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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现代城市设计作为独立的学科从规划与建筑学中分出来，通常以 1960
年哈佛大学开设研究生城市设计学位课为标志 [1]。自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

究领域后，城市设计在相关理论和实践推动下产生了生态城市设计、人性化

城市设计等新的设计理念，这些理念对城市设计学科和城市建设实践的发展

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传统城市相比，由于规划建设远超人的生理尺度与心理需求，现代城

市出现了空间可达性不高、空间活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进而影响

到社会、经济等其他领域，并最终对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与此

同时，自 20 世纪 70 年代年以来，空间理论的研究重心开始从物质领域转向

社会领域，城市社会学、环境心理学以及环境行为学等更多社会学科的相继

进入为城市设计思考人与物质空间的内在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对上述城

市建设实践进行反思和理论研究的双重推动下，城市设计逐渐将设计意识从

空间转向了人本身，这一转变孕育并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化城市设计思想。

从概念的角度理解，人性化城市设计是一种以人为核心、以构建人与空

间关系为主旨的城市设计思想，其设计对象主要针对街道、广场、公园等城

市公共空间，其主要目的是建立城市空间与人更紧密的功能关系和营造更宜

居、更人性化的城市环境。相对于传统城市设计而言，人性化暗含了关于设

计意识和设计对象的思辨，在这种思辨的引领下，城市设计建立了一种以人

而非空间本身为核心的新意识，这一转变意义深远，使城市设计从传统的空

间结构、形态以及美学范畴中得到了极大拓展。

受上述思维转变影响，以扬 · 盖尔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开始从人性化的

新视角展开城市设计研究，受其影响，哥本哈根、墨尔本等城市则较早地将

这种理念付诸于城市建设实践。例如在经历了大规模的城市扩张之后，墨尔

本对城市公共空间展开了一系列的人性化改造，不但有效推进了城市空间的

优化发展，也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环境宜居度和社会、文化以及商业活力，其

实践的成功充分证明了人性化城市设计理念所蕴含的巨大潜在价值。

在经历了 30 年前所未有的城市空间开发之后，中国城市建设也已经走

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路口。自 2015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后，加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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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不断提高城市设计水平已成为一种共识，在这种时代

背景下，推进并落实人性化城市设计研究与实践对于城市设

计自身以及城市空间的优化发展有双重意义，基于上述理解，

对墨尔本人性化城市设计发展历程的分析总结具有一定的参

考与借鉴意义。

2  墨尔本人性化城市设计的发展历程

墨尔本（Melbourne）位于澳大利亚东南部，是维多利

亚州首府和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自 1847 年英国维多利亚

女王宣布墨尔本市（City of Melbourne）成立至今，经过近

两个世纪的建设，墨尔本已成为澳大利亚的文化、艺术中心，

尤其是作为连续多年被联合国人居署评为“全球最适合人类

居住的城市”，墨尔本更因其优质的城市环境而成为现代宜

居城市建设的典范模本。

从建设实践来看，以人为本的城市设计理念是墨尔本宜

居城市建设的重要支撑。从横向对比来看，墨尔本也是较早

将该理念应用于设计实践并取得显著成绩的国际城市之一。

自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在满足不同需求的时代背景下，

墨尔本在 30 年间经历了人性化城市设计的不同发展时期并

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笔者在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将其划分

为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2.1  20 世纪 80 年代——人性化的城市街道设计
墨尔本的城市建设始于 1837 年由罗伯特霍都（Robert 

Hoddle）规划的霍都网（Hoddle Grid）。自建成后直到 19 世

纪末 20 世纪初，作为城市中心的霍都网基本没有大的改变，

尽管个别建筑、花园有重建，但街道、铁路以及城市公园为

保持霍都网空间结构的稳定提供了基础 [2]。20世纪中期以后，

墨尔本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刺激下迎来了自金矿开发后第一次

大规模的城市扩张，此次扩张为墨尔本的城市规划设计带来

了以下两个角度的深远影响：

一是随着经济、人口的持续增长和城市建成区前所未有

的拓展，墨尔本作为大都市的空间格局基本形成。在这一背

景下，墨尔本最早于 1854 年即开始着手准备大都市区的规

划编制工作 [3]。1971 年，用以满足未来城市规模发展预测的

《墨尔本大都市区发展规划》正式出台，现在看来，二战后

的经济复苏和城市规模扩张是其大都市发展规划产生的重要

基础。

二是伴随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墨尔本的城市中心区却

因交通拥挤、环境恶化而迅速衰落了。墨尔本由最初“步行”

