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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与环境
——以日本城市与近郊的鸟类指标为例

Biodiversity and Environment in Cities

—A Case Study of Birds in Urban and Suburban Areas of Japan

福井亘  FUKUI Wataru

摘  要  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迎来经济

的高速成长，城市与郊区的环境不断恶化，

随之而来的是生物栖息地的减少或消失，导

致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在20世纪70年代中

期经济增长趋于稳定之后，这种趋势仍在继

续，城市环境不再是生物理想的生存空间，

这是生态系统服务低下的原因之一。但是政

府、民间及居民意识的觉醒，促使大家减少

环境污染，重新审视城市环境。在此之上，

不断推进城市绿化的保护和新建工作，环境

得以改善。处于生态金字塔上层的物种鸟类

是反映生物多样性状况的一个要素，本文围

绕其展开调查，得出是鸟类正在返回城市地

区的结果。生物多样性正在不断恢复的城市，

其环境的改善使得生物开始回归，生物多样

性也逐步提升。但这种结果只能说明目前的

现状，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未

来城市绿化的发展。

关键词  生物多样性；环境；鸟类；绿色开

放空间；斑块；廊道；基质；城市景观

Abstract: In Japan, th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the urban and urban fringe area advanced 

from rapid economic growth to begin at the mid-1950s. The environmental aggravation such as 

large-scal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with little consideration of environment, air pollution and the 

noise and so on had a big influence at the biological diversity. The habitation space of the creature 

is decreased or disappeared, and biological diversity suddenly is decreased. This tendency 

continued after stability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mid-1970s. The environment of the urban 

area was not desirable space for the creatures. In addition, it decreased the ecosystem service. 

However, this problem lies in administration and private consciousness, and improves the 

consciousness of inhabitants and the reduction of the pollution, as well as the maintenance and 

creation of the urban greening advanced, and the environment of the urban area was improved.

  The investigation is mainly on the birds which are at high rank class of the ecological 

pyramid to grasp the situation of the biological diversity. As a result, it is revealed that birds 

return to the urban area. At first it is necessary to perform an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of the 

present conditions well before planning improvement of the green open space in the urban and 

urban fringe area. Various actions are necessary to keep and protect th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the urban landscape in good cond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think about an expanse of patch on 

the green open space to promote habitation and tie it to green corridor, while this patch 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tree planting of the space except the corridor is named the matrix space. For 

example, if a park is with the patch, then it may include the space of a street tree or the urban 

river in the corridor. Importance of the green networking of those green open space is utilized 

to get rid of division on thinking about creature habitation. This utilizes green open space of the 

park well, and it is vital to secure the quality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Therefore, this investigation used the birds as a tool, and investigated about the grasp 

of actual condition and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he green open space on urban and urban 

fringe area. It investigates the way on the green open space. As for the biological diversity,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current maintenance, conser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the green 

open space” and “the security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reation of a new green open space” are 

important. For example, as for the increase of green roof planting in the central urban area, But 

there is the problem of the quality with this green roof. As well as  the green quantity of the urban 

area, it is important to improve its quality. In addition, the environment including the green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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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of merely urban is improved, and is not only treasure. The reason why a creature returns to urban may lies in the creation of environment. It is 

revealed that biological diversity is restored. As for the result of this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a creature recurs in the urban, and the biological 

diversity will be improved. But this result only shows the present conditions. Thus, the continued investigations is necessary.

  In addition, it is thought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the urban area improves when birds recur. The turn it over, and it is 

necessary to confirm that how the situation of th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broad-based neighboring levels except the urban and the urban neighboring 

turns out. Possibly birds moves because those environments becomes bad, or the creature may merely do strategic expansion in habitation area.

  As for future investigations, it is necessary for what kind of environment is good for biological diversity from the present conditions of a green 

open space and the farmland in the urban and urban fringe area and the relations with birds. In other words, it is necessary to investigate what kind 

of directionality the good environment is for urban inhabitants. In addition, this is an investigation that contributes to biological diversity service.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arrange considerable contents while adding such a point. The biological diversity consists of delicate balance. It is the stage 

of the accumulation about these studies now. Continued investigations will be necessary in the fu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rban landscape 

planning design and the landscape ecology, the accumulation for policies for future biological diversity is necessary in urban landscape and urban 

fringe landscape.

