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辑                                  中国城市研究                                 130~143 

 

商务印书馆 2012 

多中心城市的生态绩效研究 

孙斌栋 1袁  谆 

 

Study on the Ecological Performance of Polycentric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SUN Bindong， YUAN Zhun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With mono-centric cities of infinite spread facing huge pressure from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the transition of urban structure to multi-center has the trend. I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ways, the polycentric structure plays a positive role on the landscap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climate regulation and ease of ecological deficit. In the harmony between residents 

and the nature, the urban structure of multicenter makes green open space distribution more 

balance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ecological system, and make people more easily also more 

willing to close to green. Thirdly, a polycentric city of jobs-housing balance helps to reduce the 

commuting and leads to energy sav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reover, the balanced layout 

of open space in polycentric cities provides accessible shelters from catastrophes. The ecological 

effects of the polycentric urban structure still need further empir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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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无限蔓延使单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面临巨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城市向多中心

的结构发展已渐成趋势。本文从理论的角度对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在生态方面是否绩效更

优做了初步的分析，认为多中心城市结构在环境友好、人居和谐、能源节约、环境保护和

绿地防灾上具有积极效应。在环境友好方面，多中心结构对景观格局优化，气候调节、生

态赤字缓解均起到积极作用。在人居和谐方面，多中心的城市结构使绿地开敞空间分布更

为均衡，有利于形成生态网络，使居民更容易也更乐于亲近绿地。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方面，多中心结构有助于减少通勤，降低能源和污染，不过这要建立在职住平衡的基础

上。在防灾方面，均衡布局的绿地有助于灾民就近疏散。不同的多中心结构可能会带来不

同的效果，关于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是否对生态更有效，还需结合具体实例进行进一步的

实证研究。 

关键词  多中心；生态绩效；空间结构；生态城市 

 
面对单中心城市扩张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压力，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被寄予了

                                                             

作者简介：孙斌栋、袁谆，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孙斌栋，袁 谆：多中心城市的生态绩效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12 

改善生态的厚望。但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是否具有生态改善绩效，尚需要系统的论证，这

构成了本文的研究目的。 

 

1  以生态为导向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综述 

1.1  国外研究 

城市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逐渐发展，生态思想也同期经历了生态自

发、生态失落、生态回归等阶段。城市空间结构作为城市各个子系统的空间载体，在不同

时期的生态理念下会产生不同的空间形态。农业经济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约束，人与

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尊崇与顺应，城市空间结构也较为简单封闭。在自发的朴素生态观

念影响下，西方古代城市通过营造园林协调人与自然的矛盾，如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古

罗马的别墅庄园，欧洲中世纪城堡庭园，伊斯兰国家的池庭花园，法国古典主义园林，以

及英国风景式园林等。这种“园林营造”模式多局限于狭小空间 ，在一定程度上调解了人

与自然的关系（叶玉瑶、张虹鸥、周春山等，2008）。 

伴随工业革命的兴起，城市化进程空前高涨，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走向对立。直到 19

世纪后期，以生态为导向的城市空间结构理论逐渐发展起来，其间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模式

包括马塔的带形城市、霍华德田园城市以及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等（表 1），这些探索虽

然带有部分乌托邦色彩，与实践应用还存在距离，但体现出了人本主义关怀思想，对此后

的生态城市理念的发展成熟奠定了基础。 

 
表 1  传统生态城市空间结构主要理论 

理论 代表人物 时间 主要观点 

带形城市 
索里

亚·伊·马塔 
1882 

以交通干线为主轴，主张城市平面呈狭长带状发展，使居民靠

近自然，对后来苏联的“连续功能分区”产生较大影响 

田园城市 
埃比尼泽·霍

华德 
1889 

为健康、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的城市，它的规模能足以提供丰

富的社会生活，但不应超过这一程度；四周要有永久性农业地

带围绕，城市的土地归公众所有，由一委员会受托掌管。 

有机疏散 E.沙里宁 1943 

把个人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区域集中布置，不经常的“偶然活

动”场所作分散布置，便于人们过共同的社会生活，又不脱离

自然。 

光辉城市 勒·柯布西耶 1930 
运用先进的工程技术来减少建筑用地，集中人口，将阳光、空

间和绿地等“基本欢乐”引入城市，将“乡村推进城市”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不断爆发的环境危机为人类再次敲响了警钟，人类传统的发展