的网状城市中心以及广阔的郊区居住地带共同组成，它们之

间依靠通勤铁路网或有轨交通网联系 [4]。随着机动车数量的

急剧增长，规划于 19 世纪中期的霍都网无法承受过大的交

通压力，机动车与行人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严重，墨尔本的城

市吸引力也因此而大为下降。

面对上述问题，维多利亚州规划部门在 1982 年制定并

颁布的墨尔本城市设计法令中做出了一项重要决策：墨尔本

需要继续保持并不断发展适宜步行的、安全的、具有商业与

休闲娱乐吸引力的城市环境，该法令进而从城市形象、建筑

与土地开发、交通与步行三个方面分别提出了多项具体的设

计控制原则 [5]。上述决策及相应城市设计原则的制定对墨

尔本建设以人为本的城市环境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随后，

墨尔本市规划委员会于 1985 年进一步研究制定的《人性化

的街道——墨尔本市中心活动区步行策略》即是该法令的

承接规划，其目的是进一步探索交通与步行冲突的具体解

决途径 [6]。以现在的视角来看，这份 30 年前的规划在以下

三个层次奠定了墨尔本人性化城市设计的重要基础。

（1）实现了城市设计的思维转变

近一个世纪以来，城市设计关注建成环境的质量提升，

交通规划则在城市宏观尺度下将机动车交通作为重点，二者

之间几乎没有交叉 [7]。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街道长期以来

被看作是一项市政工程而非城市设计内容，其建设的出发点

和主要目的是提高机动车的交通容量和效率。面对越来越严

重的人车矛盾，墨尔本第一次将街道的设计关注点从机动车

转向了行人，希望通过合理控制机动车流量以及提升街道步

行交通容量来缓解人车矛盾并充分激发步行对提升城市文

化、商业活力等其他方面的潜在价值，与之相应地，街道也

因此而成为城市设计的关注对象和重要内容，这种转变对墨

尔本建设以人为本的城市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

（2）促进了城市建设的重心转移

在对人性化的理解中，城市设计的宗旨与目标是为人们

创造更舒适、更宜人的城市环境。墨尔本在解决人车矛盾的

思考中较早地意识到，打造高品质的城市环境从而吸引并不

断提升步行交通能力才是城市交通以及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正

确方向和有效途径。在这种意识带动下，墨尔本逐渐将城市

建设重心从空间开发转向了提升空间质量和环境吸引力的新

方向。今天看来，以人为本不但是城市设计思维转变的表现，

其对于城市建设重心的转移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首次从人性化的角度研究制定了城市街道设计策略

以上述设计意识转变为基础，墨尔本首次以人的步行

需求为核心、以步行优先为指导思想制定了以下两项街道设

计策略：一是基于交通模式、交通容量和交通安全对机动

车与行人间的矛盾冲突展开研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决

定对部分重点街道实施人车分流和空间共享改造。二是首

次对墨尔本市区的街道人流量、公共交通人流量、路网格

局、步行交通容量、交通事故分布以及交通管理政策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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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步行质量紧密相关的研究内容做了广泛调研和数据分析，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步行环境和步行系统的优化策略（表 1）。 
以上述策略为指导，墨尔本持续多年投入大量资金进行街道

改造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通过合理的人车分流和限时交

通管理，墨尔本不但较好地协调了机动车、公共交通和步行

交通之间的矛盾，也为行人营造了更安全、舒适的步行环境。

在解决交通冲突和优化步行环境的基础上，墨尔本进一步开

辟部分街道空间用于餐饮、咖啡经营，这些措施使墨尔本的

城市街道活力有了显著提升，也为墨尔本进一步实践人性化

城市设计理念奠定了重要基础。

2.2  20 世纪 90 年代——人性化的城市公共空间规划
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现代主义用所谓的“理性”和

