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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 世纪以来，工业化城市的高速发展在给城市

生活和工作带来极大方便的同时，也使得社会、卫

生和生态等诸多问题日益加剧，如气候变化、雾霾

频发、水体污染、交通堵塞以及社会分异等，人类

居住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1]。在此背

景下，世界卫生组织（WHO）于 1984 年首次提出

“健康城市”（healthy cities）理论，并于 1986 年启

动“健康城市项目”（HCP: Healthy Cities Project）。

1994 年，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健康城市的定义：

“健康城市是一个持续发展自然与社会环境，持续

拓展社会资源，使得人们可以相互支持，生活幸福，

从而实现人们最大潜力的城市”[2]。在我国，《健康

中国 2030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把建设健康城市

作为发展健康中国的重要抓手。社区是城市最基本

的单元，在引导人们的健康行为和生活习惯、改善

居住环境、促进城市绿色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

作用。我国大规模的老旧小区存在着环境品质下降、

公共配套缺失、社会秩序混乱、社区安全难以保障

等诸多问题。加快老旧小区改造，为居民创造优良

健康的人居环境成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党的十九

大等关注热点。健康社区是营造健康城市的重要基

石，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 [3]。

1990 年代以来，健康社区研究日益成为人类

健康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选取历年来国内外被

引率较高的文献进行梳理分析。诺里斯和皮特曼 

（Norris & Pittman）认为健康、可持续的社区应具

有健康的自然环境、充分的全民参与、有活力的经

济发展以及个人幸福感 [4]。丹嫩伯奇等（Dannenberg 

文章编号：1673-9493（2020）05-0080-11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9830/j.upi.2019.463

健康社区建设的研究进展与关键维度探索 
—— 基于国际知识图谱分析
Research Progress and Key Dimension Exploration of Healthy Community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Map

吴一洲  杨佳成  陈前虎
Wu Yizhou, Yang Jiacheng, Chen Qianhu

摘要：自世界卫生组织 1986 年启动健康城市促进计划后，健康社区作为健康城

市营造的微观单元，逐渐在西方国家掀起热潮，并蔓延至日本、新加坡、中国等

诸多国家。本文借助 CiteSpace 工具进行了健康社区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分析

发现 ：健康社区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中国四个国家；研究

聚焦在人的作用与感受、环境与自然、社会作用、健康城市和健康社区、社区公

园、老龄化等领域；研究的演进脉络可概括为物质环境—精神健康—哲学、经济学、

社会学等多学科融合—社区自调节（社区韧性 / 社区恢复力）的过程。结合国内

外相关标准和中国实际，本文概括了健康社区的内涵，并创新性地提出了健康社

区建设的六大维度，包括健康住宅、健康环境、健康交通、健康设施、健康活动

以及健康社会，旨为中国城市乃至其他国家建设健康社区提供依据。

Abstract: Since the WHO launched the call for healthy community in 1986, the cause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and spread out to the Western countries, Japan, Singapore, 
China,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 of 
health community research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healthy 
community research is mainly conduc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ustralia and 
China. The research area generally covers people’s roles and feelings, environment and 
nature, social roles, healthy cities and healthy communities, as well as community parks 
and aging. This type of research has experienced an evolution in terms of its primary 
focus: th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environment—mental health—philosophy,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community self-adjustment (community resilience). 
Combining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standards with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in China,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notation of healthy community 
and proposed six dimensions of healthy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cluding healthy 
housing, healthy environment, healthy transportation, health facilities, healthy activities, 
and healthy society.

关键词：健康社区；知识图谱；内涵；关键维度；引文空间

Keyword:   Healthy Community;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 Connotation;  
Key Dimensions; CiteSpace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578507、71874151），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16NDJC203YB）

作者：吴一洲，博士，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教授，城乡规划学科负责人

 杨佳成（通信作者），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1286116308@qq.com
 陈前虎，博士，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教授，执行院长



