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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of Adaptive Planning to Cope with Health Risks of Climate Change

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适应性规划国际经验与启示

冷红  李姝媛
Leng Hong, Li Shuyuan

引言

气候变化被国际社会视作 21 世纪威胁人类健康最重要的

因素之一。全球跨学科研究项目《柳叶刀气候变化与健康 2030
倒计时》采用量化的指标揭示、追踪了长期以来气候变化与人

类健康的关系 [1]。该报告指出，气候变化不仅意味着热浪高温

天气增多、空气污染加重、作物减产、劳动生产效率降低、慢

性病患者等脆弱人群受到更大影响，还意味着加速了部分传染

病的宿主存活、病原体繁殖和扩散，甚至可能影响出生在变暖

世界中的婴儿，对其产生持续一生的健康损害。城市环境的

一些特征还会加剧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例如：城市热岛效

应加剧了极端高温事件的发生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进而

产生更多的热相关疾病；不透水铺装导致城市无法抵御暴雨

威胁，增加了水传播疾病的风险。这些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与影响健康的社会、经济和物质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对人类

健康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并很可能抵消过去半个世纪人

们在公共卫生方面取得的进步 [2]。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第五次评

估报告表明，气候变化及其相关的健康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3]，

无论采取怎样的减缓策略，都无法完全阻挡气候变化及其对

健康的威胁，“适应”因此成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所 

必须承担的任务。

“适应”是指“为降低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对实际的或预

期的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而提出的政策、措施和策略”[4]。

为了抵御气候变化对健康的严重威胁，发达国家采取了一系列

适应举措，国外学者将其归纳为政策与计划、技术工具、信息

监测、相关研究等类别 [5]。这些适应措施多被整合到应对气候

变化健康风险的适应性规划中，并集中分布于北美洲、欧洲、

大洋洲的发达国家 [6]。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适应性规划，

或称“气候与健康适应性计划”，是一种识别和评估可能的气

作者： 冷红（通信作者），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寒地城乡

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

导师。hitlaura@126.com
  李姝媛，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寒地城乡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

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hitlishuyuan@126.com

摘要：随着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不断加剧，如何有效降低健康风险、

保障居民的健康安全，对城市规划提出了极具复杂性的挑战。本文在

分析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适应性规划

意义的基础上，重点对适应性规划的国际经验进行总结分析，包括制

定政策与计划，提供技术支持，实施信息监测，开展相关研究等；并

进一步将国际经验与中国国土空间规划发展现况相结合，提出重视气

候变化健康风险评估、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规划编制以及推进

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规划实施监督等相关启示与建议。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health, how to 
reduce health risks effectively and protect the healthy safety of residents 
is an extremely complex challenge for urban planni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health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adaptation planning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health risk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adaptation planning to cope 
with health risks of climate change, includes formulating policies and plans, 
providing technical tools, implementing risk information monitoring, and 
conducting relative research. Furthermore, combining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a’s spatial plann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enlightenment and suggestions in terms of emphasizing 
the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f climate change, strengthening the formulation 
of plans to cope with health risks of climate change, and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supervision of the planning to cope with the health risks 
of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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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以及可能受到影响的人和地方的健康脆弱性或风险，

