做到资源的

有效共享。各个类型基础设施空间布局、发展规模

不能达到整体的协调性，没有形成完整的网络格局，

导致基础设施的积极效应未能充分发挥［9］。

3 庆城县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策略
为实现庆城县基础设施完善和其社会效益、经济

效益和生态效益得到最大化体现，应该将城市给排水

等基础设施及交通设施体系结合城市园林和生态绿地

系统，形成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绿色基础设施系统。其

主要涵盖了林地资源、地表水资源、地下水资源和土壤

资源等要素，将其与基础设施形成融合，构造引导城市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设施体系，同时可以极大的发

挥人工基础设施的生态效益［10］( 如图 4) 。

图 4 基础设施规划中的自然要素对应

3． 1 完善庆城县交通路网结构，提升交通环境

( 1) 加快庆城县的道路交通走廊和交通枢纽建

设，完善道路网结构，在不影响整体区域交通线路规划

的前提下，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在布局过程中都要考

虑原有的防护林网，建立与周边自然环境互相辉映的

空间结构，加大城区道路行道树的养护力度，适当地增

加道旁绿地，以城市主干道为主建立主景观轴，有效地

缓解区域内的环境污染问题，更好地为居民提供生态

服务。建设过程力求实现对自然“最小程度的破坏”
和“最大程度的恢复”，将生态、绿色、环保、人文景观

融入到公路的设计、施工、管养等环节上。
( 2) 为绿色出行、低碳环保提供必要的设施。增

加公交车线路及数量、提升服务质量，减少交通压力，

为居民提供舒适、自然的公共环境。引进公共自行车，

实现智能化管理，方便居民出行，减少出行成本，实现

低碳环保。依托于自然的山水格局，建立方便居民生

活和工作、休闲的绿色步行道，营造健康、安全、舒适的

环境，减少城市车行系统的压力。
3． 2 构建生态化市政基础设施体系，提高城市承载力

基础设施是“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

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使用自然资源的介质，

是复合生态系统与外界环境进行能量和物质输入、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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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载体，并承担部分生产者和分解者的作用。对于

庆城县来说，构建生态基础设施体系，首要任务就是弥

补历史欠账问题，完善城区内灰色基础设施，增大基础

设施供量及生态服务的辐射范围，使居民都能享受到

新型城镇化带来的积极影响。
( 1) 给排水方面。复合生态系统中，供水系统是

一切生命的支撑系统，庆城县属于严重缺水地区，且全

县水土流失非常严重，河流的含沙量高，造成径流难以

利用，无法增加水源的获取渠道，更是加剧了水资源的

紧缺状况。针对这一现象，首先要对城镇给排水管网

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改造，引进先进的节水技术、工艺、
设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其次积极开发适合庆城县

地貌条件和气候特点的城镇雨、洪水收集利用系统，并

同步建设城镇的污水处理设施，再生水可以用来灌溉

农业以及城市景观水，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杜绝

水资源的浪费现象。
( 2) 热力、燃气方面。全面升级改造城市的供热

管网，根据服务范围建设相应的供热站，淘汰老旧的锅

炉房，使用可再生的清洁能源，为居民生活提供可持续

的资源保障，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实现资源选择的

生态化。
( 3) 环卫环保方面。增设垃圾处理厂，提升垃圾

处理工艺，建立一体化的收运系统及处置系统。对垃

圾进行分类处理，区分生活垃圾与工业废渣，一方面倡

导居民对于生活垃圾实行分类处理，相关部门重视生

活垃圾资源再利用问题，提升垃圾处理技术，引进无害

化垃圾处理方式; 另一方面避免固体废弃物对环境造

成的严重损害，加大对工业废渣的治理力度，实现“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生态化”。
3． 3 完善城市绿地系统，对于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治理

( 1) 增设开放绿地，构建庆城县绿地系统。庆城

县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为

庆城县发展特色绿地景观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条件。应

结合历史文化与自然资源对现有的北区广场、普照寺

广场、街心花园广场进行改造，提升绿化空间以及人性

化活动空间的设计，体现生态基础设施的服务性与多

样性。县内以各组团的街心花园、住区绿地、各单位绿

地构成“点”，以道路两旁的行道树及绿地形成交通绿

化带的“线”，以公园绿地、广场绿地形成“面”，以此构

成庆城生态基础设施的总体格局，构造人文、景观、自
然和谐地的生态化小城镇。建设简洁、生态化和开放

的绿地形态，形成集公园、广场于一体的公共空间，为

市民提供环境优雅的休闲娱乐场所的同时，也能使城

市形象得到大幅度提升( 如图 5) :

