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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街道网络的韧性测度与空间解析 
—— 五大全球城市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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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城市发展所面临的灾害不确定性空

前复杂，且其潜在影响和灾难性后果也越发

显著 [1]。韧性城市可以有效应对各类冲击和扰

动产生的不确定性，为城市灾害管理和可持

续发展提供新的范式和实现路径 [2-5]。自 1990
年代末韧性概念被引入城市规划领域 [6-7]，学

者们从韧性概念、韧性特征、韧性策略等多方

面对韧性城市进行了理论研究，并以城市制

度、经济、社会、能源、基础设施为韧性主体

展开了相关探索 [8-10]。然而目前多数研究依然

在定性研究层面，将韧性构建视为城市应对所

有扰动的整体框架 [11-12]。有学者从经济韧性、

社会韧性、环境韧性、社区韧性、组织韧性

等六个方面构建了韧性城市系统状态的指标

评估方法 [13]，提出了市政基础设施韧性的定

量测度方法 [14]。总体来看，对城市空间韧性

的定量测度研究仍然较少，导致难以形成针

对性的空间规划策略 [15-18]。提出明确物理涵

义的城市空间韧性定量计算方法，是连接城

市韧性理论与空间规划实践的桥梁，有利于

促进城市韧性理论在空间规划领域的科学应

用，以更好地应对城市面临的不确定性冲击

和扰动。

城市空间形态是认知和理解城市动态复

杂性的主要载体 [19-21]。理解城市空间形态，有

助于提高城市流动效率、降低城市风险并增强

其适应性，因此，识别韧性城市空间形态的关

键特征对构建韧性城市意义重大 [18]。城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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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韧性城市为应对不确定性扰动或冲击提供新的视角。街道网络作为城市空间结构

的骨架，对于构建韧性城市有着重要意义。本文界定了城市街道网络的韧性概念，基于

城市街道网络全局效率建立了城市街道网络韧性水平的量化测度模型。通过设计随机故

障和刻意攻击两种扰动情景，分别模拟随机扰动和排序扰动对街道网络韧性水平的影响。

研究发现，五大城市中心城区街道网络的韧性水平存在差异，两种扰动情景下上海城市

街道网络韧性水平最高，随机扰动情景下伦敦城市街道网络韧性水平最低，排序扰动情

景下东京城市街道网络韧性水平最低。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密度适中、层级结构有序并

具有跨层级多重连接的格网型城市街道网络，在面对两种扰动时具有较高的韧性水平。

本研究可为提升城市街道网络韧性水平的规划调控提供理论支持。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resilient cit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to deal with uncertain 
disturbances or shocks. As the foundation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street network is significant 
for building a resilient city. In this paper, a quantitative model is established for measuring the 
resilience level of urban street network based on the global efficiency of street network. It find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resilience levels of the urban street networks in the five global 
cities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 street network of Shanghai has the highest resilient level under 
two types of disturbance scenarios; the street network of London has the lowest level of resilience 
under random disturbance; the resilient level of Tokyo city street network is the lowest under the 
perturbation of sequence scenario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grid type urban street network with 
moderate network density, orderly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multi-level connections has a high 
level of resilience when facing the two kinds of disturbances.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building a space-efficient and dynamically adaptable urban street network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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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网络（network）和流（f low）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 [22]。

其中，城市街道网络作为城市空间形态的基本骨架，在支撑

城市流动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23]，也是城市正常运转和减

缓灾害所高度依赖的网络之一 [5]。测度城市街道网络的韧性

水平，分析影响韧性水平的关键因素，有利于我们采用空间

调控手段提升城市韧性水平。

不良的网络结构面对扰动时可能会快速崩溃，而良好的

网络结构可以更好地吸收扰动并维持网络的基本性能 [15]。复

杂网络理论为街道网络的韧性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节点间连接效率可以表征复杂网络结构的基本性能 [5,24-26]。本

研究采用全局连接效率表征城市街道网络的基本性能，模拟

随机扰动和排序扰动两种情景，构建街道网络形态结构的韧

性测度模型。作为经济最发达和人口最集聚的全球城市，上

海、纽约、巴黎、伦敦、东京五大城市都面临着相似的自然

灾害和人为灾难等扰动因素，通过对比研究五大城市街道网

络的韧性水平，本文尝试探讨以下若干问题：如何定义、表

征和测度城市街道网络的韧性水平？面对两种扰动情景，哪

个全球城市街道网络的韧性水平更高？以及，高韧性水平的

城市街道网络具有哪些特征？或者表述为，城市街道网络结

构特征如何影响其韧性水平？本文通过提出一种城市街道网

络的韧性测度与空间解析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城

市街道网络韧性的核心内涵和形态特征，为城市应对不确定

性扰动提供空间支持。

1  概念界定与研究动态

1.1  概念界定
韧性是指系统受到扰动并经历变化后，吸收或适应扰动

并存续的能力 [27-28]，其中，“存续”即系统经历变化后基本

维持原有的状态和功能 [29]。韧性研究要明确“韧性主体”

