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  2022 Vol.37, No.2

文章编号：1673-9493（2022）02-0044-09 中图分类号：TU984.12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9830/j.upi.2020.408

Community Built Environment Auditing: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Healthy Community

社区建成环境审计 —— 推进健康社区的有效工具

进入 21 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着重大的健康

挑战，包括不健康饮食、缺乏体育锻炼、非传染

性慢性疾病、道路交通伤害、肥胖，以及空气污

染、人口增长和全球气候变化 [1]。流行病学、公

共卫生和城市规划等学科领域的学者们先后提出

了“健康城市”概念，以应对快速城市化带来的

健康新问题。2016 年 10 月中国发布《“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人民共建共享”，将健康城市推向国家战略高度。

社区作为居民日常活动的主要场所和城市治理的

基本单元，在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引导个体健

康生活方式和提升居民获得感等方面具有举足轻

重的意义 [2]。由此，推进健康社区建设是落实健

康中国行动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的重要抓手。

社区建成环境是承载和引导居民健康行为的

空间载体。良好的日照通风条件、减少污染物对

人体的影响是保障居民健康生活的底线 [3-4] ；安全、

便利、舒适的步行环境有助于提升个体体力活动

水平，从而实现对健康的主动干预 [5] ；高质量的

社区环境有助于培养居民的社区感和自豪感，促

进居民的社会参与，降低个体孤独感 [6]。推进健

康社区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是了解该社区的特征

和资源，以及正确认识社区建成环境如何影响个

体健康。在此背景下，收集社区建成环境相关数

据，一方面有助于评估社区现状及发展需求，制

定环境提升的优先次序，同时对于准确理解随着

时间流逝社区内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7]；另一方面，

该数据的收集为定量探索环境与个体肥胖、慢性

病发病率及死亡率、心理健康水平等健康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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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区建成环境是承载且引导居民健康行为的空间载体。推进健康社区建设的

关键问题之一是了解该社区的特征和资源，以及正确认识社区建成环境如何影响个

体健康。掌握科学的社区建成环境评价方法对于探索在地性的社区健康提升策略具

有重要现实意义。近年来，社区建成环境审计方法常用于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关

注微观尺度环境（如人行道、坐凳空间）的特征和质量，可以支撑更精细尺度的环

境现状评估、问题研判和场景模拟分析。本文通过相关理论和实证文献的研究，解

读社区建成环境审计工具的特征，识别其价值与核心，同时梳理国际上广泛应用的

社区建成环境审计工具的关键信息，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套适合中国城市特征、以健

康为导向的社区建成环境审计工具，以期为推进健康社区建设提供方法支撑。

Abstract: The community built environment is the physical space to guide residents’ health 
behaviors. One of the key issue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community is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sources of the community, and how the community 
built environment influences individual health. As a result,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develop reasonable method to assess features of built environment considered relevant to 
promote local community health. In recent years, the community built environment audit 
tools are often used in the research of public health field, focus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quality of micro-scale built environment (e.g. sidewalks, outdoor benches). Moreover, 
the adoption of the tools can support more detaile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assessment, 
problem analysis and scenescape simulation. Through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iterature researches, this study interprets the connotation of community built environment 
audit tool, identifies its core value and essentials, and summarizes key characteristics of 15 
audit tools widely used in the world. On this basis, a set of audit tool which is suitable for 
Chinese context and health-oriented community built environment is constructed to provide 
methodological support for promoting healthy communi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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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提供了材料支撑。综合来看，掌握科学的建成环境评估

方法对于探索在地性的社区健康提升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近年来，社区建成环境审计工具常用于公共卫生领域的 

