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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的安全防灾与韧性发展是全球城市发展的重要主题。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编制

的首要问题是科学合理并前瞻性地确定未来面临的灾种、风险及其发展演变趋势。本文

以 10 个全球城市的总体规划或战略规划为研究对象，围绕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编制中的

灾种确定，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总结 10 个全球城市 23 种灾害的特点，挖掘灾种背后

的孕灾环境和影响因素，并通过二者的交叉分析探究城市灾种的发展趋势。通过研究发

现：全球城市面临的灾害种类日趋多样化和新型化，城市防灾问题越发关注“人”的健

康与安全，新型灾种在全球城市中具有共性和普遍性，因此未来的灾种预测需更加全面

化、精准化、核心化。在我国大城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的大背景下，期望通过本

研究对我国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中综合防灾规划的灾种选择提供参考。

Abstract: The security and comprehensive disaster prevention of global cities are the basis and 
the bottom line of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ch have attracted the continuous atten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aster plan texts of 10 global citie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text mining, this paper summarizes 23 major disaster problem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rie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urban disaster 
prevention in the future. Through the study,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trend of diversification in 
the types of disasters in global cities; new-type disasters are gett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traditional 
disasters are aggravated by climate change and other factors. Through this study, we hop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mpilation of urban security and comprehensive disaster prevention 
plan in the new round of urban master plan revis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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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我国各大城市新一轮的城市总体

规划编制中，城市安全与防灾问题成为规划编

制关注的焦点之一 [1-2]。其中，城市灾害识别

和风险评估是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编制的基础，

充分认识并确切了解城市所面临的综合灾害风

险，掌握城市防灾薄弱环节，是科学合理制定

规划措施的前提 [3]。

然而，目前我国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编制尚

缺乏明确的编制标准、编制办法和技术规定等，

对城市将面临的灾害和形势也缺乏有效预测和

判断的手段，普遍对城市面临的灾害种类、特

点及其对城市的影响范围、程度及可能造成的

灾害后果等掌握不清，进而导致综合防灾规划

的目标、措施等内容与实际情况相互脱节，规

划编制缺乏科学性和针对性 [3-4]。可见，在城市

总体规划层面编制综合防灾规划，迫切需要研

究确定灾种的方法，以便奠定科学的、具前瞻

性的防灾应对基础。

1  研究思路与研究对象概况

1.1  研究思路
本文选取 10 座典型全球城市，通过研究

城市总体规划或战略规划中城市综合防灾规划

相关章节，汇总聚类灾种，挖掘灾种背后的孕

灾环境和影响因素，总结城市安全与防灾问题

背后的共性、特殊因素并判断其发展趋势，为

我国大城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中科学确

定防灾应对问题，确定防灾规划的目标方向提

供参考。具体研究思路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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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对象选取
本研究选取的 10 个全球城市包括 5 个亚洲城市（北京、

上海、香港、东京、首尔），3 个美洲城市（纽约、华盛顿、
洛杉矶），以及 2 个欧洲城市（伦敦、巴黎①）（图 2）。北京
作为中国的首都，是社会和文化背景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上

海地处长江入海口，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城市，是中国首批

沿海开放城市和滨海滨江城市的典型代表；香港由于历史和

地缘关系，是国际城市发展经验本土化的范例；东京和首尔

地处东亚，与中国城市有较为相似的文化和区位背景，尤其

是东京，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因素和防灾历史，在城市安全与

综合防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纽约为中心的美洲城市

以及欧洲城市伦敦和巴黎属于全球城市体系中最高能级的城

市，有着全球城市发展的最新经验和最广视角 [5]。

1.3  研究对象灾害特点概况
将 10 个案例城市的基本情况和防灾问题进行汇总（表

1），发现以下基本特点。（1）与国内城市规划相比，其他几
个城市在总体规划或战略规划层面关注的城市安全与综合防

灾问题与规划主题紧密相关，而非大而全的罗列。（2）分析
灾种的方法普遍包含历史数据收集、历史事件回顾、相关设

施的现状分析以及公众调查与访谈等，同时考虑城市未来发

展预测和目标。（3）对地震、火灾、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关注

度依然较高；同时，恐怖袭击（暴力犯罪）、空袭、社会分

异危机等人为社会灾害和食品安全、传染性疾病、空气污染、

公共健康等与居民身体健康密切相关的安全问题成为新的关

注点。（4）各个城市所确定的安全防灾问题的背景与原因，
具有共性和一定的特殊性。

2  全球城市综合防灾规划中的灾种聚类分析

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将 10 个案例城市相关规划中涉及
的城市安全与综合防灾领域关注的重大灾害问题进行汇总。