（resilience of what）和“韧性对象”（resilience to what）[5,30-31]。

城市空间韧性的内涵包括：城市空间经历自然灾害或人为

灾难的冲击或扰动后，依靠剩余空间重组并维持城市功能

的良性机制 [32-36]；提升城市空间韧性需要“向过去追溯”（扰

动前状态）并深入了解“面向未来的不确定性”（扰动后状

态），考虑时间维度上应对扰动的存续能力 [37]。面对某类扰

动时，通过城市街道网络的有效连接支撑物质流动过程，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存续能力。笔者将城市街道网络的

韧性界定为：城市街道网络受到某类扰动而失去部分街道

的连接功能后，依靠剩余部分具有连接功能的街道重建连

接，并依然维持与初始连接性能相近的能力。韧性主体是

街道网络，韧性对象为城市面临的多种扰动，是关于普遍

韧性的研究议题 [38-39]。这进一步可解读为，当城市街道网络

受到自然灾害或事故灾难影响后，在失去一定比例的“边”

的情况下，通过找到替代路径（即吸收扰动的能力），重新

建立连接并维持初始连接效率的能力。

1.2  研究动态
韧性概念经历了“工程韧性—生态韧性—演进韧性”的

发展阶段 [27-28,40-45]。自韧性理论被引入城市规划领域，主要

应用于城市灾害管理，韧性对象主要为地震 [46] 和洪水两类

灾害 [5,25]。2008 年之后，气候变化导致的各类灾害逐渐成为

城市韧性的研究重点 [47]。城市灾害韧性作为一种能力，包括

工程设施或社会系统具有的稳定能力、恢复能力、适应能力，

具体表现为快速响应、恢复和重建的时间 [48-49]。关注城市工

程设施性能或社会经济状态的变化，并采取适宜的管理策略，

可以实现灾害影响的最小化 [50-52]。而城市灾害韧性水平的测

度，可以通过系统性能变化曲线随时间的积分得到（表 1）。
复杂网络理论和城市韧性理论的交叉融合研究，关注网

络节点故障或破坏后的网络韧性特征，为城市街道网络韧性

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24]。复杂网络理论的拓扑结构是非常有

效的城市系统韧性分析方法 [24-26]。研究关注提升物理基础设

施网络的性能，以减缓环境灾害对基础设施网络的干扰 [6-7]，

如医疗设施网络 [46]、电力网络 [54]、交通网络 [56] 等（表 1）。
面对相同的扰动情景，网络拓扑结构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程度

的韧性水平 [57]。有研究提出，将节点或连接的故障容忍率或

网络冗余率作为网络韧性水平的测度指标 [58-59]。城市街道网

络是城市空间的底层物理网络，若其韧性水平高，则说明面

对扰动后街道网络不容易崩溃，具有维持接近初始连接效率

的能力 [16]。研究可以借鉴复杂网络的韧性测度理论，但不能

直接采用最大容忍失效节点比例表征街道网络韧性水平——

若最大容忍失效节点比例相同，而街道网络连接效率的变化

曲线有差异，则会表现出该网络维持基本连接效率的能力有

差异，网络韧性水平不同。因此，只采用最大容许失效节点

比例这一参数还不能完全表征街道网络韧性水平。构建城市

街道网络的韧性水平测度模型时，需要同时考虑网络连接效

率的性能变化与最大容忍失效节点比例的综合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网络开源数据开放街道地图（open 

street map）。首先，采集地表所有支路以上的城市街道路网

的原始矢量数据，包含快速立交系统，但不包含地下轨道

交通系统。其次，借助 Network X 平台，将原始空间矢量

数据转化为网络拓扑结构数据。再次，采用原始法（primal 

approach）和对偶法（dual approach）建立街道网络模型，

将街道网络的拓扑结构抽象为网络语义模型。原始法将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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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口抽象为“点”，将连接道路交叉口之间的路段抽象为

“边”；对偶法将街道交叉口抽象为“边”，将连接道路交叉

口之间的路段抽象为“点”。针对后文提到的随机移除“边”