81 2020 Vol.35, No.5国际城市规划

吴一洲  杨佳成  陈前虎    健康社区建设的研究进展与关键维度探索 —— 基于国际知识图谱分析

et al.）认为健康的社区能够保护和改善公民的生活质量，促

进健康行为，减少居民受到的危害，并保护自然环境 [5]。

武慧兰和陈易认为，健康社区的建设需建立适合我国国情

的健康社区评价标准与正确的健康观，社区建设中应控制

合理的社区规模，创造良好的室内环境，加强行业间沟通

与合作，提供完善的管理和适宜的配套设施 [6]。刘东卫将

健康住区的营造分成三大内容：构建舒适健康的社区环境

空间、提供健康的技术与产品、创造促进交流的社区环 

境 [7]。孙文尧等认为健康社区是社区内所有组织和个人共同

努力形成的健康发展的整体 [8]。

随着学者们对健康社区研究的深入与相关实践的发展，

健康社区的内涵也日趋复杂与多元化，逐渐由个体健康转向

社会环境等的多维健康。目前，我国健康社区的建设仍处于

初步探索阶段，相关研究较少，实践项目的指标大多指向民

政和卫生部门，且宽泛而难实施，缺乏环境、建筑、交通等

物质空间层面的具体建设策略。本文对国际范围内近 40 年

的健康社区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并结合中国实际，概括健康

社区的内涵，提出健康社区建设关键思路。

1  健康社区研究的知识图谱

自 1993 年第一届国际健康城市和健康社区会议启动以

来，健康社区逐渐成为诸多学者、政府人员、规划师等群体

的研究对象，研究主题也呈多样化发展。本研究利用引文空

间软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刻画国内外健康社区研究的知识

基础、热点主题、研究前沿和演进趋势。

1.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引文空间（CiteSpace: Citation Space）是一款用 Java 语

言开发的信息可视化软件，可以根据文献引文与被引文的关

系挖掘引文空间的知识聚类和分布，并且提供其他相关信息

的合作和共现分析功能，如作者、机构、国家的合作网络分

析，关键词、主题词共现分析等 [9]。

本文所用到的国外数据来源于 Web of Science（下称

WOS）核心合集中的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以及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以 healthy community（健康社区）为主

题。为获得较高的配合度和解释度，在 WOS 类别中选择

environment studies（环境研究）、geography（地理学）、urban 

study（城市研究）和 planning development（规划发展）四大

领域进行检索，共获得文献 2 426 篇。数据库中最早出现涉

及健康社区的研究是在 1994 年，因此选择文献分布的时间

跨度为 1994—2018 年。国内文献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以健康社区为主题词，文献类别选择与规划关联

度较为密切的类别，包括基础科学、工程科技和地理等方向，

检索共得到中文文献 142 篇，时间跨度为 1994—2018 年。

1.2  健康社区研究的时空分布
（1）时间趋势：国外增长期明显，国内研究进程较慢

每个时间截面内文献的数量反映该领域研究的发展速度 [10]。

将基础数据进行格式转换并查重后，进行文献时间分布分析。

如图 1 所示，国外健康社区的理论研究于 1994 年开始逐渐

涌现，大致可分为三个快速增长期：1997—1998 年，2003—
2011 年，以及 2014 年以后。2015 年来，国外相关文献的年

发文总量均超过 200 篇，健康社区领域研究越来越丰富。国

内对健康社区领域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在发展速度上也较

慢。2013 年以后，国内文献增长数量才开始呈现缓慢上升

的趋势。

（2）空间格局 ：由美、欧向亚太地区扩展，由发达国家

向发展中国家扩展

健康社区研究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如图 2 所示。从

1994 年至今各国的发文数量看，国家层面上总体形成四大

梯度。位于第一梯度的国家是美国，其发刊量远远超过其他

国家，为 936 篇；位于第二梯度的国家包括英国（382 篇）、

加拿大（280 篇）、中国（230 篇）以及澳大利亚（280 篇）；

还有些国家如苏格兰、新西兰、南非、西班牙、德国等位于

第三梯度，其近 25 年来总发刊数量均在百篇以下；俄罗斯

等国家发刊量极少，位于第四梯度。区域层面上，研究高度

集中于北美洲，仅加拿大和美国两个国家的论文产出就占全

球的 41.6%，美洲文献总数为 1 019 篇，欧洲为 865 篇，亚

洲为 689 篇，大洋洲为 352 篇，非洲为 151 篇。为进一步探

究健康社区研究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匀性和复杂性，本文对

发文数量进行空间异质性分析，采用自然间断法将文献量分

成五类。计算得到异质性指标为 0.95，充分表明各国的研究

状态具有较高的空间异质性。

图 1  国内外“健康社区”研究数量的时间演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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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健康社区”研究的世界地理分布演化