制定适应目标和行动以减少脆弱性并提高抵御能力，并制定

计划来实施和监督适应行动的决策过程 [7]，可以理解为从公

共卫生角度进行的气候适应性规划。在气候适应性规划中加

入健康风险应对，对于许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而

言是新课题。分析、借鉴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适

应性规划经验，对促进中国为抵御气候变化的健康威胁而采

取有效的适应行动具有重大意义。

1  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影响的研究始于 1980 年代末。相

关影响结果已通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 [3]、气候

变化疾病的全球负担分析 [8-9] 和相关研究得到广泛证实 [10-11]。

气候变化的直接健康影响来自热浪、干旱和暴雨等，间接影

响来自暴露于媒介疾病、空气污染和粮食减产等。同时，社

会、经济和环境条件的不同意味着不同人群、地区面对气候

变化健康威胁的脆弱性程度不同 [12-15]。儿童、老人、体弱者、

户外工作者、贫困和偏僻地区人口，气候敏感疾病高度流行、

严重缺水和粮食产量较低的地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山区

以及发展中国家特大城市和沿海城市被公认面临更高的气候

变化健康风险 [3]。

1.1  气候变化对健康的直接影响
首先，热浪频率和强度的增加极易引发中暑，还会威胁

心血管健康、呼吸健康和肠道健康，诱发相关疾病甚至导致

死亡。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疾病在热浪期所致的日平均死亡

数分别是非热浪期的 1.91 倍和 2.43 倍 [16]。其次，干旱、暴

雨、洪水、热带气旋等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繁发生会直接导致

死亡率和伤残率的增加，并影响心理健康。灾害发生后的混

乱和恐怖景象往往会给幸存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诱

发“灾害综合征”[17]。

1.2  气候变化对健康的间接影响
首先，气候变化会改变生物、食物和水等媒介传播传染

病的模式，使其发病率上升，其中最受关注的媒介生物性传

染病在全球呈现传染病新发与重现、原有疾病的流行区域不

断扩展、疾病流行频率不断增快等趋势 [17]。例如曾经静息

多年的虫媒传染病重新爆发，莱姆病在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发

病率迅速上升 [6,18]，等等。中国媒介生物性传染病每年死亡

人数占传染病总死亡数的 30%~40%，其中的蚊媒传播疾病

（如疟疾、登革热和病毒性脑炎）和软体动物传播疾病（如

血吸虫病）等均具有气候变化敏感性。其次，气候变化所导

致的湿度、风速和降雨等气象条件改变能够加剧空气污染，

进一步威胁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健康 [19]。同时，气候变化

引发的臭氧层耗减、紫外线强度增加会导致皮肤和眼睛损伤 

增加 [20]。第三，气候变化会增加植物病害并影响灌溉水的

供给，从而影响作物产量，进而导致饥饿和营养不良人数 

增加 [21]。第四，气候变化还会通过影响城市空间要素威胁到

公共健康安全的保障。如包括医疗建筑在内的许多建筑物设

计并未将当前或预计的气候条件纳入考量，无法抵御极端高

温和洪水淹没等风险；医疗卫生服务设施配置体系和布局与

风险事件发生时急剧增加的诊疗需求之间可能存在差距。

2  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适应性规划的意义

气候变化的健康影响复杂多样且较难预测，现有多数国

家和地区的规划建设没有为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做好充分

准备，在应对极端天气、传染病等新的城市风险趋势时显示

出较多的不适应性 [22]。例如道路交通（影响紧急疏散、物

资运输）、电力（影响高温时电力供应、食品安全保障）、给

水（影响安全的水供应）等关键基础设施的气候适应能力不

足，使城市功能与服务运转缺乏可靠支撑，应急响应与灾后

恢复工作面临挑战 [23]。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开展气候适应性规划对促进城市抵御

气候变化健康风险、保障公共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应对

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适应性规划有助于充分考虑各类健康风

险要素，采取趋利避害的适应行动，提升城市在极端天气事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抗风险能力。其次，应对气候变化健康

风险的适应性规划能够促进居民健康安全与社会安定，尤其

是保障儿童、老人、体弱者、户外工作者等脆弱性人群的健康，

缓解城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中的健康不平等问题。第

三，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适应性规划将有助于减少气候

变化健康威胁所产生的经济损失。研究表明，适应成本将远

小于突发事件对城市环境与居民生命健康造成的经济损失 [1]。 

最重要的是，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适应性规划不仅能够

收获短期的直接协同效益，更能在长期时间跨度上减缓人为

气候变化，降低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频率与严重程度，从而

为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与生命健康提供长远保障。

3  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适应性规划国际经验

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开展适应性

规划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以下重点从政策与计划、技

术工具、信息监测以及相关研究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

3.1  制定政策与计划
政策与计划是各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适应

性决策的载体，不仅是指导“适应”的总领性框架，还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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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表征、比较适应活动的现状，形成可以衡量适应进度的

