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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气候变化给人类正常的生产、生活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空间规划被广泛认为是适应气候变化和防备极端天

气事件引发的城市安全问题的有效策略之一。本文聚焦“空间规划编制过程中对气候变化的整合”，通过文献追踪，从规划的目标、内容、技术方

法三个维度出发，梳理了国内外空间规划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和实践。由此得出，在空间规划目标制定上，应将韧性城市的理念与适应气

候变化相结合；内容制定上，需要增加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并将评价结果整合到基础设施选址布局、生态空间布局优化、空间形态引导和调控、

地方法规政策创新以及与现有规划的整合协同等规划内容中；技术方法上，需要加强情景规划、动态循环调整、社区参与等规划方法的运用。此外，

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气候变化适应型空间规划这一研究领域欠缺学科交叉，研究尺度和研究对象不完整；未来还可以从气

候变化对空间影响的评估，能适应气候变化的理想的空间结构、格局、形态特征，国外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最佳实践，以及空间规划随气候

变化进行动态调整的合理化合法化途径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Abstract: Climate change brings various negative effects to human daily life and production, and thus poses a threat to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Spatial 
planning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as an effective strategy responding to climate change and city safety problems caused by climate change and extreme weather 
events. However, little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on the combination of spatial planning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how to integrate 
climate change into spatial planning”, and summarizes the spatial planning experience of cities and researches in the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patial 
planning goal-setting, content-setting and planning methods. In summary, first, spatial planning goal-setting should combine concept of resilient city with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second, planning content should add climate change impact assessment, and integrate the assessment results into infrastructure 
layout, urban spatial pattern design,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construction, local regulation and policy as well as planning coordination. In terms of planning 
methods, scenario planning, dynamic cycle adjustment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should be enhanced in the process of decision-making. In addition,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research review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research on spatial planning adapting to climate change from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are far from sufficient. Besides, the coverage of research scale and research object is incomplete. Herce, this paper proposes several 
issues that need to be studied urgently, namely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spatial influence of climate change, ideal spatial pattern adapting to climate change, best 
adapting practic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rationalizing and validating pathways of dynamic adjustment in spatial planning adapting to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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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始建于 1988 年， 旨在提供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认知状况、气候变化原因、潜在影响和

应对策略的综合评估。目前 IPCC 正处于第六个评估周期。本文所参考的是 IPCC 第五次综合报告（Climate Change 2014 Synthesis Report Fifth 

Assessment Report），出版于 2015 年，详见：https://ar5-syr.ipcc.ch/。

引言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

（IPCC AR5）表明：“最近 60 年全球气温上升尤为明显……

20 世纪中叶以来，高温热浪、强降水、台风等极端气候事件

的强度和频率明显增加……由于气候条件不利于污染物的扩

散，我国中东部雾霾的日数明显增加……1901 年到 2010 年，

全球的海平面上升了 0.19 米”。①气候变化正在对全球自然

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1]，尤其是

人口密集的城市区域。为此，国际社会以及各国政府分别从

“适应”和“减缓”两方面制定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

和行动。但减缓类策略难以改变气候变化已产生的不利影

响，适应气候变化成为人类社会较为紧迫的任务 [2]。伴随可

持续发展从全球理念转化为地方行动，如何适应气候变化、

应对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城市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各界关

注的焦点 [3]。空间规划由于对城市和区域发展具有长期性、

结构性的作用 [4]，成为各地政府适应气候变化、提升区域韧

性的重要政策工具。

空间规划通过设定空间发展框架和原则，引导空间开发

和基础设施的布局，它包括开发战略、规划项目、政策、规划

时限和管制等 [5]。气候变化改变了区域生态环境系统，以及自

然资源的数量、可用性和承载力，加剧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

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矛盾，深刻影响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 [6]。