的扰动情景，采用原始法确定街道网络模型，保留街道网络

的布局特征和道路交叉口之间的空间关系，反映真实的物理

节点和物理连接 [60] ；针对后文提到的依据中介中心性大小排

序移除“边”的扰动情景，采用对偶法确定街道网络模型，

得到的“点”中介中心性信息相对于原始法可以更好地体现

网络拓扑结构的功能意义 [61-62]。最后，将对偶法的“点”映

射为原始法的“边”，既可以体现网络拓扑结构的效率功能，

又可以提供街道网络韧性的物理特征，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增

强街道网络韧性的空间策略。

本研究以上海、纽约、巴黎、伦敦、东京五大城市中

心城区为主要研究区域，通过对比五大城市中心城区的街道

网络韧性特征，将集中承载城市主导功能的、城市公共服

务设施完善的、现状已成片开发建设的区域划定为中心城

区，以该区域外围的人工边界（快速路或环路）或自然地理

界线（若河流或海岸线）为研究边界。其中，上海市以外

环高速公路（S20）为界，涵盖上海中心城区；巴黎以环城

公路（A86）为研究边界，包括巴黎市行政范围以及近郊的

92、93、94 省的部分地区；伦敦以南北环状道路（A205 和

A406）为研究边界，包括伦敦市核心区的大部分地区；东京

以东京都环状 7 号线为研究边界，包括东京都六区的多数地

区；由于纽约没有环城高速路，故以海岸线和多条洲际公园

大道为研究边界，研究区域几乎涵盖除斯塔滕岛外的其他四

大区（表 2）。

2.2  街道网络的韧性测度模型
生态韧性理论认为系统受到不确定扰动后将改变某些

关键变量，对维持基本功能的系统状态产生重大影响，且当

关键变量跨越了某一阈值（threshold），系统会进入另一种

运行方式（新的态势），系统状态会发生明显改变，从而无

法维持系统的原有基本功能 [29]。系统韧性水平取决于维持

原有基本功能的系统状态空间和驱动系统态势变化的关键变

量阈值。其中，维持原有基本功能的状态空间越大，吸引域

（domains of attraction）越大，系统韧性水平越高；关键变

量的阈值越大，系统韧性水平也越高 [2,29,34]（图 1）。
借鉴上述生态韧性理论，城市街道网络受到不确定扰动

后，网络“边”将受到影响而失去连接功能，当失效“边”

的比例达到某一阈值时，网络破碎化将导致网络崩溃，使得

街道网络性能快速下降。导致网络崩溃的失效“边”比例称

为最大容许失效“边”比例，代表影响系统状态关键变量的

阈值。将阈值点内网络性能变化曲线所围合的面积表示“吸

引域”范围，网络拓扑结构则影响着“吸引域”大小。网络

承受扰动的最大容许失效“边”比例越高，网络性能下降速

度越缓慢，网络所能承受的网络性能下降值越大，“吸引域”

面积越大，街道网络韧性水平越高（图 2）。
城市空间物质流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街道网络的拓扑结

构，所有节点对（all pairs of nodes）之间的有效连接决定网

络效率。拓扑网络节点 i 和 j 之间连接效率，可用节点之间

最短路径长度的拓扑距离 dij 的倒数表达。网络受到扰动后，

连接中断节点对之间的最短路径长度为 ∞，连接效率为 0。
将网络全局效率 E 定义为所有节点对之间的连接效率之和与

表 1   城市系统韧性测度模型描述

韧性主体 韧性对象 测度模型 模型描述

社区工程设施 地震

R= t 0

t1 [100−Q(t)]dt
采用基础设施机能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对时间的积分表示设施韧性水平 [50]。其中，R 表示设施韧性，

Q(t) 表示随时间变化的系统性能，t 表示时间，t0 为灾害发生时设施受到破坏的时刻，t1 时刻设施恢复

至正常状态

城市医疗网络 地震
R= Q(t)/TLcdt

tOE+TLC

tOE

采用系统性能曲线 Q(t) 与时间所围合的面积测度医疗网络韧性水平 [46,51]。其中，表示系统韧性水平，

Q(t) 表示随时间变化的系统性能，表示恢复时间，表示生命周期

城市整体系统 普遍扰动
R(t)=Recovery(t)/Loss(td)

采用恢复的系统性能与失去的系统性能的比值测度城市整体系统的韧性水平 [53]。其中，R(t) 是系统在

时间 t 的韧性，Recovery(t) 为系统在时间 (t) 恢复的系统性能，Loss(td) 为时间 (t) 失去的系统性能

城市电力网络 飓风和地震

R= t 1

t 2

t 2 t 1

Q(t)dt
电力系统性能曲线 Q(t) 在恢复时间内的积分测度电力网络的韧性水平 [54]。其中，R 表示电力网络韧性，

Q(t) 表示随时间变化的电力网络系统性能，t 表示时间，t0 表示灾害发生时设施受到破坏的时刻，t1 时

刻设施恢复至正常状态

基础设施网络 普遍扰动
0

P(t)dt

TP(t)dt

t

0

tAR=E

通过受灾后性能曲线与时间轴所围合的面积与正常情况下性能曲线与时间轴所围合的面积的比值，测

度基础设施网络韧性水平 [55]。其中，E 表示期望值；T 表示时间，P(t) 表示系统受灾时基础设施网络

性能曲线，TP(t) 表示系统常态下基础设施网络性能曲线

城市系统韧性 洪水

C
y(C)dc

0R=
max

Cmax 将城市系统性能 y(C) 随居民迁移人口 C 变化的变化曲线对灾害过程中居民迁移人口的积分作为韧性

水平测度标准 [25]。其中 Cmax 为灾害发生时城市居民迁移总数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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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五大城市研究边界和街道网络结构特性