基准 [6,24]。发达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涉及国家、州和地方尺度，

整合了气候变化健康风险，应对风险的适应目标、措施和技

术工具资源等内容的政策与计划，其中部分政策与计划以独

立报告的形式呈现，部分则作为综合性的气候适应性规划中

的一部分内容呈现。

美国在政策与计划制定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相应

的政策与计划主要集中在州一级，既形成了整体性的指导

框架，又提供了具体的技术指导。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气候

就绪州和城市计划”（Climate-ready States & Cities Initiative）

在 2018 年使用五步建立抵御气候影响的韧性建设框架

（Building Resilience Against Climate Effects Framework，以下

简称“BRACE 框架”）（图 1），专门用于指导卫生官员发展

协助社区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健康影响的计划制定。BRACE

框架能够帮助社区确定其可能面临的气候变化影响、潜在的

健康风险以及与这些风险关联性最大的人群和地区分布，并

指导卫生部门将气候预测与流行病学分析合并，纳入传统的

计划过程，从而更有效地为应对一系列气候变化健康风险做

准备 [25]。在此项计划与框架指导下，美国 16 个州和 2 个城

市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适应性规划——聚焦各地

当下或未来可能面临的气候变化健康风险，提出适应措施。

例如：佛罗里达州针对极热、荒野火灾、洪水和飓风等影响

下的过敏、哮喘、水传播疾病等，为社区卫生部门或沿海社

区居民服务部门提供帮助；佛蒙特州针对该州面临的最主要

问题是高温天气对健康的影响，提出在城市化地区大范围种

植遮荫树木等措施，以帮助改善住房的热环境条件，同时增

加健康和能源方面的协同效益 [26]。

加拿大是世界上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自 1948 年以来，其平均地表温度上升水平（1.7℃）几乎是

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 [27]。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公

众健康挑战，加拿大政府在联邦、省以及城市层面制定了多

项政策与计划。在联邦层面，《从影响到适应：气候变化中

的加拿大》《联邦适应政策框架》等针对媒介传播疾病、热

相关疾病等，提出：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和医护人员能

力建设，提供相关指南、决策工具包，开展脆弱性评估和研

究，以及针对空气质量、高温和传染病进行预警并响应等适

应措施。在省层面，最具代表性的是魁北克和安大略，在适

应计划中提出的适应措施包括开展研究、能力建设、监测预

警、适应行动建议等，且多数已实施。其中，魁北克在识别

该省面临的健康风险的基础上，制定了综合的适应计划，涵

盖与传染病、空气质量、食品安全、水质等相关的大量适应

措施。在城市层面，多伦多和温哥华在适应计划中纳入了气

候变化健康风险监测和实施评估等内容，领先于加拿大国内

的其他城市。如针对与高温有关的健康威胁，多伦多提出实

施高温警报系统和高温天气响应计划、提供清凉中心等措施；

渥太华在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适应计划中主要关注实践

措施，提出了控制城市热岛、西尼罗河疾病的适应策略 [24,27]。

英国是国际上最早提出气候变化健康影响报告的国家之

一。英国《气候变化法 2008》规定必须每五年进行一次国

家范围的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气候变化健康风险与应对措施

作为各项气候变化风险与适应内容的一部分，被纳入《国家

气候风险评估及其证据报告》[28] 和《国家气候适应计划》

（第四章）[29]。该计划包括英国面临的气候变化健康风险，

以及正在进行和计划实施的适应目标与行动。如卫生部门的

目标是到 2023 年将“适应”纳入日常实践中 [28] ；针对严峻

的高温健康风险，在绿色基础设施和卫生系统方面采取适应 

行动 [29]。2015 年，英国医疗保健系统适应中心受环境、粮

食和农村事务部（Defra: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 

Rural Affairs）邀请编写医疗保健系统适应报告。该报告系统、

完整地整合了气候变化对英国公众健康和医疗服务带来的风

险、卫生部门的应对措施等内容。其中最高危的风险包括高

温热浪、空气污染、洪水等影响下的健康风险，建筑物过热

和无法抵御洪水的风险，以及对社区和基础设施供应链的破

坏风险。环境、粮食和农村事务部要求英国卫生系统考虑三

方面要素：（1）当前和未来的气候风险识别与评估；（2）制

定适应计划，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3）实施适应计划，

将“适应”嵌入现有工作框架，并监测适应效果 [30]。

澳大利亚是全球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面临蚊媒疾病等媒介传播疾病传播范围扩大、热相关疾病的

