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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即河口冲击平原，其土地成型于江河奔流中由泥沙堆

积而成的凝絮湿地。三角洲城市是复杂的生态与人工系统，面临

以下三方面的特殊问题。（1）生态格局逐步被人工格局所替代。

山体边缘带、湿地结构、农地结构的改变使得三角洲原有自然生

态调控能力下降。（2）不均衡采砂、束水归槽、涉水工程、填海

造陆使得三角洲原有水土结构发生改变，导致原有自然防洪调蓄

能力下降。（3）气候变化使得口门风暴潮发生的概率成倍增加，低

地平原使其较一般地理区域更容易遭受频繁的自然灾害困扰。

上述因素使得三角洲未来的发展具有更强的不确定性。生态失

衡、水网受损改变了三角洲自然本底的适应能力。因此，在气候变

化的条件下，以经济发展为唯一导向的空间规划难以适应三角洲城

市的韧性发展。如何平衡自然本底与城市发展的需求，使未来三角

洲发展能适应气候变化的条件，已成为摆在政府、规划部门和研究

机构面前的重要任务。

1  韧性城市及认知方法

1.1  韧性城市
对于城市来说，韧性是一个重要的概念。阿尔伯蒂（Alberti）

最初对韧性城市的定义是“在环境变化之后，城市能够恢复并拥

有与环境变化之前相同的功能与结构”[1]。韧性联盟（Resilience 

Alliance）后来定义韧性城市为“具备能够消化并吸收外界干扰，保

持原有主要特征、结构和关键功能能力的城市”[2]，并提出从管治

构建、能量代谢、环境与社会动力等四个方面加强这种能力。可见，

韧性城市不仅关注环境变化后系统的恢复力，而且关注环境变化前

系统的预判力。

理解韧性特征并通过规划强化这种特征是制定韧性规划的基

础。维尔戴夫斯基（Wildavsky）认为优秀的韧性城市具备动态平

衡、多元兼容、高效流动、扁平特性、缓冲特征与适度冗余等六个

特征 [3]。埃亨（Ahern）认为多功能性、冗余化、模块化、多元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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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制定步骤与存在的困难，提出未来三角洲城市韧性

规划研究中五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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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尺度网络联结是韧性城市的五个要素 [4]。艾伦和布莱恩特