Keywords: Biodiversity, Environment; Bird; Green Open Space; Patch; Corridor; Matrix; Urban Landscape

0  前  言

在探讨本文的主题前，有必要先了解一

下“生物多样性”[1]和“城市”。生物多样性

是生物在各种生存环境中栖息，适应其生

存环境和场地，在通过微妙的生物之间的

平衡方可形成。它以生物为媒介，与燃料、

食品、药品、材料等直接关联的物质共同构

筑了地域风土和景观，也是呈现文化和艺

术，丰富人们生活的有价值的事物[2-3]。

生物多样性有三个维度，分别是生态

系统，物种和基因[4]。“生态系统”，例如由

生物构成的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的生态系

统的多样性。“物种”可以说是物种间的多

样性，不同物种的大小、形状、体态也会有

所不同，简单说，麻雀和乌鸦的物种区别

便可以说是物种多样性。“基因”是指即使

是相似的生物，因为地域的差异，生活习性

和生存场地也有所不同。换言之，基因多

样性是基于基因不同的物种内的多样性，

它分有三个级别。

其次，城市是由商业、物流和生产等人

类经济活动的发展所塑造出来，是人们在

某一限定区域里聚集在一起的空间场所。

这个空间不是以人 类的领 土为中心的环

境，而是与许多生物共存的地方。随着城

市环境的变化，物种种类或是减少，也存

在某些特殊物种增加的情况。在当前的大

城市中，许多空间环境得到改善，在城市中

适合生物栖息的空间被创造出来，也得到

了恢复。

本文将从城市的角度，来论述以鸟类

为指标的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成果和今后的

研究方向。

1  日本的城市环境

山田（Yamada）指出，1945年以后日

本的城市，根据经济和土地开发，可划分为

5个时期[5]：1945—1955年（昭和20年代）

的战后重建和资源开发时期，1955—1966

年（昭和30年代）工业发展和经济高速增

长时期，1966—1976年（昭和40年代）区

域发展和郊区化时期，1976—1983年（昭

和50年代）的稳定增长和地方发展时期，

1983年以后（昭和50年代末以后）东京高

度集中及泡沫时期。

其中，2 0 世纪50 年代中期到2 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经济增长使城市和周边地

区（城市附近）的城镇空间和环境发生了巨

大变化，是土地开发和重化工业取得突破

性发展的时代。此外，作为前一阶段的基

础工作，日本在1952年加入了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进入举国急

速复兴经济的时代。

在这个时期，日本集中改变城市和郊

区的土地用途，以刺激工业用地等经济发

展。对于工业用地，国家以周边的农业用

地和山林、海岸为对象，通过整地和填埋

推 进 土 地 开发，也是 经济不断发 展的时

代。此外，这也是人口高度集中到城市的时

代，城市扩张（urban sprawl）已经取得了显

著进展，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然而，经济改善的另一面是城市和郊

区环境的不断恶化。空气、水质、噪声等城

市公害和环境污染问题不断显现，日本生

活环境的恶化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

种公害问题和环境污染不仅影响了人类，

也使得 生活在城市和 郊区的各种生物显

著减少，甚至出现了某些物种的消失。此

外，虽然城市的扩张带动了城市郊区的发

展，但是对城市居民很重要的、曾经被称

为村庄土地和村庄山区的绿色空间却不断

减少。废除作为薪炭林的山区（次生植被

林），在沿海地区建造人工护岸及在河道

地区筑起三面混凝土空间等一系列人类活

动导致自然环境发生变化，这也是城市生

物减少的一个时代[3]。

随着经济增长，城市环境发生了很大

变化，如表 示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表1所

示，为改善环境恶化的情况，日本试图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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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各种法律条文进行应对。例如，政府

