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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森林火灾（Bushfire）是澳大利亚自然生态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每年火灾都会烧掉几千万公顷的灌木、

草地和森林 [1]。对于生活在城市郊区的居民来说，森

林火灾带来的危险是不可避免的，经常造成房屋损坏、

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2,3]。1939 年以来，澳大利亚森林

大火烧毁了超过 11 000 间房屋，值得关注的是，超过

60% 的损失是由几起特大火灾造成的 [4]。

森林火灾能否蔓延到城区范围受多种因素的制约，

包括火灾烈度、城市边界的属性、人员与火灾的互动

关系以及城区环境状况 [5]。澳大利亚森林火灾对社区

安全的影响极大，社区火灾风险呈不均匀分布，地处

城市边缘的社区火灾安全问题异常突出 [6,7]。虽然离森

林和草场比较近的社区火灾风险通常较高，但是距离

并非是火灾风险的唯一变量。事实证明，热量传递和

悬浮在空中燃烧着的碎屑也能够导致建筑物起火 [8,9]。

建筑物及其环境因素（如：建筑自身结构、建筑物内

的物品、防火护栏、临近建筑特征、周边植物分布等）

对火灾在城区内的蔓延起关键作用 [10]。

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澳大利亚森林火灾对城市

系统和城市边缘社区安全的影响呈明显上升的态势 [11]。

澳大利亚城市中面临森林火灾威胁的建筑物平均比例

从 11%（20 世纪 90 年代）上升到 17%（2010 年）[12]。

根据对澳大利亚“风险先驱”的 PerilAUS 数据库中建

筑物损坏状况数据的分析，多数的房屋烧毁于为数不

多的几起极端事件，比如 2003 年的堪培拉大火灾。城

市边缘的建筑物随机火灾损毁关联度（在忽视地形、

地表覆盖物及火灾蔓延路径的情况下，特定区域内的

建筑物受到火灾蔓延影响而受到任何程度损毁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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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为 1∶3 000[2] ；假设建筑的火灾生存概率为 40%，则

房屋的烧毁概率大概在 1∶5 000[3]。结合社区自身的地理条

件、社区状况、天气情况、火灾对策、人员互动等具体属性

特征，火灾风险的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差异性。

鉴于澳大利亚火灾的独特性，明确其发生、发展、蔓延、

传播的规律是准确计算火灾风险的基础。在火灾风险暴露性

无法改善的情况下，社区脆弱性是决定灾害损失的关键。本

文内容组织如下：（1）介绍当前澳大利亚森林火灾规律研究、

火灾风险研究和社区火灾脆弱性研究的主要进展；（2）以首

都特区的火灾风险缓冲区设置为例说明澳大利亚森林火灾及

其风险相关研究在灾害适应性城市规划中的应用；（3）从遵

循客观规律、谋求多学科共同促进城市规划科学发展和重视

地域化参数在专项规划研究中的作用三个方面说明澳大利亚

森林火灾适应性城市规划对中国城市规划工作的借鉴意义。

1  澳大利亚森林火灾规律及其风险相关研究

1.1  森林火灾规律相关研究
当前的澳大利亚森林火灾及其风险研究基础是由多个

学科共同奠定的 [13]。理解火灾的发生、发展和蔓延的客观

规律是评估火灾风险、制定防火规范、组织防灾演练、指

挥应急救护以及灾后重建恢复等防灾减灾工作的必要基础。

自然事件（如闪电）、意外事故和人为因素均能引发森林大

火并蔓延成灾。但澳大利亚联邦犯罪调查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澳大利亚至少有 60% 的森林火灾是人为蓄意破坏行为

引发的 [14]。

切尼（Cheney）通过研究不同地表燃料的火焰特性及其

能量释放将澳大利亚的森林火灾进行了分类 [15]。火头过后，

火焰的直接接触和热辐射只是部分建筑物起火的原因，更多

的房屋是被随风飘送的燃烧碎屑所引燃的；并且这种现象可

以发生于火头到达之前、建筑过火过程中以及火头经过后 [16]。

燃屑的这种长效引燃机制能够导致大范围的建筑物起火。通

过对比分析发生在澳大利亚不同区域的森林火灾，麦克昂尼

等（McAneney et al.）指出建筑物损毁分布是地表风环境（风

向与风速）和火灾传播方向与可燃物最小距离的函数 [2]。在

2003 年堪培拉火灾中，渡菲区（Duffy）被损毁的建筑物间

隔在 40 m 以上，这意味着传播火灾的主要因素是燃屑而不

是火焰的直接接触和热辐射。这是在最远影响范围内房屋的

损失呈连续分布的最主要原因。在渡菲区案例中，平均的植

被—植被火灾传播距离是 850 m，最远可达 1 100 m，如图

1a 所示；建筑物的平均损毁率与距离基本呈线性分布，由燃

屑导致的建筑物损毁最远可达 400 m，如图 1b 所示 [2]。燃屑

的性质和数量、建筑物的结构和构造、天气状况和环境特征

是建筑物起火的主要因素，如图 2 所示。

图 1  2003 年堪培拉大火灾中渡菲区灾前与灾后植被分布对比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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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建筑物起火机制中的决定要素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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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包括 FFDI[25]、GFDI4[26]、GFDI5[27] 和 FFWI[28-30]。这

