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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种战略性、基础性的规划手段，空间规划可以通过影响城市结构或

土地利用等降低城市面对的多重风险及影响。传统规划对于空间如何应对变化、

冲击及不确定性的关注有待提高，“韧性理念”在规划中的引入为协调城市发展目

标和城市安全底线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荷兰空间规划在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挑

战和灾害风险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本文结合荷兰空间规划实践，探讨空间规

划政策中的韧性理念和特征，以及如何通过规划应对风险和挑战。研究表明，虽

然不是所有的韧性特征均能在荷兰空间规划中得到体现，但韧性理念始终贯穿于

各级空间规划，且不同层级空间规划所关注的韧性侧重点不同。在研究基础上，

建议将韧性理念应用于我国空间规划，为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与安全发展背景下

完善和优化空间规划提供思考与借鉴。

Abstract: As a strategic and basic planning tool, spatial planning aims to alleviate the 
multiple risks and impacts by influencing urban land use pattern. Little attention was paid 
by traditional planning on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changes and impacts. The concept of 
resilience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coordinating urban development goals and urban 
safety bottom lines. Spatial planning in the Netherlands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and disaster risks.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progress of practices in the Netherlands to explore the resilience concept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spatial planning and how to address risks and challenges through 
spatial planning. Previous studies found that although not all resilience features can be 
reflected in the planning, the concept of resilience always runs through the spatial planning 
at all levels, and the resilience emphasis in each level of spatial planning is different.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for implicating of resilience ideas within spatial planning in 
China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China to improve and optimize spatial planning in the 
contex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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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城市人口增加，城市

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和未知风险也在增加。尤其

近年来，国内外诸多城市频繁遭遇强暴雨、台风、

洪涝、地震及火灾爆炸等重大灾害袭击，造成了

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合理的规划能够一

定程度降低城市脆弱性，并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提

高城市韧性作出贡献。但传统城市规划试图“刚

性”抵御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这种“控制和命

令”的方式未能认识到具备韧性和适应能力的社

会生态系统自身的发展趋势 [1-2]。面对各种各样的

城市风险，城市规划和管理亟待引入一种更灵活

和更具适应性的思路以应对未来各类不确定的风

险与挑战，探索出一条更加安全、有抵御能力的

可持续发展道路。在此背景下，“韧性”（resilience）

理念的引入为城市提供了一种应对灾害及环境变

化的新视角。“韧性城市”（resilient city）规划建设

被认为是防灾、减灾、救灾的一种新理念、新模式，

是能够在冲击或变化下消化、吸收外界干扰，并

保持原有主要结构和关键功能的城市系统 [3]。

空间规划是一种综合性、战略性规划，是对

空间用途进行管制和安排的政策工具，目的是使

社会、经济、环境健康有序发展 [4]。1990 年代末

期，逐渐有学者强调空间规划在整个风险管理过

程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2003 年，戈德沙尔克

（Godschalk）提出应该在规划管理过程中将韧性

系统的“冗余性、多样性、高效性、自主性、适

应性及协作性”等特征纳入空间规划考虑 [5]。随

着韧性理念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规划实践中，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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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理念与空间规划的结合逐渐在缓解多元灾害影响、应对气

候变化和降低城市脆弱性中发挥重要作用 [6-7]。我国国土空

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和建设的基本依据，是实现高

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手段 [8]。如何将韧性理念与我

国空间规划相结合，使其由理念转化为策略并落地实施，在

实践中始终贯彻韧性目标，并提升城市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

动荡的能力，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海岸城市面临着日益严

峻的挑战。荷兰地处莱茵河、马斯河和斯凯尔特河交汇的三

角洲，超过 50% 的国土处于海平面 1 m 以下，深受海水倒

灌的威胁。作为空间规划的先行区和创新区，荷兰敏锐地感

受到通过空间规划应对气候环境变化和风险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近些年开始将韧性理念引入空间规划中，探索韧性理念