根据《公害对策基本法》（1967年）和《大

气污染防止法》（1968年）等进行管理，同

时颁布《城市公园法》（1957年，2017年修

订）和《城市规划法》（1968年，2006年修

订），《自然环境保全法》（1972年），《城

市绿地保全法》（1973年，2014年城市绿

地法）等，为“环境治理”提供法律依据，

推进城市环境的保护工作。除此之外，重

视“善用环境”，积极的国土规划政策得以

推动。

2  在城市中的绿色空间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

中期，公害和环境污染不断加重，人们对公

害侵害的问题意识、市民对大自然和自然

环境的保护及对策意识也不断深化。在此

基础上，关于城市绿地的重要性，《城市绿

地法》的颁布可见一斑，同时绿地保护和

绿化工作的推荐也体现了这一点。

城市绿 地的重 要性 [6 ]体 现在其 具 有

改善环境的功能。此外，还有减轻热岛效

应、净化空气、防止噪音和振动、保护生

物生活环境及保持生物多样性的作用。它

还具有安全防灾功能，地震时也可作为避

难和疏散地点，发生火灾时可起到隔断作

用，以及防止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发生等功

能[7]。在景观构成功能中，绿色空间以各种

灵活方式被运用，例如有助于打造充满文

化和历史气息、有温情的街道，在提供舒

适性的功能中，创造便于休养和与自然接

触的机会。

在更好地发挥 城市中的绿 地功能之

前，针对如何确保大城市圈的绿地以及如

何保护绿地的问题，日本的各地方政府基

于城市绿地法，制定并实施了“绿色基本

规划”。该规划确定了绿地保护和绿化的

目标，推出为确保绿地所需的城市公园的

维护、管理和保护及绿化推进、保护生产

绿地等一系列举措。这些举措在改善绿地

质量的同时，也为城市居民和居住在那里

的生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城市

绿地的重要性，对生物来说也是非常重要

的，从这点来说，也有必要充分考虑环境

改善问题。

西历 日本年号                   日本 世界

1896年 明治29年 《河川法》

1911年 明治44年 《工厂法》

1931年 昭和6年 《国立公园法》

1948年 昭和24年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设立

1949年 昭和25年 《东京都公害防止条例》

1950年 昭和26年 国际鸟类保护联盟缔结

1952年 昭和28年
国际通货基金（IMF）日本加盟

国际复兴开发銀行（IBRD）日本加盟

1955年 昭和30年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日本加盟

1956年 昭和31年 《城市公园法首都圈整备法》

1957年 昭和32年 《自然公园法》

1962年 昭和37年 全国总合开发计划

1963年 昭和38年 《近畿圈整备法》

1967年 昭和42年 《公害对策基本法》

1968年 昭和43年 《大气污染防止法》

《城市规划法》

1969年 昭和44年 《大阪府公害防止条例》

1971年 昭和46年 环境厅设立 《拉姆萨尔公约》

1972年 昭和47年 《自然环境保全法》
《日中国交正常化人类环境会议宣言

（斯德哥尔摩会议）》

1973年 昭和48年 《都市绿地保全法》 《华盛顿公约（CITES）》

1974年 昭和49年 《国土利用规划法生产绿地法》

1976年 昭和51年 国土利用规划

1978年 昭和53年 《日中平和友好条约》

1982年 昭和57年 联合国环境会议

1985年 昭和60年 第二次国土利用规划 《维也纳条约·蒙特利尔议定书》

1992年 平成4年 《种类保存法》
《地球环境峰会议程21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

1993年 平成5年 《环境基本法》制定

1994年 平成6年 《环境基本法》策定

1995年 平成7年 生物多样性国家战略

1996年 平成8年 第三次国土利用规划 《京都议定书》

1997年 平成9年 《环境影响评价法》

1998年 平成10年 21世纪国土的宏伟的设计

2001年 平成13年 环境省成立

2002年 平成14年

《土壤对策法自然再生推进法》

新·生物多样性国家战略

《鸟兽保护法》改定

2003年 平成15年 《自然再生推进法》 《卡塔赫纳议定书》

2004年 平成16年 《景观法外来生物法》

《城市绿地法》（城市绿地保全法改定）

2005年 平成17年 《京都议定书》生效

2007年 平成19年 第三次生物多样性国家战略

2008年 平成20年 《生物多样性基本法》制定

2010年 平成22年
《生物多样性保全活动促进法》

生物多样性战略规划2010
《名古屋议定书》

2012年 平成24年 生物多样性战略规划2012—2020

2015年 平成27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通过

2017年 平成29年 SDGs行动计划2018公开

表1  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关联年表
Tab.1 environment and biodiversity chron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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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人口集中的日本大城市中，现