一系列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环境灾害已严重威胁经济发展、基础

设施运行、人类健康、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等 [7]。这要求城市和

区域发展，尤其是在生产力布局、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项

目规划中，充分考虑适应气候变化的要求。但传统空间规划以

城市空间、经济和人口规模增长为导向，假定资源环境条件不

变，提出明确的城市空间结构、功能布局和产业构成，一定程

度忽视了气候变化因素和环境灾害风险 [8]。为此，相关学者提

出空间规划需要适应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和极端天气的突发

性，重点在规划目标、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作出转变：一是空间

规划目标需要更加注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动态

协调 [9]；二是空间规划内容需突出气候变化影响评估 [10]，整合

不同空间尺度的气候适应主题和任务 [11]；三是加强情景规划、

动态循环调整、社区参与等规划方法的运用 [12-13]。探索气候变

化背景下空间规划编制内容和方法转型，逐渐成为空间规划和

气候适应政策领域的前沿和热点问题。

我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相继实施《国家适应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城市适

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等政策行动。但是《城市规划编制办

法》《城乡规划法》，以及各尺度空间规划实践尚未充分考虑

气候变化因素。大多地方决策者和规划师仍优先考虑经济增

长，适应气候变化的动机不强，意识较为薄弱 [14]。同时，我

国较为缺乏针对气候变化对区域的影响机理和事实的研究，

因此将气候变化影响信息转换成决策语言和空间规划的难度

较大。此外，我国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技术基础薄弱，

缺乏可供参考的经典案例和样本。适应意识、知识和能力的

缺位导致现有的空间规划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表现出不适应

性。可见，转变我国现有空间规划目标导向、内容和方法，

提升城市和区域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显得日益重要和紧迫。

因此，本文重点从气候变化适应型空间规划的目标制定、内

容制定、技术方法三个维度出发，旨在综述国内外城市和区

域的各尺度空间规划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以

期补充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之相关研究，为我国完善空

间规划体系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提供政策参考。

1  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目标

1.1  目标制定过程的蓝图
空间规划适应气候变化的目标与韧性城市发展愿景契

合。韧性联盟（Resilience Alliance）将城市系统简化为“建成

环境”“新陈代谢流”“治理网络”“社会动力”四个主要的

子系统 [15]，并认为具有气候韧性的城市不仅在经历气候变化

等外部扰动时能够维持基本功能、结构、特性和反馈能力 [16-17]， 

而且可以通过循环修正或彻底变革进行自我完善 [18-19]。城

市生态学家 [20] 认为“韧性城市”是生态、安全、宜居的城

市，具有可持续的城市空间结构、空间布局和空间形态，包

括高密度混合土地利用、可持续交通运输系统、大量绿色开

敞空间、能够适应极端气候的基础设施等内容。规划师 [21]

意识到适应气候变化需要新的规划程序，须将不确定性风险

纳入规划流程，同时思考增强气候韧性的空间策略。城市治

理领域的学者 [22] 认为，一个有韧性的城市治理体系需要决

策过程具有包容性，鼓励在规划过程中开放对话。城市社会

学家更在意规划是否反映了各阶层的空间发展诉求。科萨里

（Kothari）[23] 提出空间规划需体现生态民主，尤其应该关注

发展中城市的非正规社区，反映气候变化影响下弱势群体的

诉求 [24]。因此，能够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可以被理解为

通过空间布局和用途管治，从政策、监管、投资方面，调节

社会—生态系统和系统中各利益主体行为，以适应当前或未

来气候变化的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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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目标制定过程的困境
按照麦克洛夫林的空间规划流程 [25]，应将规划目标分解

为能落地的明确空间规划工作目标，例如区域生态空间比例、

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标准、重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技术标准

的制定，以及提升社区居民适应能力和参与度的行动计划的

制定等。然而，由于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及其在空间分布上

的差异性，制定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其具体目标具有

公认的时空复杂性 [26]。一方面，气候变化的时空尺度较为宏

大，而空间规划期限不过 20 年，尽管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有先进的气候变化预测模型，但适应气候变化的目标

对地方政府来说太过笼统 [27]。另一方面，气候变化或极端气

候事件的影响具有空间差异性。由于自然地理气候条件、社

会经济发展程度、公民的受教育水平和文化各异，气候变化

对不同区域的作用方式和作用程度也有所不同，不同种族、

文化、年龄、性别和不同收入的群体在面对气候变化时的脆

弱性也有差异 [28]。此外，基础数据条件也不容乐观，城市气

候监测数据是城市空间治理决策考虑气候变化的前提，然而

世界上的大多数城市缺乏长时间序列的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

数据。即使采用利益相关者自下而上的方式提供本地气候知

识，公众适应气候变化的意识、知识和能力有时也会成为问

题 [29]。因此，如何合理设定因地制宜的规划技术标准，制定

适应气候变化的社区参与行动目标，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2  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内容