四个指标体系所描述的森林火灾风险指数均是气温和风速的

增函数，是相对湿度的减函数。在这三个变量中，风速对森

林火险的影响最大。除了 FFWI 将风速描述为线性关系外，

其他三个指标体系均将风速描述为指数关系。2009 年沙普

尔斯等人（Sharples et al.）考虑到发生森林火险的临界风速

与实际风速的关系，倡导实用性的同时提出了简单有效的 F

指标体系，简化了经典指标体系中对不同风速条件的描述 [31]。

通过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实证研究，F 体系的准确性能够与

经典的 FFDI 体系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相当。

地理信息的应用为澳大利亚森林火灾的预防、应对与适

应性规划提供了可靠的支持 [9]。阿特金森（Atkinson）应用

地理信息系统（GIS），以气候、可燃物和地形等数据作为

变量，对澳大利亚霍巴特和塔斯马尼亚的森林火灾起火和蔓

延与火灾风险的关系作了量化分析 [32]。D-R（distance-from 

Road）起火—蔓延概率模型是在历史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改进的 Olson 模型（1967 年），能够针对不同地表可燃物 

建模 [33]。

2003 年希尔兹和托尔赫斯特（Shields & Tolhurst）在森

林火灾风险框架下开发了基于栅格运算的火灾蔓延时空关系

算法，并对火灾在城市边界的蔓延进行了模拟 [34]。2003 年

陈姓学者等人（Chen et al.）开发了基于 GIS 的森林火灾风

险评估系统，整合了数据融合、风险评估和实时决策支持等

功能 [35]。2009 年洛厄尔等人（Lowell et al.）根据地表复杂程

度采用非监督分类方法对 SPOT 卫星影像进行 6~10 个类别

的划分，并针对坡度、坡向、植被分布等地理变量建模评估

维多利亚州森林火灾对城市环境的威胁 [22]。为了考虑天气因

表 1  热辐射量临界值及其后果

热辐射 / kW/m2 后果

1.40 对人无害

1.70 引起疼痛的最小值

2.10 暴露 60 秒引起疼痛的最小值

4.00 引起 1 度烧伤的最小值

4.70 暴露 30 秒后 2 度烧伤

7.00 保障救火员安全的最大值

10.00 多聚合物被引燃

11.70 无抗火防护的轻型钢材出现热疲劳

12.60 引燃树林

25.00 有抗火防护的轻型钢材出现热疲劳

37.50 消防设备损毁、建筑结构坍塌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7]

表 2  人员及建筑物的火灾安全距离

燃料类型
安全距离 / m

对人 对建筑物

短草场（1 英尺） 15 9

积叶层（草和落叶） 37 24

长草场（2.5 英尺） 35 23

树丛 43 28

灌木丛 35 23

密树丛 32 21

南澳密树丛 32 21

树林 10 6

硬木林 32 21

有积叶层的树林 37 24

稀疏森林 35 23

中等密度森林 41 27

高密度森林 44 30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7]

对火灾热辐射的预测是确定火灾安全区域的前提条件，

对抢险、救援、疏散等工作有重要意义。安全区域的时空分

布与火灾的蔓延过程密切相关。通过对不同燃料燃烧时辐射

的热能评价，能够界定出热辐射量临界值及其后果如表 1 ；

根据表 1 中的临界值计算出火灾对于人员和建筑物的安全距

离如表 2[17]。

天气状况对建筑物起火及火灾在城区内蔓延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火灾造成的建筑物损失和成灾面积与极端天气条

件（如同时出现强风和干旱）密切相关。降雨减少、空气湿

度低和地表水分饱有率低同时出现会造成地表植被干枯和建

筑构件干燥。这样的天气状况对防火和救火都非常不利 [18]。

1.2  火灾风险相关研究
热量不是森林火灾带来的唯一危险。火灾烟雾携带大量

的有机毒物和无机毒物，能够大范围地威胁人畜健康，有时

甚至是致死的重要因素。雷森等人（Reisen et al.）的研究中

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评价方法，评估了全澳大利亚境内各

种森林植被燃烧产生的烟雾毒素等级 [19]。库克（Cook）通过

烟室实验的方法评价了不同等级的森林火灾毒气对人类健康

的影响 [20]。科尔比和吉尔克里斯特（Kolbe & Gilchrist）基于对

2003 年新南威尔士州火灾时连续 38 天（PM10 超过 415 µg/m3）

的空气数据分析，评价出火灾烟雾对健康的实际影响。研究

证实了 70% 的火灾幸存者会出现至少一项与火灾烟雾吸入

有关的健康问题，对应其研究区域范围，相当于 30 500 人

受到影响 [21]。 

针对森林火灾风险，布拉兹托克（Bradstock）早在 1998
年就提出了应用历史天气记录来预测城市边缘地带火灾风险

的方法 [8]。随后他提出的地形指标和植被分布指标被多个森

林火险指标体系所引用 [22-24]。比较经典的澳大利亚森林火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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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影响，该研究采用 FFDI 森林火灾危险指标体系中的温