超越传统的尺度标准规划建设城市，不但对城市空间格局产

生了深远影响，也使城市逐渐丧失了对人的吸引力。包括墨

尔本在内的许多城市在这一时期几乎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过大的空间尺度、单一性的空间功能以及千篇一律的空间形

式无法吸引城市居民，与公共空间紧密相关的社会、文化以

及商业等多种城市功能也无法得到与空间尺度相对等的发

展。上述问题很快引起了部分学者对城市设计现状的思考，

例如丹麦著名城市学家扬·盖尔于上世纪 80 至 90 年代即对

哥本哈根、墨尔本等世界范围内的多个城市展开了广泛的城

市空间调查，并通过《公共空间·公共生活》、《人性化的城

市》等一系列著作对“非人性化”的城市设计现状做了批判

和反思。

在上述背景下，墨尔本市规划委员会于 1994 年首次同

扬·盖尔合作，共同研究制定了《墨尔本人性化空间规划》，

该规划对墨尔本人性化城市设计的研究与实践主要有以下三

方面的重要意义。

（1）推动了人性化城市设计的空间拓展

同 1985 年的城市街道设计相比，《墨尔本人性化空间规

划》最大的突破之一就是将研究范围从街道进一步延伸到了

更广泛的城市公共空间。从此后的建设情况来看，继街道之

后，墨尔本进一步对城市公园、城市广场、公共绿地、公共

建筑等展开了一系列的人性化改造，这些空间都属于城市公

共空间的概念和范畴，从街道到公共空间，《墨尔本人性化

空间规划》为人性化城市设计理念在墨尔本的全面实践奠定

了重要基础。

（2）探索了人性化城市设计的研究方法

在由街道延伸至城市公共空间的同时，《墨尔本人性化

空间规划》通过空间数量、空间质量、空间容量、空间吸引

力等九项内容对墨尔本市区范围内的公共空间展开分析，初

步形成了系统性的研究方法 [8]。此外，该规划也对现代主义

功能分区理论的弊端做了反思，首次将城市用地功能纳入研

究体系之中，并提出通过混合功能的土地开发模式增强城市

活力、激发空间潜在价值的新观点，这一观点极大地拓展了

人性化城市设计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深度。

（3）为墨尔本建设宜居城市奠定了重要基础

以公共空间为依托，扬·盖尔在该规划中对宜居城市概

念做了解读，首次从人性化的角度提出了宜居城市环境的四

表 1  《人性化的街道——墨尔本市区步行策略》核心内容

策略制定基础 设计目标 设计策略 实施途径

• 步行环境安全性

• 步行系统便捷性

• 步行空间舒适性

• 基础设施完善度

• 街道景观吸引力

• 气候及环境因素

维持并优化市区步行系统与

步行环境

增加步行交通系统的舒适度

与吸引力

提升步行交通系统的安全性

与便捷性

步行环境优化策略

• 除交通主动脉外，在规划中给予步行交通规划优先设计权

• 在市区规划建设完善的步行交通系统

• 在人流量高度集中的街道沿线利用即有建筑增添遮阳避雨和防风功能

• 逐步减少企业、商业以及个人私有性空间，增加步行系统的公共性和可达性

• 为市区通向亚拉河沿岸、港口、公园等核心公共空间设计便捷的步行通道

• 提升市区内各地铁站和火车站之间的步行联系度

• 为步行空间提供充足的休憩设施

• 为残疾人设计更安全的步行环境和更便利的交通设施

• 支持并鼓励在街道开展文化艺术活动，为其制定灵活的交通管制措施

步行系统优化策略

• 基于步行系统增设休闲、商业等基础设施以增强步行环境的便捷性和活力度

• 拓宽街道的步行空间尺度，以容纳更大的行人容量，营造更舒适的步行环境

• 尽可能减少过街天桥的设计，降低步行系统的交通障碍

• 适度设计地下步行系统，重点建立与地下建筑、地下铁路的便捷性联系

• 提升、优化市区主干道与街巷之间的步行联系度

• 鼓励公共建筑沿街立面后退并增添沿街柱廊，为行人提供更舒适的步行环境

• 街角与路口建筑钝化，为步行路径提供更充足的转折空间

• 建立商业、交通等大型公共建筑与街道之间更完善的步行交通联系

• 沿步行系统增设一定数量的公共空间，为行人提供更舒适的休闲环境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6] 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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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要素并制定了相应的设计策略，该策略随后成为宜居城市