国内外空间规划经验表明，空间规划中适应气候变化

的内容是优选出来的适应当地气候变化问题的“无遗憾”或

“低遗憾”空间解决方案，目的是降低人、基础设施、生态

环境面对气候变化时的脆弱性，提高适应能力，从而在微观

上提升人的气候环境舒适度，在宏观上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和

生态安全格局，代际之间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相关内容

研究可以总结为以下六个方面：气候变化的空间影响评估，

基础设施空间布局，空间形态引导和调控，生态空间布局优

化，地方法规和激励政策，以及与现有规划的整合和协同。

2.1  气候变化的空间影响评估
为了在区域空间规划中回答“在哪片区域适应”以及

“适应什么”两个基本问题，需要系统地分析和评估气候变

化对区域发展和城市空间的影响。利姆等（Lim et al.）[30]指出，

空间规划中的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包括自上而下基于灾害的评

估和自下而上基于脆弱性的评估。

基于灾害的评估主要关注气候变化敏感区域和生态系统。

莱诺等（Rannow et al.）[31] 提出了基于暴露度和敏感性指标的

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框架，联合国人居署据此对菲律宾达沃市进

行了未来不同气候情景下沿海地区洪水、风暴潮、滑坡、干旱

灾害的暴露度分析，识别出暴露度最高的人口稠密地区、主

要基础设施和生态敏感地区，并绘制了气候灾害风险地图 [32]。

但有学者指出，基于灾害的评估方法高度依赖气候变化模型预

测，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非气候因素 [9]，且气候变化影响预测与

空间规划在时空尺度上存在不匹配，难以用来指导决策 [33-34]。

基于脆弱性的评估主要关注社会、人口、经济等要素 [35]，

除了强调气候变化加剧灾害风险，也考虑受灾体自身的敏感

性和适应能力 [36]。福塞尔（Füssel）[37] 指出，基于脆弱性的评

估始于气候风险管理的经验，由利益相关者提供气候变化信

息以及受影响人群、社区、组织机构、产业部门适应能力的

信息，即使缺乏可靠的气候变化预测，也能有效指导气候适应。

然而，科瓦茨等（Kovats et al.）[38] 指出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使

定量分析较为困难。总体而言，基于灾害的评估对科学地预

测气候变化趋势，识别气候风险空间分布至关重要；而基于

脆弱性的评估对于确定优先适应领域，评估具体干预措施的

有效性等方面更有优势。当气候模型预测技术、基础数据和

适应资金较为有限时，基于脆弱性的评估方法更加可行。

2.2  基础设施空间布局
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空间策略主要包括空间选址趋

利避害、建立防护设施、布局形式多元以及更加灵活的应急管

理。奥斯瓦尔德和麦克尼尔（Oswald & Mcneil）[39]、布鲁纳和

努德格伦（Brunner & Nordgren）[40] 指出为了保证区域发展的

安全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有效性，洪泛区、斜坡陡坎和风暴频

发的海岸地带不适合布局新建基础设施。也有学者认为适应

气候变化的关键是提高基础设施系统的适应能力 [10]。罗格玛

（Roggema）[11] 认为规划和建设防护设施是降低基础设施系统

在灾害风险中暴露度的重要举措。德国基础设施装置安全技术

准则就明确规定了关键基础设施应对降水、风、雪、冰雹等危

险源的预警防护措施 [41]。罗格玛 [42] 进一步指出，除了降低关

键基础设施的暴露度，空间规划还需要提高基础设施功能布

局的冗余性和应急管理的灵活性。萨农和韦罗内斯（Zanon & 

Verones）[43] 在意大利空间规划实践中发现，能源布局分散化

和能源供应适度冗余，可以避免城市能源系统在高温热浪天气

中超负荷运转甚至瘫痪。伦敦在空间规划中遵循备份原则，建

立备用水源地并配套水利基础设施，确保在干旱灾害时的生产

生活用水供应 [44]。基础设施的适应能力本质上是受到极端天

气影响后维持和恢复其功能正常运转的能力，除了通过规划布

局的手段预防灾害风险的发生，灾后应急管理规划也很重要。

2.3  生态空间布局优化
城市生态空间合理规划、布局优化，主要通过对城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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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要素的保护、恢复和重建，保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45]，有