度、风速和相对湿度作为关键变量；并应用 1982—2006 年

间的卫星数据通过对比火灾前后森林植被覆盖的变化对模型

有效性进行了校验。

2009 年 2 月 7 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爆发了“黑色星期

六”森林大火。在大火持续的 35 天里，共爆发了 300 余起

大型火灾、1 000 余起中小型火灾，共造成 173 人死亡，414
人受伤，影响范围超过了维多利亚州面积的一半。波茨等人

（Potts et al.）在对 2009 年“黑色星期六”灾后恢复工作整

理的基础上，着重强调了地理信息科学在森林火灾风险评估

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9]。

澳大利亚的森林火灾适应性城市规划的发展进程是曲

折的。厄洛安托巴（Oloruntoba）通过实证分析，应用 2009
年维多利亚州森林大火灾的数据验证了巴里·特纳（Barry 

Turner）早在 1976 年提出的概念模型，印证了人类活动和

城市空间规划与森林火灾在城市边缘蔓延的互动规律 ：鉴

于人类活动和自然灾害的双重复杂性，城市空间规划方案

对未来发生在城市边缘活动（现象）的预测存在不可避免

的不确定性 [36]。将近两百年的森林火灾历史记录表明这种

不确定性会将城市发展导入误区，直到火灾以人们最不愿

意接受的方式将其纠正 [37]。

1.3  社区火灾风险脆弱性相关研究
社区的安全、脆弱性和灾害风险的相关研究以保障居民

生命财产安全为目标，它们是澳大利亚森林火灾研究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的 50 年里，澳大利亚公共安

全与应急管理部门在一次次“烈火考验”下逐渐发展完善。

灾害爆发时，越来越多的居民和社区以身家性命相托，期盼

得到安全的疏散和妥善的安排。虽然全澳大利亚的社区和居

民的抗灾能力不断增强，但是剧烈的气候变化和频发的森林

火灾仍然是社区安全最严重的威胁之一 [38]。

生活在森林火灾频发区域的社区居民依靠经验对火灾规

律及灾害风险控制逐渐有所认知。社区倡导在保障人员安全

的前提下，居民通过清除建筑物及其周边的可燃物数量来控

制火灾风险。但是相对比于快速的火灾蔓延速度和火灾传播

的距离，这种互动效果甚微 [16]。

为了有效增强社区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2004 年澳

大利亚地质科学院对全澳大利亚所有社区的自然灾害风险的

社会脆弱性进行了综合评估 [5]。该评估侧重于从社会属性层

面对社区的灾害风险脆弱性进行评价，并揭示了社会脆弱性

在社区灾害风险管理和控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次评估

同时满足了社区自然灾害风险建模和社区风险调查的双向需

求。评估所采用的方法能够体现以家庭为单位，每个成员受

到自然灾害影响时的社会脆弱性。

麦吉（McGee）对比分析了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

社区防火演练计划，指出居民出于保护自身生命财产安全的

考虑会非常积极地参与火灾自救知识的学习，并参与互救训

练和防火演练。尤其是亲身经历过火灾的幸存者，他们有很

强烈的意愿帮助社区降低火灾风险 [39]。

哈里斯等人（Harris et al.）应用探索性分析方法对

1939—2009 年间的 79 起澳大利亚森林火灾在城区蔓延情况

和所造成的社区损失进行了统计；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燃料

等级、火灾规模和传播速度作为变量的火灾损失预测模型 [40]。

陈开平（Kaiping Chen）通过对 2003 年堪培拉大火灾损失最

大的渡菲区在灾前和灾后的卫星图像作分析（QuickBird 影

像和 IKONOS-2 影像），揭示了火灾从植被蔓延到社区的内

在规律 ：在火灾从野外向社区边缘蔓延的过程中，植被是最

主要的接触性火媒 ；火灾向社区的蔓延渗透程度受温度、湿

度、风力和风向等气象条件的影响显著 ；建筑物烧毁的可能

性与其距离火灾蔓延方向上的城乡边界的距离基本呈线性负

相关 [41]。

基于地理信息科学的脆弱性评估能够表达地域化信息与

灾害风险关联，进而可以成为直接指导实际防灾减灾工作的

工具 [42]。鉴于其高维度信息融合能力、精准位置信息表达和

可操作性强等优点，政府和公众对基于地理信息科学的灾害

风险地理空间脆弱性评价结果有迫切的需求。

斯兰加奇等人（Solangaarachchi et al.）应用澳大利亚国

家统计局（ABS: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提供的 2006
年社区层级人口普查（CCD: Census Collection District）数