观和文明观都面临着严峻挑战，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普遍关注。这一时期的城

市空间结构开始表现出多元化、生态化的特点。 

对这段时期产生较大影响的为美国的“精明增长”和“新城市主义”运动。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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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在美国学者霍纳采夫斯基“生态优先”思想的推动下，美国在区域开发中开始施行

“精明增长”计划，旨在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从单纯强调保护转向用生态来引导区域

开发，提出了控制城市蔓延、保护农地、保护生态与社会人文环境、繁荣经济、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的精明增长目标。此外，基于美国郊区蔓延，社区瓦解的现状，1990 年代美国提

出了“新城市主义”运动，鼓励公交和住宅多样，并要求商业区和公交中转站设计在每户

住宅的步行距离之内，减少人们日常活动的时间损耗。 

从生态城市的具体实践来看，1987 年雷吉斯特的伯克利生态城市构想备受瞩目，在其

“生态结构革命”的十项计划中，提出了建设紧凑多样的混合土地利用社区；强调“就近

出行”，步行、自行车和公交优先等原则，旨在形成亦城亦乡的城市空间结构。美国波特兰

市进行的以生态为导向的城市实践，在交通方面限制汽车进市区以及市区停车场的发展，

用轻轨代替高速，建立步行型、公交导向型的交通体系。在德国埃尔兰根生态城市建设

中，重视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在城区内和周边建设更多的绿地和绿带，确保居民能就

近到达绿地；充分尊重生态限制；实行步行、公交优先。日本的“生态城市计划”，也强调

了资源的节约和高效利用、保护自然环境和改善交通系统。 

从国外众多生态城市实践中发现，大多数生态城市实践会重视以下几点：就近出行，

公交优先；混合土地利用，居民能亲近绿地；生态保护和生态限制。 

 

1.2  国内研究 

中国古代“阴阳互补”“天人合一”的“风水模式”，体现了我国最早的城市生态空间

格局。而当代就生态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研究，我国则起步较晚，且主要体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一是对国内外生态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介绍和梳理，如邓清华（2003）总结了具

有生态城市思想的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叶玉瑶等（2008）对国内外的相关“生态导向”的

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梳理，以及刘洁（2003）、黄肇义（2001）、李海梅（2008）、刘超

（2010）等对生态城市空间结构理论的研究。二是城市空间结构生态化的基本原理和评价

指标研究，如宋福娟（2009）从生态城市的概念入手，探讨了生态城市空间结构的生态基

质和特点，沈清基（2004）从空间结构状态原理、空间结构效率原理、空间结构关系原

理、空间结构发展原理四个方面阐述了城市空间结构生态化的基本原理，宋永昌（1999）

对生态城市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的构建等。目前的研究侧重对理论的梳理以及整体的生态

城市空间结构的探索，对某一特定的城市空间结构的生态绩效研究尚且研究不足。 

在生态城市建设的具体实践上，国内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黄光宇（1999）以广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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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城发展用地的生态适宜度、生态敏感性分析评价为例，讨论了生态导向的规划方法在城

市规划中的应用。张利全（2004）对厦门城市空间形态现状进行分析，并在厦门市陆域和

临近海域生态适宜性分析和生态功能分区的基础上,提出了多中心和走廊发展相协调发展的

空间形态战略规划。马道明（2007）以常州的生态城市规划为案例，提出了基于自然、社

会和经济特征的城市空间生态分区方案和建设导则。这些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生态城

市。 

总之，目前国内外关于生态和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研究侧重生态理念对空间结构的影

响，对生态绩效的评价较少，也缺乏定量的测度和实证研究。此外，从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生态的角度也多为对各个城市空间结构的综述，对多中心的研究暂还未有涉及。本文对多

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生态绩效进行了理论探索，以期对城市的多中心化是否真的能改善生

态，提高环境质量提供理论依据。 

 

2  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生态绩效分析 

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对城市生态绩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环境友好、人居和谐、能源节