研究 [8]。该方法关注微观尺度环境（如人行道、坐凳空间）

的特征和质量，可以支撑更精细尺度的环境现状评估、问题

研判和场景模拟分析。本文通过相关理论和实证文献的研究，

解读社区建成环境审计工具的特征，识别其价值与核心，同

时梳理国际上广泛应用的社区建成环境审计工具的关键信息，

在此基础上构建适合中国城市特征、以健康为导向的社区建

成环境审计工具，以期为推进健康社区建设提供方法支撑。

1  社区建成环境特征评价综述

建成环境指人为建设的建筑物和场所，以及通过政策、

人为行为改变的物理环境，如建筑物、道路、公用设施和固

定装置等 [5]。建成环境可以划分为城市尺度、社区尺度和建

筑尺度。近年来，随着对个体生活品质及多元需求的关注，

社区发展迅速成为规划学科的热点话题之一。国内外学者在

社区建成环境特征及其效应评估（城市活力、空气污染和健

康结果等）的话题上开展了大量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

方法。现有关于社区建成环境特征的评价可以在宏观与微观

两个尺度层面进行：宏观层面包括密度、整体设计、（设施

和景观的）多样性、目的地的可达性、公交换乘距离等；微

观层面则包括具体地点（如车站、开放空间）和设施（如街

道家具、标识、绿植、地面铺装等）的设计与安排（图 1）。

1.1  社区建成环境宏观尺度特征评价
常用的社区建成环境宏观尺度特征评价方法有两类，分

别是自我感知的主观评价和基于 GIS 的客观评价 [9]。主观评

价主要通过填写问卷或量表的形式来反映受调查者对于建成

环境安全性、舒适性和便利性等特征的感知状态及满意程

度。该方法通过主观认知来表达建成环境的客观特征，其结

果常常更具有解释力度 [10]。但是，不同个体对相同环境的主

观认知可能存在差异，基于问卷调查的评价结论难以提供明

确的政策建议 [10]。客观评价指基于带有空间坐标信息的二手

数据（非自己实地调研），借助 ArcGIS 软件完成对建成环境

特征的测度。早在 20 世纪末，赛韦罗和科克尔曼（Cervero 

& Kockelman）等将建成环境要素要归结为密度（density）、多

样性（diversity）和设计（design）三个重要的维度（3D）[11]。 

随后，研究者在3D模型基础上增补了目的地可达性（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和公交换乘距离（distance to transit），形成目前广

泛认可和应用的 5D 模型 [12]，为社区建成环境评估提供了工具

支持。但是，5D 模型忽略人行道铺装质量、行道树等直接影

响个体体验的环境要素，过度简化了建成环境的特征，掩盖

了存在于社区间的高度异质性 [9]。同时，基于 GIS 的建成环境

注： 左图为某社区平面图，可看出其临近水域，建筑密度中等偏高，形态以高层建筑为主，沿周边及内部道路较密集地分布着各类商业服务设施，

社区内及周边有幼儿园、小学、公交车站和医院等服务设施。

图 1  社区建成环境的宏观（左）与微观（右）尺度特征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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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往往只使用容易收集的数据，例如政府 GIS 数据或航拍 