效提高区域适应极端气候事件的能力，是气候适应的重要解

决方案 [46]。现有研究指出，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适应措

施主要包括：利用城市水道和带状绿地作为连接中心区和郊

区的风廊 [45] ；推广绿色屋顶和绿墙 [43] ；保护和新建城市花

园和绿地 [46] ；避免或减少不透水表面，恢复畅通的自然水

道，维护和管理绿色区域以增加蓄水。然而，关于生态空间

布局及其效应优化的研究呈碎片化，缺乏系统探讨。俞孔坚

等 [47] 强调建设多尺度水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即在确保

城市排水防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雨水在城市区

域的积存、渗透和净化。沃斯卡普和文（Voskamp & Ven）[48]

认为生态空间的布局要考虑其在流域上下游所处的位置及其

与现有基础设施的互补性。苏伟忠等 [49] 强调生态空间水平

方向上的连续性和自然水文过程，提出基于邻域圈的城市生

态空间的优化战略分区方法。戈万达拉朱鲁 (Govindarajulu)[50] 

认为，绿色空间规划重点是在城市内构建由绿色斑块、绿色

廊道、绿色网络组成的空间格局。除了从安全和宜居等角度

考虑生态空间规划，还有学者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探讨居民健

康与城市绿地可用性之间的关系，并指出生态空间布局规划

需要考虑对低收入社区的潜在影响 [51]。城市和区域生态空间

布局研究主要回答“在哪片区域保护”能够更好地适应气候

变化，但笔者认为，城市生态安全应该在保证生态空间数量

基础的前提下再去谈布局问题，但如何合理设定城市区域空

间开发和保护比例还未有定论。

2.4  空间形态引导和调控
在城市建成环境的空间形态上，寻找适应气候变化的对

策，学术界一直存在着集中和分散的争论。世界银行环境组

织和联合国人居署都倡导紧凑城市以促进能源高效利用，从

而减缓气候变化。然而，也有学者 [52] 认为高密度开发仅适合

人口数量稳定的发达国家，在快速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只会

带来更严重的交通拥堵、热岛效应、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等

问题，不利于城市适应气候变化。此外，迪布瓦等（Dubois et 

al.）[53] 认为，尽管分散化、低密度的城市形态不利于气候变

化的减缓，但在某些湿热地区有利于应对高温高湿的气候特

征，建议城市形态应该首先适应宏观气候特征。结合我国实

际情况，气候变化带来的城市局部气候环境的调节需求更加

紧迫，基于人居环境安全性和舒适度的考虑，学者广泛探讨

了城市空间形态与微气候舒适度的关系。针对夏季的高温热

浪和秋冬的雾霾天气 [54]，提出了通风、降温、驱散空气污染

的城市设计策略。在城市街区层面，学者 [55-56] 指出，应控制

城市建筑密度，提高开敞空间比例，科学规划街道走向，严

格控制临街建筑高度，构建城市通风廊道体系；也有学者 [57]