在仍有很多城市在推进住宅用地建设，特

别是大城市，绿地不断减少，多种多样的生

物生存空间受到压迫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为了弥补这一点，东京和大阪已经着手开

发现存绿地和创造新的城市绿地，希望为

生物们创造可供生存和生育的生态绿地环

境[8-10]（图1-3）。

这个创造绿色空间的举措，可以为城

市居民和用户人群提供一个“与自然接触”

的地方，同时也可以为大家提供“生态系统

服务（ecosystem services）”，对于在城市中

栖息的生物来说，也是非常有益的事情。

3  城市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从日本的城市环境问题可以看出，经

济高速成长后的城市人口集中引发人口增

加、环境恶化、绿地减少问题，城市扩张引

起城市周边地区的林地和农业用地等绿地

锐减，村庄和农耕地的废弃引起无人管理

等负面情况。

与此同时，它导致生物的生存环境恶

化，栖息环境被割裂并由此引发的物种减

少也搅乱了生态系统，最终导致了城市生

物多样的质量低下。这种情况对于居住在

城市的市民和用户来说，也可以说是生态

系统服务质量下降了。

然而，近年来，基于“绿色基本计划”

等政策的实施、城市绿地的创建、保障和

保护工作都取得了进展，不仅是城市，城

市周边的绿地保护和创建工作也一并取得

了进展。虽然缓慢，但生物的生存空间正

不断得到保护。换句话说，城市的生物多

样性正在逐步恢复中。然而，为保障和保

护城市的生物多样性，需要采取各种各样

的措施，也需要综合考虑为繁衍生息的绿

地斑块（patch）的扩散及与之相连的绿色

廊道（corridor），还有斑块和廊道以外的空

间，即基质（matrix）空间[11]的绿化状况，斑

块为公园（图4-5），廊道如道路两侧的树

木（图6-7），城市河道空间（图8-9）等。

为消除生物 栖息 上的分 歧，绿 地网

络（green network）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

的，是更好的利用公园绿地、保障生物多

样性的质量的关键。另外，不仅是物理环

境 上需 要 绿 地，对于实际 利用方面的区

域学习、信息传递等普及性教育也有一定

的价值。在城市中生态网络（ecolog ica l 

network）的体现[12]，在斑块、廊道的活用

及基质的存在方式上，对于今后城市生物

多样性的发展而言也是极为重要。 

如诸多报告所示，生物多样性对城市

居民和城市用户是很重要的。虽然日本一

些城市的城市绿化面积正在减少，但在东

京和大阪等一些大城市也在不断推进绿地

建设，以下将进一步介绍国内外关于这方

面的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

4  以城市中鸟类为指标的生物多

样性的现状与课题

在各式各样的确认方法中，以《鸟类》

图1  东京新宿京王广场酒店4号街道空间 
Fig.1 Keio Plaza Hotel No. 4 street space, Shinjuku 

Tokyo

图4  京都市梅小路公园
Fig.4 Umekoji Park, Kyoto

图2  东京丸之内大手町之森
Fig.2 Otemachi Forest, Marunouchi Tokyo

图5  京都市鸭川公园
Fig.5 Kamogawa Park, Kyoto

图3  大阪格拉芙尔特（Grand Front Osaka）花园
Fig.3 Grand front Osaka’s garden, Umeda Osaka

图6  京都加茂街道行道树
Fig.6 trees of Kamo Kaido Road, Ky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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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指标的城市环境 生物多样性是其中之