据对悉尼市区及周边社区的森林火灾风险社会脆弱性进行评

价，并指出不同社区由于其地理位置所产生的灾害风险脆弱

性与社会脆弱性存在关联 [7]。巴克斯顿等人（Buxton et al.）

验证了墨尔本城市边界社区的森林火灾风险脆弱性，并通

过讨论局部人口集中与火灾风险脆弱性关系，阐述了常规

土地利用规划在面临灾害威胁时所体现出的缺陷与错误 [6]。 

常规土地利用规划通常是一种期望性规划（anticipatory 

planning），它基于对历史和当前状况的预测，推断人类社

会及其所处的自然系统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变化和互动关系。

由于这种复杂的变化和互动关系，不可逆转的本质变化可

能会突然发生在建成环境或是自然系统中，这些变化是常

规土地利用规划中不确定性的根源，也是其在面临灾害威

胁时所体现出的缺陷与错误的根本原因 [6,43]。

社区地理空间脆弱度评价能够为防灾减灾带来切实的好

处。其突出的优点是能够将顶层的防灾决策和底层的切实需

求结合到一起。除了官方主导的社区灾害风险脆弱性研究外，

社区火灾安全的长足进步还得益于众多相关研究的贡献，其



66  2018 Vol.33, No.3

城乡研究 

中包括社区火灾行为研究、建筑起火—蔓延规律研究、火灾

风险要素分析与定量评价研究以及相关的医学研究。

2  首都特区的森林火灾适应性城市规划

2.1  首都特区森林火灾适应性规划策略框架
澳大利亚首都特区（ACT: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是典型的森林火险高危内陆地区，在应对森林火灾威胁时有

其先天的脆弱性 [44]。

澳大利亚首都特区土地利用与规划管理局采用 AECOM 

Australia 的评估方案，评价堪培拉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

性 [45]。AECOM 模型给出了 2012—2050 年最可能出现的两

种气温变化假设。两种假设结果都将导致堪培拉地区面临极

端高温、森林大火、暴雨和干旱等四种灾害的暴露度增加、

敏感性增加，并导致整体适应性降低。

首都特区的森林火灾风险对气候变化异常的敏感。如果

首都特区未来气候变化朝着更干更热的方向发展，则森林火

灾的风险将会明显升高。为了减少未来森林火灾对城市区域

的威胁，从 2004 年起首都特区政府推行《ACT 战略性森林

火灾管理规划》（ACT Strategic Bushfire Management Plan）。为

了使得管理规划能够切实指导实际工作，首都特区政府规定

《管理规划》的更新周期不得超过五年。2014 年出台的最新

版（第三版）的《管理规划》中明确要求首都特区的森林火

灾适应性城市规划必须建立在森林火灾风险评估的基础上 [46]。

首都特区森林火灾风险评估包括对火灾暴露度（exposure 

to bushfire）、敏感性（sensitivity to bushfire）和脆弱性

（bushfire vulnerability）等三个方面的评价。森林火灾适应

性城市规划主要是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划定森林火灾易发

区（Bushfire Prone Zones）、火灾管理区（Fire Management 

Zones）、森林火灾缓冲区（Bushfire Abatement Zones）以及

政府用地管控 [46]。

2.2  首都特区空间规划中的森林火灾风险评估
根据 2005 年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CSIRO）公布的报告《气候变化对澳大利亚东南地区火灾易

发天气出现的影响》（Climate Change Impacts on Fire-weather in 

South-east Australia）[47]，使用气候变化模型 CCAM-Mark2 进行

预测（表 3），在未来 40 年，每年森林火险指标体系中气象指

标达到“极度危险”的天数会从 23 天上升到 36 天（2050 年）。

根据 CSIRO 的预测，首都特区整体的森林火灾风险

暴露度将会有显著的大幅度升高。首都特区土地利用与规

划管理局根据上述预测，以草地火灾风险指数（Grassland 

Fire Danger Index）、 森 林 火 灾 风 险 指 数（Forest Fire 

Danger Index）、火灾燃料荷载（Fuel Load）和起火可能性

（Likelihood of Ignition）为主要指标计算得到首都特区森林

火灾风险暴露度如图 3 所示；以森林火险强度（Bushfire Risk 

Intensity）、当前应急救助点状况（First Aid Stations）和消防设

施密度（Density of the Hydrants）为主要指标计算得到首都特

区森林火灾风险敏感性如图 4 所示；以及综合考虑环境因素、

人口因素和社区文化因素的火灾脆弱性如图 5 所示 [48]。

表 3  两种情景下 2020 年和 2050 年出现火灾“极度危险”的天数

CCAM-Mark 2

首都

特区

当前情况 2020 低 2020 高 2050 低 2050 高

23 26 28 28 36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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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首都特区空间规划评估——森林火灾暴露度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8]