地图数据，容易产生现有数据不能支撑研究目的的问题。

1.2  社区建成环境微观尺度特征评价
在社区微观尺度特征评价上，现有研究内容覆盖材料、

街道家具、交通标识等微观元素。姜洋等在对比伦敦、纽约、

洛杉矶和阿布扎比四个典型城市的街道设计导则编制背景、

内容框架和技术亮点的基础上，构建了中国城市街道设计导

则综合框架，其中环境设计指引包括铺装材料、临街界面、

绿化与水景、照明和公交车站等 13 类微观元素 [13] ；熊文等以

北京市云景东路为例，基于人本评价研究方法，提出城市街

道的 12 项体检指标，如人行道宽度、平整度、照度和建筑围

栏等 [14] ；伯顿等（Burton et al.）在探索社区建成环境特征与

老年人居住安全感的研究中，将街道模式、街区规模作为衡

量社区环境的重要指标 [15] ；梅塔（Mehta）在以美国剑桥市

19 条街道为例的研究中发现了土地利用模式与管理、街道物

理环境特征对于社区的特殊意义，这三者的组合和互动能创

造舒适、令人愉悦的邻里商业街区氛围 [16]。综合来看，既有

研究大多以街道作为研究单元，关注微观尺度的建成环境品

质。一方面，从居民日常生活视角出发，针对个体的日常活

动场所进行调查时，基于街道的调查分析忽略了对于社区资

源整体配置的考虑。同时在实际调研中，很难确定需要观察

多少街道才能充分刻画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生活环境 [9,17]。纳入

研究范围的街道数量越多，它们对每个参与者的有效性就越

低，反之亦然。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评价方法而言，目前的

研究成果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包括评价指标、数据收集方式，

以及评分系统的构建。这些内容都是构建一套社区建成环境

评价方法的步骤，未来研究需要整合以上步骤，形成系统综合、

面向实施且可广泛推广的社区建成环境评价工具。

2  社区建成环境审计的特征、价值与核心

2.1  社区建成环境审计的特征
审计（auditing）一词来自拉丁语 audire，原意为“听到”，

可延伸为听取人们的意见、建议、需求或可用资源的一种方法。

经过长期发展，审计当前更多作为一种财务会计方法。狭义

的审计是一种监督机制，指由专设机关依照法律对国家各级政

府、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重大项目和财务收支进行事前

和事后审查的独立性经济监督活动。广义的审计即为逐条评价

服务或者政策的有效性，例如社会审计（social auditing）作为

一种旨在评估政策对社会需求影响的方法，常用来衡量政策满

意度 [18]。社区建成环境作为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载体，应满

足使用的安全性、舒适性、便利性和趣味性原则。因此，针对

社区建成环境的审计意味着以更小、独立的建成环境要素为分

析单元，逐条评估其是否达到约定目标或者被有效利用。具体

而言，本研究的审计对象为微观尺度上（相对社区整体而言）

构成社区物理特征的人工实体，如铺装、临街界面、照明、道

路标识、公用设施、道路和建筑物等。

审计工具并不是用来评估社区建成环境的每个方面。相

反，该工具可以根据研究目的、人力、时间和财力的供给，

灵活选择与该研究关系最密切的审计元素。社区建成环境审

计工具评估的核心特征一般包括环境基础设施的特征及质

量、步行 / 骑行环境和休闲娱乐场所特征等。如果需要审计

与某个特定使用群体或地点相关的建成环境特征，研究者可

以灵活筛选或添加相关条目并将其纳入审计元素库。例如老

年人步行环境工具（SWEAT）共包含 188 项审计元素，分为

功能、美学、安全和目的地四个方面，其中特别强调栏杆、

扶手和坡度大小等影响老年人步行的重要元素，对认识环境

与老年人体育活动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19]。

2.2  社区建成环境审计的价值

2.2.1  关注社区建成环境微观元素的积极意义

大量研究表明，社区建成环境微观元素影响人们对于空

间的直接感受。1970 年，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建立了“街头生活项目”研究小组，对纽约市的公园、

游戏场地和户外休闲娱乐场所进行了长达 10 年的持续观察。

研究发现，坐凳空间、阳光、树、水景以及食品服务等微观

元素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品质和受欢迎程度具有重要的影响 [20]。

在一项对温哥华 192 位老年人的研究中，公共空间的长椅作

为辅助工具为老年人的活动提供了便利，显著提升了老年人

使用公共空间的频率及使用期间的心理安全感受，有利于促

进社会凝聚力和社会资本的形成，对增强老年人活动体验与

幸福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21] ；住宅退距与老年人的幸福指数

呈正相关，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较大的住宅退距为非

机动交通（骑行、滑板等）与老年人居家生活之间提供了充

分的缓冲空间，提升了他们的安全感，并且为老年人作为街

道生活的观察者创造了条件 [15]。

关注社区建成环境微观元素的另一个优点是它们具有较

强的易改变性。社区宏观尺度的特征，诸如街区尺度和土地利

用混合度等，其改变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金，因此在较短的时

间内很难有所变化。相比之下，修复一条人行道或在适当地方

增加座椅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相对较少，对于政府而言具有

较强的实施性。只有到社区规划方案的实施阶段，个人和集

体才逐渐感受到自己对于社区的重要性，从而认同社区资产，

形成社区价值观并分享对社区未来的理解，这将逐步扩大社区

实践的影响，从而实现由物质空间更新到社会资本凝聚的质

变 [7]。也就是说，社区建成环境微观元素的改变比较容易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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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此的人看到实际效果，从而产生“滚雪球”效应，影响社