一。在确认城市生物多样性的时候，之所以

以鸟类为指标，是因为鸟类是处于生态金

字塔顶端的上层物种，可以借此判断下层

生态群的状态（图10）。总之，通过调查鸟

类，可以观察到各种状况，即鸟类下层的植

物群和昆虫群等的生态系统的状况。

另 外，鸟 类 还 发 挥 城 市 状 况 晴 雨

表（barometer）的作用，反映如“生态系统

丰富性”、“生态系统的情况和状态”以及

城市中的“绿地状况”等情况。

至今为止，以鸟类为指标，就是将它作

为一种研究工具（tool）进行研究调查的做

法，在国内外有很多案例。从这点来看，绿

地规划和景观生态角度的积累有很多，研

究上的确认及利用上的便利性也是很重要

的一点。

回顾过去的研究，国内外各种研究人

员已经发表了很多以鸟类为指标的城市及

其郊区的研究。笔者曾表明，城市中约有

30％左右的绿地（包括城市的田地等）就

可以提高鸟类的多样性 [13]。这是 通 过 地

理信息系统（GI S）创建 详细的土地利用

数据库，解析这个数据和调查得来的鸟类

数据的关联性，以此来阐明城市绿地的重

要性。

迄今为止，笔者在城市和城市近郊地

区以鸟类为调查指标，围绕城市和农村的

生物多样性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首先，

1994—1999年间在日本关西圈内的兵库县

神户市和明石市，进行了关于城市和近郊

地区的土地利用与鸟类的关系的研究[13]。

这项研究是以景观生态学的视点活用地理

信息系统（GIS）的研究。在该研究中，首先

利用GIS对调查地进行区分土地利用，将

实际社会的空间数据库化，作为详细的空

间信息，用数字构筑了虚拟现实空间。在

以栅格数据为中心的当时，本研究在广阔

的地基空间中虽然获取的是粗糙的数据，

但利用GIS的矢量进行详细的数据结合分

析。此外，当时广泛利用矢量进行的景观

生态学研究，从作业时间和庞大的数据程

度来看，几乎是先驱性研究。

其次，为了探索空间与生态系统的关

联，研究针对鸟类进行了调查。鸟类调查

是通过定点记录法（point census）和样线

法（line transect）[14]，获取鸟种、个体数的

详细数据，可以掌握鸟类在现状的生活状

况。另外，通过将鸟类分为城市、水岸、草

原、山地及各种性质类别，也能够掌握鸟

类 与 栖息环境的不同。通 过调 查结果 和

GIS的空间信息相结合，来探索提升鸟类多

样性上土地利用的主要因素。

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与近郊绿地的

存在能提高鸟类多样性，同时，从分析结

果中也了解到各种土地利用的形态也可以

增加鸟的种类，特别是明确了城市中30％

左右的绿地（包括城市田地等）存在，可以

提高鸟类的多样性，这在今后的城市内的

绿地规划中，更加明确了提高生物多样性

的绿地面积基准。

其 他 研 究 人 员的 既 往 研 究中，一之

濑（Ichinose）从城市的绿色覆盖面积 来

调 查鸟 类的生态系统，当绿 色 覆 盖面 积

达0.2 hm2或以上时，鸟群变得丰富，以此

报告斑块面积 规 模的周边林 地比例的重

要性 [15-16 ]。此外，加藤（Katho）等人研究

得出了城市周边的孤 立 森 林的状况及关

系[17-19]，布莱克（Blake）等人也获得了随

着 斑块面 积的增 加，鸟类的 数 量也会 增

加的研究结果[20]。

笔者和寺岛（Terashima）曾对日本大

阪府内的工厂绿地和鸟类多样性影响进行

了调查研究[21]。日本《工场立地法》（1959

年、2016年修订）中规定，占地面积（占地

面积9 000 m2以上，或建筑面积3 000㎡以

上）的工厂中，绿地面积相对占地面积的比

例必须在20%以上。该研究表明，在工厂

有限的绿地环境中，鸟种的类多样性得到

了提升，同时，研究明确了增加绿化改善了

工厂的用地环境。

在 其 他 研 究 人 员的 既 往 研 究中，鲁

迪塞（Rüdisse）等人 从景观的角度展 示

了土地利用与鸟类之间的关系[22]，莫特伯

格（Mör tberg）等人的报告显示树林面积

和树林间的连结性 对鸟类 来说是很重要

的[23]。

另外，根据佐佐木（Sasaki）和笔者等

图7  京都紫明通行道树
Fig.7 trees of Shimei Dori Street, Kyoto

图10  生态金字塔图
Fig.10 ecological pyramid

图8  京都鸭川三角洲
Fig.8 Kamogawa Delta, Kyoto

图9  京都贺茂川
Fig.9 Kamogawa River, Ky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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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阪世博会纪念公园使用航空激光测量