利用 ArcGIS 中的方向分析模块进行标准差椭圆分析，

以期揭示健康社区研究的地理分布的演变规律。标准差椭圆

分析可以识别群组的总体空间分布态势。其中，椭圆的长半

轴表示分布方向，短半轴表示分布范围的大小，短半轴越短，

说明群组分布的向心力越明显，椭圆越扁，空间分布指向性

就越显著。将 1994—2018 年分成五个时间段分别进行标准

差椭圆分析，得到结果如图 3 所示。比较分析可知，健康社

区相关学者的地理分布自 1994 年以来逐渐向亚洲地区扩张，

反映出 21 世纪初以来亚洲国家对健康社区研究的贡献越来

越大。

表 1  国内外代表性机构及作者统计表

国外高产研究机构 国外高产作者 国外高被引作者 国内高产研究机构 国内高产作者 国内高被引作者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

分校，美国

福特（James D Ford）

加拿大

吉塔德（Daniela A. Guitart）

澳大利亚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谭少华 徐怡珊

昆士兰大学，澳大利亚
皮尔斯（Tristan Pearce）

澳大利亚

汤普森（Christopher W. Thompson）

美国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
徐怡珊，周典 张婷婷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加拿大

吉尔斯·科尔蒂（Billie Giles-Corti）

澳大利亚

史密斯（Barry Smit）

加拿大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王兰 王钊

麦克吉尔大学，加拿大
帕尔（Hester Parr）

英国

沃尔奇（Jennifer R. Wolch）

美国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

规划学院
焦海涛 王一

圭尔夫大学，加拿大
比登韦格（Kelly Biedenweg）

澳大利亚

马斯（Jolanda Maas）

荷兰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李煜 姜洪庆

图 2  “健康社区”研究的世界地理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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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主体及其特征
分析研究机构的合作网络可以识别核心学术团体和机

构。研究发现，国外健康社区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少

数几个研究机构，且大部分高产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十分密

切，众多领域相互交互、渗透、综合，已经发展较为成熟。

表 1 显示（按数量多少排名），成果量最多的是美国的加利

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麦

吉尔大学、圭尔夫大学，以及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大学。国外

前五高产机构中加拿大大学比重高达 60%，这从一定程度上

说明了加拿大是当前健康社区研究的先驱者。在国内，重庆

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发文数量

较多；整体看来，国内健康社区研究领域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1.4  国际知识基础分析
研究相关引文集合中被引年代最久的高被引或高中心性

引文，可以揭示该领域研究的核心起源。本文基于引文空间

绘制文献共被引可视化知识图谱，并进行聚类分析（图 4），
结果显示国际健康社区研究起源于多学科、多领域。其中，

中心性和被引频次较高的聚类文献主要聚焦于研究场所与健

康的关系，包括绿色生活环境、物理活动空间、社区区位等

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在绿色生活环境方面，学者们关注社区

花园、都市农业等对气候及空气质量、居民释放压力、邻里

交流等的影响 ；物理活动空间方面则侧重于体育锻炼对健康

的影响；而区位环境主要影响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物质基础

设施，如医疗服务、日托设施、食品商店（饮食环境）等。

可见，国际健康社区研究的知识基础多元，上述领域与主题

被研究者们大量引用，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1.5  国内外关注热点
使用引文空间对研究对象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生

成的国际图谱如图 5 所示，其中圆形节点和文字标签的大

小与关键词共现频次成正比。频次前 15 的关键词即研究

热点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 ：（1）人的感受与作用，包括心

理健康（mental health）、体力活动（physical activity）等；

（2）环境与自然，包括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环境

（environment）等；（3）社会作用，包括政策（policy）、管

理（management）等（图 6）。国外健康社区研究的关键词

中心性均较低，研究较为广泛，热点多元。国内研究的关键

词中心性差距大，研究方向高度交叉聚集于几个热点领域，

但频次较低，缺乏广度和深度，研究正处于起始阶段（图 7）。
国内健康社区研究热点以健康和社区为中心，围绕空间环境

质量对社区居民健康的影响展开。主要内容包括：（1）健康

社区规划设计，如生态社区、社区公园设计、健康社区规划

设计理念等 [11-14] ；（2）社区适老化，包括社区养老服务、社

区老年人健康保障设施等 [15-16] ；（3）居民健康影响因素研究，

如 PM2.5、健康风险评价等 [17-20]。此外，由中心性可看出，老

年人是目前健康社区营造的重点关注群体，社区适老化设计

是当代社会迫切需求。

1.6  国际健康社区研究具体演进分析
关键词突现度分析可以反映一段时间内影响力较大的

研究领域 [21]，从而在时间维度上反映健康社区研究的演

图 4  文献共被引网络聚类图谱 图 5  国际健康社区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图例