图 5  首都特区空间规划评估——森林火灾脆弱性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8]

图 4  首都特区空间规划评估——森林火灾敏感性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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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首都特区森林火灾适应性规划中的空间管控
2003 堪培拉大火灾后，澳大利亚“抵抗自然灾害的影

响”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该理念在大灾之后深入

人心，并且得到全国各界的积极响应 [49]。在以“防灾减灾”

为首要任务的指导下，2004 版首都特区规划包括经济发展

规划、社会发展规划和空间规划三个组成部分。其中空间规

划部分以减小森林火灾暴露度为目的，大幅度削减了首都特

区西侧的城市边界长度。与之配套的经济发展规划和社会发

展规划也作出相应的调整。但由于该版空间规划的准备比较

仓促，缺乏与之对应的森林火灾风险评估议案，因此空间规

划中仅提出了火灾缓冲区的设置原则和基于历史森林火灾数

据分析的粗略位置建议 [50]。

2009 年 2 月 7 日 爆发的“黑色星期六”大火使澳大利

亚政府认识到规划方案中的“不确定性”是防灾的最大障

碍。这种不确定性是由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互动的复杂性所

决定的，是预测性规划方案不可避免的弊端。学术界呼吁以

“减小灾害风险”为目标的规划方案应该从“防灾减灾”能

力建设转为“灾害适应性”能力建设，强调以尊重自然规律

的方式减少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的冲突 [13]。

2009 年 3 月 2 日澳大利亚国会通过特别法案，责成各

级政府和规划管理部门将有利于应对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

的规划优先权提升至最高级别 [49]。随着规划重心的转移，

2010 年澳大利亚政府主导了新一轮的全澳森林火灾风险

评估工作，并提出在社区层面实行火灾识别（Recognition 

of Bushfires）、降低风险（Risk Modification）、防灾备灾

（Readiness）、积极响应（Response）、灾后恢复（Recovery）

的 5R 战略，将以往的“专家防灾”转为“人人防灾”[51]。

为了尽量减少人工环境和自然系统的冲突，在空间规划和布

局上也遵循“风险评价先行”的原则 [46]。

根据《2014 ACT 战略性森林火灾管理规划》，首都特区

土地利用与规划管理局将首都特区森林火灾适应性规划中的

空间管控区域细分为：森林火灾易发区、火灾管理区、森林

火灾缓冲区，其逻辑关系如图 6 所示。

图 6  首都特区森林火灾适应性规划中的易发区、管理区和缓冲区的
逻辑关系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6]

火灾管理区

火灾易发区

火灾缓冲区

图 7  首都特区森林火灾适应性规划空间管控——火灾易发区（Cook
和 Aranda 社区）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6]

2.3.1  森林火灾易发区

首都特区森林火灾适应性规划空间管控中的火灾易发区

是基于森林火灾风险评估划定的。划定时主要考虑了针对生命

财产安全的高风险城市区域。首都特区的城市边界紧邻森林和

草场，因此森林火灾易发区的划定包括了建成区和部分城市边界

区域，例如Cook社区和Aranda社区的火灾易发区如图 7所示 [46]。

2.3.2  森林火灾管理区

在划定的火灾易发区中根据地表可燃物的覆盖状况划定

火灾管理区。这些区域在火灾的发生、发展和传播过程中起

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这些区域多数与建成区紧密相连或

穿插在建成区中，一旦发生火灾会极大威胁生命财产安全，

因此需要人为的干预和管理。在空间管理上这些区域比其他

的区域有优先使用消防资源的权利。鉴于资产所属权的关系，

该区域的消防权责如图 8 所示 [46]。

图 8  首都特区森林火灾适应性规划空间管控——火灾管理区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6]

内部资产保护区

外部资产保护区

战略消防优先区

景观火灾管理区

农业火灾管理区

联合管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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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火灾缓冲区