五大城市研究边界示意

图

城市 上海 纽约 巴黎 伦敦 东京

研究边界线 外环快速路（S20） 州际公园大道和海岸线 环城公路（A86） 南方环状道（A205）、

北方环状道（A406）

环状 7 号线（东京都道

318 号）

面积（km2） 538.50 449.60 396.30 384.90 319.70

节点数（个） 13 981.00 36 940.00 35 073.00 46 699.00 81 839.00

边数（条） 22 626.00 63 614.00 52 786.00 61 416.00 125 735.00

交叉口密度（个/km2） 25.90 82.20 120.80 121.30 256.00

边密度（条 /km2） 42.00 0141.5 134.20 159.60 393.30

街道密度（km/km2） 10.10 17.40 13.67 13.90 24.40

平均街段长度（m） 239.22 122.98 101.79 87.21 62.05

注：  图 1a 为系统 A 的阈值与吸引域，图 1b 为系统 B 的阈值与吸引域，图 1c 为系统 C 的阈值与吸引域，阴影区为吸引域。系统 A 的阈值和吸引

域大于系统 B 和系统 C，系统 A 的韧性水平高于系统 B 和系统 C。即使在同一阈值范围内，系统 B 的吸引域大于系统 C，系统 B 的韧性水平

高于系统 C。

图 1  系统状态变化的阈值和吸引域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34]绘制

A B C B CAA B C
B

B

A

A

C

C

注：  街道网络的系统性能变化曲线、阈值点与横纵坐标所围合的面积代表街道网络的吸引域大小。图 2a 为街道网络 A 性能变化的阈值与吸引域，

与图 1a 相对应；图 2b 为街道网络 B 性能变化的阈值与吸引域，与图 1b 相对应；图 2c 为街道网络 C 性能变化的阈值与吸引域，与图 1c 相对应。

图 2  街道网络性能变化的阈值和吸引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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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对总数量的比值 [63]。移除网络“边”比例 f 后的网络全

局效率 Ef 与原网络全局效率 Epre 的比值 Q ( f )，表示受到扰

动后街道网络效率变化，越接近 1 表明网络维持原有网络效

率的能力越强。计算公式为：

 Q ( f )=Ef /Epre （1）

 
1

1
2

1∑i≠j∈N d f
ij N(N−1)

Ef  （2）

 = 1
1
2

1∑Epre i≠j∈N dij
preN(N−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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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 为总节点数，i、j 表示节点，f 为移除“边”d f
ij