关键词

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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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过程 [21]。利用引文空间突现度探测分析，目前国内关于

健康社区研究正处于初始阶段，还未出现突现关键词，而

国外健康社区研究相对成熟，演进过程按突现度、影响周

期、关键词突现数量和所属领域可划分为六个阶段，如 

图 8 所示。

（1）1994—1999 年间，健康社区研究处于研究初期，研

究主题较为集中且持久，此阶段是健康社区研究的基础。

（2）2000—2002 年间，健康社区研究开始进入活跃期，

该时期，学者们由对“健康”的关注逐渐转向对“健康社

区”的关注，分支主要集中在社区服务与邻里关系上。

图 6  国际健康社区研究热点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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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国内健康社区研究热点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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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994—2018 年国外健康社区研究热点时区图

第一阶段：关键词突现数量少影响期长
第二阶段：关键词
突现度高，数量多，
影响期长

第三阶段：关键词影响期缩短，
所属领域差异较大，突现度较
为均衡

第四阶段：关键词数量大
量增长，影响周期变长，
但突现度不高

第五阶段：关键词
数量减少，影响期
变短，突现度增加

第六阶段：关键词突现
特性持续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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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健康社区内涵演化机制

时期 主要特点 目标 管治主体 重点内容

1994—

1999 年

强调生态系统、社区与个人健

康之间的联系，从生态系统健

康的角度治理和管理社区

防治生态系统退化，

创造可持续的社区

社区治理委员会 生态系统的破坏能造成社区健康、活力、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丧失 [22]

应加强实施、重建或支持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为社区青年提供培训

和就业机会等以增加社区收入，从而使社区能提供更多的服务 [22]

倡导全社区参与，注重开展体育活动，同时保持饮食健康 [23]

2000—

2002 年

主要研究社区卫生服务系统、

邻里关系对社区居民健康的

影响

加强社区现有的卫

生系统并改善居民

的健康状况

社区卫生委员会 健康问题不应被孤立地考虑，其与食物、水、卫生和教育等密切相关 [24]

通过培训改进现有的卫生机构，提高卫生服务的质量，加强卫生管理信息系统 [25]

协调卫生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 [26]

强调社区居民，特别是弱势群体参与到规划中 [27]

邻里关系会影响健康相关行为、心理健康、成人身体健康等 [28]

2003—

2007 年

从影响因素、研究方法等多种

角度开展研究，研究的方向逐

渐拓宽，呈现出从单一走向多

元、具体的发展趋势

构建活动友好型社

区，加强社区居民

在规划建设中的有

效参与

专家、社区居民、

当地政府等

单一用途、低密度土地利用模式可能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29]

建造可步行和可骑行的社区既可以解决健康问题，也可以解决交通问题，创建

活动友好型社区将提高休闲体育活动的水平 [30]

社区参与是健康影响评估 (HIA) 实践的核心 [31]

在制定社区可持续性等指标体系时，必须是全面的，涵盖环境、社会、经济和体

制等各方面，且专家主导的自上而下型和基于社区的自下而上型相结合 [32]

2008—

2011 年

多角度研究影响社区健康的原

因，如饮食、精神健康、当地

经济和收入、健康不平等和战

略性土地利用规划、污染、城

市形态、全球生态等

不仅没有疾病，而

且不分种族、宗教、

政治信仰等的一种

积极的幸福体验

环境卫生部门、

社区家庭、规划

师、社区健康评

估中心等

人们评估自己的健康是一个促进健康的过程，有助于人们加强对健康的控制和

改善他们的健康，应积极参与影响其社区福祉的决策 [33]

社区开放空间对老年人维持和提高生活质量有重要作用 [34-35]

个人因素是决定健康的关键因素，但城市环境能加剧或减轻健康和福祉的

结果 [36]

