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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U + U

如何解读你所生活和工作的城市？让我们从一张白纸开始，画，写，读和分享我们对其未来愿
景的感受和想象。

Urbanie and Urbanus (U+U) 杂志是一份定期期刊，也是一份旨在促进协会学会会员、相关专
业人士、决策者和本地社区之间对话的沟通载体。我们的关注以香港的城市和社区为起点，从本地
的视角扩展到中国、亚洲以至于更广泛的国际层面。由于在线资源的传播没有界限，该电子期刊通
过对从城市建设到街道设施等大大小小的议题进行解读和“线下”辩论，提供丰富的评论，以提高
参与度和积极性。

而本刊的核心目标是使读者能更好地了解自身所处城市的变化和丰富的尺度和不同维度，
并尽可能由最广泛的读者和核心参与者来考虑和编写。我们将大学、建筑相关专业和公众联系在
一起，通过有时效性和有广度的严肃日常话题，以供所有有兴趣的参与者进行精确和深入的辩论
交流。因此，本刊的期望和目的是提高公众对潜在的最新设计工具和方法的认识，特别是在香港特
区、中国以至于更广阔的亚洲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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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Hee Sun (Sunny) Choi 崔希先 博士

编辑部:

     Barry Wilson

     Charles Li

     Joel Chan

     Peter Cookson Smith 博士
     Sunnie Lau

中文版翻译：
      梁皛， Nevin Yu， 罗志航， 王运泽

ISSN no. 978-988-75425-5-1

Urbanie and UrbanusUrbanie and Urbanus

第七期   二零二二 4第七期  二零二二



前言
Hee Sun (Sunny) Choi 崔希先 博士
U+U 杂志主编

“使城市和人类居住区具有包容性、安全性、弹性和可持续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11）

十多年来，弹性的概念在不断扩大的干预领域中被持续使用着，它的含义也越来越广泛，使其
被应用和测量那些具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的领域。 一些作者将“弹性思维”更多地视为一种有效的
思考方式来制定指导方针和概念，而不是一种更严格和更具战略性的方法。弹性思维在空间和城
市规划方面的应用相对新颖，而且涉及的领域较少。

本期期刊旨在汇集来自香港和中国大陆六所大学的论文来探讨这个问题，对可持续和弹性城
市的设计策略、环境发展和响应式环境进行批判性思考。其中包括两篇论文——华南理工大学的张
晓阳和王世福研究了“技术韧性”和“制度韧性”，天津大学的陈天、汪梦媛和刘君男“基于InVEST模
型的澳门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研究”，重点讨论了如何定义可持续空间发展的目标和干预策略。

接下来是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相继发行的六篇论文。这六
篇论文就以下主题提供了一系列的观点：适应性抗洪城市的抗灾能力、香港海滨开发的可达性、可
持续大学的碳中和校园、老年友好型公共住房开发以及可食用小区花园对老年人的价值、香港与
中国大陆的边界、深圳再生城市河流沿线的日常生活, 以及农业环境缓解河道化。本期的论文内容
以一篇文章结尾，该文章包含一系列项目，这些项目侧重于可持续和有弹性的，能够面向未来的工
作场所，是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学士学生结合香港岛特定场地环境和地形的设计成果。

随着对规划、设计和管理策略的思考不断发展，以及自下而上的解决方案，该问题突出了下一
代城市设计师和建筑师如何处理空间、领土和环境的复杂性，以提供有弹性和响应性的建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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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韧性”与“制度韧性”：城市公共空间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启示

张晓阳①，王世福②*
①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韧性城市。
②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城市设计、韧性城市、智慧城市。
* 通讯作者

摘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应急的重要保障，其韧性水平关乎市民的生命健康及
城市的基本运转。研究基于“韧性城市”的理念，建构了韧性城市公共空间的概念，并阐释了其内涵
及特征；结合中国内地城市为应对新冠疫情所采取的阶段性防疫措施，分析城市公共空间应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与启示，总结城市公共空间的技术韧性与制度韧性体系。研究进一步提 出：

（1）以健康精明的规划干预支撑城市公共空间的技术韧性，即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全过程纳入健 
康影响评估、完善应急单元与能力规划、建立“枢纽-节点-应急流”的韧性空间网络以及设计应急空 
间“平疫结合”使用；（2）以健全智慧的社会治理支撑城市公共空间的制度韧性，即城市公共空间 治
理健全应急响应系统、匹配基层治理单元责能权、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工具以及应用智慧平台精准 
防控。技术韧性协同制度韧性，建立城市公共空间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新范式。

关键词

城市公共空间；公共卫生事件；韧性城市；规划干预；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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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 0 1 9 年 底 起，新 冠 肺 炎 疫 情（2 0 1 9 -
nCov）爆发并迅速席卷全球，截至2022年11月，
全球 确诊病例累计超过6.3亿例，死亡人数累计
超过660万人①，对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生
产生活造成巨大创伤。公共卫生事件作为突发
公共事件之一，具有不确定性高、随机性强、破
坏性大等特点 [1]，对城市医疗服务体系和社会
应急治理能力形成重大冲击和挑战。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下，城市是否具备韧性服务能力完成“
干扰-重组”过程，是城市系统能否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点。 不同于其他突发公共事件，公共卫生
事件一般不会直接造成城市物质环境破坏，但
其防控与治疗过程却强烈依赖于城市公共空间
对应急措施的支持。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中
国内地城市充分调配疾控、医疗、应急资源，城
市公共空间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也暴露出其韧
性的不足和短板，如 早期应急空间无序、基层治
理水平低等脆弱性问题。因此，基于“韧性城市”
研究共识，本文分析韧性城市公共空间在应对
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作用，并从规划干预和社会
治理两个层面探讨强化城市公共空间技术韧性

与制度韧性的策略。

一、 “韧性城市”与韧性城市公共空间 
1.1“韧性城市”内涵与特征 

“ 韧 性 ”（ r e s i l i e n c e ）一 词 源 于 拉 丁
文“resilio”，本意为“回复到原始状态”[2]，随
后“韧性”概念被引入到不同的学科领域且不断
演进发展，从最初单一的工程韧性（engineer-
ing resilience）到 1970 年代系统生态韧性（eco-
logical resilience）[3]，再到2000年后动态交互
社会-生态韧性（socioecological）[3]，其概念
从“平衡”到“适应”，再延展到“转换学习”。21 世
纪以来，“韧性”概念从城市防灾的角度引入并
逐渐融入到城市系统研究中，“韧性城市”成为
应对城市灾害、极端气候等急性冲击和城市将
健康、社会和谐等慢性压力的研究共识。目前，
关于“韧性城市”的内涵及特征已有较为系统
性的研究。2003年，Bruneau等基于韧性社区研
究提出“TOSE”框架，即技术韧性（technical）、
组织韧性（organizational）、社会韧性（social）
和经济韧性（economic）[6];Godschalk从城
市减灾角度提出韧性城市是可持续的物质系统

                                                                 

① 数据源于: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Global COVID-19 Outbreak Statistics, USA, 12th NOV 2022, https://coronavi-
rus.jhu.edu/ma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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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system） 和人类社区 （human 
communities）的整合[7]；Jha等从基础设施韧
性（infrastructural）、制度韧性（institutional）
、经济韧性（economic）和社会韧性（social）进
一步论述了城市韧性的4个组成部分[8]。关于
韧性城市的特征和要素，Wildavsky等学者和组
织亦开展了分析论述[9-11]，总体上，包含可靠
性（robustness）、冗余性（redundancy）、多源性

（resourcefulness）和快速性（rapidity）的“4R” 
维度是基本、显著的特征[6]，适应力、恢复力、学
习力、转化力等维度是韧性城市区别于其他仅
具有“抵抗力”的城市的更高级、先进的特征[12, 
13]。

由于具有抵抗、吸收、恢复等内涵特征，且
更关注社会维度和非物质条件，韧性城市逐渐
成为城市发展应对不确定性的适应性策略，近
年来广泛应用于城市突发公共事件研究领域。

1.2 韧性城市公共空间内涵与特征

1.2.1 城市公共空间应具备韧性服务能力

城市公共空间（urban public space）是城
市重要的重要资源，《城市规划原理》教材对其
概念界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指城市居民

日常生活和公共使用的室外空间，包括街道、广
场、公园、体院场地等；广义概念可以扩大到公
共设施用地的空间，例如城市中心区、商业区、
城市绿地等，是基于空间维度的概念界定[14]。
从韧性使用的角度，城市公共空间的界定应考
虑时间维度，即存在日常和应急两种状态。日常
状态，城市公共空间承载市民活动、维护城市空
间品质，指向相对于私有领域的公共领域；应急
状态下，城市公共空间能够保障各类应急资源
收集、储备、流动、回收以及人员安置、隔离、治
疗等，空间范围除公共领域之外还应包括参与
应急使用的私有领域（图1）。城市公共空间是
城市活动的容器，因人的介入和参与而具有“物
质”和“社会”双重属性，是空间干预与社会治理
的结果。突发公共事件冲击下，城市公共空间作
为城市应急的重要保障，应当具备足够的韧性
服务能力，一方面通过物质层面的功能参与，保
障城市应急设施和生命线；另一方面，通过社会
层面的活动干预，开展组织、管理和行动等社会
应急行为。城市公共空间以韧性服务能力支撑
城市完成“干扰-重组”过程，维持城市可持续发
展。

Urbanie and Urbanus

第七期  

  

8

张晓阳，王世福



1.2.2 韧性城市公共空间的特征与形式

借鉴“韧性城市”的特征，韧性的城市公共
空间应兼具可靠性、多源性、快速性和冗余性等
基本特征，以及恢复力、适应力、学习力和转化
力等高级特征，以有效应对干扰发生的全过程。
具体表现为：干扰发生前，城市公共空间可评估
不确定性和脆弱性，预先规划和准备（确定优先
事项和可调动资源），预留弹性可转换空间，并
提供多种风险承担预案；干扰发生时，城市公共
空间能够快速响应、抵抗和应对外部冲击，降低
影响程度以确保效能稳定；干扰发生后，城市公
共空间的可逆性和还原性帮助城市系统回到原
有的结构或状态，根据环境变化调节自身的形

态、功能以适应各种应急情景，并能够从灾害经
历中吸取教训，学习经验并转化创新，促进城市
可持续发展（图2）。

根据不同的空间类型及使用手段，韧性城
市公共空间应对突发事件的形式包括强制停
用、扩充使用、公共征用和共享使用等。其中，强
制停用指为避免危险扩散、危机蔓延而采取停
用、禁用或改用城市公共空间的形式，涉及城市
道路、交通场站、公共设施等；扩充使用指 直接 
应急新建 或 改扩建 公共设施的形式，涉及土地
储备、城市规划、建造能力等方面的系统准备；
公共征用指征用各类公共设施和必要的私有设
施；共享使用指社会或个人主动提供设施或空

私有领域 公共领域

广义

狭义

日常状态

应急状态

私有领域                       公共领域

私有领域                       公共领域

图 1: “城市公共空间”概念的时空概念。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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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纳入城市应急系统，发挥公共服务效能，包括
志愿无偿或定向有条件提供等不同形式。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城市公共空间应对
2.1 公共卫生事件下医疗服务应急过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
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
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
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15]。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下，预防和治疗是城市医疗系统

的主要应急过程，以重大传染病疫情为例，疫情
预防包括科研领域的疫苗研发，以及控制传染
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等基本环节；
疫情治疗包括检测、诊断、隔离、救治等过程，这
些应急工作均需要充足、安全、规范的社会空间
和医疗空间高度配合。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范
围内相继出现了非典（SARS）、中东呼吸综合症

（MERS）、埃博拉（EBoV）、禽流感（AI）、新冠病毒
（2019-nCov）、猴痘（MPV）等重大传染病疫情，

人类社会似乎进入了传染病的“活跃期”，公共

图 2: 弹性城市公共空间的基本特征和高级特征。来源:作者绘制

基
本

特
征

高
级

特
征

可靠性

快速性

冗余性 多源性

适应力 恢复力

转化力 学习力

可靠性

快速性

冗余性 多源性
韧性城市的

公共空间

韧性城市的

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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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事件的发生愈发不确定。为有效应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支撑预防和治疗等医疗应急服
务开展，城市规划建设与公共卫生部门需进一
步协同、匹配空间需求。

2.2 国内应对新冠疫情的阶段性防疫措施 

2.2.1 阶段一：静态防控 

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国内武汉市首当其
冲。鉴于新冠病毒出现“人传人”情况，为有效切

断病毒传播途径、控制疫情蔓延，武汉市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宣布“封城”：“全市城市公交、地铁、 
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
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城 市基本呈现停摆状态（图 3，图 4）。期间，为解
决医疗空间资源短缺、挤兑，医疗救助无序等问
题，武汉市紧急选址、建设了火神山、雷神山临
时医院，改建16家会展、体育等大型设施作为“
方舱”医院收治轻症患者，征用高校宿舍作为疑

图 3: 武汉高速公路封闭情况。来源:新浪微博

图 5: 武汉火神山医院的建设。来源:新华网

图 4: 全市公共交通暂停。来源:新浪微博

图 6: 武汉将体育场馆改造为移动小屋医院。来源:新华网

Urbanie and Urbanus

第七期  

  

11

张晓阳，王世福



似病例集中隔离观察点（图5，图6）；为避免疫情
在城市内部进一步传播，武汉市以社区为单元
进行封控，市民居家隔离、非必要不外出。以武
汉“封城”为典型的静态防控措施严格控制人员
流动，避免人员大规模交叉感染，最大程度保障
市民生命安全，是早期应对不确定疫情的关键
措施。然而，静态防控的代价是巨大的，对于城
市而言，封城让城市按下了暂停键，除疫情管控
和生命线供给之外，其他活动基本停滞，给城市
造成了难以预估的经济损失和社会负担；对于
市民而言，封城限制了日常出行与活动，长时间
封控使市民的生理和心理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从长远来看，城市大规模静态防控是不可持续
的。

2.2.2 阶段二：动态清零

随着新冠病毒的不断变异发展，国内疫情
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内地城市也及
时调整疫情防控措施。2021 年 12 月，国家卫健
委提出“动态清零”的疫情防控方针：通过早发
现、快速围堵、切断传播，以最小的社会成本投
入获得最大的社会效果。为应对新冠疫情，城市
不断探索优化防控措施，在疫情治疗方面，各
地基本建立“定点医院-方舱医院-隔离观察点”
组成的多层级医疗空间体系，并充分利用社区
广场、体育设施、社区公园等城市公共空间开展
市民大规模病毒检测、筛查；在疫情预防方面，
为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
发生疫情的地区按规定根据疫情传播风险的高
低，精准划分高风险区、中风险区、低风险区，并
实行分类管理（图 7），城市公共交通同样采取动
态化措施保障基本运行，例如广州地铁经过疫

图 7: 风险区域的描述和一个真实的例子。来源:左图，作者绘制;右图，广州本地宝

低风险区

中风险区

高风险区

采取预防措施:

保护好自己，避免聚会

采取限制性措施:

待在小区内，取物品时要避开人群

实施居家隔离:

待在家里，等待上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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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地区所在站点时采取“停止服务、封闭部分出
入口、仅保留站内换乘”等措施，其他站点则正
常运行，保障城市“生活流”有效运转（图8）。动
态清零是当前内地城市采取的主要防疫措施，
有效统筹兼顾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并提
高防控措施的科学性、精准性和针对性。

2.3 城市公共空间韧性应对过程与韧性体系

2.3.1 城市公共空间韧性应对： “功能参与”与“
活动干预”

从静态防控到动态清零的阶段性防疫过
程中，城市公共空间为医疗应急和社会应急提

供了重要保障，其应对过程可归纳总结为功能
参与和活动干预两个方面。城市公共空间功能
参与主要体现为应急扩充医疗空间资源，包括
新建医疗设施、改扩建城市公共设施用于隔离
救治，共享社区广场、公园绿地等空间用于病毒
检测与市民生活物资发放（图9）。城市公共空间
活动干预则体现为应急响应与保障基本生活，
包括实行封城禁令、风险区分类管理、倡导公共
场所保持“社交距离”，以及紧急状态下组织、管
理、约束城市公共空间及活动等。此外，国内基
层设施作为基本防疫单元，不仅承担着排查、隔

图 8: 广州地铁服务动态更新。来源:广州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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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等防疫突击工作，也维持着居民基本生活保
障。

2.3.2 城市公共空间韧性体系：“技术韧性”与“
制度韧性”

从可靠性、冗余性、多源性、快速性等维度
进行评价，内地城市阶段性防疫过程中城市公
共空间的韧性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一方面，通过
功能参与扩充医疗空间资源，以空间换时间，以

时间争取防疫资源调配，城市公共空间的“技术
韧性”支撑了这一过程，功能参与以场地预留为
前提，以优先建设和应急启动时序为原则，依托
于健康精明的城市规划干预；另一方面，通过活
动干预应急响应与保障基本生活，以规则约束
活动，以活动维持城市生命力，城市公共空间
的“制度韧性”支撑了这一过程。新冠疫情使城
市由日常状态全面进入非正常应急状态，空间

正常情况下的社区广场：人们在跳舞 紧急情况下的社区广场：分发基本物质

正常情况下的运动场：人们在锻炼 紧急情况下的运动场：大规模核酸检测

图 9: 有弹性的城市公共空间应对COVID-19大流行的现实例子。来源: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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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干预以规则、程序为依据，以管理、约束为
手段，依托于健全智慧的城市社会治理。

三、 健康精明的规划干预，强化公共空间 “
技术韧性”

3.1 规划全过程纳入健康影响评估，降低脆弱性

城市规划起源于城市公共卫生，以保障
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空
间支撑为核心；健康影响评估 （health impact 
assessment）评判政策、计划或项目对特定人群
健康的潜在影响。

在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干预中纳入健康影
响评估，不仅能决策出最有利于公共健康的方
案、降低城市应对突发事件的脆弱性，而且有助
于社会和政府部门建立统一的健康价值观。在
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编制过程中，规划部门应
联合公共卫生部门开展专题研究，按照健康影
响评估规范和程序进行方案比较与评估，确保
城市土地使用、空间布局和开发建设符合健康
城市要求，在健康目标与空间管理的措施之间
建立可评估、可实施的逻辑。借鉴新加坡“白地”
政策，城市规划编制应预留足够的健康绩效空
间和弹性发展空间，以强度城市公共空间的可

靠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利用冗余空间作为
临时处理场所，根据疫情变化、技术发展增加相
应的设备、服务等，提高城市对抗风险的能力。

3.2 完善城市应急单元与能力规划，应对不确定
性

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是当前城市规划体系中
系统成熟的专项工作，采取了各项工程技术和
预防应急措施抵御地震、洪水、台风、战争等灾
害，也包括对常规医院、传染病医院、疾控中心
的技术规定，总体上侧重设施配置的标准，应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确定性稍显不足。以强化
城市公共空间多元性和冗余性为原则，城市综
合防灾规划应更加强调从静态设施配置转向动
态应急能力建设，整合工程技术措施和应急治
理措施，包括：（1）建设符合标准的防灾减灾设
施，完善应急转换协同和应急扩充能力；（2）保
障各级避难场所的面积规模，完善应急资源支
持和一定疗愈能力；（3）建设具备可靠性的基础
设施物理保障，完善可信度高的信息预警渠道
和应急法令规制等。根据适度超前原则，通过网
格化的方式对城市应急单元、健康社区进行空
间系统重构。为推进核酸检测常态化措施，国内
北京、深圳、杭州、宁波等城市已建立 15 分钟核

Urbanie and Urbanus

第七期  

  

15

张晓阳，王世福



酸“采样圈”，不同风险区人群就近前往核酸检
测点、医院检测点进行核酸采样（图10）。健康社
区的构建应以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为核心，辅
以私人医疗机构、应急物资储备设施构建公共
健康安全内核；结合5分钟生活圈，建立“附属社
康中心-药店-应急采样点”单元，共同组成疫情
下的健康社区公共配套体系。

3.3 建立“枢纽-节点-应急流”公共空间体系，保
障快速性 

以保障快速性为原则，韧性城市公共空间
应规划建立“枢纽-节点-应急流”体系，有效匹配
医疗应急与社会应急。城市公共空间“枢纽”分
为城市和街道层面，城市层面包括市区两级的
大型公园绿地、广场等城市公共空间及其周边

图 10: 广州市越秀区15分钟核酸检测圈规划。资料来源:广州市越秀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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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应急弹性的公共设施；街道层面以主要公
共设施及其室外公共空间构成应急公共服务枢
纽，预先配置相应的公共卫生资源和应急储备
物资。城市公共空间“节点”建立在社区层面，以
社区出入口、菜场、停车场等作为管理节点，以
办公、商业场所外部公共空间或临时征用区域
作为健康缓冲节点，设置相应的应急物资与功
能分区（图 11）。城市公共空-间“应急流”保障基

础性的交通、能源、通讯以及物资等应急流动，
保障支持性的食品、生活必需品、垃圾等必要物
流，以及特定状态下的逆向流动等。在韧性城
市公共体系中，“枢纽”承担着关键重要的应急
公共功能支撑，“节点”可快速覆盖全体城市市
民，“应急流”则在明确的目的地之间高效运行，
形成多层级、多形式的空间战略快速响应， 应对
城市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图 11: 社区节点作为临时测试站点。来源:作者拍摄

社区入口 人行步道

社区广场 办公楼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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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统筹城市应急空间 “平疫结合” ，提高转化
适应性

城市各类公共设施，如机场、车站、码头、体
育馆、图书馆，以及学校、医院等教育医疗设施，
应综合考虑常规和应急两种状态如何并置以及
相互转换的系统、过程和运营，强化城市公共空
间弹性与冗余特征，实现城市应急空间“平疫结
合”（图 12）。一方面，提高城市大型公共设施、日
常商业设施以及教育医疗设施的空间通用性，
常规状态下承担明确的公共服务职能，应急状
态下可以及时转化为城市应急资源，如会展体
育建筑改建为“方舱医院”，日常商业、生活便利
设施转变为抗疫资源配给处、物资储备处，关闭
的体育文化设施转换为核酸检测点、防疫控制
中心、发热门诊等临时抗疫场所。另一方面，加

强城市公共空间的冗余性支撑和外部支持，医
疗设施本身的扩容改造以及其他公共设施快速
改造转换，不仅要求公共设施具有可靠的运行
保障能力和相应的医疗基础资源储备，更需要
外部可靠的能源与交通支持。城市应急空间“平
疫结合”有效扩充城市应急空间资源，并最大程
度降低疫情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冲击。

四、 健全智慧的社会治理，强化公共空间 “
制度韧性” 

4.1 建立健全应急响应系统，提升应急决策能力 

重大疫情发生后，面向城市公共空间的应
急决策能力对防疫至关重要，城市应依法迅速
启动应急预案，进入城市公共空间社会治理过
程。针对功能参与需要，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转

日常状态

应急状态

城市公共设施

城市公共设施

正常区域               应急区域 左边人们在核酸检测，右边人们在打篮球。

图 12:城市公共空间既适应常态，又适应紧急状态。来源:作者绘制(左)，作者拍摄(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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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优先防疫、 抗疫状态，各类设施的室内外空间
接受紧急调用作为应急空间资源，保障应急流
和生活流；针对活动干预需求，在可能引起人群
集聚的高风险区，城市公共空间的活动应当受
到约束，包括城市大型社会活动、人流密集区接
触等集聚性活动以及机场、火车站、关口等流动
性活动（图 13）。建立健全城市应急管理系统，核
心是强化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和活动干预的制
度权威。在早期新冠疫情防控中、新加坡、韩国
等国家之所以反映迅速，得益于国家层面公共
卫生制度的应急响应， 新加坡“疾病爆发应对系
统”（DORSCON）可根据疾病的严重程度和传播

情况，启动不同警戒级别说明疫情性质、日常生
活影响以及给公众的建议[16]，一旦卫生部门调
整警戒级别，政府部门、教育部门等均会快速响
应。

4.2 匹配应急责、权、能，强化社区治理能力 

社区是城市基层治理和疫情防控工作的最
前沿，是助力疫情缓解并恢复健康常态的重要
保障，社区生活圈即防灾防疫圈[17]。2020年，
国家发布《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指南》，明确
以“社区生活圈”为基本单元构建城市“健康安
全单元”。强化社区治理能力，首先应保障防疫

图 13: 城市公共空间应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来源:作者绘制

日常状态

应急状态

保障“应急流动”
• 交通运输

• 能源通讯

• 关键资源

保障“基本流动”
• 食物

• 生活必需品• 生活必需品

• 生活垃圾

限制群众聚集
• 主要社会活动

• 拥挤的地区

限制大规模迁移
• 机场

• 火车站

• 港口• 港口

城市公共空间

保障医疗服务

保障基本民生               限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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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和防控物资等社区应急所需的资源下沉，
以减轻应急状态下超乎常规的社区治理压力。
目前，广州、上海、深圳等地配备村居干部、基
层民警、医务人员“3人小组”模式，承担居民健
康状况筛查、重点人员看管、日常生活服务等工
作，为基层社区疫情防控提供可靠支撑。其次，
应建立社区防疫脆弱性评估机制，根据社区居
民、建成环境和医疗设施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
识别易感人群的空间分布，支持公共卫生和防
疫部门决策。此外，应通过统筹管理部门，广泛
动员党员、专业社会组织、临时救援组织以 及具
备专业技能志愿者深入社区，组织设立社区防
控办公室①，明确工作机制与职责分工，将“防
疫圈”修建在社区，强化社区韧性（图 14）。

4.3 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工具，保障城市系统运维 

在扩充医疗资源方面，城市规划管理部门
应协同公共卫生部门，针对疫情期间进入医疗
应急状态的城市公共空间制定特别使用规则。
例如，针对新建或改扩建公共设施等直接扩充
形式，免予规划许可；针对公共征用、共享使用

城市公共空间等形式，给予立法赋权、物权保
留、应急责任等制度安排和管理规定。在保障应
急资源方面，规划部门协同应急管理机构，针对
进入社会应急状态的城市公共空间接管、干预
等形式进行政策指引，完善法律法规和管理流
程，保障城市“应急流”、“生活流”的有效运转。 
应急状态下，政策工具同样需要对违反公共空
间活动约束的行为进行强有力管治。在新冠疫
情初期，新加坡针对未能遵守“强制休假令”和“
居家隔离令”人员严格执法，新西兰对违反“社
交疏离令”行为严厉罚款等，通过法律法规、管
理规定形成制度冗余，支撑城市公共空间稳定
治理。

4.4 应用智慧平台精准防控，驱动智慧化治理 

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大数据、人工智能、
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
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数
字技术与交通、医疗、教育等领域深度融合，既
提高各级政府部门的防控效率，又保障市民生
活[18]。例如，AI测算系统运用于机场、火车站、

                                                                 

① 国务院集体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小组印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案(第九版)》，要求中高危地区社区设立社区防

控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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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等人流密集区域，实现高效精准识别、筛选
高危人群；阿里“健康码”、中国移动“行程查询”
等提供市民活动轨迹查询，助力基层社区防控
和复工复产；百度“疫情地图”提供市内疫情发
病场所、周边人流集聚地等查询，帮忙居民决定
出行线路、保障出行安全等。 技术创新驱动智慧
社会治理，支持城市公共空间智慧应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以强化制度韧性的快速性为原则，
各层级、各部门应注重基础数据的积累和运用，
基层部门和社区组织加强社区人员情况摸底调
查，建立完善的基础数据。城市层面通过建立大
数据监测和分析平台，追踪确诊人员生活轨迹
和人群接触史，定位并协助卫生部门分析传播
途径、预测疫情发展趋势。

五、 结论 

城市公共空间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重要支撑，针对可能发生的疫情常态化现象，城
市公共空间的规划与治理应建立新范式。本文
基于“韧性城市”理念，建构韧性城市公共空间
的分析框架，并从规划干预和社会治理两个层
面论述提升城市公共空间韧性的策略，即持续
优化城市规划设计与干预手段，以更强的“技术
韧性”应对不确定性；迭代提升城市社会治理水
平，以“制度韧性” 应对城市公共空间疫后“新常
态”发展。本质上，城市公共空间韧性相当程度
依赖于“社会韧性”，即个人以及社会公众的集
体韧性。在共同面对突发卫生事件时，只有城市
市民具备足够的应急意识及相应的知识能力，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中心

一般协调单位

健康监察单位

消毒单位

运输单位

安保单位

后勤支援小组

医疗支援小组

社区的中高风险区

社会流行性疾病

预防部门

图 14: 中高危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机制。资料来源:作者整理绘制

Urbanie and Urbanus

第七期  

  

21

张晓阳，王世福



城市系统才能够真正实现韧性应对，并实现更
高水平的学习型发展。应当注意到，新冠疫情也
深刻启发了城市公共空间韧性的教化价值，包
括促进市民的地方共同体精神以及实现自身健
康发展和社会整体素质提升。因此，未来城市公
共空间的规划和治理应当有利于市民学习公共
卫生知识、养成健康卫生习惯；有利于市民梳理
预防意识，提高防疫抗疫能力；有利于市民增强
免疫力、提高抵抗力，共同走向健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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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InVEST模型的澳门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研究

陈天1，汪梦媛2* ，刘君男3

1.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城市空间及城市设计研究所所长；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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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洪涝、高温、风暴潮等极端气象灾害频发，滨海高密度城市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及集聚的社会经济体量，灾害脆弱性较高，亟需提升气候韧性以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具
有固碳增汇、调节雨洪、改善城市热岛、优化空气质量等功能，可显著提升城市应灾韧性。据此，本
文以典型的滨海高密度城市澳门为例，首先，利用InVEST构建包括生境质量、碳储存、水源供给的
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模型；其次，分别对澳门2010年、2015年、2020年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评价，识
别时空变化特征；最后，划定核心生态保护分区、一般生态保护分区和生态修复区，为提升澳门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与气候韧性提供依据。

关键词

生态系统服务；城市韧性；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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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引言

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
统中获得的利益(Costanza et al., 1997)，连接着
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与福祉
的重要基础(Daily et al., 2009, de Groot et al., 
2002)。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洪涝、高温、
风暴潮等极端气象灾害频发(Lu et al., 2020)，
滨海高密度城市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集聚的
社会经济体量，灾害脆弱性较高，亟需提升气候
韧性以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具有调
节雨洪、改善城市热岛、优化空气质量等服务功
能，已成为城市防灾韧性研究领域的重要对象
(McPhearson et al., 2015, Nesticò et al., 2022)。
此外，生态系统的固碳增汇功能对于实现我国“
碳中和”战略、减缓全球变暖趋势具有重要意
义。

然而，快速的城镇化进程改变了城市的土
地利用模式，导致生态系统退化，极大地降低了
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Fang et al., 2022)，亟需
开展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与实践以应对复杂的气
候变化挑战。澳门是我国典型的滨海高密度城
市，巨大的人地矛盾导致生态空间被严重挤压，

加之长期的围填海工程对海岸带地区生态环境
的严重破坏，导致澳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急剧
下降。科学评价澳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明确其
时空分布与演变特征，是推动澳门制定与开展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政策与行动的重要基
础。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方法主要包括物质量化
法和价值量化法(袁周炎妍 and 万荣荣, 2019),
其中物质量化法能够相对客观地反映生态系
统服务的形成机理与演变过程，已成为生态系
统服务评价的主流方法(袁周炎妍 and 万荣荣, 
2019)。目前较为全面的澳门生态系统服务评
价研究均采用价值量化法(李金平 and 王志石, 
2004, 许超 et al., 2020)，且其时效性已然不足，
难以满足当前澳门城市发展的挑战与诉求。

据此，本文采用物质量化法对澳门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进行评价，利用InVEST（Integrated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rad-
eoffs）模型从生境质量、碳储存、水源供给三方
面评估2010-2020年澳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识
别其时空演变特征及关键问题区域，弥补澳门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不足，为澳门编制与开展
生态系统相关规划、政策与行动提供依据，推动
澳门生态系统效能与防灾韧性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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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区域概况

澳门位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图1），地处
珠江三角洲的西岸，毗邻广东省，原点地理坐
标为北纬22º12’40”，东经113º32’22”。澳门陆
域总面积因填海造地而不断扩大，自1912年的
11.6km²逐步扩展至2021年的33.04km²。地貌
类型主要为低丘陵和平地，地势南高北低。气候
类型属于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辐射强烈，蒸发
量大，高温多雨。澳门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
城市之一，根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人口普查数
据，2021年澳门人口密度高达20620人/km²。极

高的人口密度对澳门的人居环境、公共健康与
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在产业发展方面，澳
门回归后，逐步形成了以博彩业为主导的单一
产业结构。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提出将澳门建设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发
展定位，为澳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提供了机遇。
在此背景下，提升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既是
澳门实现生态韧性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
澳门提升环境品质、实现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
保障。

二、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土地利用分类方法

土地利用图是InVEST模型进行时空运算的
必备数据，通过遥感影像解译方法获得。综合考
虑澳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和现状特征，参
考全国土地分类的I级分类标准，将澳门土地利
用类型分为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
用地五类。首先，采用ENVI5.3对遥感影像进行
波段叠加、辐射定标、大气校正、影像裁剪等预
处理；其次，选用最大似然法对澳门遥感影像进
行监督分类；最后通过目视解译对分类结果进

图1 澳门区位和行政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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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修正，获得澳门2010年、2015年、2020年的土
地利用分类图。

2.1.2 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模型

基于适用范围、操作难度、评价结果直观度
等条件，选取InVEST模型作为澳门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评价工具。InVEST模型由美国自然资本
项目组开发，是一套用于评估生态系统服务能
力和经济价值、支持生态系统管理和决策的模
型系统，包括陆地、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服务评
估模型。InVEST模型适用于对不同区位、尺度、
年份研究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评价，涉及
生态学、环境科学、城乡规划学等多个学科。国
内研究中，碳储存、土壤保持、水源供给、生境质
量等模块得到了广泛应用。结合MEA和InVEST
模型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分类方式，本文从支持
服务、调节服务、供给服务中分别选取生境质量
(郑贱成 et al., 2022)、碳储存(张祺骢, 2017, Wu 
and Fan, 2022)和水源供给(Wu and Fan, 2022)
三项最能反映澳门生态系统服务情况的子服务
进行评价。由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从空间角度
对澳门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评价，同时，本文的关
注点聚焦于城市防灾韧性方面，旨在从以上角

度为澳门城市规划提出建议，而文化服务与以
上关注点关联不大，故而文化服务暂不在本次
研究范围内。

2.1.2.1 生境质量模型

生境质量模块是基于土地利用类型数据，
将生境质量与威胁源建立联系，对威胁因子影
响程度和生境敏感度进行分析，从而得到研究
区域生境质量的分布特征。生境质量的计算公
式如下：

                                                                               （1）

其中，Qxj表示土地利用类型 j 中栅格 x 的
生境质量；Hj表示土地利用类型 j 的生境适宜
度；Dxj表示土地利用类型 j 中栅格 x 的生境退
化程度；Z 为归一化常量，通常取值2.5(刘洋, 
2020)，k 为半饱和常数，默认值0.5。

                                                                             （2）

式中，R表示威胁因子的数量；r 为生境的威
胁因子；Yr 表示r 威胁因子图层上的栅格数量；wr

表示威胁因子的权重；ry 表示威胁因子对生境y
的影响程度，取值在0-1之间；iryx 表示威胁因子r
在栅格 x 的生境对栅格y的影响；βx 表示栅格x可

following formula: 

 𝑄𝑄𝑥𝑥𝑥𝑥 = 𝐻𝐻𝑥𝑥 [1 − ( 𝐷𝐷𝑥𝑥𝑥𝑥𝑍𝑍

𝐷𝐷𝑥𝑥𝑥𝑥𝑍𝑍 +𝐾𝐾𝑍𝑍
)] （1） 

Where Qxj represents the habitat quality of grid x in land use type j. Hj represents habitat 

suitability of land use type j. Dxj represents the degree of habitat degradation in grid x of land use 

type j. Z is a normalized constant, which usually takes a value of 2.5(Yang, 2020), and k is a half-

saturation constant, with a default value of 0.5. 