（Allan & Bryant）认为多变性、变化适应性、模块性、创新

性、快速反应力、社会资本的储备能力以及生态系统的服务

能力是表达优秀韧性城市的七个特征指标 [5]。艾德（Adger）

认为城市的网络冗余有助于城市在各种扰动下仍保持功能上

的连接 [6]。虽然关于韧性城市的特征描述目前还没有统一的

定义，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韧性城市一般应具有多元与多

样、冗余与模块、多尺度网络联系、自组织与适应、创新与

学习的特征。

1.2  认知方法
在不同时空维度上，如何认知城市系统中的多要素联

动效应，对于韧性规划三角洲城市有很大的意义。目前，已

有不少学者就韧性城市的认知方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冈

德森（Gunderson）提出的多尺度嵌套缓慢适应循环模型

（Panarchy）展示了韧性规划的多尺度生命周期与创新机制

模型 [7]。华莱士（Wallace）提出了应用多尺度多目标决策模

型的韧性规划方法 [8]。奥斯特罗（Ostro）构建了经济—生态

系统的平衡发展认知框架 [9]。梅尔（Meyer）认为，随着三

角洲城市规划、水利工程、生态设计之间新的统一，有关水

资源管理、港口发展和城市发展的新的情况可以被看作关于

三角洲韧性规划新范式的开始 [10]。阿尔伯蒂认为韧性规划的

重点思路是考虑不同规划方案间形态与环境绩效的关联性，

研究城市各系统指标的阈值问题，权衡城市经济与生态环境

新的统一模式 [11]。

1.3  指导意义
理解韧性城市及其认知方法对于未来三角洲城市的发

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总结而言，三角洲城市韧性规

划的开展需达成以下方面的共识。（1）城市系统与生态系统

具有协同并进的演进关系，通过历史演进研究可寻找隐藏在

系统表象结构下的动态规划，以帮助顺利理解未来三角洲城

市发展可能需要面临协调的城市经济—生态的多要素联动效

应。（2）正视系统外部干扰的必然性。三角洲城市韧性规划

需以理解动态机制为基础，逐步采用渐进式创新机制，应对

变化的必然性，使规划具有长期适应性。（3）重视韧性规划

的研究方法、规划技术与管理手段的改进，具备长期环境适

应能力并给三角洲城市中、长期发展带来裨益。（4）强调多

尺度协同和跨尺度循环与动态交流效应。在空间尺度方面，

不仅需要测度规划方案对当前尺度的影响，也需要测度对其

他尺度的影响。在时间尺度方面，不仅需要考虑规划方案对

眼前环境的影响，还需预测其动态变化过程，确保规划干预

的长期有效性。

2  韧性规划是国际三角洲城市理论研究与实践的
核心内容

韧性规划的核心理念契合三角洲城市未来的发展需求。

1995 年荷兰暴风潮、2005 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2012 年美

国桑迪飓风等特大灾害倒逼韧性规划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实

施。世界各地的学者、城市规划者在构建三角洲韧性城市方

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笔者结合重要文献总结出三角洲城

市韧性规划研究的八个要点：（1）城市复杂性系统原理与影

响机制 ；（2）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设计与工程之间的配

合；（3）气候变化与防洪防灾韧性策略 ；（4）整合经济基础

的韧性港口贸易与工业发展；（5）景观格局与特种植被的韧

性恢复 ；（6）兼顾公共与私人利益的管控模式 ；（7）韧性的

财务手段与融资机制；（8）模糊城市行政边界的跨尺度管理 

制度。

限于篇幅，以下主要阐述三角洲城市韧性规划的研究方

法、管理手段与空间组织。

2.1  研究方法中的韧性
针对三角洲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韧性规划以系统论为

指导，从系统动态演变复杂性、系统过程平衡性及不确定性

变化等三个基本点开展研究。如图 1，笔者总结归纳了三角

洲城市韧性规划研究框架。

2.1.1  垂直分层研究

基于麦克哈格（Macharg）的“千层饼”规划研究原理 [12]，

垂直分层研究方法在 1980 年代被荷兰学者采用。德洪（De 

Hoog）等运用这个理论研究了荷兰 1996 年发布的第五次空间

规划，将三角洲城市进行归类和垂直分层，综合研究土地利

用、基础设施、公共空间、城市格局和地下空间的协同与权

衡关系 [13]。梅尔等应用垂直分层法研究了世界三角洲城市的

演进规律，对世界部分三角洲城市的发展状况进行比较，通

过对比分析，探索不同发展模式下的三角洲城市创新机制 [14]。

研究内容包括城市物理环境分析、灾害脆弱性分析、城市演

进生命周期分析。他们将三角洲的演变分解为三个主要层级

的演变：自然底层、城市网络层和城市占用层，并推演分析

每层的生命周期，研究不同层之间的耦合关系，构建相关的

图纸和数据库，以期得出不同三角洲城市分层式演进的规律。

部分成果如图 2 所示。

2.1.2  经济系统—生态系统耦合性研究

城市经济—生态系统之间存在形态与演变过程的耦合。

通过对城市经济—生态系统过程的解析，重建经济与生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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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角洲城市韧性规划研究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2  荷兰南三角洲区域自然、城市网络和城市占用层韧性生命周期分析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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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城市形态。索加（Soja）指出三角洲城市的“经济—生

态”平衡过程较一般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并表征于城市形

态 [15]。康斯坦扎等（Costanza et al.）认为可以通过量化指标

描述城市系统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改变程度 [16]。千年生态系统

评估（MEA: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认为城市系

统变化下的生态系统服务可以从多个层面定性定量分析，并

存在协同与权衡效应 [17]。阿尔伯蒂对美国普吉特海湾（Puget 

Sound）的多种规划形态开展调研与预测，对比确定兼顾城

市经济—生态联动发展的规划形态与对应阈值 [18]。部分成果

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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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管理手段中的韧性