2.1  全球城市综合防灾规划中的灾种统计
将 10 个全球城市关注的所有问题进行归类合并，共涉

及 23 种重大灾害问题。累计各灾害出现次数（频数），并按
降序绘制柱状图（图 3），各灾害的频数从 7 次到 1 次不等，
频数越高，表明其产生的背景因素越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具有

较强的共性，反之则共性较弱。

按照频数将重大灾害问题分为四个等级（表 2）：第一等
级，频数为 6~7次的灾害问题，包括洪涝灾害、能源问题、供
水安全，表明 10个城市中有半数以上的城市将该类灾害纳入
了中长期规划考虑的范畴内，该等级的灾害问题在大城市中具

有普遍性，各城市关注度较高；第二等级，频数为 5次的灾害
问题，包括气象灾难、空气污染、火灾、公共健康、恐怖袭击

与犯罪等 5种，表明半数的城市关注了以上灾害；第三等级，

频数为 3~4次的灾害问题，包括水污染、地震、疫病、土壤污染、
生命线系统安全、社会分化危机等 6种，表明近三分之一的
城市关注了以上灾害；第四等级，频数为 1~2次的灾害问题，
包括海平面上升、地质灾害、信息安全、交通事故、经济危机、

海洋灾害、沙土灾害、公共场所事故、食品安全等 9种，表明
这些灾害问题的背景因素可能具有地方特殊性。

通过分析不同等级灾害类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洪涝灾害、气象灾难这种传统性的自然灾害，由于

图 1  全球城市灾害特点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思路

图 2  10 个案例城市分布图及其人口与用地面积统计图

① 本研究中伦敦的研究范围是指大伦敦都会区（Greater London），包含伦敦市（City of London）与其周边卫星城镇。巴黎的研究范围是指巴黎大区，

在法语中称为“法兰西岛”(Ile-de-France)，包含巴黎市及周边省。

图 3  23 种重大灾害问题出现频数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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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0案例城市基本情况、规划及安全防灾问题汇总表