区的其他方面。例如修复一条人行道会适度改善社区的步行环

境，由此可能促进更多的体力活动，激发人们的社会交往以及

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支持力度，从而强化邻里社会凝聚力，社会

凝聚力通过为个体提供有意义的社会联系和相互尊重来增强 

居民的生活获得感，最终积极地影响个体健康 [6]（图 2）。

2.2.2  增强社区建成环境与个体健康结果关联研究的准确性

在社区建成环境与老年人体力活动关系的定量研究中，

土地混合利用、步行指数等建成环境特征指标与健康结果之

间的关系在不同研究中存在不一致的结论。这种差异的产生

除了与研究尺度、当地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以及指标测度方法

等因素相关外，还因为大量建成环境评价指标是综合性指标，

涉及众多元素，各指标之间的共线性问题无法避免，容易造

成结论偏差 [22]。使用社区建成环境审计方法，可从复杂的社

区建成环境体系中分离出单个的微小指标，验证其与健康结

果之间的关系，更可能得到清晰、准确的结论。

2.3  社区建成环境审计的核心
社区建成环境审计可以通过实地或在线观察街景地图的

方式，以更高的分辨率捕捉当地环境特征及质量的细节来实

现 [17,23]。观察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指的是选择、激发、记录

和编码有关生物体一系列“现场”的行为 [24]，是有目的、有

计划的知觉活动。社区建成环境审计的核心在于确保观察结

果的可靠性，可通过以下两条途径实现。

2.3.1  制定系统性的观察流程

系统性的观察流程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总体上观

察过程是一套标准流程的合集，每一步按照允许复制的明确

程序进行；（2）观察的事件或行为具有详细的操作定义，尽

量避免观察过程中渗入个体主观因素；（3）观察者运用同样

的记录标准与方法，提高观察结果的可靠性程度；（4）观察

和记录的手段，无论是人还是某种技术形式，都必须独立于

被观察的事物 ；（5）观察的效果必须可测量 [24]。总体而言，

系统性的观察过程可分为规程制定、人员培训、数据收集及

录入和观察结果可信度检验四个部分（图 3）。

2.3.2  检验观察结果的可信度

观察过程中的人为误差，会增加数据不一致的概率。即

使构建系统的观察流程能提高观察结果的可靠性和一致性，

不同观察者对观察期间被试反应的评估仍然存在差异。观察

者可信度（IOR: Inter-Observer Reliability）或观察者一致性

（IOA: Inter-Observer Agreement）指标可用来评价不同观察

者对同一组对象观察结果的可靠性与稳定性，其值越大，表

示观察结果越趋向一致。较高的 IOR/IOA 值说明目标行为

的差异不是由记录数据的观察者主观判定而产生的。IOR/

IOA 的计算可通过统计学中常用的 Kappa 检验或者组内相关

系数（ICC）①实现。

2.4  常用的社区建成环境微观审计工具
2000 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研究者根据不同研究目的开

发了大量社区建成环境审计工具，表 1 总结了其中 15 个广

图 2  修复一条社区人行道产生的“滚雪球”效应

•

•

•

•

•
•

图 3  系统性的观察流程

① Kappa 检验和组内相关系数（ICC）是计算 IOR/IOA 的具体方法。Kappa 主要用于检测两个观察者的观察结果是否一致；ICC 的适用范围更广，

可针对 3 个及以上观察者的观察结果进行一致性分析。一般认为，当 Kappa/ICC 的值大于 0.75 时，表示观察者间较好的一致性；小于 0.4 则
表示一致性较差。Kappa 和 ICC 的计算都可以通过软件 SPSS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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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应用的审计工具的首次发表年份、发表国家和审计元素数