 𝐷𝐷𝑥𝑥𝑥𝑥 = Σ𝑟𝑟=1𝑅𝑅 Σ𝑦𝑦=1
𝑌𝑌𝑟𝑟 ( 𝑤𝑤𝑟𝑟

Σ𝑟𝑟=1𝑅𝑅 𝑤𝑤𝑟𝑟
) 𝑟𝑟𝑦𝑦𝑖𝑖𝑟𝑟𝑥𝑥𝑦𝑦𝛽𝛽𝑥𝑥𝑆𝑆𝑥𝑥𝑟𝑟 （2） 

Where R represents the number of threat factors. r is habitat threat factor. Yr represents the 

number of grids on the layer of threat factor r. wr represents the weight of the threat factor. ry 

represents the impact degree of threat factors on habitat y, with the value ranging from 0 to 1. iryx 

represents the influence of threat factor r in grid x on grid y. 𝛽𝛽x represents the approachable level 

of grid x. Sjr represents the sensitivity of land use type j to threat factor r. 

 𝑖𝑖𝑟𝑟𝑥𝑥𝑦𝑦 = 1 − ( 𝑑𝑑𝑥𝑥𝑥𝑥
𝑑𝑑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𝑥𝑥

) （3） 

Where dxy represents the linear distance between grid x and y. drmax indicates the maximum 

influence distance of threat factor r. 

Based on existing literatures (Wu et al., 2021)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cao, construction 

land, main roads, high-rise buildings(Jiayu and Tian, 2021), artificial green space and unused land 

were selected as threat factors, and woodland, grassland, water area and unused land were selected 

as habitat land use types. The maximum influence distance, attenuation form, weight (Table 1) and 

ecological sensitivity (Table 2) were determined by combin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Wu et 

al., 2021, Jiayu and Tian, 2021) and expert scoring method. 

 

following formula: 

 𝑄𝑄𝑥𝑥𝑥𝑥 = 𝐻𝐻𝑥𝑥 [1 − ( 𝐷𝐷𝑥𝑥𝑥𝑥𝑍𝑍

𝐷𝐷𝑥𝑥𝑥𝑥𝑍𝑍 +𝐾𝐾𝑍𝑍
)] （1） 

Where Qxj represents the habitat quality of grid x in land use type j. Hj represents habitat 

suitability of land use type j. Dxj represents the degree of habitat degradation in grid x of land use 

type j. Z is a normalized constant, which usually takes a value of 2.5(Yang, 2020), and k is a half-

saturation constant, with a default value of 0.5. 

 𝐷𝐷𝑥𝑥𝑥𝑥 = Σ𝑟𝑟=1𝑅𝑅 Σ𝑦𝑦=1
𝑌𝑌𝑟𝑟 ( 𝑤𝑤𝑟𝑟

Σ𝑟𝑟=1𝑅𝑅 𝑤𝑤𝑟𝑟
) 𝑟𝑟𝑦𝑦𝑖𝑖𝑟𝑟𝑥𝑥𝑦𝑦𝛽𝛽𝑥𝑥𝑆𝑆𝑥𝑥𝑟𝑟 （2） 

Where R represents the number of threat factors. r is habitat threat factor. Yr represents the 

number of grids on the layer of threat factor r. wr represents the weight of the threat factor. ry 

represents the impact degree of threat factors on habitat y, with the value ranging from 0 to 1. iryx 

represents the influence of threat factor r in grid x on grid y. 𝛽𝛽x represents the approachable level 

of grid x. Sjr represents the sensitivity of land use type j to threat factor r. 

 𝑖𝑖𝑟𝑟𝑥𝑥𝑦𝑦 = 1 − ( 𝑑𝑑𝑥𝑥𝑥𝑥
𝑑𝑑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𝑥𝑥

) （3） 

Where dxy represents the linear distance between grid x and y. drmax indicates the maximum 

influence distance of threat factor r. 

Based on existing literatures (Wu et al., 2021)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cao, construction 

land, main roads, high-rise buildings(Jiayu and Tian, 2021), artificial green space and unused land 

were selected as threat factors, and woodland, grassland, water area and unused land were selected 

as habitat land use types. The maximum influence distance, attenuation form, weight (Table 1) and 

ecological sensitivity (Table 2) were determined by combin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Wu et 

al., 2021, Jiayu and Tian, 2021) and expert scoring method. 

 

Urbanie and Urbanus

第七期  

  

26

陈天，汪梦媛，刘君男



接近的水平；Sjr 表示土地利用类型j对威胁因子r
的敏感程度。

                                                                             （3）

式 中，d x y 表 示 栅 格 x 与 y 之 间 的 线 性 距
离；drmax表示威胁因子r 的最大影响距离。

基于既有文献(Wu et al., 2021)及澳门特
点，选取建设用地、主要道路、高层(王佳煜 and 
陈天, 2021)、人工绿地和未利用地作为威胁因
子，选取林地、草地、水域、未利用地作为生境

土地利用类型。结合既有研究成果(Wu et al., 
2021, 王佳煜 and 陈天, 2021)和专家打分法确
定威胁因子的最大影响距离、衰减形式、权重（
表1）及生态敏感性（表2）等指标值。

2.1.2.2 碳储存模型

本文主要评估研究区域的碳储存总值 。
首先，基于既有研究(肖微, 2019, 吴隽宇 et al., 
2020, 周汝波 et al., 2018)明确澳门各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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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𝑄𝑄𝑥𝑥𝑥𝑥 = 𝐻𝐻𝑥𝑥 [1 − ( 𝐷𝐷𝑥𝑥𝑥𝑥𝑍𝑍

𝐷𝐷𝑥𝑥𝑥𝑥𝑍𝑍 +𝐾𝐾𝑍𝑍
)] （1） 

Where Qxj represents the habitat quality of grid x in land use type j. Hj represents habitat 

suitability of land use type j. Dxj represents the degree of habitat degradation in grid x of land use 

type j. Z is a normalized constant, which usually takes a value of 2.5(Yang, 2020), and k is a half-

saturation constant, with a default value of 0.5. 

 𝐷𝐷𝑥𝑥𝑥𝑥 = Σ𝑟𝑟=1𝑅𝑅 Σ𝑦𝑦=1
𝑌𝑌𝑟𝑟 ( 𝑤𝑤𝑟𝑟

Σ𝑟𝑟=1𝑅𝑅 𝑤𝑤𝑟𝑟
) 𝑟𝑟𝑦𝑦𝑖𝑖𝑟𝑟𝑥𝑥𝑦𝑦𝛽𝛽𝑥𝑥𝑆𝑆𝑥𝑥𝑟𝑟 （2） 

Where R represents the number of threat factors. r is habitat threat factor. Yr represents the 

number of grids on the layer of threat factor r. wr represents the weight of the threat factor. ry 

represents the impact degree of threat factors on habitat y, with the value ranging from 0 to 1. ir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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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Where dxy represents the linear distance between grid x and y. drmax indicates the maximum 

influence distance of threat factor r. 

Based on existing literatures (Wu et al., 2021)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cao, construction 

land, main roads, high-rise buildings(Jiayu and Tian, 2021), artificial green space and unused land 

were selected as threat factors, and woodland, grassland, water area and unused land were selected 

as habitat land use types. The maximum influence distance, attenuation form, weight (Table 1) and 

ecological sensitivity (Table 2) were determined by combin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Wu et 

al., 2021, Jiayu and Tian, 2021) and expert scoring method. 

 
表1 威胁因子最大影响距离、衰减形式和权重表

表2 澳门生境威胁因子生态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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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的平均碳密度（表3），然后用碳密度乘以各土
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得出四大碳库碳储存量，最
后通过加和得到碳储存量总值（公式4）。

                                                                             （4）

式 中，C t o t a l 表 示 研 究 区 的 总 碳 储 存 量
（t）,Cabove 表示地上碳储存量（t），Cbelow 表示地

下碳储存量（t），Csoil 表示土壤碳储存量（t），Cdead

表示枯落物碳储存量（t）(Jackson et al., 2000)。

2.1.2.3 水源供给模型

水源供给评估模块基于Budyko水热耦合
平衡假设(Hamel and Guswa, 2015)和年平均降
水量数据。首先，确定研究区每个栅格单元x的
年产水量Y（x），公式如下：

                                                                             （5）

式中，AET(x)表示栅格单元x 的年实际蒸散

量、P(x)表示栅格单元 x 的年降水量。

水量平衡公式中，土地利用类型的植被蒸
散发              计算，采用Budyko水热耦合平衡
假设(Hamel and Guswa, 2015, Zhang et al., 
2004)公式：

                                                                             （6）

式中，PET(x)表示潜在蒸发量、ω(x)表示自
然气候-土壤性质的非物理参数。

潜在蒸发量PET(x)定义为：

                                                                             （7）

式中，ET0 (x)表示栅格单元x的参考作物蒸
散，Kc(lx)表示栅格单元 x 中特定土地利用类型
植物（植被）蒸散系数。ET0 (x)通过参考作物蒸散
量反映当地气候条件。Kc(lx)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栅格单元 x 中土地利用的植被性质(Allen et al., 

表3 澳门地区碳库（单位：t/hm2）

Table 1 Maximum influence distance, attenuation form and weight of threat factors 

Threat factors Maximum influence distance（km） Attenuation form Weight 

Construction land 10 Exponent 0.9 

Main roads 3 Linear 0.6 

High-rise buildings 3 Linear 0.8 

Artificial green space 2 Linear 0.4 

Unused land 3 Linear 0.4 

 

Table 2 Ecological sensitivity of habitat threat factors in Macao 

Land use type 
Habitat or 

not 

Ecological sensitivity 

Construction 

land 

Main roads High-rise 

buildings 

Green 

space 

Unused 

land 

Woodland Yes 0.8 0.5 0.8 0.3 0.3 

Grassland Yes 0.6 0.4 0.4 0.2 0.1 

Water area Yes 0.6 0.4 0.4 0.2 0.1 

Construction land No 0 0 0 0 0 

Unused land Yes 0.4 0.3 0.4 0.2 0.1 

2.1.2.2 Carbon storage model 

This paper mainly evaluates the total value of carbon storage in the study area. Firstly, the 

average carbon density of the above-ground carbon pool, underground carbon pool, soil carbon pool 

and litter carbon pool of each land use type in Macao was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existing 

studies(Wei, 2019, Juanyu et al., 2020, Rubo et al., 2018) (Table 3). Then, the carbon density was 

multiplied by the area of each land use type to obtain the carbon storage of the four major carbon 

pools. Finally, the total value of carbon storage was obtained through the sum (Formula 4). 

 𝐶𝐶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 = 𝐶𝐶𝑡𝑡𝑎𝑎𝑡𝑡𝑎𝑎𝑒𝑒 + 𝐶𝐶𝑎𝑎𝑒𝑒𝑡𝑡𝑡𝑡𝑏𝑏 + 𝐶𝐶𝑠𝑠𝑡𝑡𝑠𝑠𝑡𝑡 + 𝐶𝐶𝑑𝑑𝑒𝑒𝑡𝑡𝑑𝑑  (4) 

Where 𝐶𝐶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𝑡 represents the total carbon storage (t) in the study area, 𝐶𝐶𝑡𝑡𝑎𝑎𝑡𝑡𝑎𝑎𝑒𝑒 represents the 

above-ground carbon storage (t), 𝐶𝐶𝑎𝑎𝑒𝑒𝑡𝑡𝑡𝑡𝑏𝑏 represents the underground carbon storage (t), and 𝐶𝐶𝑠𝑠𝑡𝑡𝑠𝑠𝑡𝑡 

represents the soil carbon storage (t), 𝐶𝐶𝑑𝑑𝑒𝑒𝑡𝑡𝑑𝑑 represents carbon storage(t) in the litter  (Jackson et 

al., 2000). 

Table 3 Carbon pool in Macao (t/hm2) 

Land use type Above ground 

biomass 

Underground 

biomass 

Biomass of soil Litter biomass 

Woodland 20.00 5.50 19.28 25.50 

Grassland 24.45 36.47 9.99 1.50 

Water area 0.00 0.00 0.00 0.00 

Construction land 6.30 0.06 17.97 0.00 

Unused land 14.96 0.75 7.99 0.00 

2.1.2.3 Water supply model 

The water supply assessment module is based on the Budyko hydrothermal coupled 

equilibrium hypothesis (Hamel and Guswa, 2015) and annual mean precipitation data. Firstly, the 

annual water quantity 𝑌𝑌(𝑥𝑥) of each grid x is determined by the following formula: 

 𝑌𝑌(𝑥𝑥) = (1 −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𝑥𝑥)
𝑃𝑃(𝑥𝑥) ) · 𝑃𝑃(𝑥𝑥) （5） 

Where, AET(x) represents the annual actual evapotranspiration of grid x, and P(x) represents 

the annual precipitation of grid x. 

In the water balance formula, the evapotranspiration of vegetation of land use type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𝑥𝑥)
𝑃𝑃(𝑥𝑥)  is 

calculated using the Budyko hydrothermal coupling balance hypothesis formula(Hamel and Guswa, 

2015, Zhang et al., 2004):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𝑥𝑥)
𝑃𝑃(𝑥𝑥) = 1 + 𝑃𝑃𝐴𝐴𝐴𝐴(𝑥𝑥)

𝑃𝑃(𝑥𝑥) − [1 + (𝑃𝑃𝐴𝐴𝐴𝐴(𝑥𝑥)
𝑃𝑃(𝑥𝑥) )

𝜔𝜔
]

1
𝜔𝜔 （6） 

Where  𝑃𝑃𝑃𝑃𝑃𝑃(𝑥𝑥)  represents potential evaporation and 𝜔𝜔(𝑥𝑥)  represents non-phy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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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evaporation 𝑃𝑃𝑃𝑃𝑃𝑃(𝑥𝑥) is defin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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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𝑃𝑃𝑃𝑃0(𝑥𝑥)  represents the reference crop evapotranspiration of grid x, and 𝐾𝐾𝑐𝑐(𝑙𝑙𝑥𝑥)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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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ω(x)是一个经验参数，通常用           线性
函数表示，式中N表示每年的降水事件数，AWC
表示植物可利用含水量 。虽然基于全球数据
的ω(x)公式亟待进一步研究，InVEST模型采用
Donohue等人(Donohue et al., 2012)提出的公
式表达，定义为：

                                                                             （8）

式中，AWC(x)是植被可利用含水量（mm）,
由土壤质地和有效土壤深度决定。Z为经验常
数，又称为“季节常数”，是代表季节降雨分布和
降雨深度的参数。季节常数Z与每年降雨事件数
具有线性关系，可以通过相关公式进行计算。

2.2 数据来源

由于澳门陆域面积较小，且功能混合度高，
因此对土地利用分类的精度与准确度要求较
高。为此，本文采用亚米级遥感影像进行解译分
析，以准确识别澳门土地利用类型。遥感影像数
据分别来源于Raid-eye和GE01卫星，空间分辨
率为0.5m。土壤最大根系深度、年降水量、年平
均潜在蒸发量等其他模型所需数据均来自于国

内外公开数据平台，数据详情如表 4 所示。

三、 结果与分析
3.1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通过监督分类获得澳门三期土地利用数
据。由图2可见，澳门2010-2020年10年间通
过填海增加大量城市建设用地，由2010年的
16.93km²增加到2020年的21.05km²，共增加
24.3%；水域面积由2010年的1.58km²增加至
1.80km²，变化不大；部分填海区尚未建成，形成
未利用地面积的增加，由2010年的1.87km2增加
至2020年的4.16km2；由于澳门生态基底条件
良好且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对生态环境十分重
视，2010-2020十年间澳门虽然建设强度高、发
展速率快，但林地、草地面积均受影响较小，仅
有小幅度减少。

3.2 澳门生态系统服务评价分析

3.2.1 生境质量服务评价分析

运 行 I n V E ST 生 境 质 量 模 型，获 得 2 0 1 0
、2015、2020三年澳门生境退化程度和生境质量
指数分布图，即为生境质量服务功能评价结果。
由生境退化指数分布图（图3-a, 图3-b, 图3-c）可
知，接近建设用地和水体的生境退化程度较高，

represents the evapotranspiration coefficient of plants (vegetation) of specific land use type in grid 

x. 𝐸𝐸𝑇𝑇0(𝑥𝑥)  reflects local climate conditions by referring to crop evapotranspiration. 𝐾𝐾𝑐𝑐(𝑙𝑙𝑥𝑥)  is 

largely determined by the nature of vegetation for land use in grid x (Allen et al., 1998).  

𝜔𝜔(x) is an empirical parameter, usually expressed as a linear function of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𝑁𝑁
𝑃𝑃 , where N 

represents the number of annual precipitation events and AWC represents the available water content 

of plants. Although the 𝜔𝜔(x) formula based on global data needs to be further studied, the InVEST 

model is expressed using the formula proposed by Donohue et al. (Donohue et al., 2012), which is 

defined as: 

 𝜔𝜔(𝑥𝑥) = 𝑍𝑍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𝑥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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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AWC(x) is the available water content of vegetation (mm), which is determined by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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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Data Source 

Due to the less land area of Macao and the high mixed degree of land use functions, the 

accuracy of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is required to be higher. In this paper, submeter remote sensing 

images were used for interpretation to accurately identify land use types in Macao. Remote s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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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0.5m. The data required by other models, such as the maximum root depth of soil, an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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𝑃𝑃(𝑥𝑥) + 1.2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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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ant Z has a linear relationship with the number of annual rainfall events, which can be 

calculated by relevant formulas. 

2.2 Data Source 

Due to the less land area of Macao and the high mixed degree of land use function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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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数据来源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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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建设用地的生境退化程度较低，其中位于
路环岛南部的龙爪角海岸径、黑沙海滩、石排湾
郊野公园退化程度较低。由生境质量指数分布
图（图3-d, 图3-e, 图3-f）可知，澳门半岛生境质
量较高的区域分布在西湾湖、南湾湖、贮水塘四
周，老城区生境质量偏低，氹仔岛生境质量较高
的区域分布在小谭山公园四周，路氹填海区整
体生境质量偏低，路环岛整体生境质量较高。澳
门2010、2015、2020三年生境质量分布情况整
体大致保持一致，由于城市快速发展、建筑密度
和人口密度不断增加，路环岛虽然是澳门生境
质量最高的区域，但其生境质量指数有所下降。

3.2.2 碳储存服务评价分析

运行InVEST碳储存模型，获得2010、2015
、2020三年澳门各土地利用类型固碳量，即为
碳储存服务功能评价结果。由图 4 可知,2010-
2020年，澳门的碳储存量先上升后下降，总
体呈增加趋势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碳储存
量中，林地的碳储存量最大，建设用地的碳储
存量次之，第三位为草地。而从建设用地面积
占比来看，建设用地碳储存效率低，澳门碳储
存功能主要依托于林地和草地。2010、2015
、2020三期的林地碳储存量分别为5.16×104t、 
5.14×104t、4.88×104t，草地的碳储存量分别为
2.52×104t、1.93×104t、1.52×104t，占澳门全域
碳储存量的50%以上，说明林地和草地对碳储

图2 2010年（a）、2015年（b）、2020年（c）澳门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与面积变化（d）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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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服务至关重要。

从空间分布看（图5），澳门半岛碳储存量
较高的区域分布在松山市政公园和半岛南部滩
涂，氹仔岛碳储存量较高的区域分布在大潭山

公园、小潭山公园等区域，路氹填海区整体碳储
存量一般，路环岛整体碳储存量较高，其中石排
湾郊野公园较为突出。2010-2020十年间，澳门
碳储存量的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保持稳定，没有

图3 澳门生境退化指数（a,b,c）与质量指数（d,e,f）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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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剧烈的迁移和变化。但需要注意的是，澳门
碳储存量在研究期内呈上升趋势与澳门围填海
工程增加陆地面积有较大关联，而通过碳储量

分布图可以看出，澳门碳储存量较高的区域面
积有所缩减，因此在进行规划时仍要注意保持
和提升澳门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

3.2.3 水源供给服务评价分析

运 行 I n V E ST 水 源 供 给 模 型，获 得 2 0 1 0
、2015、2020三年产水量（表5，图6），即为水源
供给服务功能评价结果。由表5可知，澳门水源
供给量在2010-2020年间先减少后增加，且总体
呈下降趋势。从平均产水量来看，澳门不同土地
利用类型的水源供给能力从大到小依次为未利
用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水域。澳门半
岛以建设用地为主，西北部地区水源供给量较

图4 澳门碳储存量变化图

图5 2010年（a）、2015年（b）、2020（c）年澳门碳储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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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东南部地区水源供给量较低；氹仔岛东部水
源供给量较高，西部和中部水源供给量中等；路
氹填海区水源供给量中等；路环岛北部水源供
给量中等，南部水源供给量较低。

3.2.4 澳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叠加分析

综合考虑澳门三年生境质量、碳储存和水
源供给服务评价结果，将三项子模块分别划分

为“强、一般、弱”三个等级，并确定等级划分标
准如表6所示。根据等级划分标准，对澳门三期
生境质量、碳储量和产水量分别进行栅格重分
类与赋值，其中，生态系统功能弱赋值为1，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一般赋值为2，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强赋值为3。然后将重新赋值的三类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进行叠加分析，得到澳门2010、2015
、2020三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空间分布图（图

表5 澳门2010、2015、2020三年水源供给量一览表

图6 2010年（a）、2015年（b）、2020（c）年澳门各流域单元产水量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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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强弱程度分级标准

图7 澳门生态系统服务分级与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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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图7-b，图7-c）。根据各地块分值将澳门分为
核心生态保护分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强）、一
般生态保护分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等）、生
态修复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弱）3个生态系统
服务分区（图7-d，图7-e，图7-f）。

由图7可知，澳门半岛西北部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强于东南部，离岛西北部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弱与东南部。生态系统服务分值高的区域主
要分布在离岛，以林地和草地为主。2010、2015
、2020年三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布较为稳定，
没有明显的变化和迁移，但其分值的高低有较
大变化。三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值逐渐降低，
可见澳门近十年围填海工程和城市快速发展导
致的城市生境破碎化、城市热岛效应增加、建筑
密度和人口密度增加等问题影响了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同时，部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如水源供
给服务三期差异较大，以相同标准进行分级会
产生较大差异，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分值的较大变化。

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强的区域定义为核心
生态保护分区，需要进行重点保护，严格控制其
开发强度，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等的区域定

义为一般生态保护分区，需要进行保护与开发
相结合的限制性开发，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弱
的区域定义为生态修复区，需要在开发的同时
进行生态修复，提升相应区域的生态环境和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王宏亮 et al., 2020)。

由图7-d、7-e、7-f可知，澳门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分区在2010、2015、2020年三期当中迁移
较小，变化较大。由图8可知，整体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分区中的核心生态保护分区和一般生态保
护分区面积不断减小，生态修复区面积不断增
大。如核心生态保护分区面积由2010年的24.35 
km2减少至15.04km2，减幅为38.3%；一般生态
保护分区面积由2010年的6.84km2增长至2020
年的13.86km2，增幅为102.6%；2010年生态修
复区面积均小于0.01km2，在下图统计口径中
为0，2015年生态修复区面积为4.42km2，2020
年生态修复区面积增长为7.14km2，可见2015-
2020年，一般生态保护分区大量转化为生态修
复区。

2010年澳门半岛东南部和路氹填海区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一般，属于一般生态保护分区；澳
门半岛和离岛其他区域（氹仔岛、路环岛）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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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服务功能强，属于核心生态保护分区；按照
本文分类标准，2010年澳门几乎不存在生态修
复区。2015年澳门半岛西北部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一般，离岛部分氹仔岛和路氹填海区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一般，大部分属于一般生态保护分
区；路环岛和氹仔岛、路氹填海区部分区域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强，属于核心生态保护分区；澳门
半岛东南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弱，属于生态修
复区。2020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强的区域主要
分布在澳门半岛自然和人工绿地周边、路环岛
大部分区域，属于核心生态保护分区；澳门半岛
西北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一般，属于一般生态
保护分区；澳门半岛东南部和氹仔岛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弱，属于生态修复区。

四、 结语

本文以澳门陆域为研究区域，首先，利用亚
米级遥感影像数据实现了小尺度城市高精度的
土地利用分类。然后，利用InVEST模型评估和分
析了澳门生境质量、碳储存、水源供给三大关键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时空分布与变化特征。在
此基础上，以2020年评价结果为基准，以2010
、2015年评价结果为参考，对澳门三大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强弱等级进行划分，并进一步将三项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区进行叠加得到澳门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分级和综合分区，按照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的强、中、弱分为核心生态保护分区、
一般生态保护分区、生态修复区三类。基于此，
本次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澳门生境质量空间差异较大，接近建
设用地和水体的生境退化程度较高；2010-2020
年间，澳门碳储存量先增加后减少，且总体呈增
加趋势，这主要与澳门填海造地导致总用地面
积增加有关；水源供给量先减少后增加，总体呈
下降趋势。 

（2）澳门三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空间分
布上均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主要受土地利用格

图8 澳门2010、2015、2020三期生态系统服务分区面积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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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变化、政策和人类活动影响。

（3）2010-2020年间，澳门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分区的空间格局变化较小，数值变化较大。整
体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区中的核心生态保护分
区和一般生态保护分区面积有所缩减，生态修
复区面积增大。说明澳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存
在一定风险。

（4）本文的生态分区可为澳门编制城市规
划与发展战略提供依据，对于核心生态保护区，
应严格控制其开发强度；对于一般生态保护分
区，需要进行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限制性开发；
对于生态修复区，应在开发的同时进行生态修
复，提升相应区域的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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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应防洪城市设计策略：
洪水对达喀尔市街道网络影响的探索性分析

Sazdik Ahmed, Siddharth Khakhar
香港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系
联络人：Sazdik Ahmed (sazdik-arc@sust.edu)

摘要

由于快速的城市化和气候变化，洪水事件正在成为世界各地的普遍情况。对防洪结构的依赖变得
不可持续，现代方法正在通过改进空间规划、设计策略、适应技术和预测来实现。孟加拉国国等发
展中国家的所有主要城市都面临着洪水问题。洪水对城市环境的直接影响体现在街道网络中。以
前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地形上，以了解交通网络的洪水或交通问题的脆弱性，但很少关注洪水
期间的街道网络性能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策略。本研究旨在通过确定洪水对道路网络的影
响，从达喀尔市的环境敏感角度了解洪水恢复与洪水预防的适当性。使用sDNA和世界银行洪水数
据进行的空间网络分析有助于了解街道网络与洪水期间前后情况之间的关系。洪水对街道网络的
环境影响通过 GIS 和 sDNA 分析可视化，以确定其性能和可能的替代解决方案。这项研究将有助于
决定从这项探索性研究中得出的达喀尔市未来的规划政策框架。此外，本研究还致力于通过制定
短期和长期战略愿景，帮助洪水易发城市的政府和相关部门增强现有和未来规划政策的包容性战
略工具。

关键词

抗洪能力；适应；与洪水共处；sDNA；网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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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介

洪水是大规模传播的自然现象之一，也是
全球城市破坏的最大原因(Ashley et al., 2007; 
Dewan,2013)。尽管在大坝、引水渠、泵站、堤坝
和电线等防洪措施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城
市仍然容易受到洪水的影响（Andersen & Mar-
shall Shepherd, 2013）。大多数城市地区位于
沿海地区或河流以及世界各地的主要河流旁