与空间规划的有效耦合，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目前，我

国空间规划正处于改革的重要阶段，亟须借鉴荷兰空间规划

中韧性理念应用的成功经验。

本研究从空间规划中韧性理念的运用出发，通过剖析典

型案例地区空间规划相关文件，探索荷兰不同层级空间规划

政策对韧性理念的理解和韧性特征的体现。首先介绍韧性和

城市韧性概念；在此基础上分析荷兰不同层级空间规划中韧

性理念及特征的体现和应用；然后基于荷兰经验，提出我国

各级空间规划中的“韧性”提升建议，以期为我国实现城市

韧性安全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1  韧性和城市韧性

1.1  “韧性”理念缘起和概念解析
从词源上看，“韧性”来源于拉丁词汇“resilio”，意为

“受挫折后恢复原状”[9]。“韧性”是指系统在承受外部变

化或冲击时，不仅能保持其功能和结构稳定，还能对风险作

出积极和适应的反应 [10]。1970 年代，生态领域学者开始将

韧性理念应用于生态平衡和生态干扰管理研究，强调生态系

统在变化或冲击下自我恢复和重组的能力 [11]。加拿大生态

学家霍林（Holling）首次在生态学领域中提出“生态韧性”

（ecological resilience）概念，被认为是现代韧性的起源 [11]。

随后，韧性理念被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心理等多元领域。

韧性反映了复杂的自适应系统能够自我组织恢复的程度以及

系统建立学习和适应能力的程度，其概念可用自适应循环的

理论来理解（图 1），即在冲击和变化后，系统能够吸收或

缓冲干扰并达到新的平衡 [12-13]。

1.2  “城市韧性”概念和特征
城市系统作为最典型的“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理念

也很自然地被应用于城市研究，韧性理念与城市系统相结合

的“城市韧性”（urban resilience）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注

热点。“城市韧性”即城市系统受到扰动时，结构变化重组

之前所能够吸收、应对冲击并重组自身的能力 [15-16]。目前，“城

市韧性”已经被用来应对气候变化、灾害冲击等相关城市问

题，强调预防及减缓行动 [17-19]，包括：（1）从韧性角度增强

城市适应性；（2）将韧性理念应用于对城市气候变化（海平

面上升、极端气候现象）和灾害（飓风、海啸、地震、洪水、

森林火灾等）的应对；（3）将韧性理念应用于区域、城市规

划布局和形态研究；（4）将韧性理念应用于塑造社区韧性，

以及增强社区安全与凝聚力 [7,17-18]。在城市韧性理念的实施

和韧性城市建设实践中，鹿特丹、德班（南非）、伦敦、纽

约等国外城市均结合自身城市发展需求，提出了以提升韧性

为目标的适应性规划，如鹿特丹的《鹿特丹气候防护计划》

（2008）、德班市的《适应气候变化规划：面向韧性城市》

（2010）、伦敦的《管理风险与增强韧性》（2011），以及纽

约的《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的纽约》（2013）等。

2006 年我国首度引入“resilience”一词，国内学者将“城

市韧性”定义为系统通过合理准备、缓冲和应对不确定性扰

动，实现公共安全、社会秩序和经济建设等正常运行的能 

力 [20]。在阐释韧性城市概念及其演变历史的基础上，从城乡

规划学、地理学、灾害学等视角对韧性理论进行解读 [21]，并

提出了韧性城市建设和实施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22]。还有学者

以综述的方式对国外韧性定量评估方法进行了总结、对比与展

望 [23]。近年来，韧性理念在我国规划实施中逐渐被重视，并

在规划政策中得到体现。例如：《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2035 年）》提出强化韧性要求以提高城市韧性；《上海市城市

总体规划（2017—2035 年）》提出建设韧性生态之城，并首次

在规划中建立留白机制，面向不确定性发展；黄石、义乌、海

盐及德阳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全球 100 韧性城市”中的 4 个

中国城市，也正在借助国际资源进行韧性实践。不过，目前 

图 1  韧性概念图示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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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韧性城市建设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韧性理念