建设的重要支撑，对墨尔本打造高品质、有吸引力的城市环

境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图 1, 表 2）。1994—2000 年间，在

相关策略被逐步实施以后，墨尔本的城市环境吸引力和空间

活力有了显著提升，其实践的成功也引导墨尔本走上了以人

性化驱动城市更新的发展轨道（表 3）。

图 1  宜居城市环境四要素及公共空间研究方法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2.3  21 世纪——人性化城市设计的全面发展
如果说上世纪末的设计实践是为了提升城市不断下降的

吸引力，那么 21 世纪的墨尔本则面临着相反的问题。经过

持续多年的不断建设，在土地面积有限、地价成倍增长的现

实条件下，墨尔本市区的公共空间总面积在 2015 年达到了

85 hm2，同 1985 年的 27 hm2 相比增长率高达 315%[9]（图 2）。

表 2  宜居城市环境建设策略与实施途径

规划要素 建设策略 实施途径

舒适的步

行系统

（1）建设自由、安全、舒适的步行环境

（2）根据气候条件提供遮蔽风雨的步行环境

（3）塑造具有视觉吸引力的街道景观

（4）完善残疾人通行的无障碍设计

（5）设计更具识别性的步行交通导向系统

	调整市区主要商业街交通管理规则，为行人提供优先通行权利

	移除 10 m 以下宽度的街道交通管制信号灯，确定步行优先的交通原则

	核心商业区 10 m 以下宽度的街道在特定时段实施机动车限行，为行人创造更安全、熟悉的步行

环境

	调研街道的步行流量，对超人流容量的街道实施步行空间拓宽工程

	限制并逐步禁止建设新的地下及地上过街通道

	优化市内主要人流路径的连接度

优质的公

共空间

（1）提供可停留、游憩和交流的公共空间

（2）提供使用者可观察城市景观的视觉空间

（3）提供根据气候条件可选择的空间环境

（4）提供基于不同人群需求的多元空间功能

	改造提升现有商业广场、城市广场的使用功能，增加空间吸引力

	沿主要商业街建设新的公共空间以满足市民及游客的活动需求

	在市中心五分钟步行范围内建设一系列的小型广场和口袋公园，以满足不同人群的休闲需求

	在核心商业区实施除货运以外车辆禁行的交通管制规则，提升商业空间的步行可达性和便利性

丰富的社

会交流

（1）为街头表演、文化与商业活动提供空间

（2）为市民活动、公共集会提供基础设施

（3）为公共活动创造更安全、舒适的环境

	增加文化、商业和娱乐活动频率，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的社会交流功能

	在周末、节假日通过系列性的公共活动增添公共空间吸引力

更具吸引

力的城市

环境

（1）加强对历史建筑、环境的保护，建立新旧建筑、

环境相协调的控制原则，营造和谐的城市景观

（2）鼓励多元化的用地功能开发，支持商业、办公、

教育、居住等功能的混合开发

（3）鼓励沿街文化类的商业店面开发，增强城市

文化吸引力

（4）鼓励在 CBD 开发一定比例的居住功能，减少

人流的潮汐流动，增强城市活力指数

	到 2001 年在市区增加约 4 000 人的居住人口，以减缓人流的潮汐流动，提升市区夜间活力

	保持并逐步提高高校市内校区的学生数量，在市区建设新的学生公寓，以进一步提升市区活力

	在公共空间中统一规划设计，适当增加临时或便利性的商业设施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8] 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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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94年与 2001年公共空间数据对比