（Small & Nicholls，2003 ；Ward et al.,2011）。
由于城市人口增长加快和城市基础设施扩张范
围有限导致适应措施匮乏，发展中国家的城市
更容易遭受洪水威胁（Anunobi, 2013 ；Lindley 
et al., 2006 ）。由于随机土地利用变化、人口增
长、地面沉降等主要城市驱动因素的增加，以
及降水、海平面上升等气候变化，低地和高地
的大量小区都处于危险之中。和径流（Atreya et 
al.,2017 ；Bouwer,2011 ）。

洪水泛滥的生活方式主要出现在农村地
区的发展计划和定居点中（Laituri, 2000）。近年
来，包括孟加拉国国在内的不同国家都面临着
洪水和自然灾害。 在大多数情况下，发展中国家
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严重的经济损失（Haque, 

2016 ）。 如今，一些城市正在受益于有影响力的
防洪策略，例如密西西比三角洲平原（W. et al., 
2007）和波士顿、鹿特丹和拉各斯的沼泽地从有
限的洪水易发地表湿地中恢复。

洪水对街道网络和交通基础设施有重大影
响（van Ginkel et al.,2021）。尽管洪水是城市环
境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洪水造成的破坏仍未
得到探索（Doll et al. , 2014 ； Koks et al., 2019
）。洪水和极端人口的脆弱性往往使城市环境在
机动性和应急救援行动方面处于劣势（Huang, 
2021）。道路网络可能会受到洪水的影响，包括
直接-间接和有形-无形两种方式。强降水和缺乏
有效的排水系统经常导致拥挤的城市地区发生
山洪，破坏财产并阻塞街道网络的某些部分。洪
水期间，交通系统承担了雨水的排水作用，严重
影响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质量。在达喀尔等发
展中城市，很少有人研究过洪水对城市交通系
统的影响。

尽管有一些应对洪水的新思路，但仅限于
城市地区的景观领域和防洪系统（Dewan, 2013
）。 最终应重新考虑防洪的防洪范式（K.-H. Liao, 
2014）。 大多数具有抗洪能力和生活在洪水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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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都适用于农村环境，但不适用于像达喀尔
这样的发展中城市。

本文旨在强调达喀尔的城市社区可以采用
的一种新型抗洪主动战略，以便与水共存。 由于
道路网络是首当其冲的洪水影响因素，并且由
于缺乏对这种关系的研究，本研究提出了一个
问题，“我们如何衡量和空间可视化洪水前后对
街道网络的影响？ ” 以及“通过探索这种关系可
以实现哪些抗洪策略？”

最后，本研究旨在从达喀尔市的环境敏感
角度了解防洪抗洪与防洪的适当性，并确定：

(i) 洪水对达喀尔市的道路网络造成影响，
(ii)使用网络分析和洪水数据来了解道路与洪水
之间的关系，以及
(iii)这项探索性研究得出的结论有助于确定达
喀尔未来的规划政策框架

可以根据本研究的论点，对易受洪水影响
的现有地区进行城市重建，或开发 Uttara、 Pur-
bachal 和 Savar 地区等新城镇。

二、 批判性文献综述

洪水对道路网络有严重的负面影响，特定

道路可能有不同程度的破坏（Arkell & Darch, 
2006 ）。 大多数情况下，洪水风险评估是在发生
洪水的直接受影响地点进行的。但与洪水风险
区相邻的财产和街道网络也受到影响并面临间
接后果（Gil & Steinbach, 2008 ）。交通网络的
中断改变了通勤者的出行时间和距离。可以通
过使用泛洪模拟分析网络前后链路来构建此评
估。街道上的洪水会降低车辆的速度并延长出
行时间。超过300毫米的洪水深度最终会关闭道
路并停止交通（Arrighi 等人, 2021 ）。有时在某
些地区所有的道路通道都被洪水破坏，他们变
成了一个没有任何陆地通道的岛屿。即使在紧
急情况下，从只有一条路线的任何半岛出发也
变得更加困难。

抗洪能力是指一个地区在洪水期间承受洪
水和避免大规模灾害风险而不是预防洪水的能
力。它还遇到了快速识别已经发生的物理损坏
和社会经济崩溃的能力（K. H. Liao，2012）。一个
地区的抗洪能力被定义为当它被洪水淹没时未
受损的功能潜力（K. H. Liao, 2012）。在风险和不
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弹性思维是评估洪水风
险管理所包含的空间规划性质的关键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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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气候变化的文献中，适应被称为适
应气候条件和实际或预期条件影响的包罗万
象的手段（UNISDR,2009），其中还包括防洪系统

（Wilby&Keenan,2012）。公民在洪水适应中的
作用在当代洪水政策中起着重要作用（Butler & 
Pidgeon，2011, Johnson & Priest, 2008, Scott 
et al., 2013）。 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与不利于洪
水管理的洪水生活方式大不相同（Cuny，1991 
； Thaitakoo et al.， 2013, Zevenbergen et al.， 
2011 ）。 这更多是关于将范式从防洪转变为洪

水风险管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积极制定与水
共存的战略，并且有足够的弹性来经历预期的
周期性洪水（Scott 等人，2013 ）。

三、 达喀尔的街道网络和洪水脆弱性

孟加拉国国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
之一，约有 1.67 亿人居住在 148,460 平方公里
的区域内（孟加拉国国人口 (2022) – Worldom-
eter, 2022；世界银行，2022）。 达喀尔是孟加拉
国国的首都，也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特大城市

图1：达卡市发展情况来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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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年人口增长率为4.2%（孟加拉国国统计
局, 2022）。 城市的持续发展表明大量人口从农
村地区迁移到城市地区。达喀尔市的总人口占
全国城市人口的 40%（Ahmed & Ahmed, 2017
）。从历史上看，达喀尔以一种无计划和随意的
方式发展（图 1），不同的城市元素不断争夺空间

（Hasan et al., 2013）。随着人口的增长，这座城
市的交通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而在洪水期间，由
于缺乏有效的排水系统，一些主要道路被淹没，

情况变得更糟。 由于经济条件、人口快速增长和
土地稀缺，人们被迫在未受保护的低洼洪水多
发地区开发定居点。城市的无计划增长和土地
的随意开发正在减少天然洪泛区并阻塞雨水排
放渠道。 因此，这座城市面临着反复发生的毁灭
性洪水、饮用水短缺、地下水补给区减少、生物
多样性丧失以及交通拥堵造成的生产力损失。

通常，一个连接良好的道路网络通常承载
市区 20-40% 的土地，具体取决于城市的功能、
特征和规模（Chowdhury, 2001）。 达喀尔市的

图 2：达卡市道路网（左）来源：世界银行，2022                               图 3：达卡地形图（右）来源：topographic-map.com，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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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空间仅占总面积的 9%（图 2），但每条道路
都没有行人空间。在DMA地区（达喀尔都会区）,
只有 6% 的空间用于人行道。 在 1286 公里的
总道路空间中，最小部分为主要道路（61 公里）,
部分道路为次要道路和连接道路（108公里和 
221 公里），其余为地方和狭窄道路 （573 公里）

（Mahmud et al, 2009）。

达喀尔市大部分城市化区域的海拔高度为
平均海平面 (msl) 6 至 13 米（图 3）。 大达喀尔
市的平均 MSL 在 2 米到 16 米之间，其中只有 
20 平方公里的区域超过 8 米（Mahmud et al. , 
2009 ）。 大约 170 平方公里的区域低于 6 米，大
部分区域易受洪水侵袭（JICA, 1991）。 由于地形
条件低，大部分地区位于自然水位以下。因此，
无计划的城市化和狭窄、杂乱无章的道路网络
正在发展着城市规模的不均衡。 因此，雨水无法
顺利排入江河、湖泊或蓄水区，滞留于城市低洼

地区。 由于河流和运河的水位上升，这些低洼地
常常面临严重的后果（图 4）。

四、 方法论

在洪水期间，街道网络分析方法可以比其
他典型方法更准确地了解场景（Capaccio & El-
lis, 2005）。本研究介绍了一种由 sDNA 组成的方
法，以展示网络分析并可视化洪水前后对街道
网络的影响。了解两种情况下路径重迭的后果
和流量水平。道路网络洪水前后的情景将显示
洪水对达喀尔市街道网络的影响。 GIS 和 sDNA 
将有助于分析和可视化洪水对街道网络的环境
影响并确定其性能。

4.1 sDNA 分析

Spatial Design Network Analysis (sDNA) 
是一种通过 Python API 与 ArcGIS、AutoCAD 
和 QGIS 配合使用以进行 3-d 空间网络分析的

图 4：洪水泛滥情景（左）和河流洪水情景（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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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网络链接用于分析城市、街道或路径网
络分析的网络数据。可访问性度量（如平均距
离或接近中心性）和流量（如双向中介中心性）
在径向带内测量 。为了分析路线选择和空间
认知的网络，距离可以是角度距离、欧几里德
距离或两者兼而有之（C. H. v Cooper & Chi-
aradia, 2020）。Closeness centrality 衡量可达

性，通常是网络上给定链接或节点到局部半径
内所有其他链接/节点的平均距离的倒数（C. 
Cooper&Chiaradia, 2015）。 或者，sDNA 分析中
的介数中心性用于计算图中的中心性和通过顶
点的测地线路径数。

4.2 概念框架

图 5：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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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该框架，我们通过了解洪水对街道网络的
影响，分析并生成城市防洪和适应的假设。

4.3 数据收集策略

4.3.1 调查样本

达喀尔市之间的区域是根据其地形位置随
机选择的，并打算成为洪水条件。 亚洲开发银行 
(ADB) 和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只有几年的 GIS 数
据可用。 虽然他们不清楚洪水的持续时间、时间
和月份。该数据只显示了达喀尔市受洪水影响
的年份和平均面积。

4.3.2 分析方法

为了更好地了解与水一起生活的机会和威
胁，图 7 中显示了一个示例，我们可以从城市形
态分析开始。 洪水位和集水区绘图 (GIS) 和区域

土地利用分布 (GIS) 可以更好地了解该地点。

五、 结果与讨论

5.1 洪水场景

为了分析达喀尔市的洪水情景，我们开始
从 ADB 和世界银行的数据库中收集 GIS 数据。 
我们在图 7 中可视化了 2004 (a)、2007 (b) 和 
2014 (c) 年的数据。该数据未指定洪水持续时间
或时间，仅显示达喀尔市的受灾面积。它没有解
释洪水是洪水还是河流，而是显示了达喀尔市
在随后几年的累积洪水情况。大部分被洪水淹
没的地区位于低洼地带，包括新的开发区。 2004
年和2014年的洪水强度较高，因为大雨和大量
的喜马拉雅河流排放的水。分别是2007年面临
较少洪水的情况，而达喀尔市在那一年面临最
多的旱情。近年来，这项研究无法管理GIS数据，
但图8中的一些图像显示每年的洪水情景都是
相同的。

5.2 网络模型

为了解洪水对达喀尔市道路网络的影响，
我们使用 sDNA 进行了宏观网络分析。网络分析
在正常的一天显示不同的值和颜色，并因洪水
而中断。 图 9 和图 11 分别显示了达喀尔市洪水图 6：数据处理流程：空间数据管理、计算分析、可视化

空间数据管理

区块和建筑类型学

洪水条件
卫星图像
当前使用
分区

洪水之前
洪水之后

轴向地图
可视化

计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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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达卡市在 (a) 2004 年、(b) 2007 年和 (c) 2014 年的洪水情景。

图 8：达卡市目前的洪水情景，2022 年 来源：https://www.aa.com.tr，2022 年

情景前后的影响。

在图 9 中，红色线条曾经更多地重迭并与
最大数量的其他道路相连。它们是达喀尔市的
主要连接点，这些道路的任何中断都会影响城

市的正常交通和日常生活。 最终，橙色和黄色是
适度的联系，并且在局部范围内充满活力。 蓝色
在整个网络循环中具有较小的流动潜力，表示
区块规模的网络类型不太活跃。他们可能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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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区彼此有联系，但其中一些是在死胡同中
发现的。 因此，它们中的任何中断都会中断块之
间的连接。

图 10 可视化了与达喀尔市网络分析重迭
的 GIS 洪水数据。 使用 2004 年、2006 年、2014 
年和 2016 年的洪水数据。较深的蓝色阴影表示

相应年份中大部分时间被洪水淹没的区域。 我
们可以从数据中得出结论，今年只有少数主要
连接被淹没。道路网络中断的影响大部分是低
洼地区。在中观尺度上，一些街区完全被淹没，
而只有少数街区受到部分影响。由于缺乏全面
的洪水和河流数据，达喀尔中部地区没有显示

图 9：平时的路网 图 10：受洪水影响的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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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明显的洪水影响。这里我们只讨论在给定年
份内被洪水淹没的地区。浅蓝色显示的是达喀
尔的水网。

在图 11 中，选择了达喀尔市的三个战略区
域来了解中微观尺度的关系。一些显示受洪水
影响显著的道路连接已停止使用 sDNA 和 GIS 

分析和可视化“后”洪水情景。 在这里，洪水的影
响会对相邻网络产生巨大的流量影响。为了保
持与小区不同部分的连通性，一些不那么繁忙
和狭窄的道路需要承担更高的车辆通行能力。 
基于对街道网络可能替代方案的理解，我们也
可以为它们提出一些指导方针。

5.2.1 洪水暴露：对路网的影响

中尺度街道网络分析如图 12、图 13 和图 
14 所示，其中可以看到洪水对街道网络的影响。 
为了确定街道网络的中断和变化程度，我们再
次对其进行了分析。 洪水前的街道网络如图 (a) 
所示，洪水后的场景如图 (b) 所示。 通过图 12 中
的 sDNA 分析，可以看出进入周围洪水区域的
交通流量增加。达喀尔东西部之间的一条主要
道路中断，影响了当地的道路。对于这种情况，
网络分析有助于找到最快和最短路线的最佳替
代方案。 因此，宽度最小的地方道路成为最佳选
择，并有很多可能造成该地区的交通拥堵。 在图 
12(b)中以红色显示的可能具有最大交通流量的
替代道路只有 3.5 米的道路宽度，最终行驶距离
增加了 68%。 通过将颜色从黄色更改为橙色和
红色，其他一些地方道路也成为可能的替代方
案，以及从较少的交通流量到高流量。

图 11：洪水对达喀尔街道网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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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道路网络的性能受到洪水的影响，但
由于这种中断，应该认为容量较大的道路受到
的影响最大。在图13中，一条连接达喀尔市整个
南北区的主干道因洪水而中断。从分析洪水过
后的街道网络可以看出，这里红色的最大出行

机会也有所增加。在图13(b)中，一些道路从蓝色
到红色（三级/地方道路）从低到高流量潜力，这
表示地方道路现在成为北部和南部之间的主要
连接器。虽然新的主要连接路径之一连接孟加
拉国国空军的私有财产，但另一条路径是一条

图 11：洪水对达喀尔街道网络的影响

图 12：洪水对达喀尔东西向主要连接点的影响

(a) 有洪水的常规日间街道网络 (b) 洪水中断后的街道网络

图 13：洪水对达喀尔南北向主要连接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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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3 米路宽的当地道路。不能支持这条主干道
的交通，同样使用那条主干道会使行驶距离增
加。

在图14中，值得注意的是，Khilgaon和 
Banasree地区之间的地方道路在洪水期间面
临网络中断。这个区域的角度和最短的连接将
他们的交通转移到主要道路上。因为主干道上

已经有很多通勤者，所以更加拥挤。对于该地区
的居民来说，这已成为一种可怕的沟通情况。最
终旅行距离可以增加 300% 以采用替代可能的
连接。只有少数3米宽的路段连接不支持平均车
流。

表1定义了BtHn值对于中尺度分析是恒定
的，其中R=400以方便步行距离。但是，在R=n的

图 14：洪水对达喀尔 Khilgaon 住宅区的中尺度影响

(a) 有洪水的常规日间街道网络 (b) 洪水中断后的街道网络

表 1：选定道路浸水前后 BtHn 值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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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洪水期潜在备选道路现状

宏观尺度上，由于道路网络对城市尺度的影响
不同，因此值会发生变化。 因此，在洪水期间，小
区层面的行人连接不会中断很多，但城市层面、
街道无法在没有可能的替代方案的情况下保持

这种情况。

5.3 拟议战略

基于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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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解决问题的积极策略。这些策略可以在实施
的紧迫性和期限内实施。我们可以提出短期和
长期战略，有利于规划眼前和未来的情景。

短期策略可以是在洪水事件期间继续街道
网络的紧急解决方案。 他们可能是：

一） 优化/重新设计/改造
• 拓宽部分现有道路
• 用排水系统改造道路

二) 表面策略
• 透水路面
• 透气建筑材料

永久解决此问题所需的长期战略。这些长
期战略可以用于任何洪水易发城市的未来发展
和以水为生的生活方式。 他们可能是：

一) 改善排水系统
• 地下排水网络
• 扩大排水能力

二)引进新技术
• 浮路
• 生物滞留池和工程雨水花园
• 自动排水泵
• 交通警告系统

六、 结论

本研究表明，将洪水数据应用于网络分析，
以检查洪水对任何城市流动性的影响。拟议的
方法区分了它们之间的不利关系以及洪水对街
道网络的直接影响。此处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
和直观说明，以显示后果和可能的替代解决方
案。洪水易发城市的政府和当局可以利用这项
研究来加强防洪政策。尽管如此，这项研究在数

图 16：战略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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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方面仍然存在局限性。 最近的 GIS 数据和更
新的空间网络分析可以提供更准确的结果，这
些结果可以更加灵敏和实用。 道路网络的类型、
车流和道路的宽度可能对洪水产生不同的影
响。洪水期间和非洪水情况下不同街道网络之
间的比较可以更准确地证明空间网络分析在发
展抗洪城市中的作用。 应考虑土地使用、行人连
接和交通流量等其他相关数据，以更广泛地了
解洪水对城市的影响。

最后，本研究为现有的主动规划政策增加
了一个全面的战略工具，可以帮助相关当局制
定适应性抗洪城市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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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市区海滨的交通可达性
它能够培养有韧性的社区吗？

Reka Tuendoekova1, Jin Zhang1, Kleesattel Vera1, Chiaradia Alain1*
1 香港大学, FoA, DUPAD
* 通讯作者: alainjfc@hku.hk

摘要

韧性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已广泛用于众多研究中，研究与环境、社会和经济资源相关的建筑形式的
各种元素。 开放空间被高度认为是宜居和有韧性的城市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城市化的加剧对适
当提供开放空间提出了挑战，从而加剧了社会差距和风险。 更具体地说，研究人员调查了城市滨水
区在提供充满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和建设日常恢复力方面的潜力。然而，香港海滨长廊的功能已
被商业化，有利于城市品牌和旅游景点。本研究重点考察香港的三个海滨长廊：上环；鲗鱼涌和观
塘，旨在研究城市配置和可达性对这些空间活力潜力的贡献及其对日常恢复力的贡献。结果为更
好、更有活力的滨水开放空间设计提供了设计指标，以培养日常的韧性。

关键词

滨水区；活力；韧性；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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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介

公共开放空间是社会活力、繁荣的象征，
是城市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场所。社区纽带、公
平、多样性和福祉通过互动增加社会资本和社
会凝聚力以及抵御和应对冲击的能力（Chan-
dra等人，2011年），这是弹性社区的核心原则。
城市开放空间促进娱乐、社会互动、身体美学特
征方面的享受以及教育目的，并有助于人们的
心理和身体健康（Zhou&Rana，2012 年；Paquet 
等人，2013年）。 除了这些影响，开放空间的经济
效益还可以通过娱乐和旅游机会获得。如果所
有人都能平等地获得和分配福利，则福利会根
据年龄、性别、文化差异或教育程度影响不同的
人。作为开放空间成功指标的开放空间活力和
活力在城市环境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为客观
的弹性社区做出贡献，衡量城市滨水区的活力
潜力可以促进确定一套基准以促进改善工作。
自Jacobs（1961年）的开创性工作以来，城市配
置与城市活力之间的关系已在高密度城市中得
到探索（Ye, et al., 2018; Lai & Da Roza,2018）。
然而，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是否适用于高
密度城市的滨水区仍不确定且具有挑战性。

目的是研究城市配置和滨水区的可达性，
以检查这些空间的现状和潜力，以使其充满活
力并培育有弹性的社区。

二、概念回顾及相关研究

海滨长廊是指沿着水边的线性开放空间，
无论水是湖泊、海洋、运河还是小溪(Sairinen & 
Kumpulainen,2006)。长廊的形状和特征之所
以吸引人，不仅是因为它靠近水边，还因为它包
含了许多社交和体育活动的机会（Macdonald， 
2018 年）。长廊的开放性和线性形状促进了步行
和跑步等活动  Giovinazzi 和 Giovinazzi (2008) 
认为，不应将滨水区简单地视为一条线，而应更
正确地将其设想为一个场所和功能网络。

在过去的20年里，城市复兴政策包含了
可持续和有弹性的地方的目标。混合功能和土
地利用成为当代城市滨水再开发的普遍策略

（Cheung&Tang，2015）。然而，由于全球投资
竞争，城市治理变得具有创业精神（Colomb， 
2015 年），滨水区重建项目通常是这种方法的典
范。

在物理空间层面上，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可促进多样性、赋权或社区意识（Putnam，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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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公平分配的失败导致某些社区和群体以不
同方式被边缘化和处于不利地位的环境中存在
社会差异（Byrne，2012 年）。 这一概念要求集体
努力提供和定位基本资源，如学校、医院、文化
机会或公共开放空间，并为不同的用户实现更
公平的访问这些资源（Kunzmann，1998）。

复原力指的是社区的适应能力，换句话说，
是抵御冲击的能力，拥有技能和资源来创造更
强大、更健康和充满活力的地区，让人们茁壮成
长。弹性是指适应、创造和建设人力资源，同时
鼓励灵活性、创造力和创新。

在政策方面，弹性开始融入日常活动，鼓
励规划者和设计者解决城市中的脆弱性。这种
演变导致了 Coaffee (2013) Coaffee 所说的“基
于地方的综合弹性”，重点是在空间和制度上制
定跨多个尺度的战略，重点放在地方营造和适
应性人类行为上。对弹性的承诺要求城市规划
者和设计师在设计时考虑机会，同时消除漏洞

（Coaffee，2013 年）。

城市活力通常是指一个地方引发活跃的社
会和经济活动的能力 (Jacobs, 1961)，并受到建
筑环境特定形态属性的强烈影响(Montgomery, 

1998; Xia, et al., 2022)。 在林奇的“良好城市形
态”（1981）中，他将活力定义为聚落形态支持人
类重要功能和能力的程度。

有利于方便访问的空间配置有助于增加公
共空间的使用，并有助于满足所有用户的需求，
无论是当地社区还是路人。 例如， Leyden (Ley-
den,2003)衡量了与社会资本相关的步行能力，
并得出结论认为步行能力设计有助于建立社会
联系和信任，从而鼓励社会参与并发展社会资
本。Leporelli和Santi（2019）将他们的研究重点
放在幸福感与城市形态之间的关系上，并发现
一个连通的、可达的、密集的、具有足够开放空
间的社区代表了与幸福感相关的典型社区。海
滨不仅在体育活动方面受到高度重视，而且从
社交角度来看也受到高度重视（Macdonald， 
2018年）。社交性格除了受到不同用户的欣赏
外，还有助于产生归属感和社区感（Yu，2021）。

很少有研究将城市滨水区的再开发作为城
市提高活力、培养社会资本和日常恢复力的重
要途径（Murotani，1984年；Macdonald，2018 
年；Breen 和 Rigby，1996 年）。中国的一些研究
考察了城市活力与城市滨水区城市配置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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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 武汉的一项研究（Wu, et al., 2019）发
现，与低集聚度相比，集聚度高的设施集群周边
的滨水区往往超过活力潜力。南京的一项研究

（Fan, et al., 2021）发现，建筑密度与城市滨水
区城市活力的正相关最强，其次是城市滨水区
POI分布。

然而，仍然很少有研究探讨滨水活力与高
密度和公共交通导向型城市中对比城市配置区
域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旨在更好地了解对比城
市滨水区配置如何影响滨水活力潜力。本研究
选择了三个对比鲜明的城市滨水区，以评估其
城市配置与香港滨水活力潜力的关系，香港是
一个高密度和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作为
社会资本建设和社区复原力的指标。考虑到公
共开放空间活力对于社会资本建设的重要性，
即对于有弹性的社区，本研究的两个问题是： 空
间配置如何影响滨水长廊的活力潜力？随之而
来的是：城市配置对地方复原力潜力的影响是
什么？

通过研究这些问题，可以提出以下建议：a) 
将可量化的措施纳入弹性议程，以及 b) 指导城
市规划和设计政策与实践，以创造更具弹性的

开放空间。

三、研究策略与方法论

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作为研究策略 。案
例研究策略调查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现象，封
装 并 允 许 使 用 通 过 各 种 来 源 收 集 的 多 种 数
据和证据（Ruddin，2006年；Francis，2001 
年；Flyvbjerg，2013 年）。

当现象与其背景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时，
这种策略是合适的——滨水区不仅被视为一条
线，而且被设想为一个地点网络，并在海岸与城
市之间、滨水区与城市环境之间发挥作用。 作为
一项贡献，该研究将有助于弹性设计的知识领
域，并在全球范围内增强更具包容性的城市设
计实践。

现存的理论表明，城市环境配置（步行性、
可达性、连通性）与社会资本（福祉、身心健康、
归属感、社区）之间存在关系（Leyden，2003 
年；Yu，2021 年；Venerandi 等。 ，2016 年；Zhang 
和 Chiaradia，2022 年；Lang，2019 年；Garrett 
等人，2019 年）。 因此，在本研究中，通过测量不
同范围内的建筑密度、3D人行网络长度和周边
零售POI 数量，将配置指针作为社会资本的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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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针、地方弹性潜力指针，总结如表 1 所示。

3.1. 数据收集和测量方法

3.1.1. 活力代用测量

在城市活力测度方面，城市活力研究可分
为两类：（1）城市活力测度；（2）考察其影响因
素。 第一类使用提供有关人们行为的广泛信息

的公共数据检查城市活力的时空方面。 例如，近
年来一项研究（Ye, et al., 2018）使用POI小型餐
饮密度作为城市活力的代理。 一项研究（Fan, et 
al., 2021）采用每小时的百度热图 (BHM) 数据
作为描绘南京长江沿岸城市活力的代表。另一
项研究（Wu, et al., 2019）使用 8 类 POI 数据：娱
乐、公共服务、餐饮、交通、教育、医疗、生活服务

输入                      输出                   结果                     影响

城市文脉结构

（密度；多样性；

设计）

可访问性配置

代表活力分布级别

环境的活力

分布级别

潜在活力

滨水活力水平

滨水活力潜力

社会互动潜力

社会资本

社会弹性

图 1 研究理论框架

表 1 城市活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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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住宿作为代理来评估活力。

至于第二个研究类别，Jacobs (1961) 将活
力的概念与街道可达性、建筑密度和类型以及
多样性紧密联系起来，这些经常被强调为城市
活力的重要物质基础。

3.1.2. 数据采集

表2总结了必要的数据集，按研究问题分
类。

3D建筑模块的生成依赖于OSM提供的数
据 （Open Street map ，然后由 3D 计算器图形
软件Blender生成。3D建筑模块结合3D行人网络

（HKSAR LandsD, 2022），然后UNA，数据分析
该工具在 GIS 和 Rhino 中均可用，用于获取滨
水入口不同半径范围内的 BED 和 PNL 结果，
作为活力的代表。使用Rhino，可以处理3D建筑

块以生成建筑物的质心位置，这些位置用于计
算网络上不同半径范围内周边建筑到滨水长廊
的Reach和Gravity两个活力潜力指标。HK. MTR 
station entrals and Waterfront entrals 数据依
赖于HKMS 2.0中的香港iB1000数据，然后处理
匹配3D行人网络中的位置计算acc从地铁站到
海滨长廊的便利性。查看从谷歌地球地图和谷
歌地球 3D 下载的图片以更正这些入口的位置。

3.1.3 可达性分析

可达性强调到达目的地或机会的容易程
度。目的地的可达性是在物理意义上理解的，
以空间内运动的形式实现（Wang 等人 ， 2020
年）。然而，该术语也可以用更概念化的方式来
解释，以讨论人们能够轻松参与环境中发生的
活动（Weibull，1980年）。在这种情况下，可达
性与时间、成本或可用机会的其他方面有关，例

表 2 研究所需的输入数据集

Urbanie and Urbanus

第七期  

  

60

Reka Tuendoekova, Jin Zhang, Kleesattel Vera, Chiaradia Alain



如商店、开放空间或学校的分布等（Coutts等
人，2010年）。可达性是指人们克服距离和旅行
时间等障碍到达服务设施或活动场所的愿望和
能力的量化表达(Hillier et al., 1993)。 由于可达
性不仅受城市空间距离的影响，还与市民的经
济状况、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行为偏好密切相关，
因此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通常，可达性的定义主要侧重于客观层面

的空间可达性，即定量描述市民从区域内某处
步行克服空间障碍（距离）和布局复杂性到达
某地的能力。表3总结了范围、重力、中心性分析

（Betweenness、Closeness、Straightness）的
度量。 有关度量的正式定义，请参阅 Sevtsuk & 
Kalvo (2015) 和 Cooper & Chiaradia (2020)。

3.1.4 社会韧性的维度

表 4 与建筑环境和基础设施相关的标准 [改编自 Sharifi (2016)]

表 3 可访问性配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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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ifi (2016) 对评估韧性的标准进行了分
类。 城市韧性评估仍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
具有多种指标。 表4总结了与建筑环境和基础设
施相关的选定标准，这些标准也与研究的活力
潜力相关。

四、案例选择与案例介绍

香港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仅占其领土的 25%，拥有广阔的海滨和 90% 的
人口使用的交通网络。一个复杂的多层步行系
统支持这个网络，连接私人和公共用途的室内
和室外空间（Shelton，2011）。滨水区与公共交
通导向型城市（90% 的交通方式份额）之间的关
系尚未得到特别研究。

海滨重建项目往往是全球投资竞争的典
范，香港也不例外。随着蓬勃发展、城市和人口
密度的增加，留给公共娱乐用途的空间越来越
少。此外，可访问性水平、空间和社区差异之间
的差距加剧，更多的开放空间被私有化或根本
不足（特纳，2002 年）。

这些不一致质疑政府提供开放空间的承
诺，并使我们得出这样的论点，即香港的公共开
放空间已被市场力量控制并被商品化所主导。 

在这方面，（Tang，2017）进行的调查还显示，例
如，以低密度区域为特征的私人住宅物业在开
放空间区域中所占比例更大，更有可能毗邻也
更靠近商业和商业的海滨 特性。 这些发现揭示
了开放空间的提供如何倾向于服务于商业资本
挪用的高档开发，同时忽视不太富裕的社区或
小区。

这些力量是研究问题的驱动力——检验城
市配置对活力潜力的影响，这对地方和社区的
恢复力有影响。

香港在市中心和新界都有大量的海滨长
廊。 这项研究的重点是海滨的行人专用活动，不
包括新界的海滨长廊，因为这些地方也适合骑
自行车的人。 在城市核心地图 [图 2] 中，滨水区
的特征在功能上被定义为：旅游、休闲、住宅、工
业、港口和政府用途。 划定为旅游用途的地区主
要位于香港主要的中央商务区，由上环至港岛
北部的铜锣湾和九龙南部。 由于 CBD 地区的特
殊性（与居民相比劳动力比例高），它被排除在
选择之外。