并未完全贯穿于规划全过程；仍较多强调自上而下的韧性规

划和管控，并未重视自下而上的韧性社区治理及民众参与。

此外，不同类型规划如何与韧性理念进行有效耦合，以及不

同层级规划中韧性的侧重点为何，还缺乏较为详细的阐述。

城市韧性可由更具体、更具针对性及更易理解和实施的

韧性特征体现。有学者在前瞻性、效率、自治、强度、相互

依赖性、协作性、模块性、创新性、高速反应力、不确定性

等方面讨论韧性 [24-25] ；有学者认为决策过程的属性对于城市

韧性也十分重要，如流动性、偶然性、连通性、多样性等 [26]；

还有学者更加细化地总结了城市韧性所包含的特征，即冗余

性、多样性、独立性、相互依赖性、资源性、适应性、创造力、

合作性、自组织性和效率等 [27]。通过文献分析，本研究最终

确定了 17 个被广泛提及并应用的韧性特征，如表 1 所示。

2  荷兰各级空间规划实践中的韧性理念

欧盟将具有整合、协调功能和战略性的规划称为“空间

规划”[41]。《欧洲空间规划制度概要》提出“空间规划”是

一种通过影响空间分布以创造合理的土地使用和空间功能，

达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政策 [42]。荷兰的空间规划属

于综合协调型，涉及多层级和多部门，从经济、社会、环境、

交通等方面引导城乡规划建设，注重全面和可持续的发展 [43]。

《荷兰空间规划法》根据行政管理等级，将空间规划体系分

为三个层级——国家、省和市，不同层级政府在空间规划管

理过程中承担不同的职能，相互协调，层层推进。

1950 年代和 1993—1995 年两次较大的洪水事件对荷兰空

间结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而快速城镇化和人口增

长等问题也增加了城市的脆弱性，传统以工程或技术主导的

“硬性”防洪措施已经无法适应荷兰的环境变化。因此，荷

兰政府在历次洪涝灾害中逐渐重视起韧性发展，例如增加洪

水风险管理系统的韧性，通过“水土整合”“创造韧性空间”

等规划设计手段降低洪灾风险，使规划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以

保障在无法预见的情况下作出反应并持续发展 [44-46]。可以看出，

这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面对不确定性的空间规划政策都在

不断强调基于气候变化自适应和韧性发展的重要性 [47]。

通过剖析典型案例地区的空间规划关键文件，解读韧性

理念在荷兰各层级空间规划中的运用。在国家层级文件解析

的基础上，分别选择格罗宁根省及鹿特丹市作为省、市级空

间规划的典型案例。格罗宁根省位于荷兰的最北部，是重要

的商品转运和贸易中心，受到气候变化、水灾害及能源紧缺

等多重影响，适应气候变化成为其空间规划的核心。在此背

景下，格罗宁根省希望通过提高空间韧性以应对快速变化，

表 1  韧性特征及其定义

韧性特征 定义

前瞻性（foresight capacity） 能够面对未来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并关注规划时间范围的能力

创新性（creativity） 系统有能力接受破坏和干扰并利用扰动达到更先进的状态

抗扰性（robustness，也被译作鲁棒性） 系统能承受急剧的内部和外部冲击而主要功能不会严重丧失或退化

稳定性（stability）
代表系统的稳态，是系统可靠耐用及保持稳定可持续运行的能力，主要表现在系统能够应对长期中断并同时保持其基

本操作且迅速恢复正常功能

冗余性（redundancy） 城市系统中具有相似（甚至重叠）功能组件的替代资源可用性

适应性（adaptability） 具备“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的能力，能够确保系统的生存能力，并促进系统状态的整体改善（与变化前情况相比）

灵活性（flexibility） 能够感知威胁，立即检测到系统故障并进行快速更改和灵活适应，且在变化期间保持整体性能的能力

多样性（diversity）
系统中包含多个可以同时使用的不同功能的能力，例如土地利用、基础设施、交通网络、生态系统方面的多样性，以

及文化、经济多样性

独立性（independence） 系统在受到干扰的影响时保持最低可接受功能水平的自立能力（没有外部支持情况下）

相互依赖性（interdependence） 系统作为互连和集成网络的一部分，与其他系统建立功能和物理关系并从中获得支持的能力

敏捷性（agility） 系统在可接受的时间范围内迅速调动所需资源并恢复正常运作的能力

多尺度网络连通性（multi-scale networks 

and connectivity）

系统内各节点依靠网络相互连通的强度，反映了网络各节点的连通状况，对于有效的应急响应以及干扰后安全及时的

疏散至关重要

高效性（efficiency） 及时实现优先事项和重要目标的恢复以遏制损失，并在可接受时间范围内调动所需资源并正常运作的能力

协作性（coordination）
有效协调不同部门和组织之间的筹备和恢复行动的管理能力，促进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决策，增强有效沟通并