人群活动数

据对比

数据内容 测量标准 时间段 1994 年数据 2001 年数据

活动数量 总人数 使用最高峰 2 642 3 300

活动容量 每 1 000 m2 人口容量 平均值 61 75

文化活动 每 1 000 m2 人口容量 使用最高峰 79 100

商业活动 每 1 000 m2 人口容量 使用最高峰 86 110

空间利用数

据对比

数据内容 测量标准 时间段 1994 年数据 2001 年数据

公共空间利用时间 平均利用时间 使用最高峰 3.5 分钟 4.5 分钟

下午时段利用率 高峰期与平峰期比例 非周末 12~17 时 100:60 100:75

非周末时段利用率 白天与夜间比例 非周末 10~24 时 100:44 100:55

周平均利用率 周末与非周末比例 周末 10~24 时 100:83 100:100

规划公共活动数量 次数 全年 624 780

空间功能数

据对比

数据内容 测量标准 1994 年数据 2001 年数据

就餐与娱乐设施 总数量 580 640

咖啡茶座 总座位量 1 938 2 400

公共座椅 总座位量 3 493 4 000

机动车流量 区域内日车流量 297 000 235 000

公共活动面积 m2 37 700 44 000

步行街 m（长度） 1 800 2 200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8] 整理绘制

在面积和数量倍增的同时，人性化的环境改造也使公共空间

成为最受市民欢迎的活动场所。根据墨尔本大学相关学者的

抽样数据调查，包含行至以及在空间内行走的时间之和，墨

尔本人的平均公共空间步行时间每周高达 100 分钟 [10]。公共

空间对墨尔本提升城市活力和环境宜居度发挥了关键性的作

用。但与此同时，墨尔本在新世纪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口

和空间压力。

从人口的角度来看，自上世纪末至今，墨尔本呈现出人

口总量长期快速增长和城市中心区人口比重持续增加两个主

要特征。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自 2001—
2015 年，墨尔本的人口数量增加了近百万人，总人口已达

453 万，是近 15 年来澳大利亚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从人

口的空间分布来看，墨尔本有中心区（CBD）、市区（City）

和都市区（Metropolitan）之分，墨尔本绝大多数人口居住

在面积较广大的都市区，市区、尤其是中心区的居住人口比

例极小，例如 1996 年城市中心区的居住人口只有约 4 000 人，

但自 1996—2006 年的 10 年间，其居住人口比例增长高达

539%，日均人流量也增长了 53%[9]。

从城市用地开发来看，因其与人口变化的紧密联系也

呈现出建设用地开发力度大和中心区更新程度高两个主要特

征。随着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和传统工业转型，墨尔本市区

的重工业以及污染行业全部迁出，大量工业区随后被开发建

设成新的住宅区，墨尔本的城市中心也因此而很快突破了霍

都网，形成了南岸和滨水新城两个新中心。与此同时，自

1985 年起至今，传统城市中心区内约有 48% 的土地被更新

开发，截至 2015 年，区内共有约 186 栋 18 层以上的高层建

筑，其中 128 栋（69%）为 1985 年以后建设，霍都网内的

空间形态和结构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9]（图 3）。

图 2  1980—2010 年间墨尔本城市公共空间发展变化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9]

1980—1990 1990—2000 2000—20101980—1990 1990—2000 200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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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上述发展现状的思考和对未来的预测，墨尔本

在 2030 可持续发展规划中提出了持续保持城市宜居性，增

强城市中心区空间集约化利用水平的规划目标。此外该规划

首次制定了中心活动区（Central Activities District）、重要活

动中心（Principal Activity Centres）和主要活动中心（Major 

Activity Centres）的三级中心体系 [11]。从以上规划目标和空

间体系定位来看，中心区仍然是墨尔本未来城市建设的核心

内容，其建设重点将更加注重空间的集约化利用。

在上述背景下，墨尔本在 1994 年第一版规划的基础上

与扬·盖尔展开了第二轮合作，对过去十年新增的城市公共

空间做了全数据调查，并于 2004 年编制了新一轮人性化空

间规划。从内容来看，该规划主要有以下三个突破。

（1）纳入了城市规划的研究内容

作为一项城市设计，1994 年的人性化空间规划主要针

对公共空间改造，基本没有涉及城市规划的相关内容。随着

城市人口、规模和空间肌理的巨大改变，2004 年的新规划思

考了城市发展与城市空间优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并首次增加了

人口增长、住宅开发、公共交通优化等多项城市规划的研究

内容，如其中就提出了增加青年以及学生居住人口比例、适

度开发商住混合型建筑和优化公共交通与步行系统连接度等

新策略 [12]。这一突破不但从空间集约化的角度对接了 2030
可持续发展规划所制定的目标，其更大的意义是在城市巨变

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了人性化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之间的研究