根据民意调查报告（Lai，2018），所有年龄
段的人都同样经常光顾香港海滨长廊。图5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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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每月对离家步行距离内的不同开放空间类
型的访问（Lai，2018）。报告提到，在所有受访者

（3,600人）中，85%经常使用香港休憩用地，只
有 15% 只步行到工作地点附近的休憩用地。

其余地区为住宅区、康乐区，只有观塘划为
工业用途。我们选择了一组与海滨、主要中央商

务区西边 - 上环 (SW)、次要中央商务区、鲗鱼涌 
- 太古坊 (QB) 和观塘 ( KT）。 尽管被归类为工业
银行，但 KT 是一家新兴的二级 CDB。 SW、QB 和 
KT 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SW 和 QB 是混合用途

（商业、办公和住宅），而KT主要是商业和办公。 
住宅区被隔离并与 KT 接壤（步行约 5 分钟）。 这
是由于 KT 的历史工业遗产。

图2 香港城市核心滨水功能区（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海滨事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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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案例研究领域介绍

个 案 区 [ 见 图 4 ] 位 于 香 港 三 个 不 同 的 地
区：SW在中西区，QB在东区，而KT在观塘区。 
在2016年人口普查中，各区的人口密度分别
为：19,400 人、30,900 人和 57,300 人。 这个密度

是相当的，因为中西部和东部包括大量的绿化
带和郊野公园，降低了它们的总密度。 对城市规
划单位人口密度和工作密度的仔细检查表明，
两者的综合密度使这些地区的密度非常高，具
有可比性。

图 3 每月访问离家步行距离内的不同开放空间类型（来源：Lai，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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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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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住房
开放空间

私人住房
开放空间



图 4 三个案例研究区域的鸟瞰图。 （来源：谷歌航拍，2022 年）

图 5 按地区划分的海滨或滨河长廊的使用频率； 数据源：（赖，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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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三次一年

多于三次一年但少于一个月一次

十二个月从不



按地区划分的海滨或河滨长廊的使用频率
[图5]显示，中西区平均有28%的人每月到访海
滨一次或以上，东区为42%，而观塘则只有6%。 
在调查前一年从未到过海滨的人的比例是相反

的，分别为 13%、6% 和 34%。

表 5 显示，三个地区整体上对任何 POS 的
可达性都相对较低，其中观塘区最差。 可达性定
义为任何 POS（第二行）400 米范围内的人口百

表 5 每个地区的 POS 可达性排名。 （数据源：Lai，2018）

图 6 各地区对休憩用地数量的满意度（数据源：Lai，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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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22 年项目区域列表。数据源：LandsD 2022。

图 8 上环； 鲗鱼涌； 观塘海滨长廊街道布局及鸟瞰图。（来源：LandsD 和谷歌航拍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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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比。

第三行是推导出的可以使用该地区任何 
POS的香港人口百分比。各区休憩用地数量满
意度见图 6。

对开放空间数量的满意度低于平均分，复
活节区略高。本节提供的数据突显了海滨长廊

在香港休憩用地发展中的重要性。政府正在资
助一项计划，到 2028 年将沿维多利亚港的海滨
长廊延长至 34 公里。图 7 和图 8 显示了案例研
究的城市配置。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长廊都有将城市与
海滨分开的高速公路。对于SW和KT，它们是高

图11 观塘海滨长廊的景色（来源：Google view）

图9 上环海滨长廊的景色（来源：Google view）

图10 鲗鱼涌海滨长廊的景色（来源：Google view）

Urbanie and Urbanus

第七期  

  

68

Reka Tuendoekova, Jin Zhang, Kleesattel Vera, Chiaradia Alain



架的，而对于QB，它们是在地面上的。对于SW 
和QB，都有一个大空间将城市结构与滨水区分
开。SW有一个很大的批发市场。在QB，它是交通
基础设施、运动场和公园的结合。在KT，虽然城
市结构紧密，但主要是商业和办公用地，剩余工
业用地。 图 9、10 和 11 给出了长廊的视图。

4.1.1. 轨道交通

图12显示了案例研究与地下公共交通车站 
(MTR) 之间的关系。

SW和QB的海滨长廊距离三个地铁站相
对较近，长约2公里，而两个地铁站则靠近KT海

滨。地铁站与观塘海滨长廊距离约400米，步行
约5-7分钟。地铁站距SW和QB 500多米，步行约
6-8分钟。

对于 SW 和 QB，有为这些地区提供服务的
香港电车。所有三个区域都有小巴和公共汽车
服务。

4.1.2. 开放空间

 KT主要依托滨水线型绿地（图13）。 在 SW 
和 QB，长廊本身（SW - Sun Ye Sat 公园）或附近

（QB）有几个不同大小的开放式绿地（图14和 
15）。

图 12 个案研究:现有地铁线路及地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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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观塘海滨区－公园及绿化休憩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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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上环海滨区－公园及绿地休憩用地

图 15 上环海滨区－公园及绿地休憩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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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塘临海区空地较少，主要是海滨长廊本
身的绿化，周边的绿地空地几乎没有或很远。

公园是目的地，在西南部，中山公园是参与
滨水区激活的目的地，因为它直接毗邻滨水区。

在QB，滨水长廊和城市之间有几个大型公
园，可以进一步拉长城市界面到长廊的距离。

在QB，因为公园与滨水区隔离，它们不参
与滨水区的激活，相反，它们本身就是目的地。

图 17 鲗鱼涌区规划

图 16 上环区规划（数据源：大区规划，香港特别行政区，2022，https://www2.ozp.tpb.gov.hk）

Urbanie and Urbanus

第七期  

  

72

Reka Tuendoekova, Jin Zhang, Kleesattel Vera, Chiaradia Alain



4.1.3 土地利用

图 16、17 和 18 显示了三个案例研究区域
的分区规划大纲。 可以说，这三个区域显示出相
似的模式——宽条带，交通基础设施、绿地和 OU 
分区的不同配置与水平混合用途（平台层）和平
台上方的垂直住宅或办公室（深红色和红色）分
开。

五、 可达性分析

分 析 的 重 点 是 一 种 出 行 方 式 ：步 行 。它
衡量来自不同来源（公交站、周边建筑物、零

售 P O I）的 行 人 通 道 如 何 影 响 观 察 整 个 城 市
布局中海滨长廊可达性的可能性，作为活力
的 代 表 。本 研 究 中 有 四 种 可 达 性 分 析 的 应
用：Reach、Gravity、Straightness和 Centralities 
分析，量化来自同一组潜在零售 POI（或 Origin 
建筑物）的可达性：周围的零售数量、建成体积 
(GFA) 和地铁站 150/300/450 米网络半径（大约 
3/5/8 分钟步行距离）。

搜 索 半 径 是 根 据 香 港 旅 游 调 查 ( A R U P, 
2014) 选择的。 超过 75% 的香港居民从出发地

图 18 观塘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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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上环海滨长廊出入口 – 港铁出口

图 20 鲗鱼涌海滨长廊出入口 – 港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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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5分钟或更短时间即可使用机械化交通工
具。 平均步行时间为 4 分钟。 从一种模式或路线
服务到另一种模式或路线服务的换乘中，有近 
85% 的步行时间不超过5分钟，平均步行时间为
3分钟。本研究以3、5分钟为衡量标准，并以此为
参考指标，研究从滨水廊道到可达性的3~5分钟

步行距离内的POI数量和建筑有效密度，作为滨
水人行道活力水平的代表。3分钟、4分钟和5分
钟的步行范围可以分为150米、300米和450米。 
步行速度因年龄组和性别而异，从 0.85 m/s 到 
1.34 m/s（80-89 到 20-29 岁的女性）不等（Bo-
hannon & Andrews，2011）。

图 21 观塘海滨长廊出入口-港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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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20和21显示了相应海滨长廊的入口
点与进行可达性分析的 MTR 出口的关系。

六、结果

在以下页面中，显示了150/300/500以内的

图 23 上环300m以内的道路网介数

图 22 上环150m以内的道路网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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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数中心性、建筑物有效密度和POI的结果，以
了解空间格局。

6.1. 案例01 上环

6.1.1. 150/300/450m以内的介数

6.1.2. 150/300/450m以内的建筑有效密度

图 25 上环滨海入口附近150m的建筑物

图 24 上环450m以内的道路网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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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上环滨海入口附近450m的建筑物

图 26 上环滨海入口附近300m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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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上环 POI 滨海入口附近 300 米

图 28 上环 POI 滨海入口附近 150 米

6.1.3. 150/300/450m以内兴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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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上环 POI 海滨入口附近 300 米

图 30 上环 POI 滨海入口附近 450 米

图 31 鲗鱼涌海滨区介数， 150 米以内

6.2. 案例02 鲗鱼涌

6.2.1. 150/300/450m以内的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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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鲗魚涌海滨区介数，300 米以內

图 33 鲗魚涌海滨区介数，450 米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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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鲗魚涌滨海入口附近150米的建筑物

图 35 鲗魚涌滨海入口附近300米的建筑物

6.2.2. 150/300/450m以內建筑有效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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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鲗魚涌入口周围 450 米的建筑物

图 37 鲗魚涌滨海入口150 米的POI

6.2.3. 150/300/450m以內的P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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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鲗魚涌滨海入口300米的POI

图 39 鲗魚涌滨海入口450米的P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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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案例03 观塘

6.3.1. 介数在150/300/450m以內

6.3.2. 150/300/450m以内建筑有效密度图 40 观塘海滨区介数，150m 以内

图 42 观塘海滨区介数，450m 以内

图43 观塘滨海入口周围150m的建筑物图 41 观塘海滨区介数，300m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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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150/300/450m以内POI

图 44 观塘滨海入口周围300m的建筑物 图 46 观塘滨海入口周边150m的POI 

图 42 观塘海滨区介数 450m 以内

图 47 观塘滨海入口周边300m的POI 图 45 观塘滨海入口周围450m的建筑物

Urbanie and Urbanus

第七期  

  

86

Reka Tuendoekova, Jin Zhang, Kleesattel Vera, Chiaradia Alain



七、 总结
7.1.1. 上环

建筑有效密度(BED)和行人网络长度 (PNL) 
通常与人口或工作密度密切相关，两者都是活
力的可变指标。 BED 受每个接入点 (AP) 的行人
网络覆盖范围的影响，而这又可能受到发展强
度和香港地形的限制。值得注意的是，SW西侧
的行人网络长度 (PNL) 较低，相应的 BED也较
低。虽然，大部分西部的AP都在坚尼地城附近，
但有别于以下两个离市中心较远的AP。在中部
地区，PNL 较高，而 BED 保持中等。 在东侧，PNL 
变为中等，而 BED 显著增加。请注意，上环以东
位于主要CBD中环的边缘，高楼林立。

7.1.2. 鲗鱼涌

尽管 BED 和 PNL 的模式一致，但东西向模
式与前一个案例一样明显。在 SW 和 QB 中，BED 
和 PNL 之间的脱节是由于公园的人行道数量过
多但缺乏开发 (BED)。

7.1.3. 观塘

对于KT，BED和PNL非常一致。考虑到SW、 
QB 和 KT 之间 PND 的差异，与 QB 和 KT 相比， 
SW 的城市街区更小。 这在图 9、15、16 和 17 中
也可见。考虑到每个案例的城市配置，这些发现
并不令人惊讶。 结果是预期的，这只是意味着代
理度量擅长客观地捕捉可以通过查看每个配置
的细节直观理解的内容。

7.1.4. 将 BED 和 PNL 解释为活力代理

考虑到滨水长廊的容量和可用宽度，在西
南部，东侧的人口将明显增加，因此活力潜力也
会更高。对于 QB 来说，期望是相似的，东边有更
多的人，因此更有活力。 对于 KT，该模式将更均
匀地分布在整个海滨长廊上。

在不同的步行范围内（150m、300、450m），
上环显示的城市活力潜力BED远高于鲗鱼涌和

图 48 观塘滨海入口周边450m的P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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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塘，这意味着在这三个案例中，上环的海滨
长廊将活力潜力最高，其次是观塘和鲗鱼涌。然
而，活力潜力并未根据时间模式或不同日期（周
末与工作日）进行检查。

八、讨论

结果的解释依赖于Fan等人的发现。 Zhang 
和 Chiaradia (2022) 根据 BED 和介数与亲近度
对交通导向型发展的高密度城市中城市滨水区
活力的潜力进行了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与城市形态相当接近的观
塘区所反映的建筑物有效密度，不如较远的上
环区高活力。 如上所述，该研究不足以推断出可
达性指标之间更具体的关系，但这些指标提供
了一种似乎遵循现场研究的理解。这种方法与
行人流量数据尚不可用的新开发项目最相关。 
指标可用于模拟。

规划师和设计师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促进公
众进入滨水区，无论政治或经济后果如何，公众
进入对于大多数振兴滨水区的经济活力都是必
要的，因为零售、旅游和休闲是核心组成部分 他
们的经济计划。

我们可能经常遇到采用滨水重建指南和
计划的城镇，这些指南和计划指定沿水边的低
层建筑，随着我们远离它而逐渐增加（例如波士
顿）。 就香港而言，可建设土地的稀缺和人口密
度包含了沿水岸的大部分发展，并迫使城市拔
地而起。香港面临的挑战是适应建筑类型以适
应滨水通道、较小的网格尺寸以及靠近滨水区
的公园等开放空间，并简化行人导航。当我们走
向水边时，充满活力的街景设计可以提供更多
特色。虽然滨水类型的开放空间主要用于休闲
和娱乐，即被动活动，但商业（餐厅、酒吧等）活
动可以通过提供景观来强调这些活动。

维纳等人。(2007)表明，在过去的几十年
里，对运动体验的关注在建筑和规划中都被边
缘化了。空间分析技术的进步为开发大型和小
型城市配置的评估模型提供了空间。多亏了可
以帮助预测未来建筑形式或总体规划方案的
不同影响的工具，才有可能将设计意图转向更
人性化的尺度方法，从而有助于基于地方的综
合弹性战略。正如 Benedikt (1979) 所设想的那
样，如果我们尝试“不是通过真实表面的初始规
范而是首先通过所需（潜在）空间体验的规范来
反转设计环境”（第 6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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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讨论了在城市环境中使用公共开放空
间被视为增强社会资本的关键因素之一。复原
力的维度被理解为城市权或空间权，因此开放
空间的使用权是行使这一权利并最终支持将公
共空间用作其直接体现的重要因素。城市空间
是复杂的环境，以各种方式进行交流，影响人类
在空间中的感知和行为。

8.1. 对城市设计和政策的影响

一些似乎在起作用的城市设计原则已经为
人所知，例如连通性的重要性、小街区、滨水区
的连续性等（Macdonald，2018 年）。 此外，滨水
长廊本身的定性设计方面也应与活力相关进行
调查。

8.2. 局限性和进一步研究

通常，我们使用人数来衡量活力，在本研究
中，建筑有效密度和可达性指针被用作代理来
了解潜在活力。 进一步的研究，例如有效地计算
人数和调查停留活动的模式将完成这项研究。 
此外，本研究调查了地方活力与地方弹性的关
系。应利用指标的多维度更全面地评价城市滨
水区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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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内地边境的过去，当下和未来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之际，通过全球视角和跨学科研究来发掘香
港-内地边境的空间复杂变化的背后成因

David Sky Cheng, Hee Sun (Sunny) Choi崔希先, Daniel Elkin
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MDes(城市环境设计) 

摘要

本文以香港一侧的视角回顾了“一国两制”政策在1997到2022年这25年执行过程中，香港和中国
内地的边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不论是物质还是非物质层面。针对边境议题的复杂性，笔者应用了
跨学科研究，吸收了城市更新、人类聚居学、经济学、地缘政治学和生物学的专业知识，全方位了解
香港-内地边境的全貌。基于香港边境地区横跨25年的数据，例如基于经济水平和地理隔阂的跨境
出行流动性、跨境人口变化和边境地区用地性质的波动，可以发现所有的社会发展都受制于人类
的生物本能，即企图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这体现在政府如何限制跨境出行自由。这一生物本能同
样揭示了“两个制度”需要克服的深层次的挑战，而要实现所期望的跨境融合，颠覆性的制度创新
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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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1.1 为何现在研究边境？

当今，在设计教育领域的各个机构都正在
关注着气候变化这一紧急情况，通过探索和开
发各种课程，帮助学生们掌握面对这一问题时
所需的各项挂学科技能和知识。匹兹堡的卡耐
基梅隆大学在城市设计、景观设计、地理和生物
等现有教育学科之间开展工作，在2014年成立
了过渡设计研究所，并自此提供过渡设计课程。
从2022年起，香港理工大学也将开设过渡环境
设计硕士课程。全球化这个曾经炙手可热的浪
潮，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后似乎已经开始退
却。随着2019冠状病毒病（新冠）、全球供应链的
中断，以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
知名人士对全球化的公开敌视，记者托马斯•弗
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宣扬的 “扁平世
界”已经不复存在（Immerwahr, 2022）。全球范
围内的边境正在被重新加固，以限制物资、人员
和信息的流动。香港特别行政区与中国内地的
边境（香港-内地边境）也遭受着同样的命运，它
因为新冠而禁止了绝大多数游客的入境。然而，
疫情已经持续三年，该边境才刚刚出现恢复新
冠大流行之前功能的迹象。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1.2 香港-内地边境的过去和当下

香港-内地边境是殖民化、非殖民化、全球
化和当前去全球化趋势的衍生品。二十世纪末，
中国内地的社会动荡促使公民逃往香港，因为
香港在地理上毗邻，且社会稳定（Wills，2019）。
由于难民潮的规模巨大，当时的港英政府不得
不在1951年建立边境禁区（禁区）来应对，从而
消除非法移民。然而，尽管香港在1997年主权回
归到中国，但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香港的资本
主义社会与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扦格难通，尽
管许多人认为后者是国家资本主义（Lin, & Mil-
haupt, 2013）。与此同时，中国内地的人均GDP
远远落后于香港，在1997年到2003年之间，差距
达到20倍以上。这些因素导致香港-内地边境保
持了其原有的物理隔离功能。

然而，2019年的香港政治风波促使北京出
台了《香港国家安全法》以维护香港的社会稳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2020a）。它同时巩固
了双方政府之间的政治联系（Vickers & Morris, 
2022），这可以在最新的《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

（北都会）中得到证明。它进一步将香港纳入国
家规划，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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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2020b），从而标志着符合新政治趋势的深
度跨境合作。因此，人们可以假设，香港的陆地
边境地区很快就会发生重大转变。

1.3 本文在城市更新领域的目的和意义

2022年，香港发生了众多历史性的里程碑，
如主权移交25周年、“一国两制”政策实施的第
25年、香港制度50年不变的承诺的中点，以及新
冠的第三年。在此时重新审视香港的边境地区
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人们可以根据25年的数据
评估一国两制政策是如何改变城市形态的，从
而为推断未来的发展趋势奠定基础。

同时，关于香港边境城市更新的文献非
常有限。许多论文直接写于主权移交之后，因
为这一事件引起社会各界猜测边境管控机制
的潜在变化。例如，有学者说，该“边境”已被正
式转化为“边界”，从概念上与政治属性更强烈
的“边境”相区别，即使并没有实际变化（Brei-
tung，2002；Hasdell&Bolchover，2016）。一些
论文以跨境合作为主题，这也是提高区域在全
球经济中的竞争力的迫切需要（Shen，2003）,
一些论文关注市场一体化，将香港-内地边境
比作加拿大和美国的对应边境（Fan，2016）。此

外，许多人强调跨境人口流动（Breitung，2002
；Shen，2003；LIN&TSE，2005），将其视为跨境
经济关系和区域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LIN& 
TSE，2005）。另外，也有研究针对边境地区用地
性质变化的诱因，这与城市更新研究直接相关，
指出政治、经济和社会角度共同促成了不对称
的景观（Choi & Ng, 2017）。此外，非政府环保组
织的干预在塑造香港的边境地区当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然而，该研究主要针对环境管理，偏离
了本文的城市主义范畴。

因此，在25周年之际，笔者意图提供香港-
内地边境最及时的研究更新。为此，笔者调查
了边境的跨学科性，并吸收了相关学科的知识，
以迎接潜在的意外发现。此外，综合分析跨越
25年的数据，再次强调边境不是静止的，而是
城市作为一个自组织的生命系统（Narraway 
et al.，2019）中持续的变化过程（Johnson et 
al.，2011）。

二、 研究框架
2.1 研究目的

如前所述，本文旨在研究过去的25年里，香
港-内地边境如何发生了有形和无形的变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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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这些变化背后的驱动力。在此基础上，可以
勾勒出边境的未来发展轨迹。

2.2 研究问题

表1分三个具体步骤阐述了这些目标，其中
每一步都缩小了规模和具体程度。

2.3 研究方法

研究分为三个部分来回答这三个问题。

第一部分从宏观角度定义了边境对人类的
意义，并研究了边境是如何以及为什么随着文
明的发展而转变的。在此，通过查阅文献进行了
历时研究。笔者在跨学科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边
境的历史资料，绘制了一张时间线图。这样，通
过铺陈所有相关信息，如与国际战争和全球化
相关的边境形成，可以从宏观角度找出边境转
变背后的驱动力，为后面的案例研究奠定基础。

第二部分利用大数据分析来探讨边境开放

背后的具体原因。笔者收集了199个国家或地区
的人均GDP数据（Henley & Partners, 2022），边
境的地理条件，以及他们的免签证旅行选择。然
后通过网络图将全球出行流动性、地理边境条
件和人均GDP之间的整体关系可视化，并最后
应用箱形图来试图量化这种关系。

第三部分将香港-内地边境作为具体个案
开展了实证研究，统计并分析了跨境人流、跨境
人口变化和边境地区的用地性质，以确定该边
境地区如何遵循全球边境趋势，并确定其变化
的驱动因素。对于人流和人口变化，收集了1997
年至202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对于用地性质的
变化，数据由规划署提供。用地性质的规模、类
型和百分比使用QGIS软件进行分析。利用了自
动化地球科学分析系统 （SAGA GIS） 的网格K-
means聚类算法进行计算，同时还实施了地理
配准，因为部分数据为非地理空间格式。

表1. 研究问题，笔者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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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献回顾

 空间是一种社会性的产物（Lefebvre, H., 
1991），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有形和无形因素
的协同作用下不断发展（Flaherty, E., 2018）。因
此可以假设，边境空间也是社会的产物，并且天
生是跨学科的。表2列出了不同学科对 “边境”一
词的定义。

基于对边境一词的初步理解，笔者进一步
调查了其主要功能和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为此，
笔者进行了以下三个阶段的研究：研究重点的
转移；整个人类世的边境演变；以及跨学科的文
献回顾。

3.1 边境研究的重点如何随时间转移

如图1所示，从1995年开始，由于关于“无边
境”世界的讨论浪潮，边境研究出现了大幅增长

（Johnson et al.，2011）。此外，边境研究在大约

2009年达到顶峰，与全球化趋势在大约2008年
达到鼎盛基本吻合（Sonya, 2022; Immerwahr, 
2022）。笔者还将文献分为以下三个范围：从
1975年到2006年，主要关注经济发展；从1988
年到2013年，关注公民权和移民；从2009年到
2022年，关注跨境合作。

3.2 贯穿人类世的边境演变

边境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
缺的角色，尽管边境研究只是在最近几十年才
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对边境演化轨迹的整体理
解可能会为今天的边境问题带来解决方案。根
据Constantinos A. Doxiadis的作品 "Ek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human set-
tlements"（1968年），笔者在图2的时间轴上用
小图说明了文明发展的五个关键阶段，并附加
了边境的转变过程。此外，全球化趋势（蓝针）和
国际战争（红线段或红色弧线）也被包括在内，

表2. 与 “边界 “一词直接相关的不同学科的描述，笔者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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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明边境在文明发展中的作用。从图2中，人
们可以从宏观角度理解香港-内地边境。

这个数字说明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事实。首
先，今天76.4%的边境是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
纪中期建立的，当时国际战争最频繁，也最致
命，这意味着国际战争和边境形成之间存在因
果关系。其次，在大流行病的加剧下，全球社会
越发频繁地见证了全球化的恶化和极端民族主
义的崛起（Su, R., & Shen, W., 2021）。因此，世界
各地的边境被重新强化。如图所示，香港-内地
边境也遵循了这一趋势。

显然，边境及其空间形式是地缘政治的直
接产物，并受制于全球化趋势。同时，经济水平
的差距也有助于推测两个社会下一步如何处理
边境问题，因为社会作为个体的集体，倾向于趋
利避害，而边境地区的规划反映了他们对经济
上的最佳解决方案的看法。因此，边境研究需要
综合运用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规律来面对边境
地区发展的挑战（Xing, Z., 2007）。

3.3 对边境的复杂性和跨学科性的深入研究

如前所述，人类聚居学在边境研究中具有
巨大的应用潜力，因为它从整体上剖析人类栖

息地，并通过综合城市科学、人类学、地理学、
生物学等方面的知识来应对边境的复杂性。它
必须欢迎每一个可能的贡献，并将它们纳入
整个知识体系，以产生最佳结果（Doxiadēs, K. 
A., 1968, p.57）。对于学术研究来说，研究内容

图1. 边境研究重点的变化，笔者2022年根据Newman, D., 
Winders, J., Sidaway, J. D., Paasi, A., Brown, W.等绘制。本
图所用文献的详细清单，请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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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结合边境演变过程的人类文明发展螺旋，笔者绘制，2022年。此图的高清版本可通过附录的超链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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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广泛可能使结论不那么可信。然而，正如
人类是一个复杂的自适应性系统的观点，边境
同样不断演变，是不可预测的和开放的（Batty, 
M., & Marshall, S., 2009）。即使众多因素同时
被研究，但它们可以不与任何特定的边境相关，
而是被视为围绕空间实体的线条，并被所有类
型的关系所穿越，这仍然会具有建设性（John-
son et al.，2011）。通过研究人类聚居学、自然、
人、社会、壳体和网络这五个要素的协同作用

（Doxiadēs, K. A., 1970），人们可以找出栖息地
转变背后的原因（Doxiadēs, K. A., 1968），包括
边境的转变。

与人类聚居学直接相关的其他学科领域是
城市更新和城市形态学。这两门学科可以让城
市设计师为边境研究打下基础，因为它们既强
调空间转型的动态过程，又强调静态的空间形
式（Kropfl，2017），其核心是城市设计实践。虽

然“更新”一词并不完全适合香港-内地边境的
香港一侧，因为那里还没有任何大规模的城市
开发，但它可以指城市核心区更新的延伸。表3
列出了从城市更新的角度来研究边境的具体要
素。

对香港而言，研究社会经济影响，如用地
权属、用地性质和相关政策是最有益的。香港的
城市更新由于极其多样化的权属高度集中于一
小块土地上而变得异常复杂。因此，在与利益相
关方的协商谈判中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Lin,T., 
2007,p.422），从而做出最佳的土地使用决策，
规避利益冲突（Chan,E. H. W.et al.2016）。然而，
收集和分析全港所有的用地权属数据是不切
实际的，不仅没有任何这样的数据库可供公众
参考，也没有以“私有或政府所有”等基本分类
单位简化和保护隐私的信息公开。虽然这种情
况使城市研究和决策变得更加棘手，但现有的

表 3. 边境研究可参考的城市更新领域具体角度和研究内容，笔者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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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性质数据可以一定程度上规避详细所有权
信息的缺失。除去政府制定的用地规划，它也
表示人类活动产生的土地覆盖特征（Chan,E.H. 
W.et al.，2016），从而提供了对宏观层面的用地
权属和这种类型的土地使用影响的认知。在后
续章节中，本文提供了禁区用地性质研究，以揭
示其转变过程。

最后，从经济学和进化生物学的角度研究
边境。这两个学科存在深度关联，因为正如进化
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

《自私的基因》中所说，生物体会最大限度地提
高其基因的生存概率（Dawkins,R.,1976）。基于
他对自私的先天性的断言，社会科学的一个分
支——生物经济学得以涌现 （ Zhang, Q. ,2019,

p.5; James, 2022）。它适用于社会，因为正如经
济人假设所宣称的，社会是由无数个存在于资
源有限但欲望无限的环境中的自私个体构成的

（Nordqvist,2021）。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断，经
济学虽然总结出了人类寻找和改造栖息地的空
间模式，但社会的自私性则是这种空间模式的
驱动力，正如进化生物学所宣称的那样（Zhang, 
Q.,2019,p.45）。它再次应证了图2，解释了战争
导致的混乱本质上催生了边境的形成。我们可
以把这一现象看作是个体的生态位和区域的
生态条件之间走向动态平衡的调整期（Lin,T., 
2007, p.460）。当个体或社会达到匹配它的生态
区位时，这个动荡的调整期就会稳定下来（Bai, 
G., & Zhu, H., 1999; Carlson, B. S. et al.，2021）
边境则是这一时期稳定的成果。

最后，如图3所示，边境研究从根本上说是
跨学科的，需要所有相关学科的投入，以建立
一个共享的知识库，从而促使政治和社会进步

（Gross-Wyrtzen et al.，2020）。

3.4 与全球免签证旅行流动性和经济水平有关
的边境开放度

正如先前的假设，经济水平会影响边境开

图3. 不同与边境相关的学科的领域定位，笔者绘制, 2022年。

Urbanie and Urbanus

第七期  

  

98

David Sky Cheng, Hee Sun (Sunny) Choi(崔希先), Daniel 



放度。笔者因此制作了图4-7来研究经济水平如
何影响跨境出行流动性和边境开放度。

从图5可以看出，香港位于相交线的密集区
域，表明实体之间的免签证安排的聚合，而中国
内地则被排挤在外。此外，结合图4所示，气泡大
小代表人均GDP高低，人均GDP更高的实体享
有一个更加“无边境”的世界，而人均GDP值低
的实体则流动性有限。

为了了解边境的基本地理属性如何影响该
出行网络，笔者绘制了图6，图中显示全球范围
内的地理边境总数并不多，而其中只有61.4%的
边境是开放的，允许免签证跨境旅行。接下来，
笔者用图7进一步研究了人均GDP如何影响边
境的开放程度。

然后，笔者进一步分析了来访和被访问实
体的人均GDP值之比与它们的边境条件之间的

图4. 全球国家/地区的人均GDP和亨利护照指数排名，香港和中国内地被突出显示，笔者基于Henley & Partners和世界
银行绘制，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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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全球免签证出行网络图，由笔者收集和绘制，2022年，根据中国与外国互免签证协议清单----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
局，香港特区护照免签或落地签|移民局，Henley & Partners，世界银行，新加坡移民与检查站管理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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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考虑边境地理属性的全球免签证旅行网络图，笔者收集并绘制，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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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以观察经济差距如何影响跨境出行自由。
笔者用以下简单的公式将人均GDP比率的分布
可视化。

R=人均GDP比值,R<1 表示旅行人士的出访
目的地更富裕,R>1 表示旅行人士来自更富裕的
实体,而R=1 表示访问和被访问方面的经济水平
均等；

α=来访实体2022年最新人均GDP数据；

β=被访问实体2022年最新人均GDP数据。

正如图7所证明的那样，来访的个人或团

体越富裕，他们就越有可能享受免签证入境，而
两个地理毗邻的实体之间的免签证旅行也是如
此，其样本与一般免签证旅行的样本位置基本
吻合。

除了人均GDP之外，人口规模、政治意识形
态和许多其他因素也对边境开放度有着举足轻
重的影响（Bangwayo-Skeete, & Skeete, 2017
）。然而，为了侧重于边境问题本身，笔者并没有
进一步阐述。

由此看来，经济水平在边境管控中起着重
要作用，经济差距越大，边境开放的可能性也越
小，由此导致边境上出现更多的防御性建筑形
式，如栅栏和高墙。

图 7. 全球免签证旅行的流动性与访问和被访问实体的人均GDP之比的关系，以及边境地理属性对该流动性的影响，作者
绘制，2022年。

 

 

 The author then further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atio of visiting and hosting entities’ GDPPC values and 
their border conditions to observe how economic disparity affects cross-border travel freedom. The author visualize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GDPPC ratio using the following simple formula: 

𝑹𝑹 = 𝜶𝜶
𝜷𝜷 

𝑹𝑹 = 𝑇𝑇ℎ𝑒𝑒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 𝑟𝑟𝑜𝑜 𝑟𝑟ℎ𝑒𝑒 𝐺𝐺𝐺𝐺𝐺𝐺𝐺𝐺𝐺𝐺 𝑣𝑣𝑟𝑟𝑣𝑣𝑣𝑣𝑒𝑒𝑣𝑣 𝑟𝑟𝑜𝑜 𝑟𝑟ℎ𝑒𝑒 𝑟𝑟𝑡𝑡𝑟𝑟 𝑒𝑒𝑒𝑒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𝑒𝑒𝑣𝑣, 𝑅𝑅 <
1 𝑟𝑟𝑒𝑒𝑖𝑖𝑟𝑟𝑖𝑖𝑟𝑟𝑟𝑟𝑒𝑒𝑣𝑣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𝑣𝑣𝑒𝑒𝑣𝑣𝑟𝑟𝑒𝑒𝑡𝑡 𝑜𝑜𝑟𝑟𝑟𝑟𝑓𝑓 𝑟𝑟 𝑣𝑣𝑒𝑒𝑣𝑣𝑣𝑣 𝑡𝑡𝑒𝑒𝑟𝑟𝑣𝑣𝑟𝑟ℎ𝑦𝑦 𝑒𝑒𝑒𝑒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𝑦𝑦, 𝑅𝑅 > 1 𝑟𝑟𝑒𝑒𝑖𝑖𝑟𝑟𝑖𝑖𝑟𝑟𝑟𝑟𝑒𝑒𝑣𝑣 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𝑣𝑣𝑒𝑒𝑣𝑣𝑟𝑟𝑒𝑒𝑡𝑡 𝑜𝑜𝑟𝑟𝑟𝑟𝑓𝑓 𝑟𝑟 𝑡𝑡𝑒𝑒𝑟𝑟𝑣𝑣𝑟𝑟ℎ𝑟𝑟𝑒𝑒𝑟𝑟 𝑒𝑒𝑒𝑒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𝑦𝑦, 𝑡𝑡ℎ𝑟𝑟𝑣𝑣𝑒𝑒 𝑅𝑅 =

1 𝑟𝑟𝑒𝑒𝑖𝑖𝑟𝑟𝑖𝑖𝑟𝑟𝑟𝑟𝑒𝑒𝑣𝑣 𝑟𝑟ℎ𝑟𝑟𝑟𝑟 𝑟𝑟ℎ𝑒𝑒 𝑣𝑣𝑟𝑟𝑣𝑣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𝑒𝑒𝑡𝑡 𝑟𝑟𝑒𝑒𝑖𝑖 ℎ𝑟𝑟𝑣𝑣𝑟𝑟𝑟𝑟𝑒𝑒𝑡𝑡 𝑒𝑒𝑒𝑒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𝑟𝑒𝑒𝑣𝑣  ℎ𝑟𝑟𝑣𝑣𝑒𝑒 𝑟𝑟ℎ𝑒𝑒 𝑣𝑣𝑟𝑟𝑓𝑓𝑒𝑒 𝐺𝐺𝐺𝐺𝐺𝐺𝐺𝐺𝐺𝐺 𝑣𝑣𝑟𝑟𝑣𝑣𝑣𝑣𝑒𝑒𝑣𝑣 . 