的比例，表示移除“边”比例 f 后网络中节点 i、j 之间最短

路径长度，dij
pre 表示原始网络中节点 i、j 之间最短路径长度。

用式（1）~ 式（3）可以计算得出街道网络性能变化曲

线（图 2），横坐标为移除“边”比例，纵坐标为街道网络全

局效率变化率 Q ( f )。街道网络性能变化曲线的起点均为 1，
终点为网络崩溃阈值点即最大容许失效“边”比例 fmax 为时

的系统性能变化率 Q(fmax)。通过计算“吸引域”面积，可以

得到街道网络韧性水平的测度模型：

 (Ef /Epre) dffmax

0

fmax

0
Q( f )df=R=  （4）

其中，R 为街道网络的韧性水平，fmax 为街道网络承受

的最大容许失效“边”比例，即网络崩溃阈值点。

2.3  网络崩溃的阈值识别
复杂网络理论研究表明，连通子图的大小可以表征网络

形态结构的连通状况 [24]。连通子图可以分为最大连通子图

（largest cluster）和第二大连通子图（second-largest cluster）。

当网络中一部分“边”失效时，网络被分割为不同大小的网

络子图，其中拥有最多节点数的网络子图为最大连通子图，

拥有第二大节点数的网络子图为第二大连通子图。如果没有

失效的“边”，最大连通网络子图就是原始网络自身，最大

连通网络子图的规模就等于原始网络的节点数。由于原始街

道网络的所有节点都是连通的，无法分解出多个连通网络子

图，因此不存在第二大连通网络子图，即第二大连通网络子

图规模为 0。每次发生失效“边”后，最大和第二大连通网

络子图均为重新计算得到。

最初，网络受到扰动后产生失效的边，与其他网络节点

不连通的孤立节点和第二大连通网络子图开始出现，此时第

二大连通网络子图的规模大于 0，而最大连通网络子图的规

模小于原始网络节点数。随着网络失效节点或边的进一步增

加，第二大连通网络子图的规模逐渐增大，而最大连通网络

子图的规模逐渐减小。当节点或边失效达到某一临界值时，

第二连通网络子图规模突然增大，同时伴随最大连通网络子

图规模突然降低（图 3）。最后，随着网络失效节点进一步增

多，第二大连通子图规模会减小，网络破碎为若干规模较小

的连通子图，且不存在跨子图之间的连接 [62,64-65]，此时网络

破碎化程度严重。保罗和莫利内罗（Paolo & Molinero）研

究发现第二大连通子图规模从大变小的转折点，并将该转折

点定义为网络的断裂点（network fracture points），此时复杂

网络的整体连接性能出现突变，这种现象类似于复杂网络的

渗流相变现象（percolation transition）① [66]。本研究将该断

裂点即第二大连通子图规模的最高点定义为网络崩溃的阈值

点。从式（4）可知，网络崩溃的阈值点和网络性能变化曲

线形态，共同决定了“吸引域”的大小，网络崩溃的阈值点

越大，网络韧性水平越高。

2.4  两类扰动情景的模拟
艾伯特等（Albert et al.）将网络易受到的扰动分为随机

故障（random failures）和刻意攻击（attacks）两类 [24]。随机

故障是指外部不确定性扰动因素（如飓风、地震、洪水、火

灾、交通拥堵等随机扰动因素）导致的网络某些“边”的连

接失效，引起的网络全局效率的降低。刻意攻击是指针对关

键“边”的人为破坏（如恐怖袭击、军事战争等针对性攻击

因素）导致网络全局效率急速降低，从而影响城市灾中应急

或灾后恢复行动。通过设计随机扰动和排序扰动两类情景，

分别模拟随机故障和刻意攻击对街道网络性能的影响。每次

移除 1% 的网络“边”比例，直至移除到网络彻底崩溃，再

绘制移除“边”后的街道网络性能变化曲线。

两类扰动情景的具体设计方法为：（1）随机扰动情景模

拟。采用原始法构建街道网络模型，直接调用 Python 语言

的 Random 模型，随机移除 1%、2%、3%……100% 的网络

“边”比例，将此方法重复移除 100 次后再取网络全局效率

变化率 Q ( f ) 的平均值，得出随机故障情景下的街道网络性

能变化曲线。（2）排序扰动情景模拟。采用对偶法构建街道

网络模型，依据中介中心性由高至低对“边”进行排序，依

序移除 1% 的网络“边”比例，重新计算剩余网络的中介中

心性值，作为下次排序移除“边”的依据。计算每次移除

1% 的网络“边”后的全局效率变化率 Q ( f )，得出排序情景

下的街道网络性能变化曲线。

参考现有复杂网络研究成果，网络节点的中介中心性为

所有连接节点到节点的“边”中包含节点的边数与网络总边

数的比值 [67-69]，其计算公式如下：

 1 ∑Ci (pre)= (N−1)(N−2) i≠j∈N njk

njk(i)  （5）

 
1 ∑(N−N×f−1)(N−N×f−2)Ci ( f )= i≠j∈ (N−N×f ) njk

njk(i)
 （6）

其中，f 为移除“边”的比例，Ci(pre) 表示节点 i 的原

中介中心性值，Ci( f ) 表示移除 f 比例的边后节点 i 的中介中

① 针对若干孤立节点进行随机加边或竞争性加边，若在某一个临界点附近加少量的边，会导致网络的较大部分突然连通，这被称为“网络的渗

流相变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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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实际路网 中介中心性 随机扰动情景连通子图 排序扰动情景连通子图

上海

全局效率：0.0384 平均值：2.12×10-3 阈值：43% 阈值：13%

纽约

全局效率：0.0241 平均值：1.32×10-3 阈值：41% 阈值：8%

巴黎

全局效率：0.0232 平均值：1.42×10-3 阈值：38% 阈值：9%

伦敦

全局效率：0.0145 平均值：1.92×10-3 阈值：25% 阈值：6%

东京

全局效率：0.0221 平均值：0.62×10-3 阈值：36% 阈值：6%

图 3  五大城市街道网络阈值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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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值，N 表示网络总节点数，njk 表示节点 j、k 之间相连