2.2.1  韧性管控

韧性管控包括制度框架、指标体系以及组织模式创新。

在制度上，国外韧性城市通过编制与修改相应规划政策，明

确指引性制度、强制性制度与教育性制度在三角洲城市决

策、编制和执行过程中的作用，例如 2009 年世界银行完

成的《气候韧性城市 ：减少灾害脆弱性》（Climate Resilient 

Cities: A Primer on Reducing Vulnerabilities to Disasters）[19]。

在指标体系上，大多以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提出的指标体系为评判依据，包括生命健康和

福祉、经济和社会、城市体系及其服务、领导力与战略等四

类指标体系 [20]。在组织模式的创新上，荷兰、美国、英国

等国家已经逐步明确三角洲城市的重要性，并完善具有针

对性的规划体系与合作机制。例如，荷兰鹿特丹市在地区

规划法中专门加入用于解决雨洪问题的规划合作，明确参

与雨洪保护的行为主体，强化了由规划体系引导、多方利

益相关者共同讨论的规划方式，强化多方利益者的发展意

愿在规划中的作用 [21]。

2.2.2  智能预警管理系统与防护计划

智能预警管理系统在制定预防政策和措施的基础上，重

视发挥技术预测和智能控制的作用，促进韧性发展。例如，纽

约的《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的纽约》（A Stronger, More Resilient 

New York, 2013）涉及海岸线冲击预测、气候变化预测、洪水

风险预测以及极端高温气候情景预测等全面的预测体系 [22]。

伦敦的《管理风险和增强韧性》（Managing Climate Risks and 

Increasing Resilience, 2011）制定了高温风险适应性开发模式、

城市绿化和植被开发模式、新区开发建设与土地使用模式等适

应性发展模式 [23]。鹿特丹的《鹿特丹气候防护计划》（Rotterdam 

Climate Proof, 2008）针对洪水管理、可达性、适应性建筑、

城市水系统、城市气候等五个主题，编制适应性计划 [24]。

2.3  空间组织中的韧性
考察荷兰鹿特丹、美国纽约和新奥尔良等三角洲城市的

灾后空间组织规划与设计，不难发现虽然规划与设计的类型、

尺度不同，规划手法各有特点，但韧性规划的理念已扎根其

中，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的发展。

图 3  美国普吉特湾区城市化率、城市形态、城市经济系统—生态系统耦合性分析与阈值现象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8]