Figure 6. The visa-free travel network considering border attributes, surveyed and drawn by the author. 

Figure 7. The visa-free travel mobility in relation to the ratio between the two entities’ latest GDPPC and their border 
conditions, drawn by the author,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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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香港-内地边境的案例研究。通过跨境人
口联系和用地性质的转变来研究其变化过
程
4.1 案例研究区域的界定：边境地区

最后，介绍香港-内地边境的个案研究。如
前所述，本章分析了跨境人流、跨境人口变化和

边境地区用地性质变化，以观察该边境如何遵
循全球边境趋势，从而确定其从1997年到2022
年的变化驱动因素。

具体的研究区域是禁区。它绵延二十公里，
占地约2800公顷，拥有大面积自然资源、历史村
落和墓地等多样化景观（Hasdell & Bolchover, 

图 8. 个案研究区域界定及其时间线划分, 笔者绘制,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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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香港-内地边境的人口流动统计，笔者汇编和可视化；数据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入境事务处，2005，2010
，2015，2020，2022，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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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不同边境管制站的旅客流量，逐一呈现，笔者可视化；数据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入境事务处，2005，2010
，2015，2020，2022，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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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如图8所示，禁区经历了三个阶段的面积
缩减；该缩减计划最初于2006年提出，并分别于
2012年、2013年和2015年启动，将禁区面积缩
减到当前仅存的400公顷范围，且基本分布于最
西端和最东端。

4.2 边境两侧的人口联系

从宏观角度放大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可以
看到，由于全球化的供应链和人员流动，所有的
社会结构都与边境交织在一起，尽管对多数人

而言边境是遥远、不相关的。

笔者绘制了图9-10，其中整理了1997年至
2022年进出香港的旅客人数和不同管制站的
客流比例。可以看出，旅客主要通过陆路边境流
动，1997年至2014年期间保持了强劲且稳定的
增长；大约在2015年，跨境出行趋于平稳，并于
2018年达到高峰，当年的出入境人数总和超过3
亿，是香港总人口的40倍。从2019年到2022年，
由于政治风波和新冠，跨境出行人数断崖式下

图11.按边境管制站划分的跨境学童流量，由笔者可视化；数据来源：2014/15至2019/20学年按陆路管制点划分的跨境学
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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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到零。而图10也显示，许多出行方式，如西九
龙高速铁路，因此被无限期地关闭。

图11显示了进出香港的跨境学童数量，由
于该类数据不是连续记录的，所以学童总数似
乎比较少。尽管如此，这个数字在2014年至2016
年达到顶峰，之后便一直缓慢下降。

图12显示了香港跨境家庭的数据。由于最
初有大量的非法移民和中国内地妇女进入香港
分娩，自数据首次记录以来，跨境家庭的数量就
处在高位。在某些年份，跨境家庭的婚姻甚至超
过了香港本地夫妇的婚姻总数。这一现象导致
香港本地医疗和教育资源被严重挤占，因此香
港在2011年叫停了内地孕妇来港分娩的相关
政策，有效防止跨境家庭持续增长。与此同时，
由于不断发展的跨境政策赋予了更多的出行自
由，更多的香港公民选择在中国内地定居，同样
推动了跨境家庭数量的增长。

显然，香港和中国内地有着深厚的社会联
系，只要没有严格的边境管制，理论上双方的居
民都可以保持稳定和密切的联系。

4.3 用地性质转变

一个城市系统若想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
生存和发展，系统的目标必须是成本最小化、利
润最大化和市场最优化（Duan，J.，2006，p.105
）。基于此，每个行业根据自身利益确立自己的
空间区位，通过整合土地价格和租金等因素，并
借由集聚经济实现利润最大化（Duan, J., 2006, 
p.59）。因此，随着两个城市之间密切的经济往
来和相互依存，它们的城市核心区理应相互吸
引，从而使它们在地理上更加接近（Alexander, 
C., 1977, p.155）。

尽管如此，香港一侧禁区的用地性质至今
没有反映出这种现象。即便深圳，这个曾经快速
发展的城市，对香港有巨大的依赖性，为了提高
经济效益，深圳高强度开发了其边境一侧的土
地；然而，如图13所示，香港边境区域与经济增
长相关的用地性质几乎不存在。即使绝大多数
跨境出行人员目的地是香港市区，这也不能充
分解释两个经济体之间理应存在的一种经济磁
力，而这种磁力本应使城市核心区更加接近。此
外，如图14所示，从2000年到2020年，香港方面
的用地性质变化仅限于自然属性的内部转换，

Urbanie and Urbanus

第七期  

  

107

David Sky Cheng, Hee Sun (Sunny) Choi(崔希先), Daniel 



图12.通过婚姻和居住地变更的数据发掘跨境人口联系，由笔者可视化；数据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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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000年至2020年禁区土地使用比例的变化，笔者根据《香港土地使用情况》进行了处理和可视化，2000、2001、2004
、2005、2006、2007、2009、2010、2018、2019、2020，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划署保留所有版权。

Urbanie and Urbanus

第七期  

  

109

David Sky Cheng, Hee Sun (Sunny) Choi(崔希先), Daniel 



图14.笔者根据《香港土地使用情况》对选定的9个最大的禁区用地性质变化进行处理和可视化；2001年、2005年、2007
年、2010年、2018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划署保留所有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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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灌木地变成林地。此外，基本没有记录到住宅
和商业用地的变化。可以肯定的是，在2020年之
前，香港在边境地区一体化方面将生态价值置
于经济利润之上。直到2021年提出北都会，香港
才对边境用地进行了颠覆性的战略规划，因此，
值得在未来几年继续跟进边境地区的转变。

五、 数据综述和最终讨论
5.1 边境演变

由于城市的自组织机制类似于生物体的自
组织机制，一旦将生物学推导到城市研究中，就
可能带来特别的发现。因此，笔者在图15运用生
物类比法来解释边境的演变：将边境线比作细

胞膜，边境管制站比作过滤物质进出的通道蛋
白，人口则用气泡表示。总体将香港-内地边境
演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逃难和封锁，发生在1950年
至1997年。第二个是合作和共同繁荣，发生在
2002年到2019年，而2020至2022年则是过滤和
封控阶段。每个阶段在其时间范围内都有其独
特的人流模式，通过一个大器官内的细胞运动
来说明。

5.2 未来展望

在图16中，笔者综合了前文汇集的用地性
质、跨境人流数据、香港和内地的人均GDP、跨

图15. 用生物学类比来描绘边界的演变，笔者绘制，2022年，根据Doxiadēs, K. A., Carmel Pak U Secondary School, 
Number of crossing students by land immigration control point from 2014/15 to 2019/20 school year, Immigration 
Department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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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婚姻、跨境学童数据。经过综合评估，笔者得
出结论：城市环境是人类趋利避害并提高生存
优势的生物本能的直接产物。香港通过修建围
墙、设立禁区来应对内地的难民潮就是一个例
子，因为生物会保护自己和自己从属集体的利
益。尽管如此，香港政府还是通过北都会对新的
政治路线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然而，著名生物学家马克•W.莫菲特（Mark 
W.Moffett）曾经提出以下发人深省的观点："
一旦一个社会分裂成两个独立的社会，并且一
旦他们的成员建立了自己的身份认同，那么
这些社会自由地相互融合的机会就非常小了"

（Moffett,2020）。根据他的论断，香港和中国
内地最多只能保持新冠大流行之前的状态，两
者可以自由互动，而完全的社会融合基本没有

可能。结合社会各界二十多年的香港边境研究
和政策优化，他的理论目前为止仍是正确的。早
在1997年，就有学者提出了"香港-深圳跨境城
市经济区"（Xue, F., & Yang, C., 1997）。讽刺的
是，20年后，也仅仅只有北都会刚刚开始实施。
此外，即便深圳前副市长也承认，由于意识形态
的阻隔，“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心态在中国内地
依然存在（Zhang, S., 2019, p.41），还有一些案
例揭示了来自中国内地方面对香港深深的不信
任感，一香港学者的完全无关政治的会议文件
在会议前不得不接受政治审查 （Zhou, L., 2019 
）。因此，未来的边境也将在物质层面反映这一
现实。防御性的建筑形式，如栅栏和高墙，将继
续存在，而“一国两制”政策则大概率在2047年
后保持不变。

图 16. 数据汇总, 结合图 10, 12, 13和 14, 笔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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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边境研究将继续成为全球学术界的
热门话题，因为它关乎每个人的利益，而当我
们面对全球不断加剧的不确定性时，当务之急
便应是促进跨境沟通与合作。对于香港-内地边
境，尽管它隶属于同一个主权国家，其实际的跨
境出行限制远远超过了欧盟内部的跨国边境。
然而，在中国鲜有组织拥有专门致力于跨境空
间观察和监测的职能，如欧洲空间规划观测网络

（ESPON）。然而，中国内地经历了2022年围绕
新冠的多个省市各自为政引发的一系列差异性
封控、人流管制措施，导致跨省甚至跨市出行难
度堪比跨国出行。这也充分表明边境研究不仅
需要着眼国际的主权边境，更需要关注国内的
边界划分，因为这场疫情告诫人们，省界、市界
甚至区界的意义远远超越单纯的行政区划，它
们对于物质空间、人口、物资流动等等各方面均
会构成复杂且深远的影响，非常值得进一步研
究。

综合全文，现阶段需要更多的制度改革来
提高中国内地的生活质量，特别是整体的经济
水平，因为根据研究结果，减少经济差距可以极
大地提高跨境出行的流通性。只有这样，“两制”
才能更好地跨入合作共赢的未来，并为两侧全

体市民，尤其是众多的跨境家庭，提供一个更好
的边境地区。

六、 附录

由于篇幅所限，笔者上传了图1和图2的补
充资料供下载。请扫描二维码或使用下面的超
链接。

https://www.dropbox.com/sh/js9rllg22ain3a 
y/AAC_eRJcIteSIctznQNyzg4ja?d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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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特定环境条件下可食用社区花园对老年人的价值
——以中国南京为例

金悦, Hee Sun (Sunny) Choi崔希先, Daniel Elkin
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MDes(城市环境设计) 

摘要

由于2019年的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中国政府对疫情发生地的进行控制、对居民日常生活用品数
量的供给限制，以及老年人对网络购物技术的不熟悉，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建造可食用的社区花园。
因此，本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南京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社区作为案例研究。
更具体地说，是用GIS地图来构建南京的食物系统地图。此外，在研究中还采用了直接的现场观察、
问卷调查和访谈。此外，本研究采用单变量和多变量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大多数老年人对社
区食用花园的需求和价值，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此外，社区花园可以提供结交新伙伴和享受休闲时
光的机会，因此，可食用的花园提高了社区的观赏价值和互动性。从社区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食
用社区花园有利于可持续粮食生产因为它有利于生态环境、经济效益、社会再生和地方发展。

关键词

可食用社区花园；老年人；食物供应；社会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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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简介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从2019开始年
至今)，中国政府对疫情区域进行控制和管理，居
民无法进行户外购物，政府则根据人们的基本
需求为他们分发日常食品。然而，在此期间，人
们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老年人，因
为他们大多数人不知道如何在网上购物，造成
了食物短缺，而且长期疫情控制对老年人的心
理压力也相当大。社区花园对他们克服这些困
难是有帮助的，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
焦虑的心情，所以在这个特殊时期，一些人尝试
自己种植蔬菜。新型冠状病毒减少了人们外出
接触自然的机会，因此人们开始将自然搬到阳
台上，因为阳台是种植蔬菜的理想场所(Chen, 
2022)。疫情时代，都市人开始“种菜自救”(Qing, 
2020)

因此，本文通过分析社区花园与老年人之
间的关系，分析社区花园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
上影响老年人，以及为什么一些老年人在社区
花园中种植蔬菜，来考察社区花园在疫情前后
对老年人食物供应的影响。具体而言，本研究将
回答以下问题:(1)疫情期间社区花园与老年人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2)疫情期间社区花园为老
年人提供的价值是什么?

本研究主要采用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定
性方法包括不同的方式，如访谈、报纸、报告、社
交媒体应用、文献法和观察法。问卷对定量方法
有显著的贡献，问卷包含多种数据，如食物供应
来源、日常食品购物的便利性、购买频率、购买
蔬菜的比例、社区花园的生产情况、蔬菜种类、
社区花园的食物消费比例、社区花园缓解压力
的程度。随后，对问卷进行分析，确定社区花园
对日常食物供应的影响，以及社区花园对老年
人的心理影响。

研究使用地理信息系统来选择不同的案
例，因为它考虑了案例的位置、社区基础设施、
绿化率、家庭数量、房屋年龄等多方面。此外，还
对该社区的物业进行了访谈，以确定该社区老
年人的大致比例。

二、 文献综述
2.1 社区花园的优点

本节旨在通过回顾社区花园的主要理论，
对社区花园的定义和价值进行分类，并探讨社
区花园是否以及如何为人们提供任何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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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 研究方法的内容 (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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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首先，Poulsen等(2011)和Wakefield等
(2007)确定了社区花园的社会效益，因为社区花
园不仅对人们有身体和心理上的积极影响，而
且还提供了人们互动和娱乐的场所，人与人之
间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密切(Zhu等，2020; We-
sener & McWilliam,，2019年; Maconachie et 
al., 2012; Austen et al., 2006; Saldivar & Kras-
ny, 2004)。其次，Litt等(2011)和Poston等(2005)

认为社区花园具有食物效益，可以满足居民的
物质需求。此外，社区花园能让居民食用手工种
植的水果和蔬菜，显著提高食品安全(Corrigan, 
2011)。社会弱势家庭更容易获得食物是食物福
利的优点之一(de Medeiros et al.，2018)，然而，
将水果和蔬菜的生长和消费嵌入学生的教育经
历将是这样美妙的花园的另一个优点(Collins
等., 2015)，其可以提供不同的饮食和不同类型

图表1. 社区花园效益示意图(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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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消费(Eichemberg和 Amorozo, 2013)。
第三，研究已经证明了社区花园的生态效益，如
净化空气(Romalewski等，2003)，提高物种多样
性(US EPA, 2007; Holland，2004)，调节当地微
气候(Certomà，2011)，并充当雨水花园，或作为
海绵城市的一部分并在城市中建立基础设施，
包括水管理、水保存、水净化、水的传输和分配
以及水的循环利用(Grochulska等.，2021)。根据
中国的背景和环境考虑，Chen等人(2020)建议，
生产性景观可以与园艺疗法相结合并且用于社
区老年人护理。综上所述，社区花园有三个基本
效益: 社会效益、食物效益和生态效益。

2.2 疫情封锁对老年人的影响

解决新型冠状病毒对老年人的影响主要有
两个方面，首先，从心理学角度来看，Armitage
和Nellums(2020)认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生
以及隔离老年人会产生严重后果。此外，生活
满意度、持续焦虑和幸福感也受到疫情的影
响(Bidzan等，2020年)。此外，疫情在老年人中
造成了孤独感和社会孤立感(Berg和Morley, 
2020)，他们的心理健康因此而受到损害(Mac-
donald 和 Hülür, 2021)。其次，从生理角度来
看，Nithya(2021)认为疫情减少了老年人的社
会交往，阻碍了他们按时进行定期体检，这可

图表2. 新型冠状病毒对老年人的影响示意图(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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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2. 社区花园的定义(作者自绘)

Urbanie and Urbanus

第七期  

  

119

金悦, Hee Sun (Sunny) Choi(崔希先), Daniel Elkin



能会对他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后果 。在约
旦，Zurigat和Fattah(2020)估计了疫情后老年人
生活质量的影响程度。在意大利，一些研究人员
认为疫情影响了老年人的饮食习惯(Renzo等. 
2020)。总的来说，以前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新
型冠状病毒对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方面都有影
响。

2.3 社区花园的定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区花园”的定义演变
成了不同的关键理论，总结如表格2。

社区花园的定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
变和重新定义。社区花园在20世纪前很少使用;
然后在20世纪后出现并被社区引入;2020年，可
食用的城市公共用地被广泛接受，并作为新冠
疫情负面影响的一种方式而流行起来。本文探
讨了疫情期间社区食用花园与老年人之间的关
系。

2.4 文献综述总结

本节总结了社区花园的优点、疫情封锁对
老年人的影响以及社区花园的定义三个方面，
并为进一步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之前只

有少数学者研究了疫情的背景、“社区花园”的
定义，以及它们对居民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地
区老年人生活的影响。Li等(2020)概述了国内外
食用景观的发展情况，但未提及在疫情背景下
的现状或困境; 此外，一些文章基于中国背景考
察了社区花园，但没有将社区花园与可食用景
观结合起来(Liu等，2022)。因此，本文探讨了社
区花园、老年人和疫情封锁政策之间的关系。

三、 案例分析
3.1 地理位置背景

南京位于中国东部，长江下游，临江近海。
它是江苏省的省会城市，也是从长三角到中西
部地区带动发展的重要国家门户城市。它属于

图表3. 文献综述总结(作者自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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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3. 南京市蔬菜种植计划(作者自绘)

Urbanie and Urbanus

第七期  

  

121

金悦, Hee Sun (Sunny) Choi(崔希先), Daniel Elkin



图4. 南京粮食系统地图(来源:作者自行绘制的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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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

根据南京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适合当
地种植的蔬菜有24种。第一类是生长周期短的
蔬菜，平均采收期为三到四个月，一些夏季成熟
的蔬菜有辣椒、茄子、葫芦;其中，采收频率较快，
最快可达每月采收一次;收获率较低的蔬菜有红
薯、菊花脑、韭菜;另一类是生长周期比较长，平
均采收期在五到六个月左右，一些夏季成熟的
蔬菜有丝瓜和冬瓜。此外，绿色蔬菜、香菜和菠
菜可以在冬季收获;葱和大蒜适合在秋天种植，
因为秋天的温度比夏天低。因此，每个季节在该
地区都有其特色蔬菜，所以南京是案例研究地
区的最佳选择。

3.2 南京食物供应系统

这些食物是从全国各地的城市运到南京
的，如山东、海南、云南等。然后这些食品被运输
到南京的大型仓库和批发市场，如内桥市场、利
虹市场、众彩农副市场等。这些食品随后被分配
到不同类型的市场，如超市、水果市场、蔬菜市
场和农产品市场。最后，这些食物由城市各个社
区的消费者所购买，如盛和小区、香格里拉花园
小区、红庙小区。这些小区被选为研究对象。(见

图4)

3.3. 案例选择标准

这三个案例社区代表了在南京不同类型的
且最具有代表性的社区，包括位于市中心的老
旧住宅区，靠近市中心的高端住宅区(5公里以
内)，以及位于城市边缘且远离市中心的住宅(10
公里以上)。

其中，盛和小区距离市中心较远，家庭数量
较多，而且老年人口比例较高; 香格里拉花园社
区离市中心更近，绿化面积占比更高; 红庙社区
位于市中心，但建筑时间较长，建筑老化，容积
率较低，绿化面积较少。

图表5. 三个案例的位置 (来源:卫星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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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蔬菜种植的类型(来源:现场调查视频)

表格4. 三个不同案例小区的特征(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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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建筑类型特征与可食用花园

通过实地调查和观察，人们建造可食用花
园主要有四种类型:1)地上花园。2)屋顶花园。3)
阳台花园4)露台花园。具体来说，在阳台上，人
们可以一直种植并收获蔬菜，如韭菜和红薯。此
外，人们还可以在阳台上种植一些攀缘植物，如
丝瓜、黄瓜等;在露台上，人们使用专业的花盆进
行种植。

四、 数据收集与分析

有四个方面可以循序渐进地分析可食用花

园的作用和价值：1)老年人的年龄分布。2)购物
相关行为。3)疫情影响。4)老年人对社区花园的
认知和价值。

4.1 单变量数据分析

4.11. 老年人的年龄分布

首先，从年龄的角度来看，在这三个社区
中，盛和小区超过一半(51.92%)的老年人年龄
在70岁及以上;香格里拉花园社区55-70岁及以
上老年人的比例为77.56%;红庙小区老年人年
龄分布较为均匀，60-80岁老年人占66.67%。

图表7. 三个案例不同的年龄区别

图表8. 三个案例日常购物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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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购物相关的问题

从图8可以看出，三个社区的老年人都更喜
欢在菜市场和超市购物。盛和小区有73.08%的
老年人选择在超市购物;香格里拉花园社区中
有57.14%的老年人选择去超市购物;红庙小区
则有96.3%的老年人选择去超市。此外，在这三
个社区，100%的所有老年人都选择在菜市场购
物。

从图9可以看出，盛和小区的老年人认为从
社区前往附近超市和菜市场的平均便捷比率为

5.81/10; 香格里拉花园社区的平均便利比率为
6.14/10，而红庙小区的老年人则认为平均便捷
比率为6.84/10。

在图10中，盛和小区的老年人从不使用网
络购物app的比例为59.62%;香格里拉花园社区
从未网购比例为28.57%。在红庙社区有57.41%
的老年人从未使用过网络购物app。

4.3 新冠疫情对老年人的影响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由图表11可知，盛和
小区有53.85%的老年人觉得疫情对他们的心理

图表9. 三个案例线下购物的便利性(作者自绘)

图表10. 三种案例中使用网络购物app的频率(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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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不大，因为他们能够较快的适应新的环境; 
香格里拉花园社区中75.51%的老年人持同样观
点; 同样，红庙社区66.67%的老年人与其他社区
的老年人感觉相同。因此，新型冠状病毒仍然对
老年人有心理影响。

从疫情是否影响日常购物来看，盛和小
区 大 多 数 老 年 人 认 为 疫 情 影 响 了 其 日 常 购
物，69.23%的老年人认为疫情使食品价格略有
上涨; 在香格里拉花园社区，65.31%的老年人认
为疫情对食品储备影响不大，但有51.02%的老

年人认为疫情对食品价格造成了温和上涨。在
红庙社区，66.67%的老年人认为食品价格的上
涨微不足道。因此，疫情确实对老年人的日常购
物产生了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

4.4 老年人对社区花园的认知

如上图所示，盛和小区32.69%的老年人现
在拥有自己的菜园，59.62%的老年人希望有自
己的菜园;香格里拉花园社区中有8.61%的老年
人拥有菜园，65.31%的老年人对建造可食用社

图表11. 三个案例中疫情对心理的影响(作者自绘)

图表12. 三种案例中疫情对日常购物的影响(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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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花园持中立或支持态度;在红庙社区，16.67%
的老年人有自己的菜园，64.81%的老年人对未
来建立食用菜园持支持态度。因此，不难预测，
大多数老年人愿意拥有可食用社区花园。

从社区可食用花园的预期功能来看。在盛
和小区中，超过一半(53.85%)的老年人认为社
区花园可以提供交朋友的机会，使人们可更好

的享受休闲时光，55.77%的老年人认为花园可
以帮助他们进行日常锻炼，让他们更加健康，部
分老年人(51.92%)认为花园可以提供独特的观
赏性和互动景观;在香格里拉花园社区中，超过
一半的老年人(55.1%)认为花园可以缓解疫情
期间的食物短缺问题，大部分老年人(55.77%)
认为花园可以帮助他们进行一些日常锻炼，而
其他部分老年人(53.06%)则认为花园可以改善

图表13. 三种案例中老年人使用社区花园的现状以及意愿(作者自绘)

图表14. 可食用社区花园的预期功能(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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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更新景观的观赏性和互动性;在红庙小区中，
大多数人(75.93%)认为社区花园改善和更新了
景观的观赏性和互动性，而很大比例的老年人
(66.67%)认为花园使人可以放轻松而且提供了
交朋友的机会。

社区花园产出问题的问卷调查的结果已在
上图表示。40.38%的盛和小区的老年人对社区
花园产出收益预期较低，认为社区花园仅用于
休闲娱乐;同样，香格里拉花园社区55.1%的人
对可食用花园产出的期望也不高，因为其只是

为了娱乐; 此外，红庙社区中有57.41%的老年人
表示社区花园只是用于娱乐。

社区花园的植物选择见图表16。盛和小区
中76.92%的老年人偏爱果树，如枇杷树和桃
树。偏爱辣椒、茄子等果蔬植物的老年人比例
为67.31%;在香格里拉花园社区中，55.1%的
老年人首选果树，61.22%的老年人喜欢水果
和蔬菜，53.06%的老年人喜欢蘑菇;在红庙社
区，77.08%的老年人喜欢果树，70.37%的老年
人喜欢水果和蔬菜，如辣椒。

图表15. 人们对可食用社区花园的期望(作者自绘)

图表16. 人们对可食用社区花园的蔬菜种类的期望(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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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多变量的总结

通过分析三个不同社区的数据发现，年龄
分布和购物便利性是造成不同比例的社区花园
所有权的重要因素。此外，年龄分布、社区到市
中心的距离、疫情对日常购物的影响三个因素
都会影响是否需要社区花园的意愿。

从表格5可以看出，首先，盛和小区比香格
里拉花园社区拥有更多的社区花园，因为盛和

小区的老年人比香格里拉花园社区的老年人年
龄大，所以盛和小区的购物方便程度较低，因此
他们希望尽可能便捷地获得食物。此外，盛和小
区的老年人比香格里拉花园社区的老年人更愿
意拥有社区花园，因为盛和小区到市中心的距
离比香格里拉花园社区远得多，所以盛和小区
的人们不愿意出门去购物，因为交通不便，所以
他们更愿意拥有自己的花园。然而，盛和小区有
较多的老年人认为疫情导致食品价格上涨，所

表格5. 多变量汇总表(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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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盛和小区的人们愿意自己种植蔬菜，以节省
开支。

其次，与香格里拉花园社区相比，红庙社区
拥有花园的老年人较少，这是因为红庙社区的
老年人比香格里拉花园社区的老年人年轻，较
年轻的老年人更喜欢自己购物，而不是依靠自
给自足的社区花园提供食物(购物便利程度更
高)。此外，香格里拉花园社区的老年人对社区花
园的拥有意愿较低，因为香格里拉花园社区到
市中心的距离太近所以人们对社区花园的拥有
意愿不显著。但香格里拉花园社区是一个更注
重生活品质的高端社区，所以社区花园的出现
可能会在未来造成一系列的管理问题，比如破
坏社区现有的景观。此外，香格里拉花园社区中
较少的老年人认为疫情会导致食品价格上涨，
因此红庙社区希望拥有自己的花园。

第三，目前红庙社区拥有社区花园的老年
人较少，这是因为红庙社区的老年人比盛和小
区的老年人年龄大，说明盛和小区的购物便利
程度更高。此外，红庙社区拥有社区花园的意愿
更大，理论上，盛和小区的老年人应该更愿意拥
有社区花园，因为他们的社区离市中心更远，这

对他们的购物习惯有显著影响。然而，红庙社区
的基础设施陈旧，环境和设施需要改善和更新，
社区花园不仅为旧社区的更新提供了环境效
益，而且还具有经济效益。

五、 结论 

综上所述，社区食用花园在疫情期间为老
年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为社区的更新和改造
注入了新的血液或理念，所以其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研究发现，首选的植物种类将帮助设计
师使用社区花园作为一种创新的方法来更新
社区。此外，研究结果可作为社区花园建设的基
础，并为未来社区发展中潜在的城市弹性策略
提供建议。

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食用花园有利于
城市可持续粮食生产的发展，为城市带来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提高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可
持续性。因此，可食用花园可以作为社区再生的
城市弹性设计策略。并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社区
对社区花园的不同需求，将其推广到城市的各
个区域，进而推广到全国各个角落;然后通过精
心设计来建造和翻新这些花园，以推动“可持续
且不断发展的弹性城市”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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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许多发达的亚洲城市都优先考虑城市河流再生，这转化为通过改造多用途的蓝色和绿色基础设施
从根本上改变城市景观。 尽管如此，关于社会化和空间仍然存在许多问题：用户是谁？ 执行哪些活
动？ 景观设置和背景城市条件是否会影响再生城市河流的使用模式？ 本研究旨在通过关注非常成
功的城市河流再生：深圳的福田河来回答这些问题。共进行3次（2个工作日，1个周末）沿江观察，共
计3373名用户，24种活动类型。观察揭示了整个期间的不同用途：40 岁以上的人在早上访问，40 岁
以下的人在中午访问； 男性 (56.7%) 和年轻人 (42.6%) 分别代表性别和年龄组类别。 最受欢迎的
活动是散步（28.6%）、放松（15.2%）和野餐（7.3%）。行为映像突出了特定位置的用户和活动的聚
集，因此河流空间为低收入村民提供了重要的休闲空间。 通过这些发现，这项研究可以为设计者和
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关用户习惯的见解，从而产生响应空间和政策。这项研究还将有助于将注意力
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实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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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介

河流在城市发展中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不同的认识
和管理方式。在现代之前，河流对于供水至关重
要，并充当交通基础设施； 工业化使河道在河流
地貌、污染程度及其作为水道的用途方面发生
了根本性的转变。工业发展和城市的快速发展
导致城市河流成为防洪通道和污水排放库，而
随着许多中小水道的废弃，向公路运输的模式
转变。 结果，露天混凝土下水道穿过的退化景观
成为许多发展中城市的耻辱。随着合成物质对
人类和生态小区的有害影响，人们越来越意识
到工业化对生态系统的这些影响。水系统尤其
反映了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促使人们呼吁采用
综合方法对其进行修复。 就具体情况而言，政策
制定将这一新的生态要求具体化为立法。城市
河流再生随后得到了公共投入的大量资源。 近
年来，尤其是在亚洲，城市河流再生转化为从根
本上改变城市景观的可能性，方法是用服务于
环境、经济和社会等多重目的的蓝色和绿色基
础设施对其进行改造。 本文重点关注后者，继首
尔、新加坡和深圳等城市的再生河流受到欢迎
后，后者首先引起了城市设计师的兴趣。 由于他

们的成功，这些案例成为不可否认的设计参考，
并在亚洲乃至亚洲以外的不同环境中被不加批
判地复制。 尽管如此，城市河流再生是——而且
必须被理解为——一个依赖于环境的过程，需
要深入了解再生实施所处的社会和文化条件。

本文重点关注深圳案例，调查其日常用户
和使用情况，这些信息将为设计师和政策制定
者提供至关重要的信息，这些设计师和政策制
定者会专注于制定满足当地人口需求和文化习
惯的响应空间和政策。

二、河流再生政策

在东亚，环境保护政策的采用和河流恢复
框架的建立仍然参差不齐。在日本，工业化驱动
的渠道化和河流的严重污染是最先发生的。由
此产生的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
初开始呼吁保护环境，并在《环境污染防治基本
法》（1967年）和《水污染防治法》（1970年）中找
到了答案。受瑞士和德国的影响，日本河川局在
1990年代初发起了第一个河流再生计划—— 

“以自然为导向的河流工程”。韩国采取了类
似的道路，韩国第一个修复项目是汉铆钉项目

（1982-1986年），随后是四大河流修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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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这种类型的第一个倡议可以追溯到
1977 年，当时清理新加坡河和加拉根盆地。在中
国，粗放工业化和污染发生的时间很晚，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一篇苏联文章的翻译，生态
文明的概念才开始普及（Lipitsky，1984）。在中
国，溪流恢复是一项最近的实践，始于2000 年代
初，并在过去十年中蓬勃发展，在全国各地开展
了多个重大项目。 尽管取得了这些发展，但东南
亚许多国家仍然滞后，没有适当规范正在发生
的工业化进程、地貌改造和蒸汽污染。

2.1. 大湾区航道改造

大湾区 (GBA) 由中国东南部的 11 个城市
中心组成，已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经济生产力最
高的城市群之一。 珠江三角洲 (PRD) 是指该地
区的更古老的地名，它唤起了该地区的起源，它
是一个凝聚的文化景观、交通网络和相互作用
的定居点系统，由汇聚在珠江及其入海口的水
道网状结构相连南中国海（Jachna，2021年）。 
这种位置和地形孕育了河流的海洋文明，深刻
影响了区域发展。 该地区河流和河口丰富，历史
上一直开发河港和海港（Bie等，2015）。 自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珠三角的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
导致城市面积不断扩大，并扩大到大量的耕地、

森林和水体（Qu 和 Qi，2021；Talamini 等，2022
）。 密集和快速的城市化不仅导致了独特的城市
形态和情况，而且导致了支离破碎的城市结构。 
因此，过去和正在进行的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
的影响迅速引起了公众和规划部门的关注，他
们希望在区域规划和设计中保护和加强生态系
统（Qu 和 Qi，2021；Talamini 等，2021）。 , 2022).