边的总量，njk(i) 是连接节点 j 和 k 的最短路径的边通过节点 i
的边总数。

3  结果分析

3.1  随机扰动情景下五大城市街道网络的韧性水平比较
随机扰动情景下五大城市街道网络性能变化有较大的差

异。受到扰动前，五大城市街道网络全局效率 Epre 上海最高

（0.0384），伦敦最低（0.0145），从高至低依次为上海、纽

约、巴黎、东京、伦敦，而纽约、巴黎、东京三座城市的原

始街道网络全局效率比较接近（图 3）。随机扰动情景下的五

大城市街道网络崩溃阈值点 fmax 上海最高（43%），伦敦最低

（25%），从高至低排序与原始街道网络全局效率排序相同，

表现为原始街道网络全局效率越高，随机扰动情景下城市街

道网络的韧性水平越高。对比五大城市街道网络韧性水平测

度结果，上海韧性水平最高（0.2611），伦敦韧性水平最低

（0.1583），从高至低依次为上海、纽约、东京、巴黎、伦敦（表

3）。五大城市街道网络韧性水平形成三个梯队：纽约和上海

的韧性水平接近，属于第一梯队；巴黎和东京的韧性水平也

较接近，排在第二梯队；伦敦的韧性水平排在第三梯队。

对比城市街道网络阈值点和韧性水平测度结果发现，除

了巴黎和东京两大城市，其他城市街道网络韧性水平排序与

网络阈值点大小排序相同。巴黎城市街道网络阈值点高于东

京城市街道网络阈值点，但东京城市街道网络韧性水平却高

于巴黎城市街道网络韧性水平。主要原因是受到随机扰动后

街道网络性能变化率有一定差异：移除“边”比例在 20%

之前，受到随机扰动后的东京城市街道网络性能下降速度较

缓慢，移除“边”比例在 20%~35% 之间时其性能下降才较

快。与巴黎相比，东京城市街道网络阈值点稍低，但是由于

后者受到随机扰动后“吸引域”面积较大，东京反而高于巴

黎的城市街道网络韧性水平（表 3）。另外，上海和纽约的

街道网络性能变化曲线和阈值点都较为接近，移除“边”比

例在 18% 之前，纽约城市街道网络性能下降速度相对较慢；

但在移除“边”比例达到 18% 之后，上海城市街道网络性

能下降速度相对较慢。上海城市街道网络受到随机扰动后，

相对较大的“吸引域”面积决定了上海具有较高的街道网络

韧性水平（表 3）。

3.2  排序扰动情景下五大城市街道网络的韧性水平比较
排序扰动情景可以模拟导致最大破坏效果的刻意攻击事

件，排序扰动情景下五大城市街道网络性能变化也有较大差

异。五大城市街道网络阈值点 fmax 上海最高（13%），伦敦

和东京最低（6%），从高至低依次为上海、巴黎、纽约、伦

敦和东京，巴黎与纽约接近，伦敦与东京相同。研究发现阈

值点最低的伦敦和东京城市街道网络，对应的最大容许失效

“边”总数分别达到 3 585 条和 7 544 条。排序扰动情景下街

道网络韧性水平从高至低依次为上海、巴黎、纽约、伦敦、

东京，上海的韧性水平最高，东京的韧性水平最低（表 3）。
即排序扰动情景下城市街道网络韧性水平形成了四个梯队：

上海的韧性水平最高，属于第一梯队；巴黎和纽约的韧性水

平较接近，排在第二梯队；伦敦的韧性水平排在第三梯队；

东京的韧性水平排在第四梯队。

表 3  五大城市街道网络效率变化曲线和韧性水平测度

街道网络

效率变化

曲线

随机扰动情景下街道网络效率变化曲线 排序扰动情景下街道网络效率变化曲线

韧性测度

结果

上海 0.2611 上海 0.0625

纽约 0.2559 巴黎 0.0492

东京 0.2294 纽约 0.0474

巴黎 0.2126 伦敦 0.0401

伦敦 0.1583 东京 0.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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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城市街道网络阈值点和韧性水平测度结果，除了伦

敦和东京两大城市，其他城市街道网络韧性水平排序与网络

阈值点大小排序相同。东京和伦敦城市街道网络阈值点相同，

但东京城市街道网络韧性水平却低于巴黎。主要原因是移除

“边”比例在 1% 时，东京城市街道网络性能下降显著（表

3），说明该 1% 的城市街道对维持东京街道网络效率发挥着

极为重要的作用。分析对比排序扰动情景下城市街道网络性

能变化曲线，上海、纽约、巴黎有若干明显的网络效率下降

折点，主要原因是上海、纽约、巴黎都有较为明确的街道网

络层次结构，高层级和高中心度的“边”被移除后，导致城

市街道网络效率变化出现折点，而伦敦市高连通度的街道网

络没有明确的层级结构体系。

3.3  城市街道网络面对两类扰动情景的韧性特征比较
比较分析五大城市面对两类扰动情景下的研究结果，城

市街道韧性特征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同一城市排序扰动的

网络阈值远低于随机扰动的网络阈值。排序扰动的网络阈值

范围约降至随机扰动的 16%~30%。其中，上海的街道网络

阈值在两类扰动情景下均相对最高，且排序扰动的街道网络

阈值依然可以达到随机扰动的 30% 左右，体现了上海市街

道网络面对两类扰动时均有较高的抗扰性。然而，东京面对

两类扰动情境下的街道网络阈值变化最大，排序扰动的网络

阈值只达到随机扰动的 16% 左右，说明东京市街道网络面

对排序扰动时不稳定。其他三大城市排序扰动的街道网络阈

值约为随机扰动的 20%~25%。

第二，同一城市街道网络面对排序扰动的韧性水平低于

随机扰动的韧性水平。随机扰动情境下街道网络效率变化曲

线均较平滑，但排序扰动情境下街道网络效率变化曲线在移

除边比例 2% 之前，全部出现快速下降的趋势（表 3）。由于

街道网络拓扑特征不同，面对不同类型扰动，各大城市街道

网络效率下降趋势也不同，街道网络韧性水平差异较大。纽

约在随机扰动情境下街道网络韧性水平较高，但在排序扰动

情景下，移除“边”比例在 4% 之前，其网络效率快速下降。

巴黎街道网络在随机扰动情境下韧性水平较低，排序扰动情

境下移除“边”比例在 4% 之前，可以维持较高的网络效率，

移除“边”比例超过 4% 后开始快速下降。东京街道网络在

随机扰动情景下韧性值较高，但在排序扰动情景下韧性值最

低，排序扰动的韧性水平只达到随机扰动的 13% 左右，主

要原因是东京高连通性街道网络的结构体系不完整，导致移

除“边”比例在 1% 前，街道网络效率急速下降了约 50%。

伦敦街道网络在随机扰动情景下韧性水平最低，而在排序情

景下韧性水平明显高于东京，主要原因是在移除“边”比例

在 4% 之前，街道网络效率下降不明显。

4  讨论

4.1  城市街道网络空间形态对韧性水平的影响
按照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街道网络形态可分为格网和