城市总体情况 规划情况 城市安全与综合防灾问题

城市 区位
面积 /
km2

人口总

量 /万
规划名称 规划期限 规划目标

规划

性质
主要问题 问题原因 对策深度

北京 中国，

内陆

16 411 2 170.7

（2017）

北京市

总体规划

2016—2035 全国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国际

交往中心、科技

创新中心

总体

规划

供水安全、雨洪、水污染、土壤

污染、能源安全、地震、火灾与

爆炸、气象灾害、地质灾害、生

物灾害与疫病、生命线系统事故、

交通事故、公共场所事故、信息

安全、经济安全、恐怖袭击

地理条件、城市

性质、人口密集

度、社会局势、

设施现状、资源

的有限性

公共政策、

空间政策

上海 中国，

临海

6 340 2 418.33

（2017）

上海市

总体规划

2016—2035 卓越的全球城市，

令人向往的创新之

城、人文之城、生

态之城，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大城市

总体

规划

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水污染、

空气污染、土壤污染、能源供

应、供水安全、生命线系统安全、

地震、洪涝、海洋灾害、地质

灾害、火灾、公共医疗卫生事件、

信息安全

气候变化、地理

条件、设施现状、

人口密集度、社

会局势、资源的

有限性

公共政策、

空间政策

香港 中国，

临海

1 106 740

（2017）

香港 2030远景

规划

2007—2030 亚洲国际都会 战略

规划

公共健康、传染性疾病、空气

污染、水域污染、能源安全

人口密集度、城

市空间状况

公共政策、

空间政策

东京 日本，

临海

2 155 1 350

（2016）

10 年后东京；

东京2020规划； 

创造未来：东

京都长期展望

2006—2016；

2011—2020；

2014—2020

更加成熟、完善

的东京；跨越大

震灾，引导日本

的再生；世界最

好城市

总体

规划

地震、海啸、火灾、风暴、洪涝

灾害、沙土灾害、供水安全、恐

怖袭击（暴力犯罪）、能源危机

地理条件、城市

性质、人口密集

度、社会局势、

设施现状、气候

变化、资源的有

限性

公共政策、

空间措施、

工程措施、

行动计划

首尔 韩国，

内含

江流

605 1 050

（2017）

首 尔 2030 城

市总体规划

2014—2030 充满沟通与关怀

的、幸福的市民

城市

综合性

规划

公共健康、能源危机、气象灾难、

供水安全、空气污染

气候变化、人口

密集度、资源的

有限性

公共政策、

空间措施、

行动计划

纽约 美国，

临海

789 851

（2017）

“只有一个纽

约”规划：富

强而公正的

城市

2014—2040 成长中的繁荣城

市、公平公正的

城市、可持续发

展的城市、有韧

性的城市

总体

规划

洪涝、海平面上升、供水安全、

生命线系统安全、水域污染、

空气污染、土壤污染、公共健康、

交通事故、社会不平等

地理区位、区域

重要性、气候变

化、设施现状、

人口密集度、资

源的有限性

公共政策、

空间政策、

工程措施、

行动计划

华盛顿 美国，

临河

177 68

（2017）

首都综合规划 动态规划，

组成部分不

定时更新

— 总体

规划

恐怖袭击（暴力犯罪）、洪水 城市性质、社会

局势、地理条件、

气候变化

公共政策、

行动计划

洛杉矶 美国，

临海湾

1 291 397

（2016）

洛杉矶

总体规划

动态规划，

实时更新

— 总体

规划

食品安全、恐怖袭击、空气污染、

传染性疾病、地震、火灾、洪水、

公共健康

人口密集度、地

理条件、气候变

化、社会局势、

设施现状

公共政策、

行动计划

伦敦 英国，

内含

河流

1 577 828

（2016）

大伦敦

空间发展战略

2011—2031 国际大城市的典

范，实现环境和

生活质量的最高

标准，领导世界

应对 21 世纪城市

发展，尤其是气

候变化所带来的

挑战

战略

规划

洪水、火灾、恐怖袭击（暴力

犯罪）、社会两极化、能源环境

影响

地理条件、城市

性质、人口密集

度、社会局势、

气候变化

公共政策

巴黎 法国，

内含

河流

12 000 1 100

（2016）

巴黎大区2030

战略规划

2014—2030 提升居民的日常

生活质量，加强巴

黎大城市区功能

战略

规划

社会和环境不平等、气温升高、

疾病、水资源短缺、能源环境

影响、极端天气、经济危机

历史遗留问题、

社会局势、贫富

差距、城市空间

状况

空间政策、

公共政策

实施计划

和工具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6-25] 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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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等原因，成为影响全球城市发展的一种普遍灾害。

（2）能源问题、供水安全被不少城市放置到城市中长期发
展的安全层面进行考虑。（3）与人体健康息息相关的空气污
染、公共健康、疫病、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在全球城市

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4）恐怖袭击与犯罪、火灾、社会分
化危机等作为人为灾害类的问题，也成为全球城市遇到的普

遍问题。

2.2  全球城市综合防灾规划中的灾种分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 年）定义灾

害为突发事件，主要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

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按照此分类方法，将 10 个全球
城市相关规划中涉及的 23 种安全与防灾重大问题进行分类，
并将传统灾害问题与新型灾害问题进行区分。

由表 3 可知：（1）在 23 种安全与防灾重大问题中，新
型灾害问题的种类共计 14 种，已经超过传统灾害问题的种
类，反映出在新时代的环境背景下，城市面临的安全问题与

灾害种类越来越多样化；（2）从灾害问题频数等级角度进行
分类统计，可以发现四个等级的灾害问题都主要以新型灾害

问题为主，结合图 4 可进一步印证新型灾害问题在各大城市
的重大安全防灾问题中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3）从灾害问
题分类角度进行分类统计，其中公共卫生事件与社会安全事

件的新型灾害问题种类最多共计 10 种，这两大分类涉及的
灾害问题都与“人”的健康安全密切相关；（4）整体上看，
能源问题、供水安全、水污染、土壤污染、食品安全等 5 种

灾害问题都与资源密切关联，可见资源安全问题面临新的全

球趋势与挑战，具有普遍意义。

2.3  全球城市综合防灾规划中的灾种发展趋势
（1）新的时代条件和环境变化下，城市面临的新型安全

与综合防灾问题成为关注的重点，主要可以分为三大方面：

人体健康问题、资源安全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

（2）新型问题中，人体健康问题种类最多，其次是社会
安全问题。全球城市在规划中对“人”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从