及时调动资源

自学习能力（self-learning ability） 从过去的干扰中汲取经验，及时实现物理和制度性的调整以更好地应对变化的能力

自组织能力（self-organization） 在不依赖外界作用的状态下，其内部自发形成的具有自救、互救并快速实现局部功能恢复的组织能力

公平性（equity） 能够确保所有城市公民都有能力利用城市资源或服务以应对变化并恢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8-40]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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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如何在空间规划中创造更强的韧性 [48]。鹿特丹是位于荷

兰最北部的三角洲城市，素有“水城”之称，是“荷兰气候

变化适应倡议”的主要参与城市之一，2008 年三角洲委员

会将其列为气候变化政策的“关键地点”。在气候变化的背

景下，鹿特丹空间规划思维也有了转变，从传统的工程导向

变为适应气候变化的韧性空间规划，并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和

空间规划领域的先驱 [14]。以上两个不同层级地区的空间规划

案例不仅体现了土地利用和水资源管理综合决策的传统，还

包括一系列体现韧性理念和特征的举措，因此选择它们作为

空间规划代表进行解析。

2.1  国家级空间规划中的韧性理念
荷兰国家级规划政策文件明确提到了“韧性”理念。例

如：2007 年《气候适应和空间规划》多次提到了韧性概念，

并提出需要提升“抵抗力、恢复力和适应能力”以促进气候

防御规划；2009 年《国家水规划》也明确提到韧性并将其定

义为从破坏中恢复的能力 [49]。相关文件筛选后，在国家层级，

选择以下体现韧性理念的文件进行解读：《基础设施和空间

结构愿景（2040）》（Infrastructure and Spatial Structure Vision 

2040）、《三角洲规划 2018》（Delta Programme 2018）、《国家

水规划（2016—2021）》（National Water Plan 2016-2021）、《国

家水资源管理愿景》（Watervisie），以及《为河流提供更多空

间》（Room for the River）[50-53]。

经解读分析，将国家级规划中具体的韧性理念和特征

总结如下。（1）前瞻性。荷兰自 2001 年起制定《三角洲规

划》以抵御海洋风险，并为水安全制定可持续和综合的长期

方法；2007 年 9 月《国家水资源管理愿景》列出长期的“气

候保护”政策指导方针以提高“抵御气候变化影响”的能

力，确定适应和缓解措施是中心支柱；《国家水规划（2016—
2021）》提出监测当前情况以便了解未来趋势；《基础设施和

空间结构愿景（2040）》提出将荷兰建设得更加便捷、宜居和

安全（图 2）。（2）创新性。在空间规划前期，《三角洲规划》

提出监测现状情况以更好地了解未来趋势，根据风险评估和

概率设置“优先级”，并制定风险评估的科学创新方案和韧性

新标准；《为河流提供更多空间》文件提出建设创新性的综

合防洪区，收纳更多洪水并及时疏散到蓄洪区。（3）灵活适

应性。《国家水规划（2016—2021）》提出围绕雨洪安全、淡

水供给、水质提升的适应性空间规划方案（图 3）。2017 年

图 2   《基础设施和空间结构愿景（2040）》中宜居与安全部分示意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51]

图 3   《国家水规划》中洪水风险管理与淡水调整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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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能源发展地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8]

图 6  基于韧性思想的气候适应空间地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8]

新版《三角洲规划》进一步与空间适应性相融合，提出对空

间规划进行调整，具体空间规划措施包括：将韧性理念、自

组织和自适应能力融入“海陆区域—河道”系统和生态断面

的规划建设，以提高其应对雨洪风险的韧性缓冲能力，达到

整体预防灾害的效果；与水共同发展，城镇建设应顺应河流

的自然发展形态，而非按照人工布局改造河流（图 4）。《为

河流提供更多空间》文件通过改变工程基础设施和土地使用

战略，为水提供更多空间，增强河道韧性。（4）多样性。几

份文件提到的具体空间规划措施包括混合土地利用发展多样

性，鼓励用地的有效混合，以及交通方式的多样性。（5）协

作性。在国家—省—市三级结构的行政体系中，不同治理层

级之间的有效协作能够及时传达规划政策中的韧性理念（概

念、政策及行动）；空间规划政策关注的重点也从促进基础

设施建设转向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协商与合作。（6）自学习

能力。荷兰政府能够从以往经验中获取经验，并能够对下次

风险作出警示。（7）公平性。荷兰空间规划作为典型的公共

政策，注重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及社会公平。例如：为解

决空间发展与规划政策之间的矛盾，最大限度保障居民权益，

提出空间开发的多种方案，并组织各级政府、企业、居民等

利益相关者进行座谈，共同推进空间规划的实施。

图 4  与水共同发展，连接水与空间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51]