约、环境保护和绿地防灾等方面。 

2.1  环境友好 

2.1.1   优化生态格局 

城市生态景观是由基质、斑块、廊道三要素相互作用组合而成的异质性的区域（周春

山，2007）（表 2），景观三要素在空间里不同的排列组合会产生不同的生态效益。在总面

积同样大小的绿地空间中，绿地景观的分散或集中分布，其带来的生态效果不同，故优化

景观空间格局可以带来更高的生态效益。 

 

表 2  景观三要素组成 

名称 组成 功能 

基质 
多为森林、农田、水面等自然、半自

然的相连面状空间 
面积最大，起控制性作用 

斑块 
在外观上与周围环境不同的非线性区

域 

同类斑块集中分布与分散分布，在人流、物流、能

流、信息流等方面差异很大 

廊道 
为各个斑块和基质间联系的通道，如

河流、防护林等 
起到连通、阻隔、过滤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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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多中心与单中心景观要素对比图 

 

与单中心相比，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更加注重生态保留。当单中心城市向外扩张

时，容易侵蚀绿地，从而形成大面积的建成区和零星绿地；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则可以

绕开原有绿地，使生态得到保留。两种空间结构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基质、斑块位置关系

的互换（图 1，表 3）。在传统的单中心城市结构中，由于城市空间的急剧扩张，人工建筑

占主导地位并起到控制性作用，构成了城市的基质；功能分区将城市生态逐渐侵蚀，城市

绿地开敞空间趋向零星化、破碎化，沦为斑块。而多中心的城市结构为市区“生态飞地”

和郊区“居住飞地”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更大程度地保留了城市绿地的原生态性，为生态

廊道和生态基质的形成提供了空间。例如日本千叶市高度尊重原有自然地貌，在城市地区

对湖泊、河流、山地森林等加以精心规划，并辅以相应的景观设计，形成了十几个大小不

一、景观特色各异、均匀分布于城区的开放式公园（尹洪妍，2008）。 

表 3  单中心与多中心景观要素对比 

 基质 斑块 廊道 

单中心

（传统） 

人工建

筑、构筑物 

零星或稍具规模的公园、草坪、街头绿

地、广场绿地、郊区林地 

绿地相互间的生态联

系弱，易被侵蚀 

多中心

（生态） 
生态绿地 人工建筑、构筑物 生态联系强 

 

其次，多中心的空间结构更有利于增强生态联系。过去人们对于生态保护的理解多为

以某个物种或者一定空间范围为对象进行保护。然而，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不是孤立的，

不同的生态系统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影响，相互联系。欧洲以及北美的一些空间规划中最

先意识到这点，生态网络（ecological network）的概念逐渐兴起。针对生态网络破碎化的

现实，生态保护从以物种保护为中心和以孤立的保护区为主的途径，向以生态系统和过程

为导向、以保护和恢复连续的生境体系为目标的范式转变，注重生态廊道的建设（刘海

龙，2009）。生态廊道不仅构成景观网络的骨架，起到结构性作用，也是物质流、生物流、

能量流循环的重要渠道。通过生态廊道联结斑块，形成一张覆盖城市的生态网，能放大单

位生态用地的生态效应。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有助于保留原有生态基底，为城市生态网的

   

多中心                           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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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奠定了结构基础，从系统的角度进行生态保护并注重生态区域间的联系，加强了城市

的生态效应。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生态环境廊道的带状绿地和自然保护区，必须具备一定

的面积规模才能体现其生态功能。例如美国威斯康星州东南区环境廊道 (Southeastern 

Wisconsin Environment Corridors，2007)的规划中规定了主次级生态廊道以及独立生态资源

区的面积和长宽等基本数据。 

2.1.2  调节气候环境，缓解热岛效应 

城市热岛效应指由于城市人口密集、工厂及车辆排热、居民生活用能的释放、城市建

筑结构及下垫面特性的综合影响，使得城市气温比郊区气温高的现象。城市地表温度的空

间格局主要由土地覆盖类型分布所决定。在城市建成区，建筑用地取代了部分水域和绿

地，下垫面特性的改变导致了建成区温度升高，城市热岛效应增强。杨帆（2011）运用TM

多光谱数据得出上海各个土地类型的温度均值（图2），发现建筑用地温度最高（30.9度），

水域和农田的温度则较低，分别为26.77度和27.93度。王桂新等（2010）的研究进一步显

示，随着建成区面积扩大，热岛效应增强，两者具有高度正相关性，且呈显著的对数函数

关系（图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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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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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水域 绿地 农田 建设用地 滩涂

