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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1 世纪是绿色增长的世纪,是生态文明的世纪。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首次提出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这是我国政府面对资源约束
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做出的重大抉择,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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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圳为例, 目前深圳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5.04%,

破,仍处在试验、示范阶段,对一些低矮的立体绿化尚有一些

2013 年市政府更是加大建设力度, 提出美丽深圳绿化提升

办法,但对高的立体绿化则难以实施。而且,相对应用上的发

行动工作方案,有 200 多亿元投向生态环保领域,并希望全

展,针对立体绿化的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则寥寥无几,这也

体市民共同努力, 一起让深圳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美丽城市,

为现代立体绿化技术在师法自然、营造近自然环境上显得

努力实现两大目标：一是到 2015 年,原特区内和原特区外

力不从心。

中心城区绿化水平达到新加坡现有水平；二是到 2020 年,

(4)立体绿化没有列入建筑设计

实现全市绿化覆盖率达到 50%。同时,推动屋顶绿化建设,

目前的建筑设计根本就没有考虑立体绿化, 立体绿化

将建筑物屋顶绿化和立体绿化纳入项目建设的前期规划,

设计也仅仅是景观设计上的一个特类。当建筑物建成后再

到 2020 年,全市中心城区屋顶绿化率达到 5%。因此,城市

进行立体绿化设计,易造成各种先天不足或重复建设,浪费

立体绿化是包括深圳市在内的所有经济发达城市提升绿化

人力物力。

建设质量的重要工作。

因此, 为真正走上建设美丽深圳乃至美丽中国之路,使

1 立体绿化的重要性

城市白色森林消失, 建立让居民过上幸福的城市生态环境,

立体绿化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是人们应

开展立体绿化技术的集成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

城市化加快,城市人口膨胀,土地供应紧张,城市热岛效应日

1.1 立体绿化发展可行性

益严重等一系列社会、环境问题而发展起来的一项高新技

在政策的正确指引下,通过专项研发,进行原始创新和

术。立体绿化可缓解城市热岛效应,使建筑物冬暖夏凉,能显

引进吸收再创新,可推动该项目的快速发展。以新加坡城市

著吸收噪音,滞纳灰尘,可吸收大量污染气体,净化空气,可大

绿化发展为鉴,该国是世界著名的花园城市,城市绿化覆盖

大提高景观效果,增加绿量,显著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率达 50%多, 在城市化过程中仍十分注重绿化和城市的立

立体绿化具有明显的优势, 但其应用却未能大规模开

体绿化,在桥下、桥边、路边、墙顶和墙边等开展绿化,把立体

展, 主要是受到建设成本高、技术不成熟以及研发投入不

绿化面积记作平面绿化面积,提高立体绿化的积极性,提高

大、政府支持力度不大等因素有关,具体如下：

覆盖率。同时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很多鼓励政策,把立体绿化

(1)建设维护成本高
以立体绿化最常用的模块式工艺来说, 除去钢结构等,

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目标进行推广。
2 技术发展趋势及国内外发展现状

其成本在 1000 元 /m 左右, 如果加上钢结构等建筑部分和

2.1 国内技术发展现状

承建方应得的利润及后期养护费用,其综合成本在 3000 元

我国立体绿化的历史记载较早, 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建

/m 以上,而国外有公司提供的参考报价更是远远超过这个

造的苏州城墙时,就利用藤本植物进行了立体绿化,而现代

水平的 3-4 倍。高昂的建设和维护成本阻止了该技术的推

立体绿化在我国发展不过 10 多年时间。目前, 在上海、北

广应用。

京、香港、深圳、高雄等地也开展了一些立体绿化新技术的

2

2

(2)稳定性、持久性差

研究和应用。总体说来,我国的立体绿化规模小、形式少、工

立体绿化与平面绿化不同,墙面的生长基质有限、水热

艺技术与国外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多数还处在试验阶

条件差、植物生长朝向不同,因而导致立体绿化难以维护,稳

段。在上海世博会上,大量展示了国内外立体绿化的案例,是

定性、持久性差。

该技术在我国应用的一次飞跃。

(3)重应用,轻研究,立体绿化技术没有新突破

2.2 国外技术发展现状

目前,立体绿化虽有多种方式,但技术落后,没有取得突

在西方, 古埃及的庭院、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园林中,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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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蔷薇和常春藤等被布置成绿廊。但具有现代意义的立体