高度城市化地区
中等程度城市化地区
较低程度城市化地区
草地、草原
混合林
松柏林
明伐林
再生林
农地
开放水域

埃弗雷特

贝尔维尤

塔科马

西雅图



87 2018 Vol.33, No.3国际城市规划

戴伟  孙一民  韩·梅尔  塔聂尔·库聂考·巴顷    走向韧性规划：基于国际视野的三角洲规划研究

2.3.1  荷兰鹿特丹

鹿特丹港区位于莱茵—马斯三角洲河口，1993 年和

1995 年发生的城市洪水对城市的结构、经济以及发展都产

生了巨大影响。灾后，荷兰学者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韧性城

市必须结合管理与工程相关学科协同发展的观点，以及鹿特

丹河口区韧性发展的构想。

（1）平衡人工环境与自然系统。鹿特丹河口规划中大

部分地区没有构筑硬质堤坝，而是预留大量的缓冲用地，通

过三角洲地区特有的圩田形态布置，提出了多种与水系协

调发展的方式。（2）积极发展契合三角洲自然适应力的可

持续性农业。优先选取适宜三角洲地区生长环境的多元化、

多样化的种植方式，例如利用缓冲地种植淡咸水交互植被。 

（3）构建具有韧性的海陆区域—河道系统。针对荷兰大部

分区域标高低于海平面的现状，对部分河道构建了具有自组

织与自适应能力的生态断面。从三角洲港区到荷兰内陆通过

实施了“还河流以空间”（Room for River）项目，实现河道

应对雨洪风险的韧性缓冲能力（图 4）[25]，形成一个有序的

韧性区域—河道系统，以达到整体预防灾害的效果。（4）兼

备集水和休闲双重功能，例如鹿特丹城市水广场。正常情况

下，廊道提供公共空间，为市民和观光客提供运动休闲、生

态游憩等功能；灾害季节，廊道起到雨水收集、渗透、排水

的功效，并将收集的雨水用于植被灌溉。（5）情景分析与绩

效预测。运用情景分析法，分析五种河口区域方案带来的效

果，探索最适宜中远期发展的城市堤坝系统韧性管理方案

（图 5）[26]。（6）能源与产业转型。鹿特丹港区通过在港口

区域引入零污染、零地下水提取的产业，带动港口工业地区

的能源转型，减少土地侵蚀和发展过程中填海的困扰。

2.3.2  美国纽约

2012 年 10 月 29 日，超大飓风桑迪（Hurricane Sandy）

淹没了纽约 129 km2 的土地，造成 200 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

失。2013 年，美国城市发展部长德诺文（Donovan）举行“基

于空间设计的岸线重建”（Rebuild by Design）国际设计竞赛，

针对受灾城市基础设施和环境方面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27]。

（1）纳入城市的韧性化模块空间。BIG 事务所采用整体

性思维设计了由若干非集中式模块组成的“巨型 U”防洪岸

线，运用冗余和模块化的设计手法将雨洪风险分散到不同的

空间中。（2）多功能空间的韧性转化。“巨型 U”的各个模

块空间拥有独立的转化功能。受到气候灾害影响时，这些模

块化空间可以灵活转换功能，减少雨洪风险并营造出新的城

市公共空间。如图 6 所示，防洪墙与自由市场的转化就是模

块自由转化的典型。（3）增加跨尺度韧性连接。通过增设蓝

绿基础设施，满足跨区域功能组织的需要。例如，麻省理工

学院设计团队在岸线北郊将基础设施、交通枢纽、生态用地

结合起来，改造为一个集滨水阶地和自然湿地保护区为一体

的相互交错的转换系统，提供了跨尺度韧性网络。（4）塑造

多样性生境区域。纽约空间景观公司（Space）的“生命防

波堤”（Life breakwaters）舍弃了传统高筑坝的方式，用多层

防护空间取代原有的硬质海岸，有效整合了海岸堤防空间与

动植物栖息空间。

2.3.3  美国新奥尔良

新奥尔良市处于密西西比河口三角洲的沼泽区域。2005
年卡特里那飓风过后，在荷兰大使馆和美国规划协会的支持

下建立了“对话荷兰”（Dutch Dialogues Workshop）城市设

计工作坊 [28,29]。该工作坊把多种韧性城市的营建原则与城市

发展目标结合到一起。

（1）城市汇水由集中式向分散式转变。重新划分小面

积汇水单元，改变城市排水系统、城市空间与城市景观相分

离的现状（图 7）。（2）增加具有韧性调控的柔性元素与界

面。利用树林、湿地、沟渠、现有河道、屋顶绿化等生态控

制元素代替集中的排水管道，形成立体网络化的柔性界面，

增加吸收雨水的机率。（3）充分考虑现有城市自然基底的特

征。依据不同季节和特定场地的时空特性，选用不同植被提

高城市生态文化辨识度。（4）由碎片化向网络化汇水策略转

变。融合小尺度排水单元、连接性排水廊道与大尺度城市雨

水走廊，设置灵活的径流疏导路线和分散式的梯级排水策略 

（图 8）。（5）混合化的土地利用。土地混合利用提高城市

运转效率，促进灾害时期的土地功能转化。
图 4  “还河流以空间”项目采用的多种河道改造方式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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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情景分析与子系统绩效影响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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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新奥尔良城市空间重组后的调控要素分级式策略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9]

现有排水径流

拟增排水径流

拟增储存区

拟增排水交换器

拟增延缓径流

现有排水口

图 7  整合城市景观、城市发展、城市地形、城市径流空间后的新奥
尔良城市汇水子区域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9]