的一系列研究，林相成层构造也对鸟类产

生了影响，叶群不集中在特定的层次结构

中而是分散在各个层次中时，会对整体鸟

类的多样性造成影响[24-25]。这在当前的研

究中虽然显而易见，但在二维空间的平面

绿地也可以说是重要的。该研究表明，三

维空间的质量是重要的层次结构，在考虑

今后的绿地规划上的层次结构是重要的参

考依据。

在其他既往研究中，罗曼（Loman）等

人进一步指出根据栖息地的大小的有所不

同[26]，费尔南德斯（Fernández）的研究显

示人类访问频率越高，鸟类的多样性就越

低[27]，说明了人为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以此为依据，费尔南德斯[28-29]对城市

公园的研究表明，交通量等影响公园内的

树木筑巢和动物物种，同时，公园设施的

年代和公园面积也会产生影响，从而得出

“不仅应该保护大面积的公园，还要保护

年代久远的公园”这一有趣的结论。巴克

斯顿（Buxton）等人得出城市土地覆盖碎片

影响草原鸟类[30]，格拉菲斯（Grafius）等人

也对城市景观构成和鸟类之间的关系进行

了相关研究[31]。

根据以大规模绿地大阪世博纪念公园

为对象的恩乔罗格（Njoroge）与笔者等的

调查研究，森林性鸟类的出现与落叶树林

与混合树林有关，像广场一样的场地草坪

是城市性鸟类的优先选择[32-33]。于是，笔者

就该公园的年间变化，运用航空激光测量

GIS数据，针对土地利用覆盖（图11）进行

了详细分析，对土地利用覆盖状态与鸟类

的关系进行了调查[34]。其结果表明，从长

期鸟类调查监测数据，土地利用被覆的变

迁和鸟类物种组成发生了变化。同时指出

上层物种的伞护种（umbrella species）正在

回归城市中心，鸟类的栖息范围也正在不

断恢复。这项研究表明了在实地调研中使

用航空激光测量等三维测量数据的运用方

法的新方向，同时也是结合绿地规划的一

种新的尝试。

在其他公园相关的既往研究中，施特

拉巴赫（Strahbach）等人的报告中，比起

大规模绿地，小型绿地里生活着更多的鸟

群[35]。笔者对日本九州福冈市内的主要城

市公园和城 迹 公园进行了详细的植被状

况调查，并通过GIS对其植被结构建立了

数据库[36 -37]。另外，通过定点记录法对鸟

类进行了调查，并对鸟类调查的结果与植

被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重比较分析。

结果表明，绿被面积的大小与多样性提升

相关。

另外，笔者针对中国福建省厦门市内

主要城市公园、湿地公园进行了鸟类栖息

公园如何提升多样性的实地调查[38-39]。首

先，对公园的栽种情况和周边环境进行了

深入调查，利用GIS建立了植栽与周边环境

的构成情况。另外，通过调查地公园的定

点记录法及对鸟类年间的调查，掌握了鸟

类的现状，并分析了与种植状况的关系。

结果表明，多样植被模式的厦门市公园绿

地，增加了鸟类的栖息地。同时，厦门重视

生态系统城市的开发规划“厦门市生态文

明建设十三五规划”中也表明了这些公园

承担着重要作用。

宫本（Miyamoto）与笔者通过探索线

状 绿 地，即城 市中的小规 模公 园和鸟 类

的关 系，阐明了绿 地 廊道和 斑块的 重 要

性[40-43]。特别是城市的街区公园中出现的

鸟类，证实了小规模线状绿地作为鸟类的

通道被有效利用，也显示了城市绿色网络

性的重要性。另外，针对京都市内琵琶湖