12.92%,若考虑产业链所涉及的五十多个相关行业,则房地

绿化因技术含量高、成本大等原因,其发展历程不过是近几

产业的影响更大。立体绿化作为房地产业的一部分,其市场

十年的事。2004 年, 法国生态学家植物艺术家帕特里克 -

容量不可小觑。

勃朗为凯布朗利博物馆设计的 800m2 植物墙成为立体绿

(2)节能建筑的发展潮流

化的标志性工程。2005 年日本爱知世博会上,举办方展示了

近二三十年来,在世界建筑发展的大潮流中,人们可以

长达 150m、高 12m 以上的“生命之墙”,汇集了最新的立体

明显看出,建筑节能是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热点,是建筑

绿化技术于一堂,进一步把立体绿化技术向世人展示。

技术进步的一个重大标志, 也是建筑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2.3 发展趋势

略的一个关键环节。2004 年国家发改委颁布的《节能中长

立体绿化将在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期专项规划》中要求：建筑节能工程加快供热体制改革,加

下,成为一种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使城市各立体空间披上绿

大建筑节能技术和产品的推广力度等可分别节能 5000 万

衣,建立稳定的生态系统。其主要发展趋势为：

吨标准煤。与此同时,开展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1)应用与研究有机结合

加大既有宾馆、饭店的综合节能改造；
“ 十一五”期间,新建

目前的立体绿化技术仍然存在成本高、难度大、难维

建筑严格实施节能 50%的设计标准,其中北京、天津等少数

护、不稳定、持久性差等问题。在以后的建议政府、高校、科

大城市率先实施节能 65%的标准。立体绿化能使建筑物室

研院所等部门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积极开展立体绿化技

内温度实现冬暖夏凉,是发展节能建筑的有效方式,前景非

术和基础研究,争取立体绿化技术有较大的突破。

常看好。

(2)立体绿化设计与建筑设计结合

(3)城市绿化空间的进一步缩小

把建筑物结构设计与立体绿化设计结合起来, 形成一

在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中, 城市变得越来越拥挤,城

体化的生态墙面, 避免立体绿化带来的二次施工或重复建

市人均公共空间越来越小,提供绿化的用地也越来越少。我

设。这样可有效地降低建造维护成本,提高立体绿化效果,营

国城市人均绿化面积不足 10 平方米,不足世界平均的一半,

造天人合一的宜居环境。

特别是大城市,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表 1 列举了世界部分

(3)形成政府支持下的规范的植物幕墙建设政策

大城市的平均绿化面积。从表中的数据可知,我国的大城市

立体绿化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 具有良好

急需增加绿化面积,在公共绿地面积有限的条件下,立体绿

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但对建设投资方来说一次性投入
增加较大,推广难度较大。为此,有必要完善立体绿化的技术
体系,形成技术规范和标准。完备的技术规范体系有助于引
导政府部门出台相关配套的补贴扶持措施, 以加大立体绿
化技术的推广应用。
(4)形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技术体系
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立体绿化技术
目前处于领先地位,发展中国家的立体绿化技术较落后。因

化无疑是一个有效的方式,其市场前景看好。
表 2-1

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城市绿化概况

城市名

㎡ /人

城市名

㎡ /人

华沙

7 7.7

斯德哥尔摩

6 8.3

莫斯科

4 4.0

巴黎

2 4.7

伦敦

2 2.8

布加勒斯特

2 1.0

纽约

1 9.2

波恩

1 7.3

维也纳

1 5.5

日内瓦

1 5.1

奥斯陆

1 4.5

罗马

1 1.4

哥本哈根

1 0.1

北京

6 .8

东京

1 .6

上海

1 .5

此,在各国合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需要各国加

(4)人民对生活品质的更高追求

强国际交流, 将日臻完善的技术体系转化为全球应对气候

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人们

变化的动力。

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有更高的要求。立体绿化, 不管是室

2.4 产业化前景分析

内、室外还是庭院绿化,都能陶冶情操,净化空气,提高生活

当前, 我国正在进行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城

质量,是园林园艺的一个丰富和发展,其发展空间无限广大。

市化带来了房地产的火爆,也带来了城市空间的拥挤、城市
环境的恶化和城市生活质量的不尽如人意等问题。在实现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景中,大量技术广泛应用。立体绿化
作为其中的一个方面,也面临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1)房地产产业的空前活跃
据统计,2009 年全国一、二手房的销售总额超过 6 万亿
元, 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5343 亿元的一半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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