3  走向韧性规划

学习和借鉴国际三角洲城市的经验，笔者从韧性规划的

原则、韧性规划的制定、实施韧性规划的难点及我国韧性规

划研究应注意的问题提出如下看法。

3.1  韧性规划的原则
韧性规划的基本原则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系统性思

维。这是三角洲城市发展的基础，不仅体现在规划内容的整

体性，还体现在多领域协同性。（2）跨尺度的网络层级。强

调单一尺度与跨尺度研究的并重性，建立完善城市韧性网络。

（3）多元与多样性视角。无论是多功能场地的塑造，还是

多元化的土地功能布局和混合的土地利用模式，都要尽可能

多元和多样，做到多元兼容，高效流动。（4）逐步演进。综

合考虑城市近、中、远期规划的关联，形成更长远的包容能

力。（5）适度冗余。预留一定的应急用地，支撑韧性城市长

远发展。（6）智能化与预警能力。建设智能化的城市基础设

施和管理制度，制定好合理的撤离路线、避难港等。

3.2  韧性规划的制定
韧性规划的制定可分解为以下几个步骤。（1）明确焦点

问题。焦点问题应能最大限度地代表区域发展，能被多学科

专家作为共识，应建立在大量调研、访谈、多利益者协商、

专题会议的基础上。（2）针对焦点问题，明确适用于对象的

规划尺度范围、基本控制参数、控制模型等。（3）评估未来

三角洲城市主要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潜在风险，寻找提高城

市响应能力的关键性控制要素。（4）运用对规划对象历史演

进经验的剖析和对各地相似三角洲系统的知识迁移，构建表

征三角洲城市系统规律的知识库。（5）制定规划。包括控制

要素、规划导则、管控机制、危机应对策略等。（6）建立

评价体系。应选取可量化、可测度的指标来检测规划效能。 

（7）选取几组面向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情景规划主线，分析

其相应的绩效影响。（8）对规划的实施结果进行评估与反馈。

3.3  实施韧性规划的难点
三角洲城市的韧性规划目前尚处于理论和实践探索阶

段，还存在以下关键性难点问题。

（1）三角洲城市的发展横跨多个尺度，涉及社会、经济、

环境等相关方面的多重要素和多重属性，彼此之间存在着广

泛的、复杂的内在联系。当韧性规划几个方面的基本原则在

具体实践中存在必须取舍的情况下，存在合理取舍的问题。

（2）在评估三角洲城市不确定性风险时需要确定三角洲城

市系统的阈值，如何提高阈值确定的科学性还存在很多挑战。

（3）如何定量测度韧性程度以及数据的完整性、模型的有

效性、方法的完善性都将会影响风险评估结果。

0 5 10 km N

图 6  “巨型 U”的灵活模块化空间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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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我国韧性规划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目前，我国三角洲的城市化进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

规模发展。例如，根据世界银行 2015 年发布的报告，我国

珠江三角洲凭借其人口的聚集程度、GDP 的增长速度以及

进出口量的交易程度，一举超越东京湾而成为全球最有影响

力的城市湾区。与西方城市不同，我国三角洲城市的发展有

以下两个显著的特点。（1）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我国 40
多年的城市化发展走过了西方国家 120 年的发展历程。急剧

的城市发展使得我国三角洲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态、政策

环境都不同于西方城市。（2）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由于我

国目前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尚未完成，城市功能定位、产业

布局、空间结构、基础设施建设的调整幅度仍然很大。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我国三角洲城市规划在借鉴西

方城市优秀系统规划理念的同时，针对我国发展的特征，处

理好发展转型、自然条件变化、产业转型、人口流动、综合

性土地利用、管控兼顾性等问题。跳出传统，从分析研究系

统的复杂性、平衡性与不确定性入手，充分发挥韧性规划在

未来三角洲城市规划中的作用，促进三角洲城市韧性发展。

笔者提出韧性规划下的三角洲城市研究框架和五个韧性规划

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图 9）。
（1）发展转型的韧性生命周期与城市经济—生态阈值的