过去关注生产安全、生活安全转向关注人自身的安全与健康。

（3）传统的自然灾害因为外部条件的变化将演变成一种
普遍性灾害。例如雨洪这种传统性的自然灾害，由于全球气

候变化等原因，成为影响全球城市发展的一种普遍灾害，而

在考虑传统自然灾害的发展时须结合外部条件的变化。

3  全球城市综合防灾规划中的灾害问题影响因素
分析

3.1  全球城市综合防灾规划中的灾害问题背景或原因
根据安全与综合防灾问题的出现频数，对 10 个全球城

市灾害问题产生的背景或原因进行汇总分类（表 4）。
从表 4 可知：（1）对于同一种安全问题或灾害而言，尽

管其发生的国家有所不同，但多数的造成原因和背景是相似

的。例如：北京、华盛顿、洛杉矶、伦敦和东京都考虑到了

恐怖袭击，其原因都与城市的重要程度和全球局势有关；上

海、香港、纽约、洛杉矶、首尔关注的公共健康问题都与人

口密集程度有极大的关系，如根据表 1 可以计算出香港人口
密度是 6.7 千人 / km2，纽约人口密集度是 10.8 千人 /km2，

首尔人口密集度更是高达17.4千人/km2。因此在一定程度上，

表 2  全球城市安全与综合防灾规划关注的灾种等级划分

等级 频数 问题个数 问题

第一 6~7 3 洪涝灾害、能源问题、供水安全

第二 5 5
气象灾难、空气污染、火灾、公共健康、恐怖袭击

与犯罪

第三 3~4 6
地震、疫病、水污染、土壤污染、生命线系统安全、

社会分化危机

第四 1~2 9

海平面上升、地质灾害、信息安全、交通事故、经

济危机、海洋灾害、沙土灾害、公共场所事故、食

品安全

表 3  全球城市综合防灾规划中的灾种分类汇总

城市安全与防灾问

题分类

灾害问题
个数

第一等级 第二等级 第三等级 第四等级

自然灾害 洪涝灾害 气象灾难 地震 海平面上升 *、地质灾害、海洋灾害、沙土灾害 7

事故灾难 能源问题 *、供水安全 * 火灾 生命线系统安全 * 交通事故 5

公共卫生事件 — 空气污染 *、公共健康 * 疫病、水污染 *、土壤污染 * 食品安全 * 6

社会安全事件 — 恐怖袭击与犯罪 * 社会分化危机 * 信息安全 *、经济危机 *、公共场所事故 * 5

注：* 为新型灾害问题。

图 4  10 个全球城市传统灾害问题与新型灾害问题占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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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全球城市综合防灾规划中的灾害问题背景或原因分析

灾害类型 城市 背景或原因 灾害类型 城市 背景或原因

1. 洪涝灾害

北京
城市热岛效应，城市内部径流量大，排水设施不

完善，地貌易产生积水且河流复杂
6. 火灾 东京

地震频发，人口密集导致的楼宇密集，城市中有

不少木质建筑地区

上海
临海城市，海平面上升，年降雨量大，降雨频繁，

且下垫面类型不易于雨水及时下渗，地下水位高

7. 公共健康

上海 突发公共医疗卫生事件

纽约
临海城市，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城市采用

雨污合流的排水系统，常遭受暴雨袭击
香港

楼宇透风与日照不足，空气污染严重，维多利亚

港及其他水域水质含菌量高，固体废弃物处理问

题严峻

华盛顿 气候变化，常遭受暴雨袭击 纽约
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提高，温室气体排放，废弃

物处理问题严峻

洛杉矶
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城市大部分建在古老的

洪泛平原上
洛杉矶

人口密集，城市通风差，绿化空间少，食品安全

难保障

伦敦 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临海城市 首尔
人口密度极高，通风差，空气污染严重，人均拥