发病率和死亡率上升等多种气候变化健康风险。《澳大利亚

气候、健康和福祉国家战略框架 2017》为各级政府、卫生部

门和社区提供了支持健康且韧性的社区、具备可持续性和气

候韧性的健康部门等七个方面的政策行动建议，并要求必须图 1  美国抵御气候影响的韧性建设框架（“BRACE”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5]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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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州和地方层面实施，从而认知、管理、消除气候变

化的健康风险，并通过气候变化行动促进健康 [31]。《昆士兰

州健康与福祉气候适应计划 2018》为昆士兰州健康和福祉服

务机构提供了气候变化适应框架和指南，使其能够创新性和

适应性地管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健康风险。该计划明确提出

了特定的公共卫生措施、基础设施等 10 项重点措施①和一

系列指导原则，并为政策制定者、服务机构和社区提供了应

对措施实例。如对于基础设施、技术和服务交付，该计划提

出投资具有气候适应性的基础设施、技术和服务设计 [32]。

3.2  提供技术支持
国际组织与各国政府开发了多种适应技术工具资源，为

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评估、政策与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重

要的技术支持。

世界卫生组织 2013 年制定《适应气候变化保护公共健

康：脆弱性和适应性评估》，为国家和地区开展当前和未来

气候变化影响下的脆弱性评估（即人口或地区对健康危害的

易感性），以及增加政策和计划韧性提供了指南（表 1）。其

中的适应性评估主要是对保护健康不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有效

措施进行的评估。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抵御气候影响的韧性建设

（CalBRACE）项目开发了脆弱性评估框架、气候变化和健

康指标 [33]，以及相应的在线交互式数据可视化平台，并提供

了可供开放下载的州、县、市、镇和人口普查区域尺度的在

线数据。框架着重于评估当前和未来的气候变化暴露、最易

受到健康风险影响的人群和地方，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共涵盖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三个方面 22 项指标（表 2）。
在数据、指标与平台的技术支持下，已经可以实现基于网络

的现状和未来不同碳排放场景下、叠加高风险人群与地区信

息的健康脆弱性查询（图 2）。
澳大利亚健康部门以应用在多行业领域的健康影响评估

（HIA: Health Impact Assessment）为基础，在 2017 年制定了

健康影响评估指南，用于考虑、确定可能发生的健康影响类

型，以及这些影响在任何受影响人群和社区中的分布，进而

指导气候风险管理和适应计划制定 [32]。

3.3  实施信息监测
实施气候变化健康风险信息监测是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

健康风险，告知公众并使其支持适应决策的重要技术保障 [24]。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 2002 年建立国家环境公共卫

生追踪网络（National Environmental Public Health Tracking），

汇总来自国家、州和城市层面环境、健康和气候（极端高温、

空气质量暴露等）的相关数据，在全美各地实施跟踪计划，

为保障居民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密苏里州创建了清

凉中心在线地图，为防止居民在夏季患上热相关疾病起到重

要作用；佛蒙特州的“蓝绿藻追踪器”帮助居民作出有关休

闲湖的游憩决策；爱荷华州利用其空气质量和心血管疾病数

据显示工具为州免疫计划服务 [34-35]。

英国已建立较为有效的气候变化健康风险信息监测系

统。较具代表性的如每年6—9月开展的“热量—健康”监测、

表 1  气候变化与健康脆弱性和适应性评估

评估步骤 内容

1. 确定评估范围
定义感兴趣的地理范围和健康结果；确定要解决的问题和要使用的步骤；确定评估的政策背景；建立项目团队和管理计划；

建立利益相关者流程；制定沟通计划

2. 进行脆弱性和适应性评估

通过描述当前气候变化和近期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风险，以及应对风险的公共卫生政策和计划，建立基准条件；描述当前气候