2012—

2014 年

居民心理健康、城市绿色空间、

环境等是影响社区健康的重要

因素

促进环境正义，提

高生活质量和人的

健康，社区适老化

发展

规划师、社区服

务中心、个人

城市绿色空间促进居民健康和环境正义，城市规划者、设计师和生态学家应积

极参与 [37-39]

促进居民心理健康的一个有用框架是人、空间和地点：人是社区中的个人和群

体；空间是物质环境；场所是人与空间的联系或社区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特征 [40]

建成环境在促进或抑制老年人的体育活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社区的规划与设

计应解决老年人的健康、安全和流动性问题 [41]

2015 年

至今

韧性思维（社区恢复力）是维

持和改善社区健康的重要方法

提高公民和机构应

对和影响社会和经

济变革进程的个人

和集体能力，维持

社区可持续发展

个人、社区、社会、

公司等

韧性社区是指具有居民健康，社区能满足居民的基本需求，拥有维护良好、无

障碍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有良好的经济机会与社会凝聚力，能够管理其自然资

产，社区内睦邻援助等特征的社区 [42]

社区工作应更多探讨将社区和文化与环境联系在一起的价值观和行为，以及跨

文化适应力 [43]

预先存在的社区主导活动能提高社区对破坏性事件 ( 如灾害 ) 的复原力 [43]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2-43]

（3）2003—2007 年间，健康社区研究的方向逐渐拓宽，

衍生出不同的研究分支，呈现从单一走向多元的发展趋势，

主要的研究前沿分支集中在心理健康、健康影响评价以及影

响健康的因素等多种方面。

（4）2008—2011 年间，国外健康社区研究前沿已经朝向

跨学科发展，如哲学范畴——伦理、正义、价值等；经济学

范畴——社会资本、经济发展等。此外，研究也不再局限于

发达国家，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进行健康社区的研究，从

地理分布上看，研究对象逐渐向亚洲地区转移。

（5）2012—2014 年间，研究前沿主要集中在政治、绿

色空间、交通和心理健康方面，影响期较短，研究进入酝酿期。

（6）2015 年至今，该阶段健康社区研究前沿更关注社

区的自我调节和适应能力，研究回归社区本身。社区发展、

绿色空间、社区弹性、社区干预等关键词至今仍是研究热点。

综上所述，国外健康社区的研究前沿大致发生了三个重

大转折：物质环境—精神健康—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

学科融合—社区自调节。

2  健康社区的内涵演变

通过分析上述国际知识图谱中重要节点文献发现（表 2）：
健康社区的内涵从强调生态系统健康逐渐转变为关注精神、

经济、环境、形态等多角度的健康；管治主体从社区治理委

员会转变为居民、社区、社会、公司等共同参与。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健康社区”是一个以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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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健康的个人身体、健康的个人心理、健康的邻里

关系和健康的社区经济等要素为特点的城市社区（图 9）。在

健康社区中人们能够在家附近感受自然的乐趣，儿童、青年

人、老年人等全年龄段居民能够进行安全无障碍的休闲健身

与邻里交谈等活动，社区居民充分参与社区治理与运营，具

有强烈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3  健康社区的建设维度

3.1  国内外健康社区建设维度比较
伴随全球健康城市运动的推进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健

康社区的规划与建设也在世界各国逐步开展，各类建设指标

和评估体系丰富了健康社区的实践内涵，对改善社区居住环

境、促进居民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国外健康社区建设的

相关计划标准和评估体系相对较为成熟，且认可度和适用度

较高。如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启动的健康社区计划（Healthy Communities 

Program），分别针对儿童、青少年、成年人、吸烟者等不同

群体制定健康社区行动指南、健康社区建设经验等，331 个

社区以及 52 个州和地区卫生部门积极参与其中 [44-46]。LEED-

ND（LEED for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是美国第一部面

向社区规划和发展的评价体系，分为 5 大维度、56 个小类

指标，旨在全面推动社区生态化和可持续化发展，可在全球

114 个国家中进行认证活动 [47]。此外，2017 年国际健康建筑

研究院（International WELL Building Institute）以创建健康、

包容性、公平性、综合性和有活力的社区为目标，发表了全

球健康社区标准（WELL Community Standard），标准涵盖了

10 个维度，110 项子类，以保障居民的健康生活 [48]。目前，

国内尚未形成统一的健康社区建设标准，部分地区和城市立

足于自身情况，从卫生、体育、医疗服务等角度制定了不同

指导体系。本文选取国内外相对完善的健康社区建设标准和

评估体系，对其指标进行分析（表 3）。
比较可得，国外健康社区建设侧重于物理环境、管理、

文化精神等方面的建设，并且强调社区参与 ；而国内更注重

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教育引导、体育活动提供等方面，多为

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健康社区发展。针对国内外健康社区建

设维度的比较，本文认为我国健康社区建设应更加突出物质

环境空间的规划与设计，增加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并突

出社区所在的地域性。

表 3  国内外健康社区建设维度及其评价

地区项目 建设维度 特点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健康社区计划 [44-46]