量等关键信息。

从表 1 可以看出，各个审计工具的审计对象既包括针对

社区步行 / 骑行环境的总体评价，也有针对老年人生活环境、

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以及非裔美国人等少数族裔的专项审计。

审计元素数量从 5 个到 202 个不等，表明其制定具有较高的

灵活性。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审计工具均针对西方发达国

家而制定。中国建成环境（如城市人口密度、主要交通出行

方式等特征）与西方发达国家差别较大，针对西方制定的审

计工具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城市的研究，未来亟须构建针对

中国城市特征的社区建成环境审计工具。

3  以健康为导向的社区建成环境审计工具构建

健康城市规划的路径包括减少污染物对人体有害影响的

底线，以及促进个体锻炼和邻里交往的上线 [5]。由此，以健康

为导向的社区建成环境审计（HCBA: Health-oriented Community 

Built-environment Audit）旨在识别社区中具有污染性、阻碍 

个体锻炼和交往的消极元素，为健康社区建设提供决策支持。

3.1  制定规程
依据系统性的观察流程（图 3）制定 HCBA 工具的操作

流程，具体如表 2 所示。

3.2  构建框架
由美国加州大学詹姆斯·萨利斯教授（James Sallis）团队

开发的行人街景微观审计（MAPS）工具，将个体的日常活动

范围划分为线路（route）、路段（segment）、交叉口（crossing）

和断头路（cul-de-sac）四个在空间上有着明确界定且相互独立

的层次 [17]（表 3）。各个空间层次的关注内容和目的均不相同：

在线路层次上，主要关注线路的总体特征（如生活服务、商

业和教育等各类设施的分布），其在整体上影响居民日常出行

的便利性；在路段、交叉口和断头路层次，更多关注局部建

表 1  常用的社区建成环境审计工具汇总

编号 工具包 首次发表年份 国家 审计元素数量 备注

1 系统性社会观察 [25] 2001 美国 45 —

2 步行和骑行环境的系统性扫描（SPACES）[26] 2003 澳大利亚 51 —

3 步行适宜性评价 [27] 2003 美国 15 —

4 骑行适宜性评价 [27] 2003 美国 27 —

5 分析审计工具 [28] 2004 美国 144 —

6 体力活动资源评价工具（PARA）[29] 2005 美国 43 关注特殊用途的设施

7 老年人步行环境审计工具（SWEAT）[21] 2005 美国 188 关注适宜老年人步行的环境

8 人行道评价工具 [30] 2005 美国 5 —

9 尔湾—明尼苏达清单 [31] 2006 美国 176 —

10 非裔美国人健康研究 [32] 2008 美国 7 —

11 积极邻里清单 [33] 2007 美国 57 社区居民和研究者共同完成

12 残疾人的环境支持 [34] 2007 加拿大 18 其中有 3 个条目专为残疾人设置

13 促进健康生活行为的社区资源审计 [35] 2011 美国 80 —

14 行人街道景观的微观审计（MAPS）[17] 2013 美国 202 —

15 行人街道景观的微观审计（迷你版）[36] 2015 美国 15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9]整理绘制

表 2  HCBA 工具的操作流程

流程 步骤 说明

规程制定

明确研究目的 通过改善环境实现对健康的主动干预

确定研究对象 中国城市社区

规定研究范围 个体日常活动范围

确定数据收集的方式 实地调研

人员培训
调研方法培训 培训结束后，观察者完成不少于 4 条路段的独立审计，当其结果与培训师审计结果

之间的一致性≥ 95% 时，即视为合格 [17]
培训结果检验

数据收集及录入
数据收集 同一观察对象有两名观察者

数据录入 ArcGIS 软件

可信度检验 观察结果的可信度检验 Kappa 检验 / 组内相关系数（I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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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环境的特征、细节及质量对居民步行 / 骑行和户外活动的