有机生长两大模式 [70-71]。参考上述街道网络的分类原则，笔

者认为上海、纽约和东京的街道网络形态属于格网模式：上

海为自由格网模式，纽约属于正交格网模式，东京属于高密

度格网模式；而巴黎、伦敦的街道网络形态模式属于有机生

长模式：巴黎呈现出放射状有机生长形态，伦敦为树状有机

生长形态（图 4）。依据随机扰动情景下韧性水平测度结果，

韧性水平排在前三的城市街道网络形态均为格网模式，即格

网型的上海、纽约、东京三大城市街道网络形态的韧性水平，

高于有机生长型的伦敦和巴黎；依据排序扰动情景下韧性水

平测度结果，两类街道形态模式的网络韧性水平则有高有低，

从高到低依次为格网型的上海、有机生长型的巴黎、格网型

的纽约、有机生长型的伦敦、格网型的东京（表 3）。
根据两类扰动情景下五大城市街道网络韧性测度结果，

格网型街道网络空间形态在应对随机扰动情景时更具优势，

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一致 [56]，因为格网型的网络形态整体

连通性高于有机生长型网络。另外，在排序扰动情景下，格

网型城市仍然具有较高的韧性水平，如上海与纽约（图 4）。
而格网型街道的东京韧性水平相对最低，因为还受到街道网

络层次结构和密度等方面的影响。应对排序扰动时，有机生

长街道网络形态有一定的优势，但由于研究结论的差异可能

与研究样本的选择有关，不同城市的有机生长街道网络拓扑

结构也存在较大差异。对于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有机生长

街道网络，适应性较弱的街道网络结构已经被清除，因此其

通常表现出较高的效率和适应能力 [72]。面对全球环境变化背

景下的新型扰动，如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流域城市化导致的洪

泛区变化等，有机生长街道网络可能会呈现低韧性水平。本

文的研究结果与拉托拉和马尔基奥里（Latora & Marchiori）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认为两类扰动情境下格网街道网络的

韧性水平较高 [63]。

4.2  城市街道网络层级结构对韧性水平的影响 
依据中介中心性测度结果，笔者将五大城市的街道网络

结构层次划分为主干结构和底层网络。其中主干结构为较高

中心性“节点”的街道网络，较低中心性“节点”的街道网

络为底层网络（图 4）。上海和纽约具有明确的三层街道网络

结构体系，巴黎具有两层街道网络结构体系，东京街道网络

层级结构不显著，而伦敦街道网络几乎没有层级结构（图 3）。
研究发现，具有明确层级结构体系的三大城市上海、纽约和

巴黎，其全局效率、网络阈值和韧性水平也相对较高（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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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层级结构的上海城市街道网络，具有格网状的主干结构

和自由格网的底层网络，面对两类扰动时韧性水平最高。比

较分析同样具有格网型街道形态模式的上海、纽约和东京，

具有明确层级结构的上海和纽约，面对两类扰动时街道网络

韧性水平均高于东京。进一步比较同样为有机生长街道网络

的巴黎和伦敦，面对两类扰动时有序层级结构的巴黎城市街

道网络韧性水平高于伦敦（表 4）。
上述研究表明，不同城市面对扰动时维持网络原始效率

的能力存在差异，这除了与街道网络空间形态有关外，还与

街道网络的有序层级结构紧密关联。高度结构化系统会比无

序结构化系统具有更高的效率，很多自然界有机体符合帕累

托分布的有序层级结构，都具有最优的流量分配或能量使用

效率 [57]。城市街道网络节点和模块之间连接层次越分明有

序，不同网络层级之间的连通性越强，网络应对各类扰动时

更具适应、变动和改造、进化的可能性，因而具有更高的韧

性水平 [21]。具有明确层级结构的上海、纽约和巴黎的街道网

络，均符合帕累托分布规律，显现出较高的韧性水平，此现

象也解释了符合最大能效法则的城市街道网络有序分层结构

注：实际主干路网是城市的主干道和快速路，高中心度主干路网是按照中介中心性分析结果提取出来的主干结构。

图 4  五大城市街道网络空间结构

城市 上海 纽约 巴黎 伦敦 东京

形态

模式

自由格网 正交格网 放射状有机生长 树状有机生长 高密格网

层

级

结

构

实

际

主

干

路

网

格网状 树状 环状 + 放射状 树状 指状

高

中

心

度

主

干

结

构
格网状 树状 环状 + 放射状 不规则树状 不规则指状

密度

低密格网 正交高密 有机中密 有机中密 有序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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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archical configurational order），具有更强的适应变化并

存续的能力。

4.3  城市街道网络密度对韧性水平的影响
通常认为高密度的街道网络有较短的平均路段长度和频

繁的交叉口，意味着当局部“边”失效时，街道网络有更多

的替代路线。更高的城市街道网络密度代表更多的“节点”