人口

社区、社区内的机构或组

织、卫生保健、学校与社

会等主体联合行动，涉及

范围较广

营养

烟草

慢性疾病管理

领导力

LEED-ND 绿色社区

认证体系 [47]

精明选址及社区联通性

为社区建设在绿色环保

生态层面提供标准

社区布局和设计形式

绿色基础设施与建筑

创新及设计手法

区域发展权

国际健康建筑研究

院健康社区标准 [48]

空气 热舒适性

通过物理环境设计促进

社区健康发展，具有较高

严谨性，较为复杂

水 声音

营养 材料

灯光 精神

运动 社区

北京市健康社区指

导标准 [49]

健康理念科学

从公共卫生和体育学角

度出发，对社区居民自觉

性依赖程度较大

健康生活习惯良好

健康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体育活动多样化

体育设施多元化

体育组织社会化

健身服务科学化

计划生育管理制度健全规范

计生技术和生殖保健服务优

质便捷

上海 15 分钟社区生

活圈规划导则 [50]

多样化的舒适住宅

内容涵盖全面，可实施性

强，为健康社区物质空间

层面建设提供重要借鉴

意义

更多的就近就业空间

低碳安全的出行

类型丰富、便捷可达的社区

服务

绿色开放、活力宜人的公共

空间

台湾健康社区六星

计划 [51]

产业发展

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理

念，对建筑环境考虑少

社福医疗

社区治安

人文教育

环保生态

环境景观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4-51]图 9  健康社区内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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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健康社区建设的维度构建
当前国内外学者在影响人居环境健康因素方面，普遍认