在过去的十年中，水资源管理对中国广东
省至关重要。 广东省2002年实施的《珠江水环境
综合整治规划》主要以污水处理为主。 2013年，《
粤南净水行动计划（2013-2020年）》也将地表水
净化定位为主要整治目标。2014年以来，深圳、
东莞推进沿江企业治污，治理河道污水，优化沿
江土地功能。创新举措既改善了水生态环境，
又促进了沿江产业发展和环境整体升级。2018 
年6月，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广东省政府
提出建设优质蓝道，将水管理与河岸设计相结
合（Ma et al., 2020）。 随后，Blueway 规划和设
计倡议启动，旨在重新构想该地区16,000多公
里的水道（RCSOG，2020）。这项大胆的倡议提
出，将蓝色基础设施的范围扩大到广东以外的
地理范围和水资源管理范围，以打造具有基本
蓝色和绿色基础设施的大湾区发展。Blu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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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tive采用综合方法，脱离传统的绿色走廊
和河流治理工程，以产业转型和城市更新为目
标，满足生态、娱乐和文化需求。

2.2. 河流社交空间

河流再生产生的空间通常会在城市结构
中形成一条绿色线性走廊。再生河流作为线性
公园和绿道，通过连接城市栖息地和相关生
物多样性提供重要的生态服务（Ahern，2013 
年；Bryant，2006年）以及在拥挤的城市中为
人与自然之间的积极互动提供机会（Chon和 
Shafer，2009 年；Gobster，1995 年）。 绿道改善
微气候，弥补发达地区绿地的不足，连接城市
公园和小区（Shafer 等，2000），减少人车冲突。
此外，绿道为市民提供了进行减压和娱乐活动
的场所，从而促进了居民的邻里依恋(Pearlin, 
1993)，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Dallat et al., 
2014 )。 绿道是一种独特的城市绿地类型，可能
比其他类型的绿道具有更大的整合自然资源
保护和公共卫生促进的能力（Keith 等人，2018 
年）。关于蓝色和绿色基础设施的相关文献已
将社会互动和心理益处确定为对健康至关重要

（de Bell 等人，2017年；Talamini，2020 年）。 作
为公共空间，绿道为不同类型的社会互动提供

了场所和机会（Lofland，2017）。大量研究证实，
绿色开放空间对社会凝聚力产生积极影响，并
为社会活动提供有吸引力和愉快的环境（Wan
等人，2021 年；Elands 等人，2018 年；Swanwick 
等人，2003 年；Kuo 等人，1998 年） ).与紧凑型公
园相比，线性空间可能对城市邻里环境和互动
产生更好的影响，因为此类空间的形状狭长，可
以提供更多进入邻里的通道。 布朗等人。 (2014) 
比较了不同城市公园类型提供的不同体育活动
机会，表明线性公园比其他邻里公园提供最大
的整体体育效益。尽管有现成的研究结果，但上
述未解决的问题仍然适用于快速发展的亚洲城
市。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在中国深圳福田河的背
景下研究这些因素，确定日常用户、他们的活
动，以及景观和城市条件是否影响再生城市河
流的日常使用模式。 谁是用户？ 执行哪种活动？ 
景观设置和背景城市条件是否会影响再生城市
河流的日常使用模式？本文旨在通过关注一个
充满活力的亚洲城市来回答其中一些问题，该
城市拥有最成功的城市河流再生案例之一：深
圳的福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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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法
3.1. 学习区

在本研究中，我们选择了深圳福田河作为
案例研究，分析滨河景观特征与人们休闲偏好
之间的关系。深圳是一个河流丰富的城市，有
310条溪流，流域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然而，在
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深圳水资源紧缺，地表
水污染严重。 作为响应，深圳市政府近年来开展
了河流再生项目，以改善水环境和人们的生活
质量（Talamini 等，2017）。 在这些项目中，福田
河是河流再生最成功的案例，线性公园得到了
广泛认可和高度利用。

福田河全长6.8公里，流经福田区中心区
域。 2000年代初，这条河水污染严重。 截至2009
年8月，河道整治工程启动，重点抓好防洪、治

污、改善水质、改善景观、建设绿道等五项工作。
福田河于2013年成为生态城市绿道公园，绿地
面积3.4平方公里，绿道6.8公里。公园由北向南
连接另外两个主要的城市公园（笔架山公园和
中央公园），为市民提供许多休闲和健身设施。 
绿道公园还加强了公共设施的空间分布，提高
了居民对开放公共绿地的可达性（深圳市政
府，2013）。

3.2. 行为映射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使用行为映射来调
查和可视化用户聚类中的空间模式（Villani和 
Talamini，2021；He等人，2021）。行为映射是一
种成熟的方法，它依赖于对人类行为的不引人
注目的观察来分析和可视化空间占用模式，以
调查用户的位置选择与建筑环境的设计特征之

图 1  研究区：福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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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联（Bechtel和Zeisel，1987年；Cosco 
等人，2010年；Gehl，1987年；Marušić，2016
年；Vil lani和Talamini，2019年；Vil lani等
人，2020a；Villani 等人，2020b）。 行为映射通常
分三个阶段进行，包括调查空间设置以在比例
图中表示它们、活动类型的分类以及活动绘图
和地理配准以供进一步分析和可视化（Marušić 
和 Marušić，2012 年；Villani 和 Talamini，2020 
年）.在这项研究中，我们使用行为映像来分析
线性河滨空间中的用户分布和人们的活动类
型（Talamini，2020）。无人机（UAV）和手持相
机进行了广泛的现场系统观察。与传统相机相
比，无人机可以以相对高的角度记录人们的活
动，覆盖范围广，信息更全面，时间更短（Park和 
Ewing，2017）。 但无人机存在一些死角，需要使
用手持相机在地面进行辅助记录。 在 2019 年 3 
月的两个工作日和一个周末收集了有关用户活
动、属性（年龄和性别）和空间模式的数据。每个
收集日包括三个阶段：上午（上午 9 点至上午 10 
点）、中午（下午 12 点至下午 1 点） ) 和下午晚些
时候（下午 3 点至下午 4 点）。 对于时间间隔和
数据收集日期的选择，考虑了温度和天气因素。

本研究随后应用了脱机数据处理；视频数

据在现场调查完成后进行采集和处理（Khan et 
al., 2017）。 所收集的信息是通过对录制的视频
进行手动解释来提取的。为确保记录结果的准
确性，两名训练有素的评估员独立观看相同的
视频并记录活动。要分析的活动及其分类事先
准确设置和定义，不仅避免了主体判断，而且获
得了较高的评分者间一致性。在数据处理阶段，
将采集到的空间数据和用户活动信息在ArcGIS
中转换为带坐目标空间数据点。 据面部特征对
年龄组进行分类（Horng et al., 2001）：13 岁以
下的儿童、13 至 19 岁的青少年、20 至 39 岁的
青壮年、40 至 59 岁的中年 和 60 岁或以上的
成熟成年人。为不同类型的活动建立不同的层
次，可以方便地分析行为模式。数据集完成后，
对行为模式和空间使用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在 
ArcGIS 中生成地图来说明活动密度模式。

四、调查结果

沿江共观测到用户3373人，活动类型24
种（表1）。所有用户中，男性占56.7%，女性占
43.3%。与深圳的人口数据相比，男性占51.8%,
女性占8.2%（《深圳统计年鉴》，2015），福田河
沿岸的游客男性多于女性。大多数游客结伴前
来 (76.6%) 而不是单独前来 (23.5%)。 我们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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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轻人 (42.6%) 和中年人 (31.8%) 的比例相
对高于其他群体（儿童 14.10%、老年人 8.3% 和
青少年 3.2%）。 这些差异表明，中青年是滨河空
间的主要使用者。 图 2 显示不同年龄段的人在
不同的时间访问滨河空间。大多数60+的中年用

户一般在早上去河边，而大多数年轻人在中午
和傍晚的时间段在河边玩耍。此外，在福田河沿
岸观察到的最流行的五项活动是步行（28.6%
）、休闲和休息（15.2%）、野餐（7.3%）、骑自行车

（6.4%）和遛娃（5.7%）。

表  1 福田河沿岸居民日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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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显示了四天内福田河沿岸的用户活动密度。 
热图中颜色越深的区域，聚集的人越多。在100
米直径范围内，密度最高的区域有212-308人，
而密度最低的区域有0-17人。 图 4 显示工作日
的活动密度远低于周末，其中最高密度（157-
222 人）几乎是工作日的两倍。 图 5 和图 6 展示
了一天中不同时段的活动密度和不同年龄段人
群的空间格局。 根据不同分类的热图，人们聚集
的两个最高密度区域如图 1 中的第 3 和第 5 部
分所示。

为探讨滨河景观特征与人们游憩偏好的关
系，我们总结了福田河各段的景观特征，包括信
道、过桥、亲水区、草坪、广场和附近城中村（见
表2和 图 7)。

图 2 三个时间段内不同类型用户的百分比

图 3 福田河沿岸四天的活动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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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时段福田河沿岸活动密度：上午9点—10点（左）； 中午 12 点至下午 1 点（中）； 下午 3 点至 4 点（右）

图 4 福田河沿岸工作日（左）和周末（右）活动密度

图 3 福田河沿岸四天的活动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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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福田河沿岸儿童（左上）、青少年（中上）、成人（右上）、中年人（左下）和 60 岁以上（右下）的年龄活动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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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福田河各段景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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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福田河各段的地理特征

首先，在这六个板块中，第3、4、5板块的访
问次数最多（分别为15、11、10），是第1、6板块
的两到三倍。人们到达河边空间。其次，第3部分
有两个亲水空间，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年轻人，尤
其是儿童和青少年更愿意选择这个区域进行活
动。 该区域还包含大片草坪和广场，可以为人们
提供更多的空间和更多的活动选择。2段虽然也
有大片的草坪和广场，但是这一段的可达性比
较低。第三，福田河五段周边一公里范围内的三
个城中村和三段周边一个城中村在提供大量河
流空间潜在用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城中村
居民居住环境相对拥挤，生活质量低下。对于这
些贫困的城市人口来说，相邻的公共空间因此
是休闲和锻炼的好选择。

五、结论

本研究采用不显眼的观察来收集有关中国

大湾区一条成功再生的城市河流的用途和用户
的原始数据。在三个时段和三天内观察到超过
三千名用户。描述性统计数据和行为映像突出
了不同社会群体在一天中的特定使用模式，其
中男性和年轻人被确定为大多数。用户在散步、
放松或野餐时聚集在一起。亲水区和与水直接
互动的可能性（5.2% 玩水，1.1% 钓鱼）都对用
户有吸引力。同时，可访问性和位置属性被发现
在用户的选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深圳这样
一个经济充满活力的移民城市的背景下，河流
再生正在成为一项重要战略，为城中村的弱势
居民提供休闲和社会互动的重要空间，从而增
加空间正义。这些发现告诉政策制定者和设计
师注意制定响应当地人口需求和文化习惯的响
应空间和政策，最终呼吁基于观察人们日常生
活需求的响应性和环境敏感的城市规划和设计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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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减缓河道化对香港农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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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在支持城市功能和提高居民福祉的同时，努力减少雨水风险和提高城市气候适应能力。这些
情况使得河流复性研究从 21 世纪初开始迅速发展。 尽管如此，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或北美
的背景下，而对于高密度东南亚地区的河流复原基本上没有进行探索。本研究以香港双鱼河为例，
旨在推进对环境缓解工作如何影响高密度东南亚城郊地区后渠道化过程中景观物理转变的理解。 
1995 年至 2005 年双鱼河形态变化和选定 1 平方公里区域景观格局变化的纵向数据从航拍照片
中获取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渠道化对景观转变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受到高密度东南亚城市周边
环境中环境缓解工作的限制。通过这些结果，本研究旨在为高密度东南亚背景下的城市水资源管
理和河流复原决策做出贡献。

关键词

渠化；环境减缓；城市水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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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介绍

香港领土面积超过1106平方公里，包括约
200条水道，其中许多是季节性的无名溪流。香
港大致有三种河道：(1)郊野公园原始环境中的
小溪流，是城市取水必不可少的；(2)渠道化（当
地称为明渠）或涵洞水道，这些水道通常受到污
染并且出现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3)北领地冲
积地带中相对较大的水道，这在历史上对当地
农业至关重要。虽然第一类保存完好，第二类侧
重于广为宣传的正在进行的改善项目，但第三
类长期以来一直不在当地社会和科学界的主要
利益范围之内。然而，由于理性的沉睡会产生怪
物，在周边地区，防洪河道整治工程经常引发退
化的恶性循环，再加上猖獗的城市化，曾经的
原始水道变成了丑陋的明渠，前后都需要大量
的 资源被回收为具有环境和社会文化价值的空
间。换句话说，渠道化过程导致了经济、环境和
社会文化资本的大量损失。 近年来，香港新界及
其河流因其在世界上两个较先进的城市香港和
深圳之间的枢纽地位而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
点。 尽管主要目标（即防洪）保持不变，但河流整
治工作已采用更加跨学科和综合的方法（即环
境缓解）进行。 这种评估农业活动的新方法的效

果是本文提出的实证研究的对象。 更具体地说，
这项研究旨在回答以下问题：环境缓解的河道
化如何影响农业？

这项研究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案例研究和香
港领土，其结果将引起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更广
泛东亚地区的政策制定者的兴趣。该地区的边
缘和大城市之间的农业用地正在逐渐退化。在
这些城市周边地区，河流的渠道化伴随着不受
管制的、以城市为导向的活动的扩展，这些活动
威胁到当地人口和生态系统的健康（Talamini 
等，2022）。这种巨大转变的结果是损失了巨大
的环境和社会文化资本。 然而，这些地区是全球
城市化进程的核心，预计未来十年其人口将增
加一亿。他们的命运最终取决于可持续管理水
利基础设施的努力。因此，由于其发展较早，香
港可以提供重要的经验教训，说明环境减缓的
河道化对农业持续发展的影响。

二、 城市化与雨水管理

虽然城市化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但这一
现像也导致对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的需
求不断增加（Grimm等人，2008年；联合国等
人，2019 年）。城市群面临洪水、冲刷、侵蚀、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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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岛效应和水资源短缺的风险增加，因为城市
基础设施和建筑物的建设显著影响地表，从透
水到不透水，并加剧了不利影响环境和气候变
化（Grimm 等人，2008 年；Liu 和 Jensen，2018 
年）。同时，自十九世纪以来，霸权工程方法通
过渠道化、水库、大坝和混凝土污水系统控制
了雨水资本的开发，这些方法主要是为了防
止城市洪水和空间限制的洪泛区，并为经济发
展和增长提供区域（Cosgrove和Petts，1990
年；Fox等人，2016年；Grabowski等人，2017
年 ；H a b e l 等 人，2 0 2 0 年 ；J u a n 等 人，2 0 2 0
年；Westerman，2012年）。工程驱动的水文系统
改造减轻了城市住区几十年来的洪水压力，但
最终暴露了改造的缺点，表现为对生态和环境
的负面影响。

城市化进程通常需要城市周边地区城市和
乡村特征的空间交织，经常改变乡村景观和生
态系统 (McGee, 2008, 1991, 1989)。 在密集城
市化地区的城市周边地区，由于雨水管理方法
不当，以及对河岸地区的文化和社会认知影响，
几个世纪以来建立的耕作和灌溉系统的空间资
本往往破败不堪。先前的研究支持这样一种观
点，即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水资源管理，由于

与环境和生态相关的大规模改变，对城乡景观
产生重大影响（Alberti，2005 年；Cosgrove 和 
Petts，1990 年；Meulder 和 Shannon , 2013). 由
水资源管理引起的景观转变也缺乏全面、大规
模的方法（Cosgrove 和 Petts，1990）。

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在限制范围内生
活和繁荣的想法是在欧洲启蒙运动期间发展起
来的，随后受到工业化的环境和生态后果的推动

（Caradonna，201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环保运动进一步提高了公众对保护生态系统的
必要性的认识。 理论命题（例如，Ian McHarg 的
自然设计）和政策（例如，清洁水法案；Fletcher 
等人，2015年；McHarg，1969年）促成了越来越
多的共识。随着这种共识的逐渐被认可，可持
续的城市雨水管理在80年代和90年代成为一
个相对较新的领域，这与城市发展中具有悠久
历史的工程驱动的雨水管理方法形成鲜明对比

（Fletcher等人，2015年）。可持续地管理雨水需
要结合结构性和非结构性方法，同时保护自然
资源和满足长期发展需求（Barbosa等人，2012 
年）。正如 Petts 所设想的那样，随着城市发展和
水资源管理的进步，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在从人
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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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grove 和 Petts，1990）。

2.1 从渠道化到河流复原

河 流 是 复 杂 的 社 会 生 态 系 统 ，因 为 人
们 以 各 种 方 式 感 知 、重 视 河 流 并 与 之 互 动

（Verbrugge 和 van den Born，2018 年）。景观
生态学原理首先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逐渐被采
用，后来在 2000 年代初演变为河流景观生态学

（Dunham 等人，2018 年）。同时，渠道化对生
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也暴露无遗。首先，由于建
筑材料的性能要求，改造通常会导致土地覆盖
更加不透水，这会降低水边地区的雨水恢复能
力，并需要进一步建设以扩大基础设施的雨水
容量。此外，城市增长和致密化已经超出了传统
解决方案的能力，例如合流和分流下水道系统

（Liu 和 Jensen，2017 年、2018 年）。其次，河岸
和河岸土地的物理变化会加剧生态系统的结构
变化（Juan等，2020）。第三，水文系统的人工改
造显著降低了天然水体对人为或自然污染阈值
的恢复能力（Duh 等人，2008 年）。低水质也经常
是由于城市化作为环境压力源而导致水体发生
变化的结果。这种变化可能会在人口稠密的地
区产生社会影响人口密度（Falkenmark，1979 
年；Talamini 等人，2016 年）。 因此，为了将雨水

从城市栖息地输送出去并增加雨水容量，工程
驱动的水文系统改造经常以不利的环境、生态
和社会影响为代价破坏水文系统的动态平衡。

在这种情况下，河流复原已得到广泛实施，
以改善沿河生态条件、促进高质量的城市环境、
增强气候适应能力并刺激经济效益（Brunetta 
等人，2019 年；Palmer 等人，2005 年；Talamini 
和 Tritto , 2020). 河流复原的主要目标是改善自
然环境（戈登，1996 年）。 先前的研究表明，河流
复原不仅提供环境价值，而且显著影响居民的
生活质量（Agyeman 等人，2009 年；Davenport 
和 Anderson，2005 年；Jacobs 和 Buijs，2011 
年；Verbrugge 和 van den Born，2018 年） .

大量研究分析了再生河流的影响，但这些
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 相比之下，对以往研
究和实践的回顾表明，很少有研究调查渠道化
中的环境缓解策略如何影响高密度东南亚背景
下城市周边地区的物理转型。 尽管如此，在高密
度的东南亚地区进行河流复原的尝试引起了越
来越多的关注。 香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上
个世纪设计排水渠以防止洪水泛滥时，公众逐
渐意识到自然生态的重要性，并试图恢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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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提升公共空间。香港特别行政区渠务署
以植物和生态保护方法推动环境缓解工作，包
括提供植被生长条件和模仿自然溪流环境，通
过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促进野生动物生长而不
是扩大排水渠道来增加河流生物多样性（渠务
署，2021 年）。 香港最近的河道修复措施包括蚝
涌河、麻笏河、林村河、深圳河、启德河（黄大仙
段）、大围明渠（香粉寮至文礼苑）、火炭明渠（由
葵地新村至香港体育学院）、屯门河道中游（由
兆康站至屯门站）、佐敦谷明渠（由深云山泵房
至佐敦谷游泳池），以及东涌河（渠务署，2021 
年）。

2.2 迈向亲水香港

在 1990 年代至 2000 年代，香港渠务署为
控制城市洪水进行了一系列排水改善工程，包
括拉直、扩大和加深河道以增加雨水容量（渠务
署，2021）。渠道化增加的雨水容量大大减少了
在延长的雨季期间对周围村庄和农业的洪水
威胁（渠务署，2021年；香港天文台，2021a）。然
而，与此同时，环境和景观生态研究的进步已
经确定混凝土河床和河岸威胁着河流生态系统

（Barbosa 等人，2012 年；Petts 和 Calow，1997 
年）。此外，渠道化产生的河岸比自然溪流更陡

峭，限制了当地用户进入河流并降低了河流的
社会价值。作为响应，在此期间，一些城市周边
河流引入了河流改善工作的早期尝试——包括
补偿性湿地、石笼和草混凝土，以及其他环境缓
解方法。

在2010年代，当地政府提出通过使用蓝色
和绿色基础设施的排水改善项目来活化水体，
并在2015年施政报告中推广亲水文化（渠务
署，2015 年，2017 年）。从那时起，许多历史上被
渠道化的溪流和城市渠道都在进行河流再生。 
目前，香港存在两种类型的河流修复项目：对主
要位于城市周边地区的先前渠道化的天然溪流
进行半自然修复，这是本研究的重点，以及以人
工特征为主的明渠修复（渠务署部门，2021）。 人
们也越来越关注公众与河流之间的联系（香港
大学，2022 年）。

三、方法
3.1. 研究设计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使用景观转变的时空
分析来探索渠道化过程中的环境缓解如何影响
景观转变，并使用上鱼河中游选定的1平方公
里区域作为纵向案例研究（Bicudo da Silva 等

Urbanie and Urbanus

第七期  

  

149

Haihao Duan, Xuewen Lu, Gianni Talamini



人，2020年；Biró等人，2022年；Dadashpoor
等人，2019年；Liang等人，2019年）。1995年至 
2005 年双鱼河的航空影像数据购自香港特别行
政区土地署，并在AutoCAD中进行人工解释，以
分类和捕获各种土地覆盖类型及其变化，重点
关注农业用地和水体。航拍影像数据是地政总
署以1,800dpi或以上的分辨率，以高精度摄影
测量扫描仪扫描，由地政总署拍摄的原始航拍
胶片制作而成的真彩色航拍照片。景观分类包括

（1）绿地，（2）天然河道，（3）人工明渠，（4）村屋，
（5）耕地，（6）停车场，（7）仓库，（8）空地 , (9) 集

装箱堆场。

3.2. 学习区

香港之所以被提议用于这项研究，是因为
它具有启发性——城市发展在这里发生得较
早，可能会揭示邻近地区目前正在出现的模式。 
与许多其他经历过或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的城
市一样，香港新界的城郊地区面临着具有社会
空间影响的景观转变。香港的气候分为干湿两
季，年平均降水量为 2,398 毫米。 大约 80% 的年
降水量发生在 5 月至 9 月之间，包括热带气旋等
极端雨水事件（Faridatul 等人，2019 年；香港天
文台，2021b）。

此外，根据观测，从1884年到2020年，香港
各区的年降水量因气候变化而以每年2.3毫米的
速度增加（Francesch-Huidobro，2015；香港天
文台，2021c）。另一方面，城市在有限的土地上
快速发展，增加了不透水面。 这种土地覆盖转变
加剧了香港对各种气候危机的脆弱性，其中城
市洪水一直是当地城市水资源管理中的一个重
要问题（渠务署，2021）。

本研究提出了一个纵向研究，关注新界的
近郊地区以及双鱼河的启示性案例中伴随着交
替的景观转变。 这种交替以渠道化（1998-2001）
和环境缓解（1999-2002）的形式出现，使用双鱼
河中游林塘尾 1 平方公里的区域。

四、 结果与讨论
4.1. 河道形态改造

图1展示了1995年至2005年河道的形态
变化。在1995年至1998年期间，天然河流保持
了原来的形状。在1998年至2002年完成渠化及
环境影响缓解工程后，平坦明渠的宽度由4.5米
至16米不等。如图2所示，混凝土覆盖的排水沟
在1999年占地2.79公顷，然后在2005年减少到 
0.80公顷。随后在河床上铺草以促进植被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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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缓解工作。 因此，天然植物可以通过河岸
的石笼生长，复制排水沟的自然环境，减少防洪
尝试的不利影响。

4.2. 景观改造

图3是我们根据AutoCAD中的航空照片重
新解释测量1平方公里的面积后，从1995年到
2005年各类型景观的占用情况及其变化情况。 

仓库、停车位和集装箱堆场被归为不合规用地
类别。耕地面积占林同梅研究区的比例最大，
虽然在1999-2000年间由于渠道化而发生了显
著变化。绿地面积在1995-1998年间增加，1999
年急剧下降，2000-2000年间呈下降趋势。2000
年和2005年。这种减少可以解释为部分绿地在 
2000年之后变为耕地。耕地面积在1995-1998 
年呈增加趋势，然后在1999年急剧下降。值得

自然河道

人工河道

图 1  研究区水体形态变化，1995 年（左上）- 2005 年（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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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研究区水体（m2）的量化改造（1995-2005）

图 3 1995年至2005年土地利用变化的百分比(x*100%)
绿地 可耕种土地

自然河道 人工河道

非标准土地 村庄 空置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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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土地功能分布，1995年(左上)- 2005年(右下)

绿地
自然河道
人造河道
村庄小屋
可耕种土地
停车场 
仓库
空置土地
集装箱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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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是，耕地面积在 2001 年之后出现恢复趋
势，尤其是2002年和2005年之间。另一个显著
的变化是空置土地，1999年急剧增加，2002年
到 2005 年期间稳定下降。1995 年到 2005 年期
间，不规范的土地利用和村庄保持稳定，而 2001
年以后，不规范用地呈小幅下降趋势； 2001年以
后，村的面积有所增加。

结果可归功于环境缓解工作，该工作有助
于减少渠化对耕地和绿地的不利影响。 然而，这
种信用不应意味着维持农业活动完全取决于环
境缓解措施。 耕地的恢复应该受到各种经济、环
境、文化和社会变量的刺激。

五、结论

当快速发展的必要性与维护自然环境的愿
望发生冲突时，河流恢复自然成为一个有前途
的选择。近20年来，通过研究和实际应用，河流
复性的内容得到了拓展和完善。值得注意的是，
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和水文循环的不同阶段对河
流复原进行了研究。随着对城市周边发展的认
识和关注度的提高，居民日益增长的社会期望
以及促进生态和环境恢复力的需求被纳入东南
亚高密度地区的河流管理战略。

通过对香港双鱼河的纵向案例研究，本研
究旨在加深对环境缓解策略如何影响城市周边
地区后渠化景观的物理转变的理解。研究的选
定区域限制在1平方公里，但结果表明，经过环
境缓解工作的排水渠道可以减少对耕地和绿地
的不利影响。通过这些发现，该研究强调了环境
战略在区域发展中对寻求减轻城市化不利影响
的东南亚决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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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校园
香港可持续大学的综合评估框架