疏水和其疏水接续部分的附带绿地空间

与鸟类的关系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其结

果表明对于线状绿地的绿色网络，是有助

于京都市内生物多样性的提升，同时，在

考虑城市内的斑块利用的方式上是具有一

定的参照价值。京都市内的线状绿地斑块

和小规模绿地廊道的存在提升了鸟种的多

样性，可以看出这些绿地网络在某种程度

上引导 生物多样性的提升是 一项具 有代

表性的研究。因为京都市是历史悠久的城

市，其 城市开发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绿

地配 置 则有利于今后市区公园与绿 道的

规划设计。

另外，作为线状绿 地的研究之一，寺

田（Terada）和笔者[44]对大阪府内城市高速

公路沿线的绿化带是否对鸟类产生影响进

行了调查，尽管存在着大量的像高速公路

这样的人工空间，但在进行绿化栽培的区

间给鸟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这样的城

市中作为人工构筑物的高速公路的附带绿

地空间，起到了缓和人工构筑物其本身的

作用，同时也给与城市环境改善、提升生物

多样性方面的规划提供一定的参照。

另外，滨田（H a m a d a）与笔 者 的 研

究 表明，同 样 在 京 都 市内作为廊道的 神

社 森 林 的存 在，对鸟类 栖息具 有一定的

重 要性 [4 5 ]。关于绿 地的斑块的 重 要性，

笔者和西野（Nish i no）通 过分析阐明了

京 都 市 内 城 市 线 状 绿 地 的 街 道 树 的 存

在，对鸟 类 来说也 非常 重 要 [ 4 6 ]。正如高

林（Takabasyashi）和笔者在城市沿河的线

状绿地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即使是狭小的

空间，通过很好地配置高树、中木和草地，

平衡树木之间的高低差，也很可能成为鸟

群的栖息地。以上是针对城市河流及亲水

空间的绿地规划进行一项研究，其结果阐

明了城市沿河绿地与林相的关联性[47]。

其 他 研 究 者 的 既 往 研 究 中，夏 尔

马（Sharma）等人[48]，为更好阐述城市内小

规模保护区域内的鸟类关系，在考虑生物

多样性的研究中，佐奇马基（Jokimäki）的

研究说明了在鸟类繁殖期时，城市公园的

重要性[49]。

在今后不断推进城市绿化的进程中，

地面绿化面积无法得到保障的时候，城市

地区的屋顶绿化可以作为一种补充手段。

但是不应该盲目推广绿化，必须事先进行

充分研究和掌握所需要的数量和质量。茂

木（Motegi）等人研究了东京的环境特征和

屋顶绿化，并探讨了与鸟类的关系[50]。而针

对屋顶绿化的质量和鸟类的详细研究并不

多。在此基础上，松本（Matsumoto）和笔者

的一系列研究详细分析了在大阪市中心的

图11  大阪世博公园航空测量GIS图
Fig.11 airborne LiDAR GIS data of Osaka Expo’70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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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绿化和鸟类的关联性[51-53]。研究利用