温度（℃）

 
图2   土地覆盖类型与温度的关系 

资料来源：杨帆，颜晖. 2011:179-185。 

 
图3   上海建成区面积与城市热岛效应强度的关系 

资料来源：王桂新，沈续雷. 20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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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研究表明，建筑用地的大规模聚集是形成城市热岛效应的主要原因，单中心城市

规模扩大导致城市热岛效应增强。其机制在于，单中心同心圆式的城市布局形态，使市中

心与周围自然环境相隔越来越远，新鲜空气难以进入，污浊空气排放受阻,城市热岛也以市

区为中心向四周依次蔓延，蔓延的半径越大，建成区产生的热量越多，中心的热岛效应就

越强。而在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中，建筑用地布局较单中心分散，且每个中心的规模有

一定的限制，从而使建筑用地产生的热量得到有效疏散，缓解了城市热岛效应。由于城市

空间大小与热岛效应强度呈相关关系显著，若一个大的单中心裂变为几个小的多中心，城

市建成区的热量会得到有效疏散，使郊区与市区的温差变小，从而减弱热岛效应（图4）。 

  
(a)单中心                              (b)多中心 

图 4  单中心和多中心空间结构热岛效应比较 

 

2.2  人居和谐 

与单中心结构紧张的人地关系相比，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拥有相对均衡的绿地分布，

建成区与生态区联系较紧密，拉近了居民与自然的距离，让绿地成为居民游憩休闲、放松

身心的重要场所，推动了人居和谐发展。 

2.2.1  生态接触度 

在城市总面积相同的情况下，当一个单中心裂变为 n 个多中心，城市的外围周长增长，

城市边缘与自然环境的接触范围增大（图 5）。因而，多中心城市比单中心城市有更多的与

生态环境的接触面积，生态更优。 

R1

     

R2

R2

R2

R2

 
图 5  相同面积下多中心与单中心城市外围周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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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生态均衡度 

我国现有的生态评价指标中，常用的指标有人均公共绿地指标和绿化覆盖率，韦亚平

（2006）认为，这些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生态水平，但并不能反映绿化开敞空间

的均好性。在同样的人口规模和建成区面积情况下，一个不同规模等级均衡分布的绿化开

敞空间系统将更好地满足城镇居民的需求，尽管其人均指标和绿化覆盖率并不高（图 6）。 

 

 
   (a)均好性低      (b)均好性高 

图 6  绿化开敞空间均好性示意图 

资料来源：韦亚平，赵民. 2006:9-16。 

 

所以，除了注重积极开辟绿地开敞空间，更应该使其均匀的分布在城市中，让居民更

方便接近它们。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较单中心而言，其绿色开敞空间分布更为均衡，使得

居民到绿地的距离缩短，更好了满足城市居民的生态和游憩需求。韦亚平和赵民（2006）

用标准差 Dp 来表示绿化开敞空间的均好性，标准差 Dp 越小，即均好性越高，故用数学推

理可以得出： 

DdaDp 
 

其中dai＝ai/Ai     i=1、2、3⋯    a：绿化面积；A：建成区面积 

dai ：建成区中第i个分区的绿地开敞空间密度 

Dda ：不同分区绿地开敞空间密度的方差 

Dp ：不同分区绿地开敞空间密度的标准差 

这个指标反映连续建成区的绿化开敞空隙，Dp的值愈小说明开敞绿地的分布具有更好

的均好性。一些单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可能在人均绿地面积和绿化覆盖率上不见得低，但