Mo Chen*, Sylvia Chan, Jeroen van Ameijde
香港中文大学
* 通讯作者

摘要

随着全球变暖和可持续城市设计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话题，世界各地的大学都在树立碳中和目标。
香港政府曾宣布争取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但香港高等教育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实践仍处于早
期阶段。近期的文献显示，香港缺乏与碳中和校园相关的政策，也没有统一的准则来评估校园的环
境绩效标准。因此，香港迫切需要一个碳中和校园的综合评估框架，使当地大学能够按时实现碳中
和。这篇论文分析了三所海外领先大学目前的可持续实践，并利用它们的变化过程和成果去构建
一个综合评估框架。本研究选取了香港中文大学作为案例研究地点去测试该框架的可行性，并确
定其中的挑战和机遇，从而进一步改进路线图。研究表明，建设碳中和校园是一个多方面且持续多
年的过程，包括了政策和管理、基础设施和设备，以及每个人的共同努力。另外，这个碳中和校园的
综合框架可以为大学的管理人员和规划人员，或其他旨在实现可持续运营的大型组织提供认知和
策略。

关键词

可持续；碳中和；大学校园规划；城市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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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简介

随 着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量 持 续 增 加 导 致 了
全球变暖，可持续已成为一个日益紧迫的话题

（Stocker et al.,2013）。上升的气温会改变天气
模式并扰乱自然平衡，给人类和其他物种带来
多重风险，例如海平面上升、极端风暴、干旱、粮
食短缺和疾病爆发（The World Bank,2013）。为
了应对这些威胁，各种国际倡议被提出来。 1992
年，联合国正式通过了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为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最终目标。1997
年，《京都议定书》规定控制和减排温室气体是
发达国家的法定义务（Breidenich et al.,1998）。 
2015年，193个国家承诺他们支持17个可持续发
展目标 (SDG) ，其中气候行动排在第13个（UN, 
2016）。同年，《巴黎协定》呼吁努力将温度的升
高限制在 1.5°C内（UNFCCC, 2015），并在2050
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UN,2020）。同
时，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碳中和的目标、
政策和措施，比如美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关于
交通、建筑和清洁能源的政策（Williams et al., 
2021）；英国政府在建筑、交通、清洁能源、废物
管理、节能和低碳服务这五个主要领域制定了
措施（Wei et al., 2022）；多个国家/地区已宣布

计划逐步淘汰内燃机汽车，转而使用电动汽车
（Nian et al., 2019）。

作为首批应对气候变化的亚洲城市之一，
香港从1997年起就逐步用天然气和零碳能源替
代煤炭发电（Chan & Yeung, 2005）。而且自2014
年实现碳达峰以来，香港的碳排放量有所减少

（Chan et al., 2016）。当前香港政府计划在2050
年之前实现碳中和（Environment and Ecology 
Bureau,2021），并在2021年发布了《香港气候行
动蓝图2050》，其中概述了香港最重要的碳排放
源是发电 (66%)、交通 (18%) 和废物(7%)。为此，
香港政府提出了四项战略：净零发电、节能和
绿色建筑、绿色交通和减废（Environment and 
Ecology Bureau, 2021）。其次，香港可持续发展
委员会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了全面的公众
参与活动，鼓励企业、学校和非政府组织制定自
己的碳中和目标和时间表，并鼓励市民实行低
碳生活方式。其中政府鼓励让大学参与进来，为
香港的净零碳目标做出贡献。

为了响应联合国和政府的号召，八所香港
公立大学于2010年共同成立了香港可持续校园
联盟，为香港高等教育机构搭建了一个共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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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可持续相关话题的平台（Xiong & Mok,2020
）。然而，据学者称，香港可持续校园联盟主要专
注于内部运营和年度报告的发表，而忽略了在
社区参与和可持续发展教育方面的工作（An et 
al., 2019）。同时，香港可持续校园联盟尚未为其
成员组织提供示范性的可持续发展实践，也尚
未制定标准化的评估工具和系统来促进香港的
大学向碳中和转型（Xiong & Mok, 2020）。

与澳大利亚、欧洲和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
举措相比，香港的可持续实践仍处于早期阶段

（Xiong & Mok, 2020）。文献回顾显示，香港缺
乏与碳中和校园相关的政策，也没有统一的标
准来评估校园的环境绩效。因此，香港迫切需要
一个碳中和校园的综合评估框架，使当地大学
能够按时实现碳中和目标。本文通过回顾海外
三所一流大学的碳中和实践，并提取它们的政
策和战略指南，去探索如何开发一个旨在实现
香港碳中和校园的框架。本文还回顾了香港实
现碳中和的具体措施，以及与大学相关的政策。
这个新的评估框架已经在香港中文大学进行了
测试，它确认了该校已经实施的关键策略，并概
述其在实施可持续校园系统中将面临的挑战。

二、 先例分析：关于碳中和大学校园措施的

国际案例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实现碳中和流程，导
致大学的环境政策也出现不同条件。本研究选
择了三所处于不同政治背景下的领先大学，并
收集其每个策略的相应详细结果。第一个先例
是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该大学是
通过学校内部去决定碳中和的目标和措施。第
二个是英国的普利茅斯大学，它遵循国家政府
制定的目标和政策。第三个是澳大利亚的塔斯
马尼亚大学（UTAS），该大学遵循政府的指导方
针并自愿实施一系列措施。

为了评估不同大学的减碳策略，首先我们
参考了针对不同类型的碳排放进行分类的通用
条款（Ayça & Gülden, 2014; Semeraro et al., 
2020）。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World Economic 
Forum,2022）是最常见的标准，它将温室气体
排放分为三个范围：

范围一：由组织产生或控制的，并直接排放
的温室气体，例如车辆、供热设备等。

范围二：间接排放的温室气体，主要是由外
购电力产生的。

范围三：由组织活动产生的间接排放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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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气体，但这些排放源并非由组织拥有或控制，
例如通勤、运营中产生的废物或购买商品时的
运输等。 

国际先例中的措施都在设法解决以上这三
个范围的碳排放。在查阅了与选定的三所大学
相关的文献之后，我们将措施分为五类：能源和
绿色建筑、交通、废物的减少（减废）、校园绿化
和碳补偿，以及社区参与。这些措施是在国家政
策、大学政策的影响下以及与其他组织的合作
下完成的（图1）。

2.1 内部驱动的碳中和校园：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2022年8月，美国政府通过了向可持续交
通、建筑和清洁能源投资3700亿美元的计划。据
估计，到2030年，这一系列措施能够将美国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减少40%（Jenkins et al., 2022）。
在这个里程碑之前，美国没有任何关于碳中和
的立法，也没有任何与碳中和校园有关的具体
政策。然而，美国许多大学已经签署了“美国大
学和大学校长的气候承诺”，承诺实现碳中和校
园。如今，美国多所大学宣布已实现碳中和，亚
利桑那州立大学（ASU）就是其中之一。

ASU在2022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影响力的
气候行动类别中排名美国第一（THE,2022）。该
大学于2006年宣布到2025年将实现碳中和，但
它通过提高能源效率、绿色建筑、碳补偿和可
再生能源收购等措施，提前六年实现了这一目
标（Tricoles,2020）。2007年，ASU确定了校园
碳排放的原因，并制定了温室气体清单。ASU
的主要碳来源为购买的电力（42.4%）、学生
通勤（23.2%）、航空旅行（8.0%）和供暖（6.2%）

（ASU, 2020），从而ASU实施了以下措施：

能源与绿色建筑
图 1. 实现碳中和校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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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在2000年代初期开始关注能源，并在
其建筑物中安装改进的照明、空调、供暖系统，
以减少能源消耗。自2004年以来，它还拥有一个
综合太阳能系统，减少了大约42,642公吨的二
氧化碳（ASU, 2020）。此外，ASU还在大楼内安装
了监控每个房间能源使用情况的仪表。从2007
年开始，学生和教职工就可以通过仪表中的实
时数据看到自己的用电量，以此督促他们减少
能源使用。LEED项目是一个绿色建筑评价体
系，用于认证建筑物是否达到可持续标准。到目
前为止，ASU拥有 65 座获得 LEED 认证的建筑，
占ASU总建筑量的 26.5%（ASU, 2021）。

交通

ASU在鼓励步行的同时，还扩大了自行车
停车位，并在校园内安装了 66 个电动汽车充电
端口。这些措施促使学生和教职工更加积极使
用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ASU,n.d.）。该大学还提
供免费的接驳车，以减少私家车的使用。

减废

ASU 的“零废物”计划包括基本的废物分类
和回收，以及奖励机制。例如，如果员工和学生
将可重复使用的杯子带到校园内的任何一家星

巴克或超市，他们就可以在购买饮料时享受折
扣。此外，ASU的校园有将近 1,000 个免费供水
点，方便于携带水瓶的人使用 (ASU, n.d.)。

校园绿化与碳补偿

ASU采取了许多措施来维护和改善校园
的生态多样性，其中包括种植本地树种以减少
城市热岛效应。其次在2018年，ASU开始与外
部组织合作以实现碳补偿（ASU,2020）。“碳补
偿”是指由专业公司或机构通过植树或其他环
保项目来抵消排放到大气中的碳（Bumpus& 
Liverman, 2008）。

社区参与

ASU的植物园不仅吸收了校园的碳排放，
同时为ASU的教职员工和学生提供学习实验
场所（ASU,n.d.），这促进了学生对环境保护的
参与积极度，并丰富了课程。据调查，在2019
年，16.6%的ASU学生进修了与可持续发展相关
的课程，22%的学生参加了与可持续发展相关
的志愿者活动（ASU, 2019）。ASU还实施了“校园
新陈代谢”网站，这个网站能够显示校园中曾经
和实时的能源使用动态（ASU,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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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外部驱动的碳中和校园：普利茅斯大学

英国是最早将中长期减碳目标写入法律的
国家之一。因此，英国的大学受到了政府政策和
目标的驱动（Ayça & Gülden, 2014）。英格兰高等
教育拨款委员会制定了碳中和路线图，鼓励每
个大学根据国家减碳战略来设定目标（Ozawa-
Meida et al., 2013）。2008年，英国政府制定了五
个主要领域的减碳措施：建筑、交通、清洁能源、
废物管理、节能和低碳服务 （Lockwood, 2013
）。2010年，英国标准协会发布了全球首个碳中
和规范——PAS 2060。该标准为组织如何证明
碳中和定义了一套措施和要求，每个组织都必
须制定碳管理计划，其中包含目标时间、具体目
标、减碳措施以及如何抵消剩余的碳排放（The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2011）。

普利茅斯大学（UOP）虽然还没有实现碳中
和，但它在202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气候
行动中排名全英第二（THE, 2022），成为了其他
大学的榜样。2008年，UOP发布了第一个可持续
发展战略和碳管理计划（Selby, 2009）。此外，该
大学在2019年发布了第一个碳战略，以实现到
2025年在范围一和范围二排放净零和到2030

年所有范围排放净零的新目标（UOP, 2019）。基
于UOP的主要碳源，即采购相关（39.2%）、学生
和员工通勤（21.8%）、电力（14.1%）和航空旅行

（9.5%）（UOP,2019），这所大学实施的举措如
下：

能源与绿色建筑

1994年，UOP安装了第一个自动化建筑
管理系统来控制校园内95%的建筑的能源使用

（Ayça & Gülden, 2014）。自1990年以来，英国
政府发布了BREEAM，这是一个可持续建筑的
认证体系。到目前为止，UOP已有七座建筑达到
了该标准（UOP, n.d.）。2014年，该大学用LED灯
替代了传统灯具，它的能耗比传统照明低了五
倍。2019年，UOP开始运用低碳能源基础设施以
减少天然气的使用（UOP, n.d.）。

交通

为了改善城市交通，普利茅斯政府将实
施更加可持续的出行计划，其中包括电动汽
车充电站、汽车俱乐部共享计划和电动自行车

（Plymouth City Council, n.d.）。UOP于2003年
采用了第一个绿色出行计划，并在校园内设计
了318个自行车停放点以鼓励自行车的使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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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该大学还在校园内实行了一个电动自行车
试点项目（UOP, n.d.）。

减废

UOP在2005年制定了“废物战略”。它采取
了与其他大学不同的方法，就是引入可以将所
有可回收物都混合在同一个回收箱中的系统。
这种方法减少了回收材料所需的工作量，并增
加了可回收物的数量（UOP, n.d.）。

校园绿化和碳补偿

UOP自2002年以来一直参与英国排放交易
计划（UKETS）。该计划使大学能够出售碳排放
配额，或者在排放量减少到低于目标的情况下，
为未来几年保存这个排放配额。如果有多余的
碳排放，学校还可以从其他组织购买配额来弥
补。

社区参与

UOP将可持续和碳中和整合到课程中，以
便更多学生能够了解可持续发展并为其做出贡
献（Selby, 2009）。其次，学生和教职员工可以作
为志愿者参加校园内的药草园，这有助于提高
可持续性意识 (UOP, n.d.)。UOP还定期在校园

内组织鼓励使用自行车的活动，其中包括团队
骑行、自行车维护课程、二手自行车销售和自行
车研讨会等（UOP, n.d.）。

2.3 自愿驱动的碳中和校园：塔斯马尼亚大学

澳大利亚依靠消费者和企业而不是通过
立法来实现碳中和目标，但政府发布了实现碳
中和的指导方针和标准。2010年，澳大利亚政
府推出了一项名为 Climate Active 的自愿性标
准，为组织实现碳中和提供可靠的框架和建议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9）。尽管澳大利
亚没有为大学制定具体的环保指南，但这些大
学需要加入 Climate Active 计划才能获得碳中
和认证（Sen et al., 2021）。

根据该计划，塔斯马尼亚大学（UTAS）在
2016年实现了碳中和，成为澳大利亚第二所获
得碳中和认证的大学（University of Tasmania, 
2016）。同时，它连续三年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影
响力的气候行动类别中名列前茅（THE,2022）。
在2005年， UTAS采用了 Governance Principle 
GLP9 o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其
中指出大学运营的优先事项是环境保护和可
持续性。2008年，UTAS发布了第一个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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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设计政策，随后于2009年制定了设计要求
（University of Tasmania, 2021）。UTAS的主

要碳来源是电力（28.3%）、交通（15.8%）、废物
（13.1%）、燃料能源（11.7%）和建筑（10.5%）
（UTAS, 2022），所以UTAS采取了以下措施：

能源与绿色建筑

自2012年以来，UTAS采用了合同能源管
理（EPC）来监控和核实建筑物的运作效率 。
其他举措还包括了用天然气代替柴油燃料，
安装光伏和太阳能热水系统，以及升级到LED
照明系统（UTAS,2021）。此外，UTAS旨在完全
放弃化石燃料投资基金，并逐步淘汰化石燃料

（UTAS,2021）。2003年，澳大利亚政府创立了
Green Star， 这是一个可持续建筑和场所的评
级系统（Australian Government, 2022）。2012
年，UTAS的一座建筑获得了五星 Green Star 认
证，成为塔斯马尼亚第一座获得Green Star评级
的教育类建筑（UTAS,2021）。之后，UTAS又有两
栋建筑获得了该认证。

交通

2012年，UTAS制定了“可持续交通战略”。
该大学将拼车、汽车共享、公共交通、电动汽车、

自行车和步行确定为可持续的交通方式，并鼓
励学生和教职员工采用这些交通方式（UTAS, 
2021）。

减废

2019年，学校针对较难回收的物品设立了
回收试点墙。而后，UTAS于2021年启动了“废
物最小化行动计划”，旨在通过对大学运营和
活动产生的废物进行分类来尽可能地回收利用

（UTAS, 2021）。

校园绿化和碳补偿

自2009年以来，UTAS的“自然环境战略”为
校园提供了很好的动植物群落，并在新建筑上
设计了大面积的绿色屋顶，还使用了大量来自
当地的植物（UTAS, 2021）。

三、 碳中和校园综合框架的构建

从这些国际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香
港的大学要在联合国的时间表内实现碳中和，
他们需要针对可持续发展措施的各个方面采取
综合的规划、发展和管理策略。大学需要考虑政
府的政策和管理，与其他组织的合作，对大学的
内部政策和措施以及学生和教职工的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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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改进。

从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所大
学的碳中和目标无论是受到内部驱动、外部驱
动还是自愿驱动，它都会影响到政策、措施和行
为习惯。从这些先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系列
更详细的实现碳中和的举措，它们帮助维持大
学当前或未来的可持续运作。同时，将这些举措
概括并合并成一个碳中和校园综合评估框架，
它将形成一个清单，可以确定哪些方面已经完
善，哪些问题仍有待解决。并且，该框架作为未
来路线图的一部分，用于帮助大学完全过渡到
碳中和。

为了使用上述框架来分析大学的校园规
划、管理和运营，可以实行以下步骤来评估碳中
和的完成情况：

1. 通过文献查阅、采访和实地考察来分析大学
的运作；
2. 根据上述框架，通过咨询相关专业人士或利
益相关者，对每个类别进行评分；
3. 根据这个评分，确定学校目前的问题或需要
改进的地方；
4.     制定完成大学转型的路线图。

四、 案例研究测试：香港中文大学

对于这个项目，将香港中文大学（CUHK）作
为案例进行测试，去论证评估框架的实施情况
并探讨其可行性。CUHK是香港第一所宣布碳中
和目标的大学，并声称到2038年全面实现碳中和

（SRSDO,2021）。它在202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气候行动中排名香港第一（THE, 2022
）。按照上述评估步骤，以下部分记录了我们通
过文献、学校内部报告、利益相关者访谈和现场
观察所收集到的发现，并且将这些信息按框架
中提供的类别进行整合。

4.1 香港中文大学（CUHK）的碳中和政策与措施

CUHK于2010年校园总体规划中公布了减
碳目标，并于2012年推出了可持续发展政策。从
内部报告可以看出，CUHK90%以上的温室气体
排放来自电力消耗，而90%的电力消耗来自建
筑物。同时，交通运输、纸张消耗和废物也是碳
排放源（SRSDO,2021）。因此，CUHK采取了以下
措施。

能源与绿色建筑

自2004年起，CUHK已经安装了约1,00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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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 分类 政策、措施和制度 

国家或地区政府 立法、指南和标准 衡量碳中和的标准和认证 

合法的碳中和目标和运营指南 

大学的目标、政策和措施与国家/地区的碳中和目标和政策相一致 

拥有协调并分享关于大学政策和战略的机制、团体或机构 

大学联盟 提供统一的政策和措施 

应用标准化的评估工具和系统 

大学 能源与绿色建筑 安装大型和最新的太阳能系统 

实现环保认证建筑 

实施自动化楼宇管理系统 

安装仪表用于监控和公开能源使用情况 

在校园内安装 LED 照明 

逐步淘汰化石燃料 

交通 设计更方便的步行路线 

建立完善的自行车道路网络 

提供自行车停车位 

引入共享单车系统 

提供电动车充电口 

使用清洁能源公交车 

不鼓励使用私家车 

促进公共交通通勤 

减废 促进回收 

使用奖励机制 

建立混合回收点 

为较难回收物提供回收点 

实施“废物最小化行动计划” 

减少塑料的使用 

绿化和碳补偿 种植多种本地树种 

创建互动社区花园 

增加屋顶绿化 

负责且谨慎地使用碳补偿 

社区 社区参与 在校园环保实践中设立志愿服务和实习计划 

使用网站和仪表板用于显示校园内的能源使用和能源产生的来源 

将环保可持续实践纳入课程 

定期组织自行车运动和活动 

提供有关垃圾分类、节能的培训和信息 

表 1. 碳中和校园综合评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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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板。光伏板所产生的能量可以出售给电力
公司，从而减少能源费用（SRSDO,2021）。此
外，CUHK还在整个校园安装了节能装置，比如
LED灯。同时，所有新建筑都使用了节能淡水蒸
发冷却塔和环保制冷剂（SRSDO,2021）。在学
生宿舍安装的智能计量系统可以让学生看到他
们的能源使用数据，从而控制自己的用电量。另
外，CUHK拥有14个BEAM（建筑环保评估法）和 
BEAM Plus认证的建筑，这些节能建筑可节省约
20%的电力（SRSDO CUHK, 2019）。对一名建筑
设备主管进行采访后得知，虽然大学正在实施
一些可持续发展措施，但学生和教职员工离开
教室时通常不关灯，因此需要更多培训来减少
能源使用。

交通

CUHK的校园巴士交通系统采用了生物柴
油等清洁燃料。一位交通主管接受采访说，学校
曾经尝试了使用电动公交车，但电动车的动力
不足以应对校园内陡峭的山地道路。此外，充电
设备的速度太慢，无法维持校车的高效运行。目
前，生物柴油的费用比电动公交车的运行成本
更高，因此未来可能会实施进一步的改进。另
外，为了提高步行的便利性，学校在一些位置安

装了多座连接桥和升降机，用于连接不同高度
的步行路线，并鼓励学生和教职员工步行，而不
是乘坐公共汽车（SRSDO,2021）。同时，学校也
修建了一些自行车道，但是通过观察发现，由于
地势陡峭，很少有人使用它。

减废

CU H K 实 施 了“废 物 管 理 政 策”，并 且 高
度重视从源头减少废物和鼓励资源循环利用

（SRSDO,2021）。同时，在管理层面，大学推
崇购买可持续生产、运输、使用和处置的产品
和服务，从而把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SRSDO,n.d.）。为了明确学校的培训和意识水
平，我们采访了来自不同学院和专业的13名学
生。11位学生表示，他们从未在CUHK接受过废
物利用和分类方面的培训。其中两名学生提到，
课程教授曾带他们参观了中大赛马会气候变化
博物馆，但并没有在这次参观中学到如何分类
垃圾。有三名学生提到学习过关于可持续问题
的课程，帮助他们了解全球变暖的紧迫性，但课
程没有提供有关解决方案的详细信息。另外，自
2018年以来，该大学一直倡导“无塑料校园”，
鼓励学生、教职员工和餐饮服务商停止使用一
次性塑料制品（SRSDO,2021）。但是根据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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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每个食堂仍然会提供塑料餐具，而且大概
27%的人会在食堂的用餐高峰期使用吸管。

校园绿化和碳补偿

如今，植被覆盖了超过60%的校园，其中包
括天然林地、景观斜坡、草坪和屋顶花园。另外，
学校将食堂的剩余物进行堆肥，用于改善校园
土壤（SRSDO,2021）。通过采访CUHK的社会责
任及可持续发展处（SRSDO），我们发现该大学
目前使用废纸回收和植树等形式的碳补偿，未
来可能还会考虑购买碳信用额度。

社区参与

CUHK将气候行动融入到课程中，目前已
开设了11门相关课程。2012年，香港中文大学推
出“绿色办公室计划（GO！）”，从而建立大家的
可持续发展意识，并改变办公室员工的浪费行为

（SRSDO,2021）。从设备主管的访谈中，我们发
现办公室用品的采购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但
很多员工对这个项目了解不多，因此需要加强
内部宣传和培训。201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了
赛马会气候变化博物馆，这是全球首个以气候
变化为主题的博物馆（MOCC,2022）。博物馆设
有介绍气候变化概念的互动式多媒体展览，并

举办工作坊和活动，以及展示校园内的生态景
点和设施。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学生的参与度
并不普遍，而且仅限于一些在教学大纲中包括
参观博物馆的课程。

4.2 评估CUHK在碳中和方面的业绩

虽然CUHK的可持续发展和碳中和政策相
对完善，且覆盖范围广泛，但我们的调查和访谈
显示，实际过程与这些策略仍有差距。在审核过
程中，将按照以下标准进行打分：（0）政策或措
施还未实施；（1）政策或措施正在实施，但在实
践过程中尚未达到策略目标；（2）政策或措施已
经实施且达到了策略目标；（3）政策、措施和实
践已得到最大程度的落实。

这个评分过程旨在作为“概念验证”，而不
是高度准确且全面的科学评估。在评分之后，
我们可以在每个类别中确定一些关键性的问
题。由于香港缺乏实现碳中和校园的指南，个
别大学可以为此做更多的工作，去提出和推广
统一标准。在能源使用方面，CUHK的自动化楼
宇管理系统尚未广泛实施，并非所有学生和教
职员都能查看自己的能源使用数据。在交通方
面，CUHK未能实施有效的电动车策略。而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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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政策、措施和制度 评分 

立法、指南和标准 衡量碳中和的标准和认证 ○○○  
合法的碳中和目标和运营指南 ○○○  

大学的目标、政策和措施与国家/地区的碳中和目标和政策相一致 ●●● 

拥有协调并分享关于大学政策和战略的机制、团体或机构 ●●● 

大学联盟 提供统一的政策措施 ○○○  

应用标准化的评估工具和系统 ○○○  

能源与绿色建筑 安装大型和最新的太阳能系统 ●●○  
实现环保认证建筑 ●●○  

实施自动化楼宇管理系统 ●○○  
安装仪表用于监控和公开能源使用情况 ●○○  
在校园内安装 LED 照明 ●●● 

逐步淘汰化石燃料 ●●● 

交通 设计更方便的步行路线 ●●○  

建立完善的自行车道路网络 ●○○  

提供自行车停车位 ●○○  

引入共享单车系统 ○○○  

提供电动车充电口 ○○○  

使用清洁能源公交车 ○○○  

不鼓励使用私家车 ●○○  

促进公共交通通勤 ●●○  

减废 促进回收 ●●○  

使用奖励机制 ○○○  

建立混合回收点 ○○○  

为较难回收物提供回收点 ○○○  

实施“废物最小化行动计划” ●○○  

减少塑料的使用 ●●○  

绿化和碳补偿 种植多种本地树种 ●●● 

创建互动社区花园 ●●● 

增加屋顶绿化 ●●○  

负责且谨慎地使用碳补偿 ●○○  
社区参与 在校园环保实践中设立志愿服务和实习计划 ○○○  

使用网站和仪表板用于显示校园内的能源使用和能源产生的来源 ●○○  

将环保可持续实践纳入课程 ●○○  

定期组织自行车运动和活动 ○○○  

提供有关垃圾分类、节能的培训和信息 ●○○  
 表 2. 香港中文大学校园的应用评估框架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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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修建了自行车道，但尚未形成连续的道路。学
校还鼓励步行，但许多路线难以导航，而且有许
多斜坡或楼梯，导致步行率低。学校的废物回
收站实施得很好，专门的回收点也正在建设中

（Campus Planning and Sustainability Office, 
2022），但需要更多的宣传和培训让使用者了解
它们。在食堂工作人员的配合下，塑料制品的使
用明显减少，但仍有不少学生不自觉地使用一
次性塑料餐具和吸管。最后，学校可以提供更多
相关的课程内容，以普及有关气候变化和可持
续发展的知识，并促进学校社区在日常生活中
开展更有效的实践。

4.3 未来的改进路线图

评估框架和先例分析可以辅助确定进一
步改善关于CUHK可持续校园运营的解决方案
和途径。就香港的政府政策和指导方针而言，为
大学建立一个自愿性的框架可能是最合适的方
法，因为香港的碳中和进程还没有适当的法律
支持；香港可持续校园联盟可以与政府合作制
定标准和评估工具，专注于提出适合碳中和校
园的政策和措施。CUHK设施的改善可以循序渐
进，分阶段进行，但需要综合的大学政策指导以
及管理层和使用者的充分支持。自动化建筑管

理系统可以与光伏系统同时扩展；与生物柴油
巴士相比，适合校园地形的电动巴士可节省更
多金钱和能源，并应与电动自行车或电动踏板
车等新型交通系统的试点项目同步推出。但由
于这些在香港的公共道路上尚不合法，因此该
试点计划只能在校园内使用。为促进步行，可以
实施一项全面的步行路线计划，比如在一些建
筑枢纽位置增加优质的公共空间、设施、电梯和
自动扶梯，在校园内增加更宽敞、遮阴和趣味性
的人行道；为减少浪费，奖励机制可以增加人们
的参与度，例如在自带杯子买咖啡时可以享受
折扣等；针对学生和教职员工进行培训和宣传
活动，这有助于改变习惯。学校还可以进一步增
加屋顶绿化的数量，并利用树木创造阴凉的步
行路线。最后，社区参与应成为上述所有措施的
一部分，让所有使用者参与到碳中和校园的建
设。

五、 讨论与总结

从案例研究大学的分析及其未来改进策略
来看，实现碳中和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
是由多方面和多年的精心规划和协作组成的过
程。通过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
政策和管理战略可以带动基础设施的改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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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以及使用者行为的改变。

本文的先例分析概述了领先大学如何实行
各种措施来减少碳排放，并组合建立了大规模
变革过程的综合计划。这些过程应灵活地利用
技术、研究和开发。为了成功实行这些措施，最
基本的就是组织内所有人的参与，这个关键就
是社区的交流、教育和参与。通过提取三所大学
的政策和措施而创建的综合框架，为其他大学
实现碳中和提供了参考和比较，并将它应用在
香港中文大学进行验证。然而，在现实中，实现
碳中和校园并不存在理想的框架，大学应根据
现有的内部政策结构及其更广泛的监管和文化
背景的局限性，去调整其战略和规划。尽管实现
碳中和的过程看似艰巨，但我们的综合框架可
为大学或其他大型组织的管理人员和规划人员

提供基本原理和方法。

作为未来领导者的培养地，大学是最需要
可持续、气候变化和碳中和意识和教育的地方。
本文分析了不同国家政策下实现碳中和的过
程，从而得知针对性的目标和强大的驱动力是
必不可少的。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学校的成就是
个会变化的过程，取决于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各
种支持。然而，随着公众的意识越来越高，碳中
和也正在成为一种节约成本的企业观点。气候
变化对世界上各个脆弱地区造成的影响，使发
达国家、地区和机构更加迫切地以身作则，并投
身于能为人类创造美好未来的制度中。尽管大
学在引领碳中和行动方面发挥着教育作用，但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组织和国家的共同努力。

图 2. 评估框架（左）与碳中和校园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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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认知障碍友善公共屋邨—— 沙田乙明邨作案例研究

Yik Fung Tsang(Ricky)*, Sylvia Chan, Jeroen van Ameijde
香港中文大学
* 通讯作者

摘要

世界卫生组织在2017年将认知障碍症定义为公共卫生重点。这种会降低患者活动能力和对他人产
生依赖的认知疾病对照顾者、家庭、社区和社会带来社会及经济影响。在香港，认知障碍症是一个
令人担忧的问题——预计到2039年，全港将有30万60岁以上的人口患上认知障碍症。一个可以支
持认知障碍症预防、缓解其进展，并为认知障碍症人士 (PLWD) 及其照顾者提供照顾和支持的「认
知障碍友善社区」对香港至关重要。本研究探讨了香港的高密度发展如何影响社区的认知障碍友
善度，并透过沙田乙明邨的案例研究去调研香港的社区设计如何可以更认知障碍友善。研究会审
视有助达至认知障碍友善的空间因素，分析现有公共屋邨的城市设计条件在实现认知障碍友善的
优势与不足。 是项研究会跟据调研结果去提倡香港未来公共屋邨发展的城市设计方向。

关键词

认知障碍症；在地老化；高密度公共房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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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人口老龄化不仅为香港乃至全球的医疗体
系带来压力，身体残障和认知疾病亦会影响老
年人口的生活。 2017 年，世界卫生组织将认知
障碍症列为“公共卫生重点” (WHO, 2017)。 根
据世界卫生组织，「认知障碍症是几种疾病的
总称，这些疾病大多是渐进性的，并会影响记忆
力、其他认知能力和行为，亦会严重干扰一个人
维持日常活动的能力 (WHO, 2017, p.2)。 认知
障碍症会降低老年人的活动能力和造成依赖，
照顾者、家庭、社区和社会产生社会及经济影响 
(WHO, 2017年)。 然而，世界各地都没有足够的
积极干预和支持来提升认知障碍人士(PLWD/
People Living with Dementia) 及其照顾者的生
活质量和福祉 (WHO, 2012)。 

在香港，研究预计患有认知障碍症的人
口将从2017年的10万人增加到2039年的30万
人 (Food and Health Bureau, 2017; Yu et al., 
2012)。然而，本地一直缺乏长期、全面和可持续
的政策来为认知障碍人士及其照顾者提供支
持、资源和服务 (HKCSS, 2012)。 对此，香港政府
发表了《精神健康检讨报告》  (Food and Health 