敏感性健康结果的风险，包括最脆弱的人群和地区；确定弱势人群和地区；使用空间映射描述风险分布；分析当前和过去的天气 / 

气候状况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确定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暴露的趋势；考虑健康的环境、社会、经济决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描述卫生和其他部门当前管理、应对气候敏感性健康结果风险的能力

3. 了解未来气候变化对健康

的影响

估计气候变化下的未来健康风险和影响；描述在不考虑气候变化的情况下，未来几十年具有气候敏感性的健康结果（包括最脆弱

的人群和地区的健康风险）可能如何变化；估计由于气候变化可能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的额外负担

4. 适应气候变化：确定优先

级并实施健康保护

确定优先处理的应对当前和预期健康风险的政策与计划；确定其他公共卫生和保健政策与计划，以防止将来可能出现的健康负担；

优先考虑公共卫生和卫生保健政策与计划，以减少未来可能的健康负担；确定实施资源和需要解决的潜在障碍；估计采取行动和

不采取行动保护健康的代价；确定可能采取的行动，以减少其他部门实施适应和温室气体减排政策与计划所带来的潜在健康风险；

制定并提出气候与健康适应性计划

5. 建立一个迭代过程来管理

和监测气候变化的健康风险

根据气候变化和其他因素的变化开展持续性研究，以了解不断变化的情况及其对健康风险管理的影响；结合指标开展监测和评估，

确保执行的适应性政策和方案持续有效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4]

① 10 项重点措施具体包括：领导与治理；部门和社区的能力建设；具体的公共卫生措施；风险管理和法律责任；研究、数据和评估；经济与融资；

机构、部门和利益相关者团体之间的合作；教育和交流；政策、法规和立法；基础设施、技术和服务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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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加利福尼亚州气候变化与健康脆弱性指标表

指标组 指标简称 指标定义

暴露性

酷暑 预计极端高温天数

空气质量（PM2.5） 三年年度颗粒物平均浓度（PM2.5）

空气质量（臭氧） 三年平均每日最高臭氧浓度

干旱 帕尔默干旱严重性指数

野火 目前生活在高火险危险区中的人口百分比

海平面上升 生活在 100 年洪灾区和海平面上升 55 英寸（约合 1.4 m）地区的人口百分比

敏感性

儿童 5 岁以下人口的百分比

老年人口 65 岁以上人口的百分比

低收入人口 过去一年收入低于贫困水平的人口百分比

教育 年龄大于等于 25 岁且未达到四年制大学学历的人口百分比

种族与民族 有色人种百分比

户外工人 在户外工作且年龄大于等于 16 岁的人口百分比

车辆拥有权 无车辆所有权的家庭百分比

语言隔离 无年龄≥ 14 岁说英语家庭成员的家庭百分比

身心残疾 身体残疾人口的百分比；精神残疾人口的百分比

健康保险 没有医疗保险人口的百分比

暴力犯罪率 每千名居民中的暴力犯罪数量

适应性

空调 无空调家庭百分比

树冠 未被树冠覆盖的面积百分比

防渗表面 不可渗透表面覆盖的面积百分比

公共交通可达性 不住在高峰通勤时段距离公共汽车站 / 轮渡站 0.5 英里（约合 805 m）范围内、等候时间超过 15 分钟的人口百分比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33]绘制

图 2  加州气候变化和健康脆弱性指标交互式数据可视化平台
资料来源：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OHE/Pages/CC-Health-Vulnerability-Indicator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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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月开展的“冬季—健康”监测。此外，针对外来入侵

物种①等新出现的病虫害，英国公共卫生组织利用其监测系

统在英格兰东南部 30 个海港和机场以及从入境港口向外的

高速公路服务站开展了侵入性蚊子监测，并与产业界合作评

估和管理虫害风险 [28]。

加拿大安大略省锡马斯科卡县（Simcoe Muskoka）在省

和市级合作伙伴的支持下，对与莱姆病具有密切关联的蜱虫

（tick）的多个潜在分布区域进行了主动监测，追踪其自然

栖息地的扩展 [36]。

3.4  开展相关研究
研究是将思维、理念转化为政策和实践的重要依据。发

达国家就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应对措施及其相关技术方

法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以此作为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评估、

适应性规划制定与实施的证据基础。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编著了多项气候与健康技术研究