图 5 庆城县城南门广场示意图

( 2) 着重治理河道，恢复自然生态。河流水系是

维系生命的血脉，是大地生态景观的主要基础设施。
庆城县城境内有柔远、环江两条河流，共同汇集成马莲

河，这里也就是马莲河的发源地。在河道治理方面，一

方面是加大污染源的治理，控制污染源头，对部分企业

进行强制整改; 另一方面是对河道进行改造以及建设

堤坝和大桥。城市扩展过程中，保护区域山水格局和

大地集体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是维护城市生态安全的

一大关键。庆城县有着独特的自然景观格局，应该保

护和提升两水绕城的壮观景致，努力打造山水名城的

生态品牌，再现古时雄伟壮观的“护城河”景致，恢复

水的自然形态，还原生态景观，恢复和补偿人工工程带

来的生态破坏，同时规划周边的农田景观以及山体自

然景观，使其形成一条连续的、具有庆城人文底蕴的靓

丽风景线( 如图 6) :

图 6 庆城县河道治理示意图

3． 4 制定生态基础设施的专项规划，注重区域协调性

和资源共享性

制定有指导性和前瞻性的专项规划，如县城道路、
县城绿地系统、给排水基系统、垃圾处理等专项规划，

实现规划覆盖城乡，统揽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新格局，以

提高生态基础设施的协调性、共享性、网络化为目的，

优化城镇总体布局。立足庆城的资源和环境条件树立

生态建设的理念，加强对城镇节地、节能、节水、节材等

方面的规划引导，建立节约型社会、生态型城市。结合

庆城县城自然条件、历史背景、经济发展水平和建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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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分析生态基础设施的共享范围，保障区域内的所有

城镇、乡村都能享受到生态化基础设施给生活带来的

积极影响，优化资源配置，杜绝资源浪费现象，保障合

理范围内的资源共享也是生态文明的重要体现。在城

市不断更新改造过程中，要始终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追求社会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完美融合，不仅要考

虑基础设施和建筑的布局造景，也要以营造一个良好

的生态环境为目的，保护现有的自然资源资源，注重生

态化的基础设施的布局，做到先生态后经济。
3． 5 完善、创新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及管理的政策和

制度

在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对于正在探索时期的

庆城县，政府要积极主动地负起应有的责任，建立多元

化的投资机制，由政府牵头，积极吸引部分社会资金，

建立合理的生态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制度，首先保障其

生态服务社会效益，其次才是追求经济效应。政府的

监督和管理力度要加强，提高生态准入门槛，对于生

产、娱乐项目要对其环境指标、经济指标综合考评，不

能以牺牲人居环境的代价发展经济建设。政府更要制

定生态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法律法规，完善相应的政

策支持体系，为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更要制定、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从多方面来约束居

民、企业的行为，实现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4 结论
新型城镇化概念早已为行业内人员所熟识，然而

在规划中对新理念的应用还处于探索阶段。本文通过

对庆城县的城镇化进程及基础设施现状进行深入梳理

和分析，基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庆城县构建生态基础

设施的具体策略和指引，并得出以下结论:

( 1)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的事业。中小城镇应顺应时代要求，坚持以科学

规划为指导，以城乡统筹发展为前提，重点实施道路沿

线、公园、广场等城镇绿化建设以及区域内灰色基础设

施的升级改造，对区域内绿地、湿地、河流的生态进行

改造和修复，加大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建设符合当

地发展规律及生存需求的生态基础设施，着力营造

“天蓝、地绿、水碧、山青”的宜居环境，让居民“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记忆”。
( 2) 庆城县在今后的城市发展中应秉承科学规划

领先、适度建设在后的原则，实施“生态庆城、活力庆

城、旅游庆城、宜居庆城”的总战略，建立科学的规划

决策体制，着眼城市的长远发展大计，依托县城现有山

水脉络等独特的自然风光，让城市建设与大自然完美

融合，勾勒出“山水凤城”的美丽画卷。另外，在保护

历史文化和习俗的基础之上，融入现代化的元素，使节

水与节地、自然景色与人文景观、规模经营与集约经营

相结合，促进生活空间的宜居适度、生产空间的集约高

效、生态空间的和谐美好。应形成生活、生产、生态空

间的有机渗透，融合，构建具有庆城县特色的生态基础

设施网络，改变城镇生态建设落后的面貌，提升城镇生

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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