内容对接。

（2）建立了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间的紧密联系

从前文关于 1994 版规划的研究方法介绍可以看到，该

规划主要立足于通过物质环境优化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性

化水平，其研究方法中涉及的九项内容主要以“硬性策略”

为主。与之相比，2004 版规划由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公共

生活数据以及设计策略三部分组成，重点对城市空间吸引力

不足这一现状和如何通过公共生活提升城市活力展开研究，

其中提出的建设公共艺术、发展社区组织以及增加商业、文

化和休闲娱乐功能等“软策略”使人性化城市设计研究突破

了空间改造的思维范畴，为墨尔本进一步完善城市公共服务

功能和提升城市活力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图 4）。

（3）形成了延续性的人性化城市设计研究机制

自 2004 年开始，墨尔本形成了每 10 年开展一次数据

调查并更新、完善设计策略的延续性研究机制，这种机制的

形成对深化研究内容和促进人性化城市设计的可持续性发展

有重要意义。以该机制为依托，以 30 年来的研究和实践积

累为基础，墨尔本于 2015 年编制了第三轮人性化空间规划，

该规划在以下几个方面推进了墨尔本人性化城市设计的全面

发展。

一是拓展了研究范围。1994 年编制的第一版规划主要以

墨尔本市中心区（CBD）为对象展开调查研究 , 其研究范围

仅为2.4 km2。随着城市发展和人口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起，

与传统市中心一河之隔的南岸区（Southbank）及滨水新城

（Dockland）也已成为具有一定活力的新城市中心。在这种

背景下，2015 版的《墨尔本人性化空间规划》将南岸区和

滨水新城整体纳入研究之中，使规划突破了传统城市中心区

霍都网，实现了研究范围的拓展（图 5）。

图 3  墨尔本市中心区空间结构的发展演变
图表来源：参考文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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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4 与 2012 年城市公共服务功能对比
资料来源：同图 2

图 5  依托城市开发的研究范围拓展
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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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调整了研究方向。经过近 30 年的持续建设，墨尔

本城市中心区的公共空间人性化改造已基本完成，但同传统

中心区相比，街区尺度和建筑体量过大、城市功能相对单一

且步行可达性不高等因素导致滨水新城和南岸区的环境吸引

力一直较低，需要通过一系列设计策略促进建成环境的进一

步优化发展（图 6）。基于上述现状，2015 版规划对研究方

向做了重大调整，将重点转向了传统中心区与新市区的比较

研究。这一调整与研究范围拓展紧密结合，其核心内容是对

城市中心区与两个新区的空间人性化指数进行对比分析，从

而为制定城市空间平衡发展策略提供了参考（图 7）。
三是更新了研究内容。2015 版《墨尔本人性化空间规

划》根据理论研究进展积极吸收新的研究内容，确定了包含

城市人口、公共行为、空间结构、建成环境、土地开发以及

公共空间等六个一级目录在内的研究体系和相应的二级研究

内容，完善并推动了设计研究向综合性和空间集约化利用的

方向发展（图 8）。
其次，2015 版《墨尔本人性化空间规划》建立了公共

空间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由城市人口、土地开发、公共空间、

公共交通和潜在开发指数五项内容构成，其每项均下设相应

的子项指标，新规划即依托该评价体系对城市中心区、滨水

新城和南岸三区展开比较分析，该评价体系也是呼应研究方

向调整、进一步促进新老城区公共空间均衡发展的重要参考

（图 9）。
此外，为有效承接上位规划（墨尔本 2030 可持续发展

规划），以上述研究为依托，墨尔本近年来先后编制了《步

行系统规划》《骑行系统规划》《空间安全规划》和《旅游行

为规划》等专项规划，全面拓展了人性化城市设计的研究领

域，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对其一一展开论述。

综上所述，墨尔本 30 年来的人性化城市设计研究与实

践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城市人居环境问题的应对和积极思考，

这些问题随着经济、社会和城市的发展而不断产生新的变化，

制造新的、甚至是相反的挑战。墨尔本的研究与实践历程反

映了城市对这种变化和挑战的敏感关注和积极回应，也充分

证明了实践人性化城市设计理念对于一个城市的价值和意义

（图 10）。

3  结语

自相关概念于 20 世纪 80 年代年初首次提出至今，城市

设计在中国同样也经历了 30 年的发展历程，但直到 2015 年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首次在中央层面正式提出“加强城市设