绿地密度的方差大，绿地分布不均匀，居民同样难以从中真正受益。与之相反，在人口密

度大或者整体绿化覆盖率较低的区域，若能合理均匀地规划绿化空间的分布，也能使居民

获得紧凑又较为适宜的空间环境。 

2.2.3  生态多样度 

城市绿地不仅具有改善地区小气候、涵养水源、城市降噪等功能，亦是城市居民放松

休闲、游憩度假的重要场所。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易促成规模不等的绿化开敞空间的形

成，不同等级规模的绿化空间会直接影响到游客的逗留时间和休闲方式。绿地规模越大，

所提供的生态资源越丰富，游客停留的时间可能越长。在休闲方式上，从休闲度假、观光

游览到晨练养老，不同等级规模和离市中心的距离都将影响绿地空间的功能定位和服务对



第五辑                                  中国城市研究                                 130~143 

 

商务印书馆 2012 

象及范围。此外，城市绿地不同等级规模的多样化使得居民对绿地空间的选择更为广泛，

不同等级规模的绿地差异化发展和相似等级绿地规模的相互竞争，亦将强化绿地的休闲功

能，形成良性循环。 

 

2.3  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城市交通的产生源自城市土地利用，城市空间结构作为城市土地利用属性的空间投

影，将深刻影响到城市的交通流向和交通量。城市的交通量和平均交通时耗亦直接关系到

城市的空气环境质量和资源消耗程度。所以，在不同的城市空间结构所决定的交通模式

下，其环境等级和资源消耗也会有所差异。 

单中心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使得单次交通出行平均时耗增长，城市拥堵加剧，机动

车油耗升高，尾气排放加重，加剧了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为缓解单中心城市日趋严重的

交通问题，多中心的城市空间格局被寄予了分散交通量，缩短通勤距离的厚望。对于多中

心城市建设能否缓解交通压力及缓解的程度，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当城市裂变为多中心时，城市组团规模小，使得居民通勤距离和交通时耗减少，从而

降低油耗和污染排放，提高城市生态效益。Gordon 和 Wong（1985）就美国东北部和西部

城市的平均交通距离进行了对比，发现在同等城市规模中，西部城市因为得力于其多中心

的城市结构，其交通更有效率，通勤距离也更短。陈学明对南加州地区进行研究发现，由

于南加州分散的多中心结构，其 25 年来的通勤距离和时间并未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延长，也

说明了多中心结构对减少交通量起到积极作用(Giuliano、Small，1993)。此外，国内学者也

在多中心结构与城市交通关系方面找到了相关例证。邓毛颖（2000）发现，随着广州的多

中心建设，城市的部分交通量已从中心城区向新城转移，使老城区的交通压力得到有效疏

散，从而带动能耗降低和排放减少。万霞、陈峻和王炜（2007）也研究得出，在同等规模

下，多中心城市的小汽车出行时耗远低于单中心城市，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单中心城

市的出行时耗会随之增长，而多中心则趋于稳定。由此可见，多中心城市结构的确能起到

缩短出行距离，降低出行时耗，从而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排放的作用。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对多中心结构能疏解交通，减少能耗进而提高生态效益提出了质

疑。多中心城市结构对出行距离和出行时耗的降低也不见得有所贡献。塞维罗和吴考察了

旧金山大都市区的22 个就业中心，发现多中心的城市结构使平均单程通勤距离增长了12% ,

平均单程通勤时间也增长了5%。纳斯和桑德伯格（Sandberg）通过对奥斯陆的考察发现，

随着工作地的外迁，员工的平均通勤距离增加了1.9公里。Jun和Hur对首尔新城的研究也表

明，新城居民的通勤时间增加了12%到70%不等，新城的通勤距离也明显高于老城。居住

—就业空间的错位易产生潮汐型的通勤系统，使得通勤距离延长，加重了能源消耗和环境

负担。当单中心城市裂变为多中心后，有可能会不利于高效公共交通的建设，私人汽车使

用比例增高，尽管可能出行时耗减少了，但由于使用私人交通比例的升高，这样反而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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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能源消耗和尾气污染，不利于生态保护。Cervero（1991）和Cervero、Wu（1998）先