认为可以通过合理布局开敞空间和空气引导通道，利用更大

区域范围内的风环流过程解决热岛效应和空气污染问题。在

建筑设计层面，气候适应性的设计理念主要包括低碳建筑、

绿色建筑和生态建筑，学者 [58] 提倡被动式太阳能设计和立体

绿化，主要通过建筑朝向、组合布局、建筑材料、植物配置、

水体的设计来调节局部气候，并提供最佳的可再生能源利用。

然而，现实中需要进行微气候调节的大多是老城区，但适应

气候变化的存量空间更新改造研究和实践在国内还相对缺乏。

2.5  地方法规和激励政策
气候变化适应型空间规划的行动实施需要相关法律法规

和激励政策的支撑。与空间规划相关的地方气候适应法规主要

来自防灾减灾、环境保护、城市规划三个领域 [59]。在防灾减

灾领域，欧盟《水框架指令》（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强制

要求各成员国使用洪水风险地图，将其纳入空间规划，并规定

每六年更新一次灾害及洪水风险地图 [60]；德国建立了气象灾

害风险的监测预警机制和气候服务中心，为规划人员和决策

者定期提供可靠的气候信息服务和气候适应咨询服务，同时

联邦政府向中小型城市的区域气候变化脆弱性评估提供技术

和财政支持 [61]。在环境领域，欧盟《战略环境评价》（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要求对特定项目执行前后的气候适

应能力进行评价，最终以环境监测数据和环境影响报告的形式

呈现，作为项目审批的依据 [60]；美国通过《清洁水域法》鼓

励土地所有者保护湿地、恢复碳服务并提出补偿原则 [62]；澳

大利亚保险法中设立了生物多样性保险基金制度，确保风暴损

害的红树林等自然栖息地的恢复。在规划领域，德国在 2008
年修订《联邦地区规划法》时，将适应气候变化补充作为空间

规划原则之一 [61]；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出台《海平面上升

规划指南》，指出空间规划要考虑沿海的自然过程和提高规划

基准 [63]，并于 2014 年进一步出台《海洋房地产管理法》，规

定红树林和盐沼周边发展活动规划需提交至最高产业部门审

批 [64]。对于我国来说，不能一味地“拿来主义”，借鉴发达国

家的气候相关政策立法，还需要认清自身的发展阶段，权衡长

远气候考虑与当下发展利益，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标准。

2.6  规划的整合和协同
空间规划适应行动需要与现有的城市发展规划、政策、

甚至国际相关项目进行协同，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一方

面，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贯穿多部门多尺度 [65]，需要各部门

共同应对；另一方面，适应项目具有正外部性强、投资大、

见效慢的特征，而且一定程度上会与经济发展产生“空间冲

突”，因此难以成为地方政府的优先行动事项。例如：美国宾

夕法尼亚州彻斯特市就将用于防洪的投资看作“阻碍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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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巨额费用”。关于规划协同方法，已有的文献强调主

流化和双赢策略 [66-67]。主流化侧重于评估现有规划、政策和

行动，以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并决定降低风险的措施 [67-68]。这

种做法旨在发现并促进现有发展目标与气候变化适应之间的

协同作用，减少规划之间的重复和矛盾，同时增加适应行动

实施的组织、政策、资金保障 [69]。除主流化之外，适应规划

还经常强调双赢策略，以推进更广泛的社区目标，大多数社

区已经有很多具有适应价值的策略，虽然适应并非这些策略

的出发点，但它们可以降低社区面对气候变化时的脆弱性 [70]。

在适应规划中纳入这些双赢策略有助于为适应提供广泛的政

治支持 [71]。尽管主流化和双赢策略被广泛提倡，但越来越多

的批评者认为，这些适应方法维持了现状 [67]，但并未考虑现

有的社会运行过程如何产生了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权

利不平等、贫困和环境退化。尽管现有的适应方法可减少气

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但从长远来看，现有的发展模式以及由

此产生的社会不公平可能本身就是不适应气候变化的原因。

3  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技术和方法

3.1  情景规划
当前研究水平下，区域气候模型无法在城市、社区等决

策单元和尺度上准确地预测气候变化 [72]，然而，复杂不确定

环境下的决策行为具有情景依赖的特征 [73]。因此，在空间规

划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制定上，规划师和决策者决定转向采

用情景规划方法。在气候变化的影响评估阶段，通过设置若

干种可能发生的气候变化情景，帮助决策者考虑不同气候情

景对空间开发适宜性的影响，对未来的空间选址布局提前作

出适应性调整。气候情景的构建是一个由研究者主导的数据

分析和集成过程，情景的质量高低取决于数据的详细程度 [74]。

克劳斯等（Cross et al.）[75] 结合现有的气候模型预测若干种

温度、降水、海平面上升等关键的气候变量组合，构建未来

可能的气候情景。而对于快速发展的大都市区，气候变化和

土地利用变化均是未来情景构建的重要考量。

在适应方案的识别和评估阶段，情景规划通过将备选方

案分别代入到相应情景中进行“预演”和“测试”[76]，辅助

决策者识别出必须要执行的“无遗憾”适应选项（no-regret 

option）和需要权衡排序的“低遗憾”适应选项（low-regret 

option）。关于适应方案的选取，杰格罗姆等（Jglom et al.）[77]