有绿化率很低

东京 全球变暖，地震频发，靠海且风暴较多

8. 恐怖袭击与犯罪

北京 中国首都，人口密集，国际和国内局势复杂

2. 能源问题

北京
能源有限性与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的矛盾，巨大的

能源消耗带来的环境问题和可持续性问题
华盛顿 美国首都，国内治安和国际形势不稳定

上海
能源消耗量巨大与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的矛盾，各

种设施对能源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洛杉矶 美国第二大城市，社会犯罪较多

伦敦 能源的环境影响，碳排放和能源污染 伦敦 英国首都，人口密集，社会局势不稳定

巴黎 能源设施对周边带来的环境影响问题 东京 日本首都，人口密集，世界局势不稳定

东京 能源的短缺

9. 地震

北京 地理因素特殊

首尔 能源的有限性与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的矛盾 上海 地震威胁主要来自海上

3. 供水安全

北京 水资源短缺 洛杉矶 地理因素特殊，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

上海 水资源承载力的硬约束，可用水源稀少 东京 地理因素特殊，处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 

纽约 城市供水管道老化

10. 疫病

北京 人口密集，市区建筑密度较大

巴黎 水资源短缺 香港 人口密集，楼宇高且密集，通风差，绿化空间少

东京 水资源短缺，地震频发 洛杉矶 人口密度高，城市通风差，绿化空间少

首尔 水资源短缺 巴黎 人口密集，全球气候变化和城镇化

4. 气象灾难

北京
三面环山不利于雾霾、沙尘消散，全球气候变化，

热岛效应

11. 水污染

北京
生活污染源影响严重，城市中心区地表雨水径流

造成污染

上海 气候特殊，城市临海，全球气候变化 上海 区域、流域污染源复杂，位于流域下游污染积累

巴黎 全球气候变化和城镇化 香港
城市发展期生活、生产活动的废水和废物排泄造

成的遗留问题

东京
城市临海，全球气候变化，地震频发以及特殊的

土壤和气候条件易发生沙土和风暴灾害
纽约

城市与工业快速发展导致水域污染的历史遗留问

题，合流制排水体制，人工运河多

首尔 全球气候变化

12. 土壤污染

北京 工矿业生产，农业生产，生活垃圾

5. 空气污染

上海
交通运输造成大气污染，建筑物和生产生活带来

的废气排放，城市绿化空间不足
上海 农业面源污染，工业区生产，自然背景值高

香港
人口密集，楼宇高且密集，通风效果差，交通运

输造成大气污染，生产生活带来的废气排放
纽约 城市垃圾填埋，历史遗留问题

纽约
交通运输造成大气污染，建筑物和电厂带来的空

气污染物

13. 生命线系统安全

北京
水资源缺乏，地下空间错综复杂，一旦破坏受灾

严重

洛杉矶
人口密集，交通运输造成大气污染，生产、生活

带来的废气排放
上海

次生灾害严重，生命线系统情况复杂，难以统一

处理，牵一发动全身

首尔
人口、建筑密集，地处河谷盆地，城市废气不易

排出
纽约 基础设施老化导致故障频发，更新速度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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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类型 城市 背景或原因 灾害类型 城市 背景或原因

14. 社会分化危机

纽约
贫困率居高不下，收入不平等加剧贫富分化，机

会不均等影响未来城市发展
18. 交通事故

北京 交通复杂，人流密集

伦敦
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导致伦敦的贫困人口比例相对

较高
纽约 人口密集，汽车拥有量低，城市通勤效率高

巴黎 分割城市空间的历史遗留问题
19. 经济危机

北京 中国首都，特殊经济地位

15. 海平面上升

上海 地面沉降，气候变暖 巴黎 法国的经济中心

纽约 气候变化影响
20. 海洋灾害

上海
河口海岸城市，强风暴潮，灾害性巨浪，海平面

上升

16. 地质灾害
北京 环境特殊，城市重要性 东京 沿海城市易发海啸

上海 地理环境特殊，人口密集 21. 沙土灾害 东京 地震频发以及特殊的土壤条件

17. 信息安全

北京 中国首都 22. 公共场所事故 北京 城市性质，人口密集

上海 城市重要性 23. 食品安全 洛杉矶
城市人口众多，市区内没有直接的食品来源，要

得到新鲜的食品比较困难

续表  

共性因素易导致共性灾害。（2）造成不同灾害问题类型的原
因和背景有可能相似。例如：洪涝灾害与气象灾难、海平面

上升三者都涉及全球气候变化的因素。（3）不同灾害之间相
互影响，一种灾害的发生原因有可能包含另一种灾害。例如：

东京和洛杉矶火灾发生的原因都包括地震频发的因素；纽约

和东京的雨洪灾害都与其风暴灾害有关。

3.2  全球城市综合防灾规划中的灾害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便于将原因和背景归类整理，我们将所有原因归纳