2.2  省级空间规划中的韧性理念——以格罗宁根省为例
格罗宁根省力图通过提高空间规划的韧性来适应气候变

化和解决能源枯竭问题，同时将韧性理解为区域随着环境变化

而改变的能力，并将韧性的重要特征——“适应性”纳入空间

规划中以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 [48,55]。在空间规划编制前期，通

过绘制该地区海平面上升风险图和能源发展地图（图 5），将

该区域水资源、农业资源、能源资源、海岸线保护、生态发展

和城市发展等在空间规划中整合，生成格罗宁根省气候适应地

图（图 6），并基于此地图提出韧性空间战略干预策略（图 7）。
可以看出，格罗宁根省空间规划侧重战略干预和政策引

导，对韧性的理解强调为未来威胁和发展创造空间，通过利

用复杂自适应空间系统韧性，使该区域在空间上能够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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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反应以适应新的环境和发展，体现出的韧性特征如下。

（1）前瞻性和智慧创新性。具体空间规划策略包括将洛维

斯湖、多拉德湾附近和代尔夫宰尔周边的用地当作“淹水

区”和“气候缓冲区”，该区域盐水和淡水的结合使得在交

汇处通过创新渗透装置产生能量成为可能。（2）灵活适应

性。如利用北岸前面瓦登岛形成新的防护层，充分利用其自

然条件提供新的安全区域；将代尔夫宰尔海闸定位在城外，

可以创造更安全的环境并提供向海洋发展的机会；将生活

区渐移至南面更安全的高海拔区域；在盐碱度升高的北岸

地区发展盐土农业和水产养殖试验区；加高洛维斯湖的封

闭坝使该地区能够在冬季储存更多雨水，将区域地势最低

的地区作为水存储区并创建健康的生态链接，利用现有的

运河系统传输到农业生产地；在紧邻的勃土区拓展现有的

农业，充分利用新的水系和生态湿地改善后的皮特殖民地

地区，将其发展成大规模农业区。（3）多样性。如创建功

能多样化的高密度地区；倡导物种多样性，在南部地区建

设一条强大的生态走廊，为生态栖息地提供空间；依托生物

能转化工程打造生物能廊道，在沿岸地区打造风力涡轮公园

和潮汐电站等，提高能源利用多样性。（4）重视自学习能力。

强调“在实践中学习”以及“从以往错误中汲取经验”。

2.3  市级空间规划中的韧性理念——以鹿特丹市为例
在潜在的气候变化威胁下，韧性理念已逐渐影响鹿特丹

土地利用、开发功能及建筑类型的分配方式 [55]。市级空间规

划将韧性理解为提升城市在冲击和扰动下维持基本功能的能

力，侧重具体的结构性规划或更为详细的土地利用规划，韧性

的表现形式更具体，更具针对性，也能够更好地实施。鹿特丹

的空间规划重点关注基础设施和脆弱地区，并认识到未来的发

展是长期和不确定的，将水问题作为空间规划的重点（图 8）， 
《鹿特丹气候变化策略 2013》（Rotterdam Climate Change 

图 7  格罗宁根省空间规划战略干预地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8]

图 8  鹿特丹空间规划中将水问题作为空间规划的重点之一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59]

Adaptation Strategy 2013）、《鹿特丹区域空间规划 2020》（Spatial 

plan in Rotterdam region 2020）、《鹿特丹水规划 2035》（Rotterdam 

Water Plan 2035）及《鹿特丹 2030 愿景》（Rotterdam City Vision 

2030）等规划文件均对这方面有所涉及 [56-60]。

鹿特丹市空间规划策略体现出的韧性理念及特征如下。

（1）前瞻性。《鹿特丹区域空间规划 2020》指出，气候变化

“需要采取特殊应对措施，以保护该地区免受洪水和水资源

短缺的影响”，在某些地区“需要扩大水道，调整圩田以暂

时储存多余的雨水”；提出多种与水系协调发展的方式，在

河口地区为未来预留空白用地，建设堤坝以承受周期性的洪

水；将马斯河指定为主要的公共区域，并将水位变化与建筑

建设标准相关联。（2）创新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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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新的储水