认为难以制定最佳适应方案，提升反应能力更为重要，尤其

是要对可能发展方向和潜在问题建立应急方案和预警机制。

沃斯卡普和文 [48] 强调对于各种情景的统筹适应，由于空间

资源开发利用的调整难度较大，规划师通常会开发多情景、

多目标的决策支持系统，致力于寻找“相对最佳方案”。库

纳伯等（Kunapo et al.）[78] 在城市用水和基础设施规划中开

发了用户友好的综合气候适应模型（ICAM），使用户能够识

别可能受到海平面上升、干旱、洪水、温度上升威胁影响的

关键区域，了解各种灰色和绿色基础设施干预措施的益处。

情景规划在科学家、决策者、公众等利益相关者之间架起协

商交流的平台，为讨论发展愿景、政策制定，提升行动方案

有效性等提供了重要工具 [79]。

3.2  动态循环修正
气候变化对区域的影响规模、影响位置和影响强度会不

断变化，因而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也需要动态调整。学

界也开始探讨战略、空间规划应对外界条件变化的动态适应

性方法。沃克（Walker）[80]最早提出适应性决策制定（adaptive 

decision-making）方法，包括设置未来发展目标、整合适应

行动计划、提高适应规划的稳健性、设置监测系统和准备应

急响应方案四个步骤。该方法设计的规划自动适应调整的

概念模型，主要用于提高不确定性前提下长期规划实施的灵

活性。但汉斯诺特等（Haasnoot et al.）[8] 指出，适应不仅取

决于目前已知或预测的气候信息，还取决于未来的适应经

验、适应方案的评估标准以及当下采取的发展路径 [81]。鉴于

此，科瓦迪克等（Kwadijk et al.）[82] 在荷兰水资源管理应对

气候变化的规划方案中提出适应临界点（adaptation tipping 

point）和适应路径（adaptation pathways）等概念，并指出适

应行动效用会随环境发生变化，当达到适应临界点就需要采

取新的适应行动。奥夫曼等（Offermans et al.）[81] 进一步指出，

适应路径（路线图）能够提供一系列备选适应临界点和行动

的组合，方便决策者调整行动计划。

然而，适应型政策制定、适应路径都难以指导决策者将

其转化为实际规划。为此，汉斯诺特等（Haasnoot et al.）[8]

整合二者的优势，提出了“动态适应性政策途径”（dynamic 

adaptive policy pathways）决策流程框架（图 1）。此路径

图 1  制定动态自适应策略路径的循环过程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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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瞬态情景表示各种不确定性及其演化方向，预测并纠

正适应行动以降低系统脆弱性，及时捕捉并利用机遇，从

而描述不同评估标准下的最佳适应路径，并通过监测反馈

和采取修正行动，使计划始终保持在首选适应路径的轨道

上。但是动态适应性政策路径的概念不易理解，且未来情

景的模拟、适应途径的定量评估技术尚不成熟，未来需要

结合计算机辅助系统进一步进行探索性建模分析。

3.3  社区参与
在欧美发达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实践中也十

分注重鼓励社区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29]。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