同世界卫生组织执行理事休·巴顿等（Hugh Barton et al.）

从人的健康状况与整体人居环境系统的关系角度建立的人

居环境健康影响“圈层”因素模型——包括社区、行为活

动、建成环境、自然资源在内四个圈层因素共同影响着人的

健康和幸福 [52]。“圈层”因素模型主要从生态学角度探讨城

市空间环境影响机制，本文将其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结

合，从社区居民需求角度出发，融合健康社区的基本内涵，

认为健康社区的建设需要考虑健康住宅、健康环境、健康交

通、健康设施、健康活动以及健康社会六大维度，从而满足

居民生理、安全、情感和归属、尊重、自我实现的需求（图

10）。六大维度借鉴了国内外健康社区建设指标体系的经验 

（表 4），主要从物质空间规划建设层面促进社区居民生理、

心理及社会氛围的健康发展。

（1）健康住宅

健康住宅是指住宅的设计符合健康性的要求，并且具有

能够开展运动和触发交流的空间。在实际规划建设中，健康

住宅应注重的方面包括：生态住宅，考虑可再生能源、建筑

节能、水循环系统的使用；绿视率，即室内接触自然的视野

比例；适老化设计，如室内无障碍设计、报警系统（老年人

单独在家意外报警系统、无活动报警等）；安全标识系统以

及混合住宅等 [53]。健康的住宅有利于降低住宅能耗，缓解温

室效应，是健康社区建设的基础。

（2）健康环境

健康环境是指具有良好的自然区域和开放空间，洁净的

空间质量和水环境以及安静舒适的社区氛围，主要包括社区

内部环境和社区外部环境两大类。社区内部环境主要考虑绿

地率、活动 / 开放空间、参与式种植（都市农业）、屋顶绿

化等 [54] ；社区外部环境主要考虑空气质量、水体污染以及主

干路和货车路线等。健康的社区环境能够为居民提供更多的

活动空间，促进居民加强身体锻炼与邻里交流，建立人与自

然的纽带，促进亲近自然活动的发生 [55]。

（3）健康交通

健康交通是指交通设施质量与交通便捷性，相较于小汽

车，居民更愿意选择可达性高和可负担的公共交通，如安全、

高质量的步行和自行车网络 [56]。衡量指标有：交通稳静化措

施、自行车停车设施、零距离换乘系统、残疾人车位、交通

标识系统、交通站点密度和线路覆盖率等。健康的交通能促

使居民进行更多的体育活动，如步行、骑自行车等，有利于

居民改善心血管系统，增强体质，同时也有利于缓解压力，

促进心理健康 [57]。

（4）健康设施

健康设施指社区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

设施，如幼托教育、全龄学堂、居家养老、公共卫生与医疗、

商业娱乐设施、物流服务等。衡量指标包括：安防等基础类

设施、结合互联网技术的医疗卫生、综合老年服务、母婴设

施、教育文化等服务类设施 [58]。

图 10  健康社区建设维度构建

五大需求 实现目标

自我实现需求 健康社会

健康社会

健康活动

健康活动

健康设施

健康环境

健康住宅

健康设施，健康

交通，健康环境

尊重需求

情感与归属需求

安全需求

生理需求

健康社区载体 建设维度

居民健康幸福、生活质量较好，创作可供
使用者自己选择和控制的机会，在社区有
发言权……

居民参与规划设计，居民参
与社区建设，居民参与社区
管理与运营……

邻里交往空间，社区特色文
化再现……

体育运动场地，活动广场，
邻里交往空间，养老、教育、
商业等各类设施……

优美的绿地与社区公园环境，
人车分流的安全道路，完善
的安防环卫设施……

住宅质量好，住宅适老化，
住宅生态化……

满足居民社交的需要，提供健身运动的机
会、场地、设施和条件，增加社区感与邻
里意识……

社区卫生健康、安全监控全等基础设施安
全，人车分流等场地安全，保护和创造让
人们接近自然的机会……

社区邻里关系和谐，社区地域文化特色充
分保留与体现……

适宜的居住面积，良好的声、光、热等物
理环境，方便老年人和儿童活动的无障碍
环境，节能低碳可负担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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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健康社区建设维度的国际指标梳理

维度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健康社区行动 [44-46]

LEED-ND绿色社区认证
体系 [47]

国际健康建筑研究

院健康社区标准 [48]

北京市健康社区指导

标准 [50]

上海 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
划导则 [51]

台湾健康社区六星

计划 [49]