后以旧金山湾区为案例分析了分散的城市空间布局对出行方式的影响，发现上世纪80年

代，公共交通比例由19.3%降到15.4%，出行方式由公共交通向私人交通转移。 

 对于多中心是否能减少交通量的争论，归根到底是对其内在机制的争论。孙斌栋和潘

鑫（2008）认为，从多中心内居住与就业的关系来划分，可以分为就业和居住就地基本平

衡和就业与居住不能就地平衡两类多中心模式。若在多中心形成过程中过于强调其就业功

能，造成居住和就业的空间分隔，严重的居住与就业失衡不仅没有使原有的交通问题得以

解决，反而会增加居民的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增大能耗和污染排放。所以，就多中心是

否能减少交通量，其核心分歧为在何种机制下形成多中心空间结构，如果次中心能在形成

过程中实现功能互补，居民就近就业，多中心的空间结构无疑将分散单中心所聚集的交通

量，从而起到缩短居民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的目的；反之，如果居住与就业不能在同一区

域平衡，居民不得不跨区域通勤，城市交通将更加拥挤。所以，多中心若要能减少交通

量，需注重居住与就业就地平衡这一前提。 

 

2.4  绿地防灾 

城市防灾减灾是指为抵御和减轻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及由此而引起的次生灾害，

对城市居民生命财产和各项工程设施造成危害和损失所采取的各种预防措施。防灾的重点

主要是针对灾害造成的后续影响，将次生灾害降到最低。从 2000 年起城市绿地具有避难的

理念开始逐渐在我国兴起，汶川、玉树等地区灾害的频频发生，使得城市防灾减灾越来越

受到重视。 

灾害发生时，城市绿地系统主要承担救灾通道、隔离带、重建据点、灾情传播等功

能，在城市防震、防火、防洪、减灾避难等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何剑民、王珊，

2009）。基于城市绿地的防灾功能，城市的防灾避险绿地需采取就近原则，均衡布局。根据

2006 年颁布的《北京中心城地震及其他灾害应急避难场所（室外）规划纲要》，紧急避难

场所应靠近住宅区，服务半径为 500 米，即步行 5 到 15 分钟内到达为宜，固定的避难场所

以 0.5-1h 能到达为宜,尽量满足城市居民的防灾避险需求,避免出现服务盲区（洪琳琳、胡希

军、陈存友等，2010）。城市防灾绿地规划的步行原则和均衡原则正是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

的内在要求，只有均衡、分等级地规划城市绿地系统，才能构成较为完善的城市开敞空间

的避难系统。较单中心而言，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在城市防灾减灾方面具有以下优势。 

2.4.1  就近疏散，均衡布局 

灾难发生时最难控制的是人的行为，在城市防灾体系中要特别注重人员疏散，将灾民

安全、快速地转移安置，是灾害发生时减少伤亡的关键。灾害发生时，大量灾民进行同向

与多向的避难行为，极容易引发混乱造成伤亡，城市防灾绿地只有采取均衡布局的原则，

就近疏散灾民，才能在灾害发生时保证全市所有居民的安全。不同等级的绿地具有不同的



第五辑                                  中国城市研究                                 130~143 

 

商务印书馆 2012 

辐射半径，50 公顷以上的中心防灾绿地服务半径为 2-3 千米，固定防灾绿地的服务半径要

求在 500m 以内，紧急防灾避难绿地的服务半径则为 300-500m。只有城市的每个区域都被

绿地的服务半径覆盖到，才能避免盲点，减轻灾害。 

多中心开敞式结构，绿地开敞空间离聚集区近，方便人员徒步到达，使城市居民可以

最快到达最近的开敞空间，不至于在疏散过程中引发混乱，逃生距离短；而单中心结构，

往往由于经济利益驱使，内部缺少大面积开敞空间，当规模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居民到开