两个方面：一是为什么需要社区参与，二是如何将社区参与

纳入到空间规划过程中。在社区参与的必要性方面，有研究

指出，在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治理过程中，应该注重弱势群

体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但层次分明、自上而下的决策难以

引起上述主体的关注 [82]。为此，有学者指出自下而上的社区

参与可以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需求，能够提升规划

决策的科学性和适应行动的可持续性，尤其是关于公共投资

项目的规划决策 [12]。也有学者认为，规划师在组织社区参与

的过程中可以充分挖掘社区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 [83]，尤其

是可以增加利用气候数据和外部资源的渠道，居民在社区的

气候灾害历史和灾害风险方面的经验、知识、防灾技能等都

是提高社区适应能力的重要资本。

此外，由于参与规划的规划师、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

在气候变化的科学知识、地方经验和社会话语权等方面处

于不对等状态，所以需要一个互相了解、互相学习和共同

协商的过程。为此，规划师致力于开发社区参与平台，提升

空间规划的社区参与程度。皮克特等（Picketts et al.）[84] 指

出，社区参与平台通常是一个社区会议或研讨会，目的是为

政府、企业和社区居民等利益相关者就社区适应气候变化的

策略制定提供民主协商平台。阿尔伯特等（Albert et al.）[85]

开发了基于情景的参与式景观规划（Participatory Scenario-

based Landscape Planning），认为应该将促进参与者的社会学

习过程，提高参与者适应气候变化的意识、知识和能力作为

参与式规划过程设计的一个目标。威尔逊（Wilson）[86] 指

出，社会学习是消除规划师和参与者信息不对等、提升参

与者影响决策能力的重要途径。费德科等（Phadke et al.）[83] 

设计了“社区共识会议模型”（Neighborhood Consensus 

Conference Model），强调应与社区居民建立信任和良好的社

交关系，使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当事人”在评估社区脆

弱性和公共投资事项方面充分表达自身诉求，强化参与者的 

能动性。

4  研究评述和展望

本文基于文献追踪，梳理了气候变化适应型空间规划的

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实践经验。可以发现，由于气候变化和极

端气候事件引发的城市安全问题，适应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

政界、学界关注的焦点，空间规划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有效

策略之一已经被普遍接受。国内外学术界取得的研究成果现

包括几个方面：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目标制定；气候变

化的空间影响评估，基础设施选址布局、生态空间布局优化、

空间形态引导和管控、地方法规政策整合气候变化，适应气

候变化与已有规划目标的协同等空间规划内容制定；情景规

划、动态循环调整、社区参与等规划方法的应用。纵观国内

外相关文献，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

综合研究领域。但目前的研究大多针对某一种极端天气从单

一学科进行适应研究，统一开放的气候政策讨论平台尚未构

建，交叉领域研究尚待开展。在研究尺度上，由于城市区域

是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的“重灾区”，所以空间规划适

应气候变化的研究和实践目前主要集中在城市尺度，对区域

尺度和社区尺度关注不够；此外，相关研究主要针对城市新

区的规划建设，对建成区空间布局如何调整才能适应气候变

化的研究相对较少。在研究对象上，由于气候变化适应型空

间规划的编制实践依赖于长时段精准的气候变化数据、区域

气候模型预测技术和大量的适应资金，所以相关研究和规划

实践主要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以及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发

展中国家（通常受到国际气候适应项目的资助），而且关注

对象多为海岸带发达城市，研究对象有待进行多元化拓展。

伴随着极端气候事件强度和频率的增加，气候变化对人

类的生命健康和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转带来的影响逐渐显现，

我国对气候变化的空间治理也提上了日程。2017 年 3 月，

我国启动建设 28 个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的工作，但是几个

相关的基础科学问题在国内的研究尚不完善。基于本文对适

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研究现状的综述，未来我国此方面研

究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深入探讨。（1）加强气候变化对

区域综合影响的定量评价研究，尤其需要纳入对公平问题、

社会脆弱性、人口脆弱性的关注。（2）完善区域空间格局适

应气候变化的研究，包括适应气候变化的理想空间格局的特

征量化研究和不同尺度空间格局适应气候变化的自然过程研

究，为调控和优化土地利用布局提供科学依据。（3）加强国

外最佳实践案例研究，目前，国内外相关文献尚未对空间

规划适应气候变化的设计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总结。

需要注意的是，空间规划根植于一定的制度文化背景，所

以在借鉴最佳实践案例的经验时需要进行“本土化”转化。 

（4）探索空间规划随气候变化进行动态循环调整的合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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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化途径。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和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决

定了空间规划适应气候变化需要打破传统规划范式，采用动

态的规划方法，兼顾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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