健康住宅

1. 建筑设计引导居民

使用楼梯

1. 建设受认证绿色建筑

2. 满足最低建筑能耗、水

耗要求等

1. 建筑修复

2. 基本住房质量等

— 1. 多样化住宅类型

2. 包容混合住宅布局

3. 活力共享住宅环境

4. 人文底蕴住区风貌

5. 舒适住宅建筑等

—

健康环境

1. 维护公园和绿道网

络鼓励开发新的绿地

2. 提高公园绿地的可

达性

1. 汽车依赖度低

2. 湿地与水体长期保护

3. 自行车路网密，停靠设

施多

1. 空气质量

2. 环境照明

3. 增强型行人单车

环境

4. 混合用地开发

5. 蓝绿色空间等

— 1. 多类型多层次的公共空间

2. 高效可达、网络化公共

空间布局

3. 人性化、高品质、富有

活力与文化的公共空间等

1. 环境绿美化

2. 改造视障者空间

健康设施

1. 配置提供健康食物

的商店

2. 确保儿童、母婴友

好设施的提供（如儿

童保健中心、学校等）

……

1. 通用设计和残疾人设施

2. 社区配套学校（小学、

初中等）

1. 超市可达性

2. 自行车基础设施

3. 卫生设施等

1.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

“六位一体”服务

2. 提供家庭医生式服务

3. 建设适宜社区健身设施

4. 室内外健身活动场所设

备完好……

1. 多层次的社区服务体系

2. 多样化的社区服务内容

3. 便捷可达的高品质地区

服务等

1. 提供安全就医服务

2. 确保消防安全

健康交通

1. 为所有开发项目建

造人行道

2. 为所有发展项目建

造自行车设施

3.人行道设计遵守“美

国残疾人法”等

1. 适合步行的街道

2. 减少停车设施占地面积

3. 私家车交通需求量管理

1. 停车限制

2. 低排放车辆

3. 自行车基础设施

4. 大众运输支持等

— 1. 舒适连通的步行网络

2. 便捷多层次的公共交通

3. TOD 导向的站点开发 

4. 停车设施合理布局

5. 全通达高密度道路系统等

1. 促进交通安全

2. 健康步道

3. 安全通学路

健康社会

1. 鼓励学生参与健康

社区项目

2. 提供各种族的就业

机会

1. 混合收入的多元社区

2. 公共参与和教育等

1. 母乳喂养支持

2. 都市农业

3. 公共教育与社区

参与等

成立社区全民健身协会

等

— 1. 活化文化资产

2. 鼓励社区民众主动

关心并解决社区健

康议题

3. 重视社区参与

健康活动

1. 为体育活动创造空间

2. 为社区活动创造空

间，如社区研讨会等

— 1. 社交空间

2. 公共场所

3. 活动编程

4. 体育活动空间等

社区将小型多样、居民喜

爱的体育健身器材以健身

大礼包的形式，进楼门、

进庭院、进家庭等

1. 步道应满足人们日常休

闲散步、跑步健身、商业

休闲活动等日常公共活动

需求，串联主要公共空间

节点，形成大众日常公共

活动网络

2. 针对不同群体设计活动

广场等

社区篮球场、社区槌

球场建设等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4-51]

（5）健康活动

社区健康活动包括以步行、骑车、慢跑、球类、游泳

等体育活动为主的体育锻炼，和以游憩、乘凉、文艺表演、

文化主题活动等为主的休闲活动两大类。体育锻炼具有提

高心理健康和生理机能功效，能够帮助人群排除消极情绪，

降低血脂，促进血液循环，提高抗病能力 [59] ；休闲活动能

使居民放松心情，释放压力，振奋精神，保持身心愉悦。营

造健康活动的关键是塑造具有吸引力和良好空间质量的的

住区健康活动空间，其主要衡量指标有趣味性的步行系统，

全年龄安全步行空间，运动场馆共享，安全骑行空间和多

样化的活动广场等 [4]。

（6）健康社会

健康社会是指一个能够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

邻里集会和相互交流空间、维系居民心理健康的社会。其

主要衡量的标准包括是否有地域场所文化、社交空间和机

制以及社区计划或规划参与点，是否满足防止犯罪的空间

设计规则（CPTED 规则）[60]。具有健康社会的社区不仅拥

有较低的犯罪率，较强的社区信任感和责任感，居民能够

自主监管社区，同时社区公共参与也能得到较大程度的实

施，开发商、投资者和居民一起参与社区的规划建设与发展，



89 2020 Vol.35, No.5国际城市规划

吴一洲  杨佳成  陈前虎    健康社区建设的研究进展与关键维度探索 —— 基于国际知识图谱分析

充分体现民意。

4  结论

本文对 1994—2018 年国内外健康社区相关文献进行分

析，探究了其时空分布特征、高产作者与机构、知识基础，

分析了关注热点，梳理了演进过程，总结了健康社区内涵演

化机制，并创新性地提出了健康社区建设的六大关键维度，

这是对健康社区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的尝试。研究发现相关研

究时空差异显著，各时期热点主题突出，演进脉络清晰。在

时间层面上，近 25 年来学者对健康社区的相关研究数量增

长显著；在空间层面上，由欧美地区向亚洲地区、由发达国

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进的趋势明显。国外热点主要集中于人的

作用与感受、环境与自然、社会作用三大方向；国内主要集

中于健康城市和健康社区、社区公园、老龄化等领域。理论

研究的整体演进大致经历了物质环境—精神健康—哲学、经

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融合—社区自调节（社区韧性 / 社区

恢复力）三个转变阶段。

本文通过探究国内外健康社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提出

健康社区建设的六大维度。健康社区应是一个以健康的生态

环境、健康的个人身体、健康的个人心理、健康的邻里关系

为特点的城市社区。健康社区建设的核心应以人为本，在规

划师、建筑师、生态学家、环境专家、以及社区和居民等主

体共同努力下，从健康住宅、健康环境、健康社会、健康活

动、健康设施以及健康交通六大建设维度出发，共同建设健

康、安全、方便、舒适、易识别的人性化社区。

由于引文空间（CiteSpace）工具对不同时间节点的文献

以同样的被引率要求筛选，可能对不同时间段文献引用因素

的差异性考虑不善。同时，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社

区的智慧化建设将会使“健康社区”不断呈现出新形态，因

此文本提出的营造指标体系也应在未来与时俱进。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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