敞空间逃生距离要大得多。 

2.4.2  避难空间充足 

避难空间需要达到一定的面积才能有足够的收容能力，满足灾民的重建救援和生存条

件，其中中心防灾避难用地至少需占地 50hm2，固定避难绿地为 10hm2，即使是紧急避难

用地也应该面积在 1hm2以上。除此之外，城市绿地等防灾空间能起到有效的隔离作用，也

只有留出足够的隔离空间，才能避免周边建筑物倒塌或者火灾威胁避难者的安全。日本早

在明历 3（1657）年，于江户城中设置“火除地”，即后退建筑物留出空间作为避难广场。

在避难所的面积要求上，日本都有明确的规定，东京长期避难所面积为 1.65 ㎡/人，名古屋

为 2 ㎡/人，临时避难所的人均面积为长期避难所的一半。只有达到一定的人均面积，避难

所才具有相当程度的防火能力和维生条件。在隔离距离上，临时防灾绿地的防火带一般不

小于 10m，长期的避难绿地与受灾地之间应设置 30-120m 防火隔离带或防火树林带。 

传统的单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往往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其内部缺少大面积的开敞

空间。一般而言，当某个区域绿地占地面积越大，其绿地优势度指数就越高。车生泉和宋

永昌（2002）发现上海中心城区公园的优势度指数较低，如静安区为 0.32，卢湾区为

0.90，闸北区为 0.63，黄浦区为 0.02，这说明中心城区由于建成区密度高，导致绿地景观

单体面积小，缺少大型绿地（车生泉、宋永昌，2002）。从市区各大公园的面积来看，许多

中心公园如静安公园、淮海公园、延中绿地等面积仅为 2-3 公顷，远低于固定避难场所的

面积标准。 

多中心的城市各个中心分散，且每个组团规模不会很大，故中心建成区密度不及单中

心，中心城区的绿地空间亦不像单中心那样容易被侵蚀，为大面积的开敞空间的建设提供

了可能性。 

中心防灾避难绿地的规模应为 50 hm2以上的大规模绿地，应满足步行 0.5-1 h 之内到达

的要求，服务半径 2-3 km 以内；固定防灾避难绿地的规模应该为 10hm2以上的绿地，应满

足步行 5-10 min 内到达的要求，服务半径 500 m 之内；紧急防灾避难绿地的规模在 1hm2以

上的绿地，应满足步行 3 min 内到达的要求，服务半径为 300-500 m（朱红霞、康亮，

2008）。 

值得一提的是，在灾害发生时，城市交通系统是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当道路和公共交

通受阻，大量通勤人员被滞留造成城市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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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中心城市结构中，居民多在市区上班，居住区则在市区边缘或郊区。日本 3.11 地震

发生后，东京的轨道交通全部停运，高速公路关闭，上班族多居住在离工作地较远的居住

区，只能徒步回家，大批市民凌晨仍走在回家的路上。日本把返家徒步距离超过 10 公里的

人员定义为“归宅困难者”，根据日本政府“中央防灾会议”的估算，东京市中心区域约

1144 万人，其中 392 万人成为“归宅困难者”。 2006 年北京人平均上班距离为 19.3 公里，

上海也有工作在市区，居住在昆山、嘉兴等周边城市的趋势，按照通勤 10 公里以上为“归

宅困难者”定义，当灾害发生时，中国部分特大城市潜在的“归宅困难者”可能比东京更

多。单中心城市空间结构使城市规模不断增大，导致通勤距离的增长，人们过分依赖长距

离公共交通，在灾害发生时面临极大的隐患。当然，若多中心城市存在职住不平衡的状

况，通勤距离更长，隐患将更大。 

 

3  结论和启示 

综上所述，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在环境友好、人居和谐、能源节约、环境保护和城市

防灾上均对生态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在环境友好上，多中心可以优化城市的景观格局，保

留生态原生化，增强区域间的生态联系，强化生态网络并减少热岛效应；在人居和谐上，

多中心的城市结构使绿地开敞空间分布更为均衡，城市与绿地的接触面增多，居民更方

便，也更乐意亲近自然；在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上，多中心城市结构有助于减少交通量，

降低能耗，减少交通污染，但这要建立在职住均衡的前提上，否则会适得其反；在城市防

灾上，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有助于防灾绿地的均衡布局以及灾民的就进疏散，且能够保

证较为充足的避难空间。 

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有利于改善生态绩效，然而，基于多中心城市的形成机制会有

所不同，生态绩效的提高也会建立在不同的前提之上。本文只是从理论上对多中心城市的

生态绩效进行探索，关于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是否对生态更有效，还需进一步实证研究的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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