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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加快,人类对大部分自然资源的使用已经逼近或者达到其生态承载力
上限,生态系统在数量和质量上均遭到破坏,国土空间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迫在眉
睫。但是,现有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研究大多聚焦于系统性、整体性、综合性等特性认知。因此,本文基于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进行分析,以期为新时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从区域自主治理走向全域空间设计提供
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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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use of most natural resources by
human beings has approached or reached the upper limit of its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the ecosystem has
been damaged in quantity and quality,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of land and space has been seriously threatened,
and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land and space is imminent. However, most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on land
and spac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focus on the cognition of systematicness, integrity, comprehensiveness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land spac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scientific support for land spac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from regional independent governance to global space
desig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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