方法和水保护方法等。（3）冗余性。维持多中心的地域布局，

更好地利用现有多中心布局结构。（4）多样性。《鹿特丹水

规划 2035》及《气候变化策略》提出硬件防洪（堤坝、障碍

物和其他水保护结构）及软件防洪（“防水”设计和开发的

施工过程）共同作用（图 9），具体措施包括：创造兼备雨

图 9  鹿特丹气候适应空间策略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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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管理和公共活动的多功能城市水广场；利用缓冲地种植淡

咸水交互植被，突出多样化的种植模式和生态潜力。（5）适 

应性。打造韧性水系统，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图 10）；提高建筑适应性，拆除河道上的人工建筑物，建

造可漂浮在水面上的房屋。（6）独立性。规划相对独立的交

通和基础设施系统，如雨洪管理的独立化模块等。（7）相互

依赖性。通过改善不同系统方式之间的联系以加强基础设施

或运输系统内的“相互依赖性”。（8）多尺度连通性。强调

更加广泛的水上公共交通系统和更加平稳的水陆互联关系。 

（9）高效性。提高公共交通和基础设施的连通高效性，提

高城市应急反应能力等。（10）协作性。不仅包括国家与地

方政府之间的多层次协作能力，还包括政府、专家、环境保

护主义者与当地居民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形成上下联

动的规划实施管理和响应机制。（11）自组织能力。在规划

的决策过程中充分利用社区和媒体力量加强市民参与，社区

或居民自组织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快速应对冲击，并逐渐恢复。

3  经验与启示

对荷兰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空间规划案例和政策文件的

分析结果表明，虽然不是所有韧性特征都能够在规划中得到

体现，但是韧性理念始终贯穿于荷兰空间规划全过程和各层

级，且不同层级规划的韧性侧重点不同。荷兰发展韧性空间

规划的经验对于我国应对灾害风险和气候变化，实现韧性发

展带来了一定的启示。

3.1  构建面向韧性发展的空间规划框架
依托韧性前瞻性、灵活适应性、创新性、协作性、自组

织能力和自学习能力等特征，韧性空间规划的可预见性更高，

规划目标更长远。荷兰空间规划鼓励采取中长期方法，立足

于对气候变化、自然环境和城市空间系统的充分了解，这种

面向不确定性的长期规划框架一定程度增强了韧性，能够提

升城市系统受到冲击后恢复的能力。

我国空间规划改革也应重视韧性理念，将韧性纳入空间

规划框架和目标。从空间规划与韧性理念的衔接切入，将韧

性特征与空间规划各阶段内容相关联，通过韧性监测、韧性

评估、韧性实施、韧性管理等步骤将韧性理念与空间规划进

行耦合。（1）在空间规划前期准备阶段，利用前瞻性、自学

习能力和自组织能力等进行韧性监测。（2）在韧性监测的基

础上，结合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发展、城市空间布局及基础

设施现状等数据进行韧性评估。（3）在韧性实施方面，冗余

性、多样性、独立性、相互依赖性和多尺度网络连通性等特

征能够构建多模式、多样化的城市安全发展格局。例如：由

传统的单中心布局转变为强调多中心、平衡的区域或城乡发

展；留出未来城市发展空白用地，为灾害留出缓冲空间，有

效限制灾害进一步蔓延并减轻灾害对其他空间的危害。将冗

余性、独立性特征纳入基础设施建设考虑，建设分散式或分

布式结构，从大型的中央化系统转变为小型的以社区或更小

单元为基础的系统，如分散性的供电、供水系统，以防遇到

突发事件时造成全面崩溃；将高效性、连通性和相互依赖性

特征运用到生命线系统建设中，增加系统连通性，并强调相

互备份的重要性。（4）在韧性管理方面，通过构建多级网络

体系分散风险，推动空间规划各层级、各部门和各利益相关

者间的高效协作性。根据自组织和自学习特征，重视自下而

上的韧性参与方式，对地方或社区层面进行韧性指导，使其

从容应对突发性事件（图 11）。

3.2  明确各级国土空间规划关注的韧性重点
荷兰不同层级空间规划对韧性的理解和韧性特征的应用

不同，所关注的韧性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国家级空间规划侧

重战略性，重视韧性的适应和缓解能力，主要体现预防性和

非结构性等特征，如前瞻性、智慧性、协作性、自学习能力

和自组织能力等。省级空间规划侧重协调性和指引性，重视

前瞻性、适应性、多样性和自学习能力等特征。市级规划主

要是将上级政府政策纳入到物质形态规划之中，韧性措施侧

图 10  鹿特丹韧性水系统示意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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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实施性，更重视容易转化为具体空间要素的结构性韧性特