为九个方面的因素（图 5）：地理地质条件（临海、盆地、地
震断裂带等）、人口密度、城市重要程度、基础设施现状（排

水管道老化、基础设施陈旧等）、社会局势、资源的有限性、

气候变化、历史遗留问题（含国际政治关系等），以及城市

空间状况（城市空间分割、绿地、建筑等）。

以九大因素作为基础，对各因素影响的城市安全和灾害

问题进行汇总，统计每个因素影响的灾害问题数量（图 6）。
分析受九大因素影响的问题数量可知：人口密集度、城

市空间状况、地理条件和气候变化四大因素是影响国际城市

安全与防灾的重要因素；人口密集度、气候变化、城市重要

程度、社会局势、资源的有限性等在各个国际城市之间的差

异不大，可以认为是共性因素；而城市的空间状况、地理条件、

设施现状、历史遗留问题差异较大，可以认为是特殊因素。

图 6  全球城市综合防灾规划中九大灾害影响因素造成的问题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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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全球城市综合防灾规划中的灾害影响因素汇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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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性因素。人口密集度和气候变化两因素，会对人
体健康密切相关的安全问题产生极大影响。因人口密集度所致

的城市安全与综合防灾问题主要包括：能源问题、空气污染、

火灾、公共健康、恐怖袭击与犯罪、疫病、交通事故、公共场

所事故、食品安全等；气候变化对城市安全与综合防灾问题产

生影响，主要包括洪涝灾害、气象灾害、公共健康、海平面上升、

海洋灾害与食品安全等，除了传统灾害外，主要对与人体健康

密切相关的安全防灾问题产生影响。其他三个共性因素——城

市重要程度、社会局势和资源的有限性——影响城市安全与综

合防灾的问题主要包括：恐怖袭击、生命线系统安全、信息安全、

经济危机、能源问题和供水安全等，均属于新型防灾问题。

由此可以看出，人口密集度、气候变化、城市重要程度、

社会局势、资源的有限性这五个共性因素对国际化大城市新

型安全问题具有极大的影响；同时，新型安全和防灾问题在

大城市间具有一定的共性。

（2）特殊因素。城市的空间状况对城市安全与防灾问题
有较大影响，问题主要包括空气污染、火灾、公共健康、疫病、

社会分化危机等，与人体健康有极大关系。这说明在制定与

人体健康有关的安全问题对策时应注重应用城市空间方面的

措施。地理条件、设施现状、历史遗留问题等特殊因素主要

影响的安全防灾问题包括洪涝灾害、气象灾害、地震、地质

灾害、海洋灾害、沙土灾害、火灾、风暴、供水安全、水污

染、土壤污染，这些灾害主要属于传统自然灾害，说明在考

虑城市的自然灾害时，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地理条件、设施现

状、历史遗留问题的特殊性进行考虑。

3.3  全球城市综合防灾规划中的灾害问题与影响因素交

叉分析
结合九大影响因素，将全球城市的城市安全与综合防灾

问题的影响因素依据共性和特殊性的不同程度进行分类，大

致可分为三档：强共性，即造成问题的所有影响因素均属于

共性因素；一般共性，即造成问题的影响因素既包括共性因

素也包括特殊因素；无共性，即造成问题的所有影响因素均

属于特殊因素。

按照安全与综合防灾问题出现的频数由高到低进行排

列，对 10 个全球城市的安全与防灾问题和影响因素进行交
叉分析。

由表 5 可以发现：（1）具有强共性的问题包括能源问题、
恐怖袭击与犯罪、海平面上升、信息安全、经济危机、公共

场所事故、食品安全等，均属于新型的城市安全问题；（2）
具有一般共性的问题包括洪涝灾害、供水安全、气象灾害、

空气污染、火灾、公共健康、疫病、生命线系统安全、交通

事故、海洋灾害等，传统灾害与新型灾害类别各占一半；（3）

无共性的问题包括地震、水污染、土壤污染、社会分化危机、

地质灾害、沙土灾害等。

因此，分析预测城市安全与综合防灾问题，可以采取以

下方法。（1）将新型的城市安全问题作为强共性的问题进行
分析预测。新型灾害问题中，人体健康受到人口密集度、城

市空间状况的影响，气候变化起着加剧作用；社会安全主要

受到城市的重要程度、社会局势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等的影响；

资源安全受到资源有限性和气候变化的影响。（2）考虑传统
灾害问题。传统灾害问题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地理条件、基