报告与指导文件，汇总了截至 2015 年关于气候变化对健康

的影响、适应气候变化保护公共健康的适应措施的研究综述

和证据等级②。这些研究为许多地区的适应决策提供了重要

的理论支持。如纽约市的一项研究表明，老年人与热相关的

死亡风险根据个人和邻里特征而有所不同，贫困、居住条件

差、不渗透土地覆盖地区的死亡率更高，研究结果为纽约市

综合脆弱性指数的创建提供了依据 [37]。

加拿大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适应性规划相关

研究投入了大量研究资金，并重点开展了北部地区的气候变

化健康风险应对、媒介传播和人畜共患病的气候变化传染性

疾病、特定辖区的健康脆弱性评估等研究项目。例如气候变

化传染性疾病项目通过技术研究开发了水生疾病研究工具，

用以评估极端天气事件与水生疾病之间的关联，帮助确定风

险区域，从而支持水生疾病的防控 [38]。

英国同样开展了多领域的相关研究。例如洪水暴露模型

项目探讨疏散方案，并减少洪灾对健康的影响 [30] ；“气候变

化中强大的医院环境设计和交付”项目开展了房屋过热风险

量化与缓解技术研究，利用实测数据进行建模仿真，对现有

医疗建筑采取韧性改造措施，以应对未来不同气候变化场景

中的建筑物过热问题 [30]。

4  启示

近年来，在《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等宏观政策引导下，国内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城

市规划与健康城市规划领域都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已有

学者就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 [39]、基于健康影响评估将健

康融入总体规划 [40] 等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总体而言，应对

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适应性规划还未引起充分的重视。在国

际经验的启发下，结合中国国土空间规划发展现况，笔者提

出以下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开展空间规划的启示和建议。

4.1  重视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评估
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评估可以帮助确定气候变化健康风险

类型、易受影响的人群和地区分布、改善不良健康影响的空

间需求以及相应的规划应对措施，是支撑规划方案制定与实

施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各项适应措施的提出均建立在对气候

变化健康风险具有明确了解的基础上。

目前，中国社会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重视还较为不足，

亟须通过开展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评估，使规划者、管理者与

公众充分了解气候变化健康风险，从而推动应对风险的适应

决策制定和适应行动开展。

国际经验为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评估的开展提供了有益的

借鉴：技术工具可为评估开展提供方法、流程基础；信息监

测可为评估开展提供数据基础；相关研究可为评估开展提供

研究基础。参考国际经验，中国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评估的开

展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第一，将国外脆弱性评估、健康影

响评估等技术工具与国内实际情况相结合，制定本土化评估

技术指南和工具，从而为评估的开展提供明确的实施步骤指

引。第二，强化气候、健康、空间信息的综合监测，依托国

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将与空间关联的气候和健康信息共同

整合至平台数据库，从而实现尺度范围一致的气候变化健康

风险信息查询、数据调用、空间分析与可视化，为评估的开

展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第三，以国内外应对气候变化健康

风险的适应性规划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各评估地区所

处区域气候变化主要特征与居民健康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

相关研究，研判所在地区具体面临的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类型、

易受风险威胁的人群和地区分布、适宜采取的规划应对措施，

以提升评估结果的有效性。进而将评估内容与结果作为气候

变化健康风险评估专题研究，为规划编制提供科学依据。此

外，建议国土空间规划部门积极与卫生健康部门、气象部门

合作，探索形成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评估制度政策，进而为评

估的开展提供制度保障，促进评估工作有效实施。

① 英国运用将气候变化考虑在内的综合风险框架进行的正式评估结果表明，新入侵的非本地物种有可能对人类、动物和植物造成严重影响。

② 文件指出现有气候变化对健康影响的研究内容已较为丰富，证据等级也较高，而对于适应措施的研究内容则较少，证据也亟待深入加强；并提

出号召，挖掘探索更多研究，为适应决策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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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规划编制
将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应对措施纳入规划能够为各项措