安全性、舒适性和趣味性的影响。MAPS 工具构建的四个空

间层次覆盖日常活动范围内建成环境的整体及局部，且避免

了部分要素遗漏或重复审计的问题，有较好的实践参考性。

与美国分散、低密度的郊区化居住模式相比，中国城市

的居住人口较为集中。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更多是在面状范

围内展开，是多条线路的组合。同时，断头路在中国城市较

少出现，街头公园、住区入口广场等开放空间更有可能成为

居民日常活动的场所。因此，研究参考 MAPS 工具的空间分

类方法，结合中国城市特征，将与个体健康密切相关的日常

活动空间划分为范围、路段、交叉口和户外公共空间四个空

间层次（图 4）。
其中，范围指明确具体研究对象后的个体日常活动范围，

关注由每天具有较固定行为的“社会个体”形成的“社区团

体”的活动范围，涵盖居民一日至一周所开展的各类活动，

一般采用 15 分钟步行生活圈范围 [37]。在范围层次主要关注

与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各类设施的配置水平。路段和交叉口

是一组成对出现的要素，交叉口犹如人的关节，路段则是关

节间的一段段骨骼。每一个道路穿越记为一处交叉口（人行

横道 / 天桥 / 地下通道），两个临近交叉口之间的道路区域

则记为一个路段。户外开放空间包含广场、公园、居住区户

外场地和体育场地四类，往往是社区居民自发集聚、频繁使

用的场所，也是居民们休闲、娱乐和交往等活动的容器。在

路段、交叉口和户外空间层次，主要关注其空间特征及品质。

3.3  确定审计元素
基于本研究中社区建成环境审计对象的界定、HCBA 工具

的构建目的以及各空间层次的内涵，确定环境审计元素（表 4）。

表 3  MAPS 工具各空间层次的描述

空间层次 描述

线路

从参与者的家到预设目的地的距离约为 1/4 英里（400 m），路线层面的变量总结了整个路线的特征

包括 1/4 英里范围内不同数量的路段和交叉口

审计元素维度：土地使用和目的地、中转站、街道设施、交通稳静化措施、美学和社会环境相关

路段
两个交叉口之间的部分

审计元素维度：人行道、行人缓冲区、人行道坡度、骑行环境、行道树、树荫和建筑美学、沿街界面

交叉口
无论有无画线的人行横道，当调查者穿过马路时，都记为一个交叉口

审计元素维度：人行横道、坡度、交叉口宽度、交叉口信号和行人保护指示

断头路
断头路通常位于参与者家住所在的街道尽头，是潜在的户外活动空间

审计元素维度：表面积、坡度、周围住宅的监控、便利设施的大小和条件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7]

+

+

+

=

15

15

15

+ =

图 4  HCBA 工具各空间层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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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HCBA 审计元素列表