础设施现状是客观因素，气候变化对传统灾害起到放大效应，

表 5  全球城市综合防灾规划中的灾害问题与影响因素交叉分析

全球城市安全与

综合防灾问题

影响因素
问题共性程度

共性因素 特殊因素

1. 洪涝灾害 气候变化 地理条件 一般共性

2. 能源问题
人口密集度、

资源的有限性
— 强共性

3. 供水安全 资源的有限性 设施现状 一般共性

4. 气象灾害 气候变化 地理条件 一般共性

5. 空气污染 人口密集度 城市空间状况 一般共性

6. 火灾 人口密集度 城市空间状况 一般共性

7. 公共健康
人口密集度、

气候变化
城市空间状况 一般共性

8. 恐怖袭击与犯罪

人口密集度、

城市重要程度、

社会局势

— 强共性

9. 地震 — 地理条件 无共性

10. 疫病 人口密集度 城市空间状况 一般共性

11. 水污染 —
设施现状、历史

遗留问题
无共性

12. 土壤污染 —
历史遗留问题、

城市空间状况
无共性

13. 生命线系统安全 城市重要程度 设施现状 一般共性

14. 社会分化危机 —
历史遗留问题、

城市空间状况
无共性

15. 海平面上升 气候变化 — 强共性

16. 地质灾害 — 地理条件 无共性

17. 信息安全
城市重要程度、

社会局势
— 强共性

18. 交通事故 人口密集度 城市空间状况 一般共性

19. 经济危机
城市重要程度、

社会局势
— 强共性

20. 海洋灾害 气候变化 地理条件 一般共性

21. 沙土灾害 — 地理条件 无共性

22. 公共场所事故 人口密集度 — 强共性

23. 食品安全
人口密集度、

气候变化
— 强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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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灾害具有恶化的趋势。（3）考虑一般共性问题。共性因素
作用于特性因素，可能产生出新的灾害问题，也可能增加或

缓解灾害风险，需要具体问题重点考虑。

4  总结

通过对全球城市安全与防灾问题和原因的分析研究，总

结出在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全球城市灾害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灾害种类日趋多样化和新型化。在新的时代和环境
背景下，国际大城市关注的安全和灾害问题中，新型问题的

种类已经超过了传统问题，对新型灾害问题的主要关注点在

人体健康、资源安全和社会安全问题三方面。

（2）城市防灾问题关注视角发生转变。一方面，全球城
市在规划中对“人”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新型灾害问题中公

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种类居多，从过去关注生产安

全、生活安全转向人自身的安全与健康问题。另一方面，传

统型灾害问题不再是城市中长期规划关注的重点，但也有以

洪涝灾害、火灾为代表的个别传统型问题，随着环境、气候、

城市的变化发展反而成为影响多数大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

因素。

（3）新型灾种多具有共性和普遍性。以自然灾害为主的
传统型城市安全和灾害问题，其产生的背景原因多数具有其

所在地域、城市的特殊性。而面对全球化趋势下的环境持续

恶化、资源能源日益紧缺、城市间联系影响日益紧密等，多

数新型城市安全和灾害问题都具有极大的共性和普遍性。

结合上述城市安全与防灾发展趋势，在未来分析预测城

市安全与综合防灾问题中，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灾种预测需全面化。从城市安全与防灾问题的影响
因素入手，结合城市的实际情况，按照强共性的问题—传统

灾害问题—一般共性问题—无共性问题的顺序对城市可能发

生的灾害种类进行逐一排查和预测。

（2）灾种选择需精准化。尽管多数新型城市安全和灾
害问题产生的背景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高的共性和普遍

性，但由于背景因素在各个国家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影响程度

差异明显，因此在城市中长期发展规划选择灾种制定对策的

过程中，无论是新型的灾害或是传统型的灾害，都需要结合

城市实际情况加以考虑。

（3）灾种确定需核心化。具体灾害类型、灾害个数的确
定需要结合其规划核心目的进行合理安排，安全和灾害问题

的提取也未必需要面面俱到。

注：文中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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