图 6  墨尔本传统城市中心区与滨水新城、南岸区空间结构对比
图片来源：同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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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墨尔本传统城市中心区与滨水新城、南岸区空间人性化指数对比
图片来源：同图 2

图 8  研究体系更新
图片来源：同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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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之后，城市设计才成为城市规划学科最受关注的对象之

一 [13]。21 世纪以来，“以人为本”已成为现代城市设计的核

心思想 [14]，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人性化在国内往往作为一种

口号被广泛提及，真正能够推进并落实该理念的城市并不多。

从墨尔本的发展历程总结来看，笔者认为，人性化城市设计

理念在中国的实践需要以下四个层次的基础。

（1）以城市设计意识转变为前提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城市设计在其学科特定尺度下主要

以研究城市空间的形态、结构、功能以及美学等相关内容为

己任，其设计意识的出发点是空间而非人本身。随着人性化

设计理念的发展，现代城市设计跳出了物质空间的束缚并逐

渐建立了以人为本的新思想。从墨尔本连续多年投入大量资

金进行公共空间改造的举措来看，这些“看不见”的工程之

所以能够被实施，从根本上说也是设计意识转变的结果，因

此说思维是决定性因素，人性化城市设计在中国的实践同样

需要以设计意识的转变为前提，否则人性化将难以得到落实。

（2）以城市建设重心转移为契机

对于城市建成区而言，人性化理念的价值主要在于提高

建成环境质量。人性化城市设计在墨尔本的实践也主要体现

在以公共空间为代表的建成环境改造，而这一实践有一个重

要契机，即在大规模的空间扩张之后，墨尔本的城市建设逐

渐转向了城市更新和空间优化发展的新阶段。从这一角度来

看，人性化城市设计理念在中国较难落实的现实因素是，多

年来国内城市普遍处于以开发建设为重心的空间量化发展阶

段，建成环境优化则一直处于一种次要地位。在大规模的空

间开发之后，我国的城市建设已经走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新

阶段，国内城市应把握这一契机，将人性化理念作为城市设

计的重要指导思想，从而充分发挥其在城市环境优化发展、

城市空间活力提升等多个方面的潜在价值。

（3）以专项规划机制为保障

在转变设计意识和把握时代契机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

专项规划机制才能确保人性化城市设计理念得到有效落实。

图 9  公共空间评价体系与评价指标
图片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9]

图 10  墨尔本人性化城市设计发展历程总结
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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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早在 1985 年就已经编制了该方向的专项规划并随后

形成了延续性的专题研究和规划机制，这一机制为人性化城

市设计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重要保障。从目前来看，国内城

市尚没有从人性化的角度编制相关专项规划，更没有建立相

应的规划机制，这也是人性化往往沦为口号而无法得以落实

的客观因素，只有尽快建立专项或专题性的城市设计机制才

能使人性化从概念向实际操作层面转变，为城市人居环境建

设发挥真正的引导和控制作用。

（4）以研究实践相结合为支撑

从墨尔本的发展历程来看，通过研究和实践相结合来解

决城市实际问题是人性化不但没有沦为口号而且能够得以落

实的重要原因。30 年间，从城市街道到公共空间，从物理

环境到公共生活，从研究机制到评价体系，墨尔本在应对人

车冲突、中心区衰败等不同城市问题的设计实践中也实现了

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充分体现了城

市设计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其研究与实践之间的紧密联系和

相互作用。从这一角度来说，在以专项规划机制为保障的基

础上，人性化城市设计在国内的落实同样也需要以研究实践

相结合和解决城市实际问题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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