在经历了 2003 堪培拉森林大火灾之后，首都特区土地

利用与规划管理局收到多方需求和建议，要求堪培拉未来的

城市规划必须以响应自然灾害影响为首要任务，必须制定防

御森林火灾规划的原则和标准、划定森林火灾安全保障区和

森林火灾缓冲区。堪培拉城市空间规划中的火灾风险缓冲区

的设置如图 9 所示 [48]。基于当前的相关研究，现行的火灾缓

冲区通常设置在城市外围，通过减少地表可燃物数量的方法

控制森林火灾在城区蔓延的风险。

目前依据首都特区总体设计规范要求，堪培拉城市及其

周边的任何土地开发活动必须首先进行综合自然风险评估，

任何住宅区的开发必须首先完善火灾保障区和火灾风险缓冲

区的设计。如果新开发土地的防火设计不达标或与现行城市

防灾方案有冲突，则新地块的开发不能通过审批。

在减少预测性方案中的“不确定性”影响方面，澳大利

亚采用了“风险评估先行”和加强社区“灾害适应性”能力

建设的规划策略。不可否认，这种策略对于处理当前澳大利

亚社会发展与自然灾害矛盾中的最主要冲突是行之有效的。

但是作为当前城市防灾规划的前提，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的精

度和准确性都有待进一步提高。而且目前澳大利亚的自然灾

害风险评估工作都是基于当前状况或历史状况的评价，针对

未来灾害风险的预测能力还有待加强。社区“灾害适应性”

建设的内涵应更多地侧重于“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人员的

培训、教育、演练和心理帮助也是防灾规划中必要的方面。

对于自然灾害风险极高的社区，应该主要考虑空间收缩、人

员撤离或是整体迁移，以有效规避自然灾害事件对人类社会

系统的冲击。

3  对中国的启示

虽然大规模城市火灾的爆发在中国比较罕见，但是仍然

有两种已知的自然灾害可以引发这样的城市灾难，即地震和

森林大火 [52]。鉴于中国的城市发展与环境状况的特殊性，中

国学者对地震导致的大规模城市火灾蔓延模型的研究比较

多，且受日本相关研究的影响比较大。鉴于国情特点，中国

的森林火灾研究侧重于森林安全与生产，鲜有研究涉及森林

火灾对城市系统的冲击和影响。

中国早期的城市火灾蔓延模型，是在简化的城市模型基

础上构建的概率模型。黄维章在简化城市布局的基础上，为

满足统计性和准确性的要求，将城市分割成大小相等的 1/2
英里见方的小块，基于热辐射的火灾蔓延概率，仅使用考虑

建筑物距离作为唯一变量推导出火灾由一幢已燃建筑向周围

建筑物蔓延的数学期望 [53]。赵振东以建筑物的地震破坏状态、

可燃物盛容装置的破坏、燃料溢出、电器火花等火灾因素

为主要变量，提出与建筑结构地震破坏状态相关的次生火

灾发生和蔓延的危险性概率模型 [54]。

2003 年日本学者樋本圭佑（Himoto Keisuke）基于地震

后建筑物火灾的物理传播过程，构建了经典的震后城市火灾

物理蔓延模型 [55,56]，该模型被广泛采用以模拟震后火灾对城

市的破坏状况。为了适应中国城市建筑物火灾蔓延的规律，

中国学者赵思健对樋本模型进行简化，并构建了包括建筑物

内部火灾蔓延和建筑间火灾蔓延两部分的地震后城市火灾蔓

延模型 [57,58]。

随着空间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GIS 在中国

城市火灾蔓延模型研究中得到大量应用。许建东基于经典概

率模型在 ArcGIS 平台上构建了震后城市火灾蔓延模拟模型。

该模拟模型结合福州市具体情况，考虑了燃料的表观密度、

防火墙设计和气候环境等因素 [59]。谢旭阳简化了阻止和促进

震后火灾蔓延的因素，在对建筑物分类分级的基础上，基于

GIS 对地震次生火灾蔓延范围进行了模拟研究 [60]。国艳分析

地震次生火灾成因后，以经典的火灾蔓延速度模型为基础，

在 MapX 上开发了城市地震火灾蔓延模拟算法，并以鞍山市

为例进行了城市火灾模拟研究 [61]。王碧君基于现有理论构建

了以城市住区为例的地震次生火灾元胞自动机蔓延模型，并

在 StarLogo 上进行模拟，其优点是模型简单、计算量小，缺图 9  堪培拉城市空间规划中火灾风险缓冲区设置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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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考虑的因素不足，准确性有待评价 [62]。基于城市火灾过