和“边”的数量，因此，高密度街道网络代表更高的冗余度

和灵活性，能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外在条件 [73]。然而，本

文对五大城市的研究结果与已有研究结果和传统认知不完全

一致——同样具有格网型和有序层级的街道网络结构的上海

和纽约，上海城市街道网络密度（10.1 km/km2）相对最低，

面对两类扰动情景下的韧性水平均高于街道网络密度较高的

纽约（17.4 km/km2）；同样为有机生长街道网络模式的巴黎

和伦敦，低密度的巴黎（13.67 km/km²）街道网络韧性水平

高于高密度的伦敦（13.9 km/km2）；东京城市街道网络密度

（24.4 km/km2）相对最高，随机扰动情境下韧性水平可以

维持较高的韧性水平，但面对排序扰动情景时韧性水平最低

（表 4）。
在五大城市街道网络样本中，笔者随机抽取 10 个不同

密度的 2 km × 2 km 的正交格网单元，计算各个格网单元的

网络密度和随机扰动韧性水平（图 5, 图 6）。研究发现，随

着街道网络密度的降低，单元网络效率逐渐增大，而网络韧

性水平呈现逐渐微弱降低的趋势。小街区高密度的城市街道

网络，更容易选择高效的最短替代路线，网络韧性水平较高；

而大街区低密度的城市街道网络，缺乏多重网络连接，其韧

性水平低于高密度街道网络（图 5）。该结果与萨拉提出的

“街区尺度越大，街道网络密度越低，韧性水平越低”的观

点基本一致 [74]。由于网络节点对之间存在连接，高密度街道

网络所经过的节点和边总数均多于低密度街道网络，拓扑结

构意义上高密度街道网络的全局效率相对较低。因为较多连

接节点将产生物理意义上的阻滞效应（如交叉口红绿灯的等

候时间），从而影响网络的物理连接效率（图 6）。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挑战了城市尺度上“街道网络密度

越低，韧性水平越低”这一观点。笔者分析认为，城市尺度

上街道网络韧性水平还受到空间形态和层级结构的影响，从

图 3 可以看出，中介中心性排序第二的纽约街道网络，其抵

抗扰动的能力低于上海，即低密度的上海街道网络韧性水平

高于高密度的纽约。因此，讨论网络密度与韧性水平的关系，

需要基于研究尺度和扰动类型等前提条件。本研究只是对前

人观点提出了部分质疑，依然难以完全解析网络密度和韧性

水平的内在机理关系。

5  结论

构建一个高效连接和动态适应的街道网络，对于韧性城

市构建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建立的城市街道网络韧性测度模

型，可以直接应用于测度城市街道网络规划方案的韧性水平，

进而帮助规划师确定提升韧性水平的空间优化途径，本研究

表 4  城市街道网络结构对韧性水平的影响

影响街道网

络韧性的结

构要素

结构要素

特征类型
详细分类 城市

随机扰动

情景韧性

测度结果

排序扰动

情景韧性

测度结果

街道网络的

形态模式

格网状 自由格网 上海 最高 最高

正交格网 纽约 高 居中

高密格网 东京 居中 最低

有机状 放射有机 巴黎 低 高

树状有机 伦敦 最低 低

街道网络的

层级结构

有序层级

结构

三层主干格网 上海 最高 最高

三层主干树状 纽约 高 居中

二层主干放射状 巴黎 低 高

无序层级

结构

无层级不规则树状 伦敦 最低 低

无层级不规则指状 东京 居中 最低

街道网络的

密度

高密度 有序高密 东京 居中 最低

正交高密 纽约 高 居中

中低密度 有机中密 伦敦 最低 低

有机中密 巴黎 低 高

低密格网 上海 最高 最高 图 6  正交格网单元（2 km × 2 km）街道网络密度与网络效率的关系

图 5  正交格网单元（2 km × 2 km）街道网络密度与网络韧性（随机
扰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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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为构建空间高效性和动态适应性的城市空间结构提供理

论依据 [75-77]。笔者以五大全球城市作为实证案例，通过比较

两类扰动前后的城市街道网络全局效率，发现五大城市维持

原始网络效率的能力即网络韧性水平存在差异。两种扰动情

景下上海城市街道网络韧性水平最高，随机扰动下伦敦城市

街道网络韧性水平最低，排序扰动下东京城市街道网络韧性

水平最低。

通过讨论网络形态、网络层级和网络密度等因素对城

市街道网络的韧性水平影响，本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应

对随机扰动情景时格网型街道网络空间形态的韧性水平较

高，应对排序扰动时有机生长街道网络形态有一定的优势。 

（2）中介中心性符合帕累托分布的有序层级结构的街道网

络，以及底层街道网络的高连接性、跨层级结构的多重连接、

高中心性节点的高连通性，应对两类扰动时具有更强的适应

与存续能力。（3）城市街道网络密度影响网络全局效率和韧

性水平，城市尺度上，合理的街道网络密度可以维持较高的

效率和韧性水平。

总体而言，层级结构有序、跨层级多重连接、网络密

度适中的格网型城市街道网络，面对两类扰动时具有较高的

韧性水平。由于城市街道网络特征对韧性水平的影响是复杂

的非线性关系，因此本研究的结论与特定城市密切相关，若

要将这些结论推广到其他具体城市时，还应考虑扰动情景和

研究尺度，展开针对性的实证研究。另外，将生态学和复杂

网络科学交叉融合，量化研究城市系统的物质代谢和流动 

网络 [78-83]，已逐渐成为生态城市领域的研究前沿。在本文研

究的基础上，未来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研究：高

韧性水平的街道网络密度的最优区间；将街道长度和平均时

速作为网络权重，研究城市道路交通效率的韧性水平；街道

网络中若加入居住和公共服务设施等节点要素，量化测度城

市基本公共服务的韧性水平；考虑水灾、火灾、地震等具体

灾害影响过程，开展城市服务功能的灾害韧性研究，帮助规

划师提出增强城市功能韧性的空间策略。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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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届本科毕业生钟晗协助课题组进行 Python语言编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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