施的落地实施提供重要指引，从而有效促进各地区实现抵御气

候变化健康风险、提升适应能力的目标。参考国际上应对气候

变化健康风险的适应性规划在规划层级、规划目标、规划应对

措施等方面的经验，结合中国国土空间规划的层级与内容，笔

者建议从以下三方面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规划编制。

第一，设立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规划目标。在国家、

省、县市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目标确定过程中，考虑设

立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规划目标。通过将风险应对意识

融入顶层设计，使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目标自上而下层

层传导并加以落实。第二，明确与气候变化健康风险应对相

关的空间要素及其规划重点。借鉴发达国家将风险应对措施

落实到空间要素的经验，建议将风险应对措施重点与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内容中居住用地，绿地，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设

施，能源、交通、防灾等基础设施等规划内容相衔接。基于

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评估所得到的风险类型和分布，明确应对

风险具体涉及的关键性空间要素，从特定气候变化场景下空

间要素支撑运转和健康保护干预角度，提出各关键性空间要

素在选址、布局、配置和标准等方面的应对策略，并将其融

入规划编制内容。第三，结合高风险区域、风险应对相关的

特定空间利用领域编制专项规划。基于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评

估得到的风险分布和风险应对相关空间要素，进一步确定面

临风险更高的区域和需要更加细化落实的空间利用领域。针

对高风险区域，可将风险应对措施纳入特定区域专项规划中

防灾减灾、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空间保护开发等内

容；针对特定空间利用领域，可对应部门事权，将风险应对

措施进一步细化落实并融入各领域专项规划中特定空间要素

的布局指引、规模指标配置和设防标准等内容。例如：应对

极端高温及其诱发的高密度街区热岛效应叠加、沥青融化和

道路或桥梁关闭、慢性病等脆弱人群面临更大健康威胁等风

险 [41]，确定面临风险更高的区域为高密度街区，需要更加细

化落实的空间利用领域为道路交通和医疗卫生设施。进而，

针对高密度街区，考虑进行街区空间形态调整、绿地和清凉

中心布局、清凉屋顶改造等；针对道路交通，考虑联系清凉

中心、医疗设施与高风险地区的应急线路布设、应急交通设

施布局，以增强高温天气中健康资源要素的可达性；针对医

疗卫生设施，可基于风险分布，完善各级设施布局位置、服

务范围与供给容量，并考虑设施与用地的备用和转换，还可

为抵御过热风险的医疗设施建筑设计标准提供指引。

此外，对于规划编制成果，建议结合技术方法研究，开

发规划方案风险应对有效性评估技术工具，并建立依托国土

空间基础信息平台的、叠加特定气候变化场景下气候变化、

健康风险、空间要素规划等信息的规划编制成果可视化子平

台，共同辅助规划方案选择。

4.3  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规划实施监督
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是规划编制内容落地实施的重要

保障。发达国家多项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政策与计划均

提出，要通过实施评估和适应效果监测等规划实施监督方式

来保障适应行动的稳步落实（如英国和加拿大）。借鉴国际

经验，以中国国土空间规划定期评估制度建设为依托，建议

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规划实施监督，将各项应对措

施的具体规划执行情况纳入检查内容，并结合国民经济社会

发展实际和规划定期评估结果，对规划进行动态调整完善，

以使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评估结果和相应的规划编制内容在规

划实施中得到进一步监测、评价与优化。

5  结语

关于气候变化健康风险及其适应的研究日益为国际社会

所重视，相关的可借鉴经验也日渐丰富。但在复杂的气候变

化健康风险面前，即便在发达国家，其综合适应水平也尚处

在初级阶段。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预测、适应策略实施的落

脚点、与空间要素的对应和耦合关系等经验细节仍待系统深

入地学习。

尽管抵御气候变化健康风险、提升适应水平的目标无法

仅凭规划人员的力量达成，但随着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

日益凸显，城市规划工作者作为关系到人居环境质量的公共

政策形成中的重要参与方，有责任承担起对于风险事件适应

的价值倡导与传播任务。学习发达国家经验，针对中国不同

地域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特征，积极开展相应的规划研究，对

于提高城市的抗风险能力、保护公众健康、获取协同效益势

必具有重要意义。

感谢国家留学基金委（CSC NO. 201906120308）对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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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期间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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