程的蔓延模型对气象条件、地形条件、地表附着物属性、植

被属性、建筑物火灾荷载和防火设计等必要参数的要求比较

高。准确的模拟计算一方面依靠先进的模拟算法 ；另一方面

依靠于参数的准确测定，尤其是本地化参数的准确测定。目

前中国的相关研究在第二个方面较为薄弱。

中国城市火灾风险研究有两种主流研究方法。第一种研

究方法是基于灾害历史数据的统计分析研究方法。这类研究

的特点是根据特定区域的火灾历史记录数据，采用包括定性

预测、灰色预测、人工神经网络、数理统计、回归分析等方法，

对未来火灾发生概率和损失程度（风险）进行预测。刘大鹏

在对广州市森林火灾历史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炼了六个与

火灾实际损失相关的因子，并采用层次分析法赋予相应的权

重，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构建了火灾损失预测模型 [63]。彭晨通

过对日本全国所有城市和部分中国城市的火灾数据分析，发

现消防响应第一出动时间和消防战斗时间都符合对数正态分

布规律；在第一出动时间下过火面积的发生概率有幂函数关

系；平均过火面积和平均经济损失与第一出动时间和消防战

斗时间有相关关系 [64]。张诚对中国某市 1997—2007 年的月

度火灾及气象数目进行了 Box-Cox 变换，通过对变换后的月

度平均温度、平均相对湿度、平均风速、平均降雨量等气象

因子与火灾发生起数进行分析，构建了基于 Box-Cox 变换的

线性回归模型 [65]。李炳华采用因子分析法从 13 个常用的火

灾统计指标中构建了火灾后果总量、火灾发生率、平均经济

损失和平均死亡人数等四个公因子来表征城市火灾风险 [66]。

王健对城市消防站火灾记录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发现武

汉市火灾发生具有明显的时间标度特征 [67]。王健通过对比北

京、天津和合肥的城市消防站火灾记录的时空分布特征，讨

论中国典型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对城市火灾风险的影响 [68]。这

类研究最主要的弊端在于采用历史火灾数据作为研究的基

础，分析所得到的特征模型能够很好地反映过去城市火灾的

状况。但是随着气候变化和城市扩张，用过去的规律预测未

来的状况将会出现较大的偏差。

第二种中国城市火灾风险研究方法是指标法，即针对某

一区域（城市）建立一套火灾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确立体

系中各级指标的权重，然后根据评价区域内的实际情况逐项

打分，最终通过得分高低判定火灾风险的程度。这类方法所

得到的风险是一个相对概念，可以是一个风险等级范畴，也

可以是一定范围内的数值。郑双忠从全社会抵抗火灾的角度

出发，根据火灾风险的特征以及火灾危险源类别区分，在专

家咨询和故障树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主成份分析法提炼了城

市火灾风险评价指标 [69]。张一先等人构建了基于城市特征、

火灾危险发生源、消防能力和火灾故障处理能力等指标的城

市火灾安全评估方法 [70]。刘梅构建了基于火灾灾情、火灾危

险源和风险抵抗能力等三个类别五个等级的火灾风险指标体

系，并以北京市为例进行火灾风险的模糊综合评价 [71]。吴晓

涛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评价社区火灾应急援救能力 [72]。张昌

文等人构建了基于 GIS 的城市火灾风险区划框架 [73]。席洪林

在城市火灾危险源的两级分类基础上，构建了城市火灾综合

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通过 R 型分层聚类方法对指标进行了提

炼，并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中国某市进行了风险评估 [74]。

虽然指标法是中国城市火灾风险研究的一种主流研究方法，

但是目前少有研究将城市火灾及其影响因素作为一个“城市

火灾系统”进行整体考虑。

中国城市火灾研究的另一个聚焦点是事故类火灾的分

析、模拟和风险评估。程亮在 GIS 平台上采用天然气管网火

灾模拟和城市火灾蔓延模型对城市天然气管网单点火灾蔓延

进行了模拟 [75]。佟淑娇在火灾风险特征分析的基础上，使用

CASSTQRA 软件对长距离油气运输管线的火灾风险进行了

分段半定量化评价 [76]。伍爱友将三角模糊理论融合到传统的

故障树方法中用以评价城市事故火灾风险 [77]。纪杰应用计算

流体力学中的 Large Eddy 模拟方法评价了城市隧道火灾的烟

囱效应对烟雾扩散的影响 [78]。刘晅亚基于计算流体力学模拟

方法评估化工厂火灾风险 [79]。事故火灾作为城市火灾的一个

类型，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但是当前的事故火灾风险研究

多聚焦于事故风险本身，缺乏火灾事故对城市系统冲击的风

险评价，也缺乏从城市空间规划研究视角出发的降低事故类

火灾风险的研究方法。

在城市火灾风险脆弱性的研究方面，中国学者也取得了

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刘铁民在近年来中国重大火灾事故频

发的形势下，提出城市消防要考虑公共系统的脆弱性 [80]。徐

波指出城市建设实体易损性、经济易损性和社会易损性三个

方面；其中城市建设实体易损性评价主要采用建筑物和生命

线系统的灾害可靠性的指标，经济易损性评价主要采用二、

三产业结构比重指标，社会易损性评价主要采用人口自然属

性、教育程度、收入状况和疾病易感性等指标 [81]。郑荣虎梳

理了城市区域火灾脆弱性的概念，分析了火灾风险要素的构

成；并讨论了脆弱性控制在抑制火灾风险的形成和防灾减灾

中的作用，应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出城市区域火灾脆弱性评价

的指标体系 [82]。张勇以城市脆弱性、消防能力和火灾损失为

一级指标，通过层次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度模型构建了城市火

灾风险指标体系，对海口 17 个区和 1 个县进行了火灾风险

评估 [83]。当前的城市火灾风险脆弱性研究多集中在概念研究

层面，仅采用了半定量的研究方法，缺乏有地域针对性的计

算模型和算法模型。

虽然中国城市火灾及其风险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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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但是中国幅员辽阔且人口众多，尤其受到全球气候变化