关系

与西方城市不同，我国三角洲城市的发展周期较短且容

易发生转型。因此，研究韧性生命周期与城市经济—生态阈

值的关系尤其重要。生命周期表征城市发展与转型的规律，

经济—生态阈值是城市“经济—生态平衡”的重要指标，体

现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兼容性。研究经济—生态系统指标的

耦合性以及阈值与生命周期的关系可以为经济与生态共同驱

动下的城市韧性转型提供依据，决定城市在发展阶段中是否

应该转型，在什么时期转型。韧性规划可以促进经济—生态

阈值与生命周期关系的正向发展，促进城市转型以增加对未

来不确定性环境的适应能力。因此，在韧性规划前期，积极

研究三角洲各层级系统的演变，明晰各系统近期变化在长期

发展阶段中的周期规律，确定特定地区的经济—生态阈值，

作为近期、中期和远期韧性规划编制的定量化参考。

（2）自然条件变化、产业转型及人口流动的不确定性影响

城市的发展导向会受到自然条件变化、产业转型及人口

流动等不确定要素的综合影响。不同于西方国家，我国工业

化和城市化尚未完成，因此除自然条件变化之外，产业转型

与人口流动也会成为未来不确定性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

韧性规划需要充分重视产业转型和人口分布调整所需的空

间，需要构建多种回应产业转型及人口流动的规划情景主线，

并在情景分析的同时强化决策者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可通过

深入分析产业转型、人口流动与城市空间结构之间的定性定

量关系，从产业布局调整、交通引导、就业分布和公共服务

设施配置等视角探讨多种韧性空间优化的路径。

（3）韧性城市空间组织方式

与西方城市相比，我国三角洲城市生态基底的适应性能

力受城市化影响的程度更大。三角洲城市特殊的生态系统是

导致城市脆弱性产生的重要内因，剧烈的城市开发活动将加

速生态系统的承载力的弱化，导致径流污染、洪涝、空气污

染、热岛、水土流失等问题的产生，造成城市应对不确定性

变化的适应能力不足。韧性城市空间的营建应有利于从物质

流动、信息传递和能量流动等三个方面减缓对生态系统的负

面影响。因此，需进一步研究三角洲城市空间结构与各类生

态系统过程的作用关系，研究韧性规划如何进一步切入。例

如，能否通过在基础设施设计中引入“蓝绿”网络的概念，

研究如何结合水系、绿地与城市空间，创造一种自然导向的

城市水循环过程，稳定地下水位，避免土地沉降。

（4）土地利用基本骨架下的多套韧性规划方案

我国三角洲城市土地资源稀缺，要以综合性的土地利用

方式为基本骨架。综合性的土地规划骨架为灾后城市自我更

新和学习提供基本条件，需要在原先知识框架中，补充更多

有关侵蚀、盐化、地面沉降等土地相关知识，需要水利工程师、

空间规划师以及生态科学家等协同，在确保城市整体发展目

标的情况下，规划出满足发展条件的土地利用蓝图，并配套

图 9  韧性规划下的三角洲城市研究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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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应对不确定性因素及应急情况下土地韧性转化方式，使

土地使用者应对具体变化选择相应的土地转化方式。

（5）韧性管控兼顾性问题

我国三角洲区域的城市密度更大，数量更多，对韧性管

控的兼顾性要求更高。韧性管控应兼顾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

受行政边界和参与主体的影响，目前三角洲城市中各区域发

展目标、发展速度不尽相同。三角洲城市是一个整体，因此

需要尽可能消除行政边界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宏观层面，如

何建立有序的城市协同管制平台，从职能协同、空间对接、

跨境基础设施的协调、韧性城市节点规划等方面积极推动韧

性管控的兼顾性。在微观层面，保证政府、开发商、社区居

民及社区工作者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反馈，将沟通与包容性作

为韧性管控的切入点。

4  结语

韧性规划是当今世界城市规划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

前我国城市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韧性规划思想无论是对城

市规划还是对一般区域规划都有积极的意义。本文针对三角

洲城市发展面临的特殊问题，分析了韧性规划对未来三角洲

城市发展的指导意义 ；从研究方法、管理手段及空间组织等

三个方面介绍了韧性理念下三角洲城市规划理论研究与工程

实践现状，重点剖析了美国、荷兰等国家的三角洲城市规划

典型案例及对我国的有益启示；系统阐述了我国三角洲城市

规划的基本原则、制定步骤、存在的困难和今后韧性规划研

究中五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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