屋顶上种植的树木、灌木等数据的GIS信

息，通过定点记录法对鸟类进行调查，掌

握了鸟类及其他出现的物种。通过分析GIS

空间数据和鸟类数据发现，仅在乔木层植

树的屋顶绿化很难提升鸟类的多样性。另

外，研究也明确了灌木层的质量是提高鸟

类的多样性的关键。

与此研究同期发 表的其他既往研究

中，布里安（Brian）等人报道了这种城市

绿 地的屋顶绿化成为新的栖息地的可能

性[54]。从这些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屋顶绿

化在城市的生态网络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虽然城市绿 地的重要性已经被 很多

人证 实，但现 有相 关城 市近 郊 农 业区 绿

地的研究中，笔者进行了一系列针对城市

近郊乡村土地利用方面的研究[55-58]，近年

来，坂下（Sakashita）和笔者对大阪府高

槻市内农 地和近郊的鸟类栖息状况 进行

了探讨 [59]。另外，以农地为对象的详细调

查中，滨田（Hamada）与笔者[60-62]对京都

市内及其近郊农村空间进行了一系列的研

究，不仅是近郊的平面农地状况，还有农

地的连续性，也就是在绿地空间中，鸟类的

多样性得到了提升。即使在休耕田地等没

有充分利用的农地，鸟类的多样性也会有

所提高。

罗曼（Loman）等人的研究表明，农耕

地对鸟类的生活有着重要的贡献[26]，博格

斯（Borges）等也进行了从农业景观探索生

态环境的适应性的研究[63]。

从以鸟类为指标的城市和城市 郊区

的生物多样性现状来看，曾经放弃城市生

活的鸟类正在回归城市中心，也有部分物

种正在归来。笔者的一系列研究中可以看

出，城市河流的普通翠鸟（Alcedo at this 

Linnaeus, 1758/Common Kingfisher）（图

12）回归，小星头啄木鸟（Dendrocopos 

kizuki Temminck, 1836/Japanese Pygmy 

Woodpecker）（图13）回归，杂色山雀（Parus 

varius Temminck & Schlegel, 1848/Varied 

tit）（图14）在公园绿地进行繁殖。同时，

作为大型鸟类的猛禽类的苍鹰Accipi ter 

gentilis（Linnaeus, 1758/Northern Goshawk）

的营巢在大型公园内被发现。另外，近年

来，在市中心也出现了扩大营巢环境的伊

索蓝矶鸫（Monticola solitarius Linnaeus, 

1758/Blue Rock Thrush）（图15）。

正如2000年以后其他既往研究中所阐

述的，相关案例并非特别罕见。这是因为

当今日本大城市环境本身变得很稳定，消

失的生物种开始重返城市，从“城市回归”

开始演变为“向城市扩大栖息地”。

5  结  语

关于城市和郊区的生物多样性，除了

对现有绿地的保护和改善其质量外，保障

性和创建新的绿地也很重要。此外，必须

改善和提升城市环境，这是公认的事实，

屋顶绿化等措施是重要因素（图16-17）。

可以说，考虑到以上因素的日本城市和城

市郊区，正朝着生物多样性的良性方向发

展，但提前不仅仅是去改善城市环境，而

是酝酿生物回归契机的土壤更为重要。

例如，《鸟兽保护法》（1918年颁布，

图14  杂色山雀
Fig.14 varied tit

图15  蓝矶鸫
Fig.15 blue rock thrush

图16  东京世田谷二子玉川瑞思（Rise）屋顶花园
Fig.16 Futago Tamagawa Rise roof garden, Setagaya 

Tokyo

图17  大阪格拉芙尔特（Grand Front Osaka）

南馆屋顶绿化
Fig.17 Grand front Osaka south tower’s roof top garden, 

Umeda Osaka

图12  普通翠鸟
Fig.12 common kingfisher

图13  小星头啄木鸟
Fig.13 Japanese pygmy woodpecke



2019年第3期 /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 015

2002年全面修订，2015年实施的野生动物

保护管理法）规定了对动物的保护和管理

规章，其颁布使日本人对城市和自然环境的

认识有了非常大的改变[57]。鸟类的回归提高

了城市生物多样性的质量，但同时，也有必

要确认城市和非城市的周边地区的生物多

样性的状况。有可能因为城市周边地区的

环境恶化，导致了鸟类迁徙，同时，也不能

排除生物战略性扩大生活栖息地等原因。

在规划改善城市和郊区绿地之前，首

先需要确实掌握现状，包含笔者的一系列

既往研究，旨在通过以鸟类为工具来确认

当前城市现状与绿地面积及质量之间的关

系，而后寻求未来城市及郊区绿地应有的

发展模式。从城市与城郊的绿地、农田现

状与鸟类的关系出发，探索什么样的环境

是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也就是对于城市

居民，良好的环境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也是生物多样性研究服务所探索的课题。

生物多样性只有取得 微 妙的平衡才

能成立，以上的研究成果还处于积累的阶

段，今后还需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索与

研究。从绿地规划和景观生态学的角度出

发，为了今后能够制定更好的城市和郊区

的生物多样性对策，这些研究积累是十分

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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