的影响，未来 20 年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灾害风险暴露度呈现

上升趋势 [84]。在如何处理好未来中国城市与灾害风险的问题

上，澳大利亚森林火灾适应性规划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

借鉴价值。

3.1  尊重自然生态法则，遵循客观规律
国内外城市规划工作中受到普遍认可的低影响开发

（Low Impact Development）即是以理解和尊重自然生态客观

规律为前提，倡导人工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平衡发展。森林火

灾是澳大利亚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生、发展

和蔓延的客观规律不会以人类的意愿改变。为了解决人类活

动与自然灾害的冲突，城市规划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在空间

上优化布局，减小火灾蔓延到城市区域的可能性。当火灾与

城市的冲突在空间上不可避免时，城市规划需要在充分理解

并尊重自然生态系统规律的基础上，提供合理的抵抗、规避

和疏散方案，以减小灾害的冲击和影响。

3.2  发展强化相关交叉学科，促进城市规划协调发展
澳大利亚火灾适应性规划研究工作成果是基于城市规划

师与空间信息科学、环境科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医学、

数学、统计学和管理科学等众多领域工作者在火灾和城市研

究领域的协调发展。众多相关学科的长足进步为制定和落实

可靠的灾害适应性城市规划方案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虽然不同学科的研究角度和采用的研究方法各不相同

（比如：城市规划相关研究多采用预测类研究方法，灾害风

险研究逐步量化社区脆弱性的影响，环境管理研究提供气候

变化与火灾的关系的分析，行政管理研究着重解决城市及区

域政策的可行性与合理性的问题，火灾行为学从燃烧全过程

检测火灾的物理和化学变化，林业和生态管理部门更关心火

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应急管理学科侧重于研究灾害互动与

应急反应效率，工商业界更关注于企业危机应对和组织效率，

安全科学研究已经从群体风险研究阶段过渡到个人风险研究

阶段等等），但是通过切实可行的方案将众学科的研究成果

凝聚在以保障社区安全为核心的城市规划中的做法是值得我

们学习并借鉴的。以城市规划为核心引领其他学科共同解决

城市问题，是城市规划学科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3.3  重视地域化参数在专项规划研究中的作用
虽然澳大利亚有完善且详尽的联邦规划法律、法规和标

准体系，但是具体的规划项目往往优先采用州政府出台的法

规和标准作为规划依据。在防灾、交通和遗产保护等专项规

划研究工作上往往“专事专办”，在遵照联邦和州立法律和

法规的基础上，采用由相关学科研究提供的相对前沿的“本

地参数”。这样做的好处不仅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上细化联邦

和州立标准的使用，使得规划方案更符合地域性需求 ；而且

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促进其他学科提供更多的能够服务于城市

规划领域的研究成果，吸引更多其他行业专家共同解决城市

规划问题。

4  结语

城市规划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未来的城市矛盾，营造和谐、

健康、高效、舒适的人居环境。鉴于城市系统的复杂性及其

与其他自然、人工系统的作用与联系，城市矛盾的内涵和外

延是非常广泛的。因此城市规划需要在其他众多的自然学科、

社会学科、人文艺术学科所共同奠定的基础上平衡人口与用

地的矛盾、时间与空间的矛盾、资源与效用的矛盾、发展与

环境的矛盾。

本文综述了当前澳大利亚城市规划及相关学科在森林

火灾适应性规划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森林火灾作为澳洲

大陆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生、发展、蔓延和演化

具有独特规律。充分理解并尊重灾害规律是澳大利亚适应性

城市规划的基础。火灾规律研究和其他相关学科的长足发展

为澳大利亚的火灾适应性城市规划研究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

础。作为适应性城市规划的代表，堪培拉的社区规划充分考

虑了火灾风险及社区灾害脆弱性的空间分布。其整体城市规

划通过火灾风险缓冲区的设置，降低森林火灾蔓延到城市区

域的可能性。

受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城市自然灾害暴露性将会

有所增加。如何在灾害风险增加的情况下，解决未来的城市

矛盾，澳大利亚灾害适应性城市规划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

借鉴。道法自然，充分理解并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

是适应性城市规划的基础。恰当地将地域化参数引入相应的

专项规划研究中不仅能够解决国家标准在时间和空间上过于

宽泛的问题，而且能够吸引更多其他行业专家共同解决城市

规划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以城市规划为核心，倡导并引领其

他相关学科共同解决日益突出的城市问题是未来城市规划研

究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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