Bureau, 2017)，并就长者认知障碍症支持服务
提出十大政策及措施。 这些建议涵盖公共教育、
社会和医疗服务，以及基础设施的改善，以使认
知障碍人士能够融入社区。

香港在过去一个世纪发展迅速，而其高建
筑密度和拥挤的居住环境会影响居民的行为和
幸福感 (McCay & Lai, 2018)。 自 1950 年代以来，
香港采用了多中心发展模式在市内各部分开发
自给自足的新城镇模块。而新城镇更进一步划
分为邻里区块，包括公共和私人住宅区块，每
个区块都预计在一定程度上达至自给自足 (La 
Grange, 2014)。 此外，为应对庞大的房屋需求，
模组式公共屋邨大楼设计在香港的公共屋邨发
展中十分常见，以节省建造时间和降低成本。

本研究旨在探索这种发展方式如何影响社
区的认知障碍友善度，并透过沙田乙明邨的个
案分析去研究香港的社区设计如何为认知障碍
人士提供更具支持性。研究审视了有助达至认
知障碍友善的空间因素，及分析现有公共屋邨
的城市设计条件在实现认知障碍友善上的优势
和不足。 最后，以调研结果为基础去提倡香港未
来公共屋邨发展的城市设计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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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讨论了认知障碍症的成因、认知障
碍人士及其照顾者的需要，以及社区及空间设
计上在预防和缓解认知衰退的重要性。 研究透
过文献回顾列举了认知障碍友善社区的空间特
性和设计原则，从而制定分析框架去以评估本
研究的个案——乙明邨的认知障碍友善度。 

研究访问了当区一所长者服务机构的职员
和一名基层医疗健康专家，以了解在为老年人、
认知障碍人士及其照顾者提供服务或研究期间
的实践经验。 这些经验反映了他们在公共屋邨
的真实生活情况，包括他们在公共屋邨遇到的
便利和困难。 同时亦揭示了现有空间、社会和制
度上在实现认知障碍友善的措施。 此外，研究亦
会采用赛马会社会创新设计院  (JCDISI) 在 「香
港赛马会跨代共融游乐空间@乙明邨」项目下
进行的用户习惯研究的结果，包括了400多位居
民对现有公共空间设计的意见1。 

此研究会分析乙明邨现行在促进认知障碍
友善上的优势和不足，并尝试为香港未来公营

房屋的更新和发展带来新的面向。 此外，两个外
地案例亦被纳入本研究以补充分析方向及为城
市设计建议提供参考，案例包括世界上第一个
认知障碍村——霍格威小镇 (De Hogeweyk) 和
新加坡第一个认知障碍友善公共屋邨——卡迪
中心 (Khatib Central)。

三、 文献回顾
认知障碍友善社区

认知障碍症是一种「由脑部疾病所致的综
合症，它通常具有慢性或渐进性的性质，出现
多种高级皮层功能的紊乱，其中包括记忆、思
维、定向、理解、计算、学习能力、语言和判断功
能」  (WHO, 2012, p.7)。除了年龄外，其他风险因
素亦会引致认知障碍症，例如不健康的生活习
惯、低身体和认知活跃度、社交孤立和心理疾病 
(WHO, 2017)。 根据Reisberg et al.  (1982)，认知
障碍症从「没有认知衰退」到「非常严重的认知
衰退」 共有七个阶段。 理想情况下，认知障碍症
应该在早期得到治疗以减缓恶化并减轻症状，
并在的后期阶段提供护理和支持 (Livingston et 
al, 2017)。 

                                                                 

1 社区参与数据是作者作为JCDISI团队时收集，并经由JCDISI 审查了本研究中包含的具体数据和结果。本研究中进一

步的分析和提出的建议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JCDISI的立场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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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障碍友善社区是「一个地方或文化可
以让认知障碍人士及其照顾者被赋权、支持和
融入社会」  (ADI, 2016, p. 10)。认知障碍友善社
区的理念强调认知障碍症不仅是一个健康问
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鼓励持份者之间的协
作关系、企业和组织的包容性以及社区环境的
改善(ADI,2016)。在我们推广认知障碍友善小区
时，应同时考虑社会和实体环境(WHO,2021)。
现有的关于该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室内生活
环境，而认知障碍人士在社区的积极参与也至
关重要  (Mitchell & Burton, 2006)。 我们应创造
一个有利的物理环境来支持认知障碍人士的需
求和能力，以正面影响他们的健康、活跃度、行
动性和福祉 (ADI, 2016; Sun et al., 2018; WHO, 
2021)。由于老年人和认知障碍人士的衰老过
程通常伴随着虚弱、行动不便和其他健康问题  
(Bhuyan et al., 2020)，居住在支持积极生活的
社区可以令老年人和认知障碍人士保持他们
的认知能力和身体健康 (Jiménez & Cancino-
Contreras, 2021)。为老年人和认知障碍人士提
供更熟悉的环境并提供足够的支持可以实现这
一目的 (Lewis, 2020; Mitchell & Burton, 2006)。 
年龄友善的环境和居家安老是这项认知障碍友

善社区研究其中的关键概念。 

认知障碍友善社区的五个空间面向

现有文献已经确定了支持社区认知障碍
友善度的五个空间面向。这些面向对于支持居
家安老以及可以预防和减轻认知障碍症的社会
和实体环境至关重要。此外，亦有六个认知障碍
友善的城市设计原则可以涵盖在五个空间面向
中，即熟悉性、易读性、独特性、可达性、舒适性
和安全性 (Burton et al., 2004; Mitchell et al., 
2004)  (图1)。

i. 房屋

地方识别和熟悉度是通过在社区中长期
居住而建立的，这有利于认知障碍人士的福祉 
(Sun, Phillips &Wong, 2018)。 因此，有保障的
住房租赁对于正面的身心健康影响十分重要  
(Jiménez & Cancino-Contreras,2021)。 由于老
年人和认知障碍人士通常有明显更多的时间在
家中度过，因此精心规划和优质的住房对他们
的生活质素至关重要，并且可以支持居家安老 
(Gabriel et al.,2014;Lewis,2017;Lewis,2020)。
当现有住房不能再充分支持他们的日常生活
时，除了足够的特别照顾住屋、住宿照顾、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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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或临终关怀外，还应考虑与家庭照顾相邻  
(Gabriel et al., 2014; Hyde, 2012; Lewis, 2020)。

ii. 交通网络

内部和外部网络都有助于社区的认知障
碍友善。认知障碍人士通常被限制在他们社区
一定的步行距离内。易行的社区环境的和可达
的资源可以支持他们的日常生活 (Mitchell & 
Burton, 2010)。 良好且易行的步行网络还可以
鼓励认知障碍人士和其他社区成员参与康体和
社交活动 (Guo et al, 2019)。 规划良好且可达
的道路和公共交通网络的也有利于认知障碍
人士或非认知障碍人士 (Biglieri &Dean, 2022; 
Lewis, 2017; Wu et al., 2019)，他们可以更方便
到达社区外的医疗服务、公共机构和休憩空间。 

iii. 设施

与社区设施例如当地商店、社会服务和娱
乐设施的连接，对于支持日常需求至关重要，同
时鼓励更积极的生活。由于部分老年人和认知
障碍人士身体虚弱且行动不便，因此便利设施
应在从住所 5-10 分钟步行距离内提供  (Lewis, 
2020; Mitchell & Burton, 2006)。 认知障碍人士
更趋向选择混合用途和紧密的社区 (Mitchell & 

Burton, 2006)。 Sun et al.  (2018) 进行的一项本
地研究指出，社区长者中心在为长者提供可负
担、方便和多样化的活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作为另一种形式的社区支持，当地商业和服务
也应该更认知障碍友善 (WHO, 2021; Wu et al, 
2019)。

iv. 导向

由于失去导航感和记忆功能下降，空间定
向障碍在认知障碍人士中很常见(Marquardt, 
2011)。导向措施包括路牌、地标和建筑设计可
以为认知障碍人士在定位和提供方向上发挥重
要作用。设计应在关键位置适当放置具有简单
设计和清晰度的路牌，同时避免包含大量信息
的复杂路牌(Mitchell & Burton, 2010)。认知障碍
人士还会自行创建地标，例如路口处的独特建
筑或街道设施，以及决定性的空间场景 (Biglieri 
& Dean, 2022; Mitchell & Burton, 2010)。 因此，
通过大小、形状、纹理和颜色设计等具有独特视
觉记认且熟悉的环境可以改善导向并为认知障
碍人士带来安全感 (Kuliga et al., 2021; Mitchell 
& Burton, 2010)。

v. 开放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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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中无障碍且多样化的开放空间可用于
康体活动，以减少认知能力下降和有利于缓解
认知障碍症状 (Andreucci et al., 2019; Guo et 
al., 2019; Mitchell & Burton, 2010)。 步行道、健
身器材和景观设计等空间配套可以提供更有利
的户外环境去鼓励认知障碍人士、他们的照顾
者和其他社区成员进行康体活动。 此外，开放空
间也是可以引入社交体验，增强社交联系和认
知能力的社交场所 (Fleming, 2011; Gan et al., 
2021; Mitchell & Burton, 2010)。

香港的公共房屋发展

全世界都有研究探索实体设计在提高社区
对认知障碍友善度方面的作用。 然而，很少研究

关于亚洲高密度的城市环境 (Fung, 2020; Guo 
et al., 2019)。 在香港，自上个世纪以来人口急速
增长，致使城市发展密集，居住环境拥挤，社区
混合发展，对长者和认知障碍人士既是机遇也
是挑战。 因此，研究高密度城市的居住环境在实
现认知障碍友善的表现对于香港未来城市发展
至关重要。

在香港，超过210万人(占总人口的29.1%)
居住在公共房屋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
rtment,2016)。香港公共房屋的发展可以追溯到
1954年时内地移民大量涌入 (Hong Kong Ho-
using Authority, 2019)。 随着对公共房屋的需
求不断增加和城市的急速发展，政府于1972年
推出了十年房屋计划，为180万人提供了自给自

认知障碍友善
组织和企业

机构支持

社会环境
认知障碍
友善社区

实体环境社区认知度

参与及赋权

社交与文化活动

房屋 城市设计原则

- 熟悉度
- 易读性
- 独特性
- 通達性
- 舒适
- 安全

认知障碍的历程

年龄友善 
及居家安老

- 预防
- 干涉
- 关怀

设施

交通网络

导向

开放空间

图1. 认知障碍友善社区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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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的居所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2019)。香港早期的公共房屋发展强调成本效益
和效率，以达到政府的房屋目标。现时政府已开
发出不同形式的公共房屋模块，以减少施工时
间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Siu & Soyinka,2018)。
然而，社区设计通常没有预见和解决老年人口
的需求 (Jayantha et al., 2018)。 本研究集中于
香港早期的公共房屋发展，探索现有空间设计
的优势以及实践认知障碍友善的空间转型机
会。

四、 案例研究
简介

乙明邨位于城门河沿岸的沙田围。 它是区
内一个由香港房屋协会于1982年开发的公共
屋邨。近年来，区内发生了一些变迁，包括与港
铁屯马线发展、屋邨立面重新粉刷，以及休憩
空间的翻新。乙明邨的年龄中位数为56.5岁，65
岁或以上的居民超过37 %，而32% 的居民已退
休，35%的居民只受过小学或以下教育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21)。 退休率高、
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老龄化人口更易患认知

障碍症。 在此背景下，香港房屋协会采用了相对
创新的房屋发展和活化方法，包括 2012 年的居
家安老计划和 2021 年的房协友里计划。

实体环境

i. 房屋

乙明邨是由明信楼、明耀楼和明恩楼三座
住宅楼宇组成。共有3747个单位供9424名居民
居住 (HKHS, n.d.)。在乙明邨可以看到三座T型
和L型外观相似、标准化的多层混凝土公共房
屋。每座楼宇由33层高的高座和8层高的低座组
成。大多数低座的单位是为五至六人家庭居住
的，同时有一些长者单位。房协于2021年宣布
在乙明邨兴建这是一座10层高的新建筑——松
悦楼。松悦楼将提供64个单位并采用长者友善
设计 (HKHS, 2021)。 其他房屋计划，例如「年长
者居住单位」和「三代同堂计划」 (HKHS, 2019; 
HKHS, 2022)，以及提供恒常财政和技术支持为
房屋翻新，以改善长者的居住条件， 促进跨代共
融和鼓励家庭照顾2。  

ii. 设施

在乙明邨内有不同种类的设施，包括街市、
                                                                 

2 信息由区内长者服务机构的职员在接受采访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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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杂货店、诊所、青年中心和长者康乐室。 在
空间布局上，大部分配套设施集中在中心商业
建筑，其余分布在住宅楼宇的地下和一楼(图2)。
从每座住宅楼宇步行5分钟即可到达便利设施，
并没有明显步行障碍。随着长者人口增加，社区
内的安老服务变得不足。居民和认知障碍人士

必须去区内的其他范围以使用特定资源3。 就乙
明邨而言，大部分公营医疗设施和长者中心需
要步行10至15分钟甚至更远才能到达。 鉴于记
忆力下降和认知障碍导致的导航困难，认知障
碍人士要使用这些设施的遇到的障碍并不可取 
(Mitchell &Burton, 2006)。 

                                                                 
3 信息由基层医疗健康专家卢博士在接受采访时提供。

图2. 乙明邨的设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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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交通网络

乙明邨有一条独特的高架行人天桥连接社
区的不同部分。高架平台连接各住宅大厦一楼、
中心商业建筑、青年中心、邨内学校及邻近沙角
商场。它为居民提供了一条开放、连通和清晰的
替代通道。在地面层，乙明邨拥有广大的行人网
络。除了几个入口外，乙明邨被围栏界限，这有

助于防止认知障碍人士走出屋邨。每座住宅的
底层还设有通风廊方便居民穿行，增加了行人
网络的通透性。 对外交通连接方面，从屋邨步行
5分钟便可抵达沙田围港铁站及多个巴士站。 居
民可依靠这些交通设施前往沙田其他范围，例
如沙田市中心、大围及马鞍山，以至其他地区。 
居民可以参与更多元化的活动，并获得不同的

图 3. 乙明邨地面及高架行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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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资源，例如医疗和社会服务。

iv. 导向

乙明邨的路牌在数量和位置方面都不足以
支持导向 (图 4)。 此外，路牌的颜色、大小和位置
亦不够明显难以被发现，同时它们提供的方向
指引有限。 然而，地面的商店和设施可以作为认
知障碍人士定位的标记，而店主可以为认知障
碍人士提供帮助和观察。

本研究比较了三座住宅楼宇的立面、入口、
楼宇名称标记和通风廊，以分析乙明邨的视觉
识别度 (图 5)。 住宅楼宇上黄色、蓝色和白色的
颜式组合使该乙明邨在沙田区具有可识别性。 
然而，这些楼宇看起来却变得一样，这令认知障
碍人士在区分建筑物上带来了挑战。 同时，在住
宅入口和立面上较小的楼宇名称进一步加剧了
这一问题。 

v. 开放空间

乙明邨楼宇之间有大量开放空间，并设有
游泳池、篮球场、儿童游乐场和长者健体区等不
同设施。用户研究显示，超过40%的受访者每天

都会使用休憩空间，超过80%的受访者每周都
会使用休憩空间一次或以上4。其他开放空间例
如中央广场、明耀楼和明恩楼旁的空地，都是长
者早上恒常聚集打太极、伸展和跳舞的地方。 
通风廊和中心广场也是社交的地方，长者会聚
集在长椅旁聊天，购买必需品后休息和用餐。毗
邻明信楼的休憩空间和通风廊被房屋协会改
造成北欧式步行径、新兴运动区以及玩具银行 
(HK01, 2021)。 这些措施引入了较低强度的活动
去鼓励跨代互动。开放空间对于促进康体和社
交活动十分重要，长期建立的社区网络也有助
促进了这些活动。这些元素可以训练轻度认知
障碍人士的认知能力，并鼓励其他社区成员有
更有活力的生活模式。

然而，用户研究发现设施在数量和全龄友
善方面上仍然不足5。 现有设施大多以儿童和长
者为主，设备数量不足以满足社区需求。 中央广
场和高架平台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以致无法为
社区提供更多样的体验。对于轻度认知障碍人
士或没有认知衰退的人士来说，到达多元化的
开放空间仍然必不可少。 附近的沙田石头公园、

                                                                 

4 数据是作者作为JCDISI团队时收集。

5 信息是作者作为JCDISI团队时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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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乙明邨招牌、店铺正面和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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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门河海滨公园、曾大屋游乐场和城门河海滨
长廊等休憩用地为康体活动和社交活动提供了
更多机会 (图6)。

社会环境

在乙明邨，公营和社会服务机构在提供社
区支持和鼓励社会参与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作为屋邨的发展者及管理者，香港房屋协会一

直在邨内推行不同的政策，以支持居家安老、长
者照顾和跨代共融。这些措施可以促进积极老
龄化，并间接为社区在认知障碍前的阶段提供
支持。乙明邨社区亦与附近邻舍例如沙角邨和
博康邨的社区组织紧密联系，利用地区资源支
持居民和认知障碍人士的福祉。

作为一个拥有40年历史的旧公共屋邨，社

图 5. 乙明邨住宅楼宇的视觉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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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网络随着居民的居住而不断发展。在香港房
屋协会的长者服务部带领下，青年及长者义工
能够参与社区不同的社会服务和活动，成为社
区关怀的辅助力量。它逐渐形成一个互惠的社
区网络，由活跃的居民自发发起，为邻舍提供日
常和精神上的支持。尽管乙明邨内没有针对认
知障碍友善的特殊服务和政策，但长期建立和

支持性的社区提供了在邻里实现认知障碍友善
的机会。可以进一步利用小区资源来提高对认
知障碍的认识并支持认知障碍的照顾。

五、 讨论
乙明邨的认知障碍友善度

对乙明邨空间面向的分析揭示了典型公共

图6. 距离乙明邨步行15分钟范围内的休憩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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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村的建筑环境对认知障碍的友善程度。本案
例研究探讨了一些香港公共屋邨城市设计的现
有优势和局限性。 

i. 房屋

模块化房屋发展模式侧重于效率和建筑成
本。 乙明邨其时并没有专为长者人口而设计，大
厦和单位的灵活度相对较低，无法迎合未来长
者的需要。现时乙明邨已采取了措施促进居家
安老，包括对住宅单位进行室内装修、支持家庭
共居，以及建造长者宜居的松悦楼。除此之外，
乙明邨应采取更多与认知障碍相关的住房措
施，例如对认知障碍友善的室内设计，以支持轻
度认知障碍人士及其照顾者的生活。当他们的
情况变得严重时，认知障碍人士也应该有机会
留在现有社区，而不是将他们转移到环境陌生
的偏远院舍。 

ii. 设施

地面层用作商店和设施是旧式公共屋邨在
几十年前发展的的一个共同特征。这些只需步
行5分钟便可到达的便利设施，可以支持屋邨内

的日常生活。当地商店也已成为社区的一部分，
他们可以成为社区照顾者，为在屋邨内游荡的
认知障碍人士提供帮助。近年来，附近大多数的
社区中心都开始提供认知障碍照顾服务6。然而，
随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额外需求，这些中心的
容量可能亦不足以支持他们的需求。沙田是一
个自给自足的新市镇，区内提供了多元化的生
活资源。 因此，设计需要双管齐下去转变空间规
划，一方面为有助提升认知能力的长者服务提
供额外空间，另一方面加强与附近社区组织和
设施的空间连结。一个完善规划的屋邨和住宅
区以提供充足的便利设施，以促使认知障碍人
士及其照顾者可以留在小区至关重要。

iii. 交通网络

乙明邨位于一个相对城市化的地区，与周
边的已发展的社区联系紧密。 附近的公共屋邨，
如沙角邨、博康邨和秦石邨，与乙明邨形成 了一
个更大的住宅群。 邻里间可以互相流通，居民亦
可频繁使用不同的资源和设施7。此外，港铁屯马
线的接驳为社区带来了新的交通选择。地区和
全港层面的联系可以鼓励社区参与更多样化的

                                                                 

6 信息由基层医疗健康专家卢博士在接受采访时提供。

7 信息是作者作为JCDISI团队时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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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体和社交活动。这有助于认知障碍人士维持
认知储备，并在认知障碍人士和其照顾者需要
区外服务时提供新的通勤选择。 在屋邨层面，多
层行人网络增强了易行性和连通性。 然而，它也
带来了复杂性，尤其是对于认知障碍人士来说。  
设计可以引入规划好的路线来帮助认知障碍人
士导向。 

iv. 导向

在乙明邨，没有为居民和认知障碍人士完
善规划的导向网络。 由于建筑物缺乏特色，高密
度的模组化公共房屋设计令情况变得更严重。 
不过，居民亦表示他们对自己的居住环境非常
熟悉，不需要指路提示8。根据一位女性长者的说
法，她自从落成后就一直住在屋邨里，她对于社
区非常熟悉，不需要标牌和指路提示9。然而，随
着人们的年龄增长，认知能力下降可能会导致
记忆力和定向力等能力丧失。设计应采用方法
应对未来需要来满足居民的潜在需求，尤其是
认知障碍人士的需求。邨内应实施全面及清晰
的导向系统，以协助居民在社区进行日常导航，

并防止认知障碍 人士迷路或卷入其他不安全的
情况。

v. 开放空间

乙明邨内有很多休憩空间，并设有数个指
定的康乐区。 同时，乙明邨邻近不同公园及城门
河畔，为居民带来更多康乐选择。 开放空间有助
鼓励附近的居民参与更多的体育和社交活动。 
对于认知障碍人士和长者，他们更趋向留在他
们附近的社区。 然而，香港的规划政策更注重休
憩空间的数量，导致康乐设备供应不足及缺乏
多样性。 卢博士在访问中表示，随着居民老化速
度加快，设备的供应已难以满足需求10。具有相
似设备和设计的模组化休憩空间对长者没有吸
引力，亦因此不利于多种身体和认知能力的发
展。 

乙明邨内引入的跨代社区设计提供了更
新的机会。设计应探索开放空间的潜力，为居民
提供更吸引和更有利的环境，让他们能够开展
多样化和自发性的活动。更积极的生活方式和

                                                                 

8 信息是作者作为JCDISI团队时收集。

9 信息是作者作为JCDISI团队时收集。

10  信息由基层医疗健康专家卢博士在接受采访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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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连结可以帮助减缓认知障碍人士的认知衰
退，并促进更认知障碍包容的社区。 

香港认知障碍友善公共房屋的未来设计

乙明邨的个案研究展示了香港公共房屋的
一些共同空间特征和质素。 建基于此个案研究，
本文对香港未来公营房屋更新和发展方向提出
数项建议。 

i.全面且面向未来的认知障碍友善社区设计

香港缺乏长期、全面和可持续的认知障碍
政策来为认知障碍人士及其照顾者提供足够
的支持、资源和服务 (HKCSS, 2012)。 香港目前
的做法侧重于提供社会和机构服务，很少探讨
建筑环境在建设认知障碍友善社区中的作用。 
与新加坡一样，越来越多的认知障碍人士导致
对公共住房社区的设计和规划进行重新审视 
(Fung, 2020)。 一个认知障碍友善社区应该能够
有助预防认知障碍，协助认知障碍人士的日常
生活，缓解他们的认知衰退，并为患有晚期认知
障碍的人士提供院舍照顾和社区支持。本研究
中建议的空间面向考虑，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和
规划香港的公共房屋。 

ii. 以居家安老的方式管理和发展公共房屋

卢博士表示，我们城市内的长者居住空间
并不足，难以像国外的做法。 在高密度的香港推
行居家安老是必然趋势11。 

乙明邨的个案显示，旧屋邨正在向居家安
老转型 现时已实施了空间和社区措施以改善社
区长者的福祉。由于居民在居住多年后与社区
建立了牢固的社区连结，更熟悉的环境和足够
的支持可以鼓励长者和认知障碍人士享有更加
积极和独立的生活(Mitchell&Burton,2006)。香
港公共房屋的重建、搬迁和新发展迫使居民居
住在陌生和与社区脱节的偏远新区。发展应坚
持居家安老原则，提供适度服务、减少社会隔离
以及提高认知障碍人士和长者的福祉。 

iii. 以人性化和以人为本的方式为认知障碍社区
作规划

有一些研究通过可量化的数据研究城市环
境的形态和功能。然而，这方法在理解社区时，
通常会忽略人们的实际挑战、经历和社会需求 
(Cao et al., 2022; Fung, 2020)。 发展认知障碍友
善小区需要人性化和以人为本的规划。持份者

                                                                 

11 信息由基层医疗健康专家卢博士在接受采访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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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可作出全面化和协作性的努力，包括医疗专
业人员、社区工作者、居民、以及是认知障碍人
士和其照顾者。包容性和参与式设计对于收集
社区和专业人士的知识至关重要，这些知识可
以为社区的规划和设计提供基础。 

iv. 结合实体和社会环境

实体设计可以为认知障碍人士和非认知障
碍人士创造一个有利和辅助性的环境，从而改
善他们的幸福感，支持独立的生活，并为社交生
活提供场所。 与此同时，社会环境对于认知障碍
友善小区也很重要。 社区意识、理解和关怀可以
支持认知障碍人士及其照顾者。更多的社区互
动和活动可以形成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共融的社
区。 香港公共屋邨的发展，通常从硬件结构和布
局的规划设计开始，其次是配套设施和社会服
务的置入。 然而，实体和社会环境两者之间存在
相互支持的关系，公共房屋的更新和发展中应
促进实体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结合。空间设计可
以带来社会影响，例如提高对认知障碍症的认
识，为患有和未患有认知障碍的人士提供互动
的机会，以及促进认知障碍的包容性。 社区中包
括认知障碍人士及其照顾者的空间需求应被审
视，以促进更面向用户的实体环境。 

六、 总结

在香港数十年的公营房屋发展历史中，超
过400个公屋被兴建，并为近45%的总人口提
供住所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21)。公共房屋采用模组化的规划和设计以减
少建造时间并提高成本效益。《施政报告2022》 
(HKSAR,2022)非常重视促进香港的公营房屋发
展，推出了「简约公屋」、「公屋提前上楼计划」 、

「使用『组装合成』提速」等政策，以及继续重建
公共屋邨 (HKSAR, 2022)。政府相信这些政策有
助缓解香港的房屋压力，而与此同时，我们更应
该关注的生活。 模组化和一式一样的建筑、缺乏
基础设施的支持以及将长者搬迁到陌生的环境
可能会导致认知障碍人士和长者失去地方认同
感、社会孤立感和不安全感。 

面对「双老化」的威胁和令人担忧的预计
认知障碍人士数量 (Ling &Lee, 2019; Yu et al., 
2012)，本研究旨在阐明「认知障碍友善社区」的
概念与香港的公共房屋发展的关系。这项研究
探索了城市设计在为认知障碍人士及其照顾者
塑造更有利和支持性的社区环境方面的作用。 
研究为香港公共屋邨的社区设计提出了一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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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人性化和参与式的方式，以解决、理解和支持
认知障碍人士的需求和经历。本文强调了全面
考虑实体和社会环境对于促进更加包容认知障
碍症的社会的重要性。 

未来可以进一步研究香港更多的公共屋
邨，以探讨不同类型的屋邨如何塑造认知障碍
人士的生活模式和行为，以及如何支持认知障
碍人士的生活。认知障碍友善的城市设计是香
港一个重要且迫切的课题。需要共同努力和措
施来支持认知障碍人士并预防认知障碍，从而
增强老龄化社会的社会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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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ffaele Pernice 的评论论文_新陈代谢城市主义(The Urbanism of Metabolism)

审稿人：Hee Sun (Sunny) Choi 博士和 Ir Gerhard Bruyns博士

Raffaele Pernice主编的新陈代谢的城市主义(The Urbanism of Metabolism)介绍了Kiyonori Kiku-

take对新陈代谢的定义作为一种反思哲学，关注有机体维持生命期间发生的化学过程。起源于日本，”新

陈代谢'的概念发展为一种建筑风潮，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至 70 年代初期之间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陈代谢城市主义"的建筑和设计群体都相信非静态实体的运作形式认为城市和建筑是有机的

且不断变化的（Creaven，2019）。考虑到建筑必须适应战后人口增长并解决寿命有限的结构需要，新陈

代谢主义者提倡更耐用的脊柱状基础设施，与预制的、可更换的细胞状部件，在其功能生命周期结束时

易于连接和拆卸。

同时，Christopher Alexander在1960年代的哲学假设了一种类似有机的结构——涉及周期和时间

增长模式的自然和体系结构层次结构。Christopher认为，不应独立地考虑建筑的任何单独行为，而应考

虑综合的新兴产物。

在气候变化和环境风险的推动下，对于“空间”的紧迫性不断上升，城市设计师和建筑师为当代城

市发展寻求可持续的方法。对“有机”的重新兴趣同时恢复了新陈代谢维持生命根源的相关性。除此之

外，"新陈代谢"的建筑和设计应对风险情况和环境的能力适应性和风险特征相结合的不确定性是新陈

代谢作为相关概念和哲学的区别所在。

Raffaele Pernice 的社论指出“新陈代谢"在城市和建筑框架中的目标； “设计灵活的城市空间和可

替换的建筑元素，灵感来自循环使用、游牧……和回收等关键主题”（第 8 页）。接下来的章节提供了与“

二十一世纪可持续形式的大规模城市化和栖息地设计”相关的主题解释。 Hajime Yatsuka 解决了新千

年中当代城市的需求，这些城市受到前所未有的全球挑战和自然栖息地的不断改变以及整个生态系统

破坏的挑战。Botond Bognar 强调了新陈代谢主义愿景的重新定位如何指向其他灵活性，并指出这种灵

活性如何开启再生、适应性再利用或材料、结构和可再生能源回收的能力。在第三章中，Pernice论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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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和知识如何触发不同的、有时甚至是激进的城市形态。 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 Peter Šenk 和 Jon 

Lang将新陈代谢定义为一种流动模式，它通过人类活动改变建筑物的质量，进而改变城市的质量。这种

不断演变的空间形式和所有建筑形式应被视为适应性的Urbanie和Urbanus环境，它们各自对环境、社

会和文化影响作出反应。

在从当代的角度重新考虑"新陈代谢城市主义"方法的适用性时，第八章 - Ken Tadashi Oshima - 和

第十一章 - Yasutaka Tsuji - 都讨论了鹰架和城市作为更广泛的类型集聚，其本身被视为一种生物。 两位

作者都论证了"新陈代谢城市主义"的价值和作用如何使新的城市范式和建筑想象成为灵活的生物和系

统。

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 - Yuriko Furuhata 和 Julian Worrall - 批判新陈代谢框架中新旧挑战的一致性，

建筑环境的传统障碍（污染和海平面上升），与新的和激进的相关的规范叙述的持续一致性COVID-19 

引发的全球危机带来的不同挑战； “虽然新陈代谢主义者试图提供一种基于生物学而不是机械隐喻的

城市过程的替代概念，但这场运动的展开扩展了颠覆了现代性对历史进程的宏大叙事基于有目的的技

术官僚理性的压力”（第 192 页）。

新陈代谢的城市主义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重要见解，突出了城市适应能力应

对与环境和公共卫生相关的复杂和不确定风险的重要性。强调城市、领土结构和更广泛的基础设施，能

源、材料和信息在这些地方被消耗和积累，并在其中传输，以及居民和空间小区的行为。这些领土必须

能够拦截本地和全球流量，能够通过适应系统和空间动态进行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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