空间层次 维度 审计元素数量 审计元素

范围
积极维度 8 教育机构；社区文化设施；医疗设施；便民机构；养老福利机构；商业；公共厕所；流动商贩

消极维度 6 仓库；工厂；废弃建筑；棕地；未维护用地；传染病医院

路段 

道路 4
车行道（车道数量、积水隐患）；人行道（宽度、长度、与车行道隔离措施、坡度、连续性、路面维护质量）；步

道 / 小径（宽度、长度、安全性和舒适性、连续性、路面维护质量）； 非机动车道（与机动车道分隔类型、标识）

街道家具 6
坐凳空间（容量、类型）；为人行道提供遮蔽的建筑外檐；行道树（数量、间隔、品种）；行道树对人行道的遮盖比；

夜间照明（路灯数量、照明强度）；垃圾桶

公共交通站点 2 公交站点（数量、坐凳 / 顶棚 / 行车时刻表等设施）；轨道交通站点（出口数量）

交通稳静化及标识 2 交通稳静化措施（环岛、标志牌、减速带、路缘延伸）；标识（限速、警示、指示）

沿街界面 2
界面类型及比例（建筑、植物、栅栏、崖壁）；建筑立面（建筑色彩、建筑材质、建筑退距、临街建筑平均高度、

底层店铺类型及数量）

空间失序 2
物理失序类别及程度（乱涂乱画、废弃车辆、废弃建筑、破窗、乱扔的垃圾、口痰）；社会失序类型及程度（未拴

绳子的狗、流浪汉、冲突行为）

景观美学 4 硬景（喷泉、雕塑或艺术装饰）；软景（花园或景观美化）；历史文化景观；维护质量

主要气味 1 气味类型（食物、自然、农贸市场、工业排放、汽车尾气排放、垃圾等明显异味）

交叉口

路面交叉口 4
进出口道（数量、路缘）；交叉点控制（标志牌、交通信号灯、交通环岛、督导员）；安全措施（安全岛、路缘延伸、

减速带）；人行横道（路面质量、右转车辆与行人流线交叉、视线遮挡）

人行天桥 3 无障碍设施；踏步数量；接口数量

地下通道 5 无障碍设施；踏步数量；出口数量；商业设施；指示牌

户外开放

空间

类型 4
类型（广场、公园、居住区入口广场、体育场地）；几何特征（面积、形状）；与外部连接方式（电梯、坡道、台阶、

平接、视线连接）；界面类型及比例（建筑、植物、栅栏、崖壁、道路、其他）

地面 4 类型及比例；滑倒风险；积水隐患；平整度

景观美学 4 硬景（喷泉、雕塑或艺术装饰）；软景（花园或景观美化）；历史文化景观；维护质量

主要气味 1 气味类型（食物、自然、农贸市场、工业排放、汽车尾气排放、垃圾等明显异味）

街道家具 6 坐凳空间（容量、类型、有遮阴设施的坐凳空间比例）；夜间照明（路灯数量、照明强度）；垃圾桶

食品服务 1 便利店、零售店等

运动游乐设施 2 健身设施类型及数量（日常健身器材、乒乓球桌、羽毛球场、篮球场等）； 儿童游乐设施类型及数量

无障碍设计 1 无障碍设计合理性

合计 72 —

3.4  建立数据库
以 ArcGIS 软件为基础，高效录入数据并进行数据组织

管理，建立以健康为导向的社区建成环境审计数据库。建立

数据库是一个调查学习的过程，可以快速查清社区中的环境

现状和可利用的资源，由此研判社区的关键问题和主要矛盾，

制定环境提升方案和优先次序。在此基础上，可对社区的建

成环境进行持续跟踪记录，建立面板数据库，为探索社区建

成环境与个体健康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数据支撑。

4  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
社区建成环境审计是评估环境微观元素是否达到约定目

标或者被有效利用的一种方法，主要依赖实地或在线观察的

方式进行，核心在于如何确保观察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提

出通过构建系统性的观察流程和检验观察结果可信度两条路

径来获取可靠的观察结果。系统的观察流程包括制定规程、

人员培训、数据收集及录入和可信度检验四个部分，数据检

验则主要依赖 IOR/IOA 指标，其值越大，表明观察结果的

可信度越高。本研究以促进个体健康为目的，构建以健康为

导向的社区建成环境审计工具（HCBA），其包含 15 分钟生

活圈范围、路段、交叉口和户外开放空间四个层次，共计 72
个审计元素。该工具为推进健康社区实践和相关实证研究提

供了方法支撑。

4.2  展望
如何将社区建成环境审计工具应用于健康社区建设是未

来研究的重点。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将社区建成环境审计纳入社区规划过程，制定面

向实施的社区发展方案。社区发展过程主要分为社区组织、

构想、规划、实施与评估五个阶段 [7]。环境微观元素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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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提升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相对较少，对于政府而言具有较

强的实施性，因此将社区建成环境审计纳入社区规划阶段，

通过实地或现场调研的方式，审计社区范围内各元素的特征

及质量，有助于准确理解当前环境存在的问题，制定面向实

施的社区发展方案。

第二，建立“元素评估—场景研判”的社区更新思路。

在后工业时代，场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是影响地

方发展的关键因素 [38]。简单罗列出建成环境各元素不一定能

表达整个场景的舒适性、文化意涵等特征。场景是元素组合

的效果，相同元素的不同组合方式可营造不同的场景特征及

氛围 [38]。未来研究中，在对建成环境各元素特征及质量进行

审计的基础上，应基于场景理论分析元素的组合关系。但场

景的整体特征并不能被直接捕捉，将场景分解为不同元素的

组合，有助于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环境更新策略。

第三，根据社区的在地特征进行审计要素的重构。不同

社区之间在气候、文化、建成环境水平、社会经济条件、个

体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地方差异，本研究

构建的以健康为导向的社区建成环境审计工具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社区。该工具的核心在于提供一套

思考的逻辑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而非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根据研究对象灵活选择审计元素和制定元素评估标准正是社

区审计方法所拥有的巨大潜力。未来研究需在识别社区在地

特征及主要矛盾的前提下进行审计元素的重构，制定“一区

一议”、更具针对性的审计工具包。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文章初稿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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