征，如冗余性、多样性、独立性、相互依赖型、网络连通性、

灵活适应性等。

在我国空间规划编制过程中，需明确各级空间规划关注

的韧性重点和深度，确定各级纵向政府规划事权。我国空间

规划体系分为国家、省、市、县、乡（镇）五级，在韧性建

设中，国家级空间规划应注重战略与目标导向，突出韧性发

展目标，提出韧性指标，侧重预防型和非结构型的韧性特征。

省级空间规划是对上级规划的落实和对下级规划的指导，应

重视韧性管控和引导发展，注重构建多级联动的韧性综合管

理平台和多元参与模式，提出市县级空间规划的韧性目标和

原则。市、县、乡级规划是空间规划的基础，是进行各类开

发的基本依据，应结合自身特点，侧重结构性韧性空间规划，

将韧性理念落实到土地利用规划、基础设施规划等详细规划

层面，明确韧性发展的约束性和管控性指标，强化对专项规

划的指导和约束作用。

3.3  完善韧性的监测、评估和预测信息平台
由于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科学预

测和情景模拟作为规划决策的参考越发重要。因此，体现韧

性前瞻性、创新性和自学习能力等特征的韧性监测、评估和

预测十分重要。可以看出，荷兰空间规划不仅关注现状，还

关注趋势和未来威胁，并通过科学预测识别和评估风险等级

和干扰的可能性，例如荷兰《国家水规划》和《水愿景规

划》都有相关策略来定义和评估气候风险概率和潜在的干

扰；格罗宁根省案例中的气候变化和能源潜力地图也能够较

好理解区域空间潜力，风险评估结果可以用来对高风险区域

（地质灾害多发区或洪水高风险区）进行避让。

因此，建立空间规划韧性监测、评估和预测平台是我国

空间规划的基础和韧性发展的前提，可以在国土空间基础

信息平台的基础上建立韧性信息系统。首先，通过收集整

理规划现状情况和韧性关键指标的跟踪反馈，建立韧性监

测平台。其次，建立韧性空间量化评估模型，进行空间韧

性评估，并设置优先级。根据评估结果，完善生态风险和

自然灾害易发区识别区划，为下一步空间规划布局提供数

据支撑。最后，在韧性监测和评估的基础上，构建科学完

整的韧性预测平台。

3.4  重视韧性规划实施与管理机制
荷兰空间规划重视规划的管理、实施和利益相关者之间

的协作，重视专家咨询、公众参与，能够在规划和实施过程

中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冲突。例如鹿特丹案例中，包括环境主

义保护者、非政府组织和科研机构等在内的不同利益集团共

同参与协作网络并作出决策。三角洲法案评估委员会也提出

实施阶段需要复杂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需要健全的规划

实施、管理保障机制来保证利益相关者的干预权利并引导地

区实现更大的韧性。

在我国空间规划编制过程中，也应重视规划实施和管理

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协作，强调政府、专家和公众等不同利

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和协作，形成多层级协作的实施管理机

制，共同促进规划实施，落实韧性规划措施。

4  结语

在新的形势和挑战下，将韧性理念融入空间规划可以提

升适应性并促进区域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对荷兰空间规划

中的韧性理念和特征进行梳理分析，可以发现韧性理念始终

贯穿于荷兰空间规划，不同层级规划均体现了韧性特征并强

调了不同的侧重点。这样面向不确定性的韧性发展方式在一

定程度上会将规划目标转变为更具灵活适应性的规划形式，

提升空间韧性，而当空间更具韧性时，也更容易促使利益相

关者为该地区韧性发展作出贡献。但是韧性是一个广泛的概

念，在应用过程中容易变得模糊和抽象，因此在将韧性理念

融入我国空间规划框架时需明确韧性理念的内涵与外延，突

出各级空间规划关注的韧性重点和应具备的韧性特征，并强

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
图 11  面向韧性发展的空间规划建设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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