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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数字化和城市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以城市规划与设计的角度探讨适宜步行的城
市。我们首先简要回顾历史上的可步行城市设计，然后讨论什么是可步行城市以及可步行城市
的空间要素是什么，接着对新兴的主题及其实证方法进行了探讨，以衡量可步行城市的空间和
城市设计特征。本文的第一部分着眼于城市设计的关键命题，以及它们是如何被提出以促进步

1 促进步行城市形态的城市设计
在城市规划设计领域里，无论是
学术派还是实践派，步行城市的概念都

行性。第二部分论述了步行性的概念，这是设计步行城市的基础。我们强调可步行城市的物理

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应用，以实现可

元素（走道、邻近用途、空间）和感知元素（安全、舒适、享受），然后我们研究构成可步行城

持续城市化的目标。从社会改革家埃

市的各种空间元素。第三部分着眼于可步行城市和社区设计的新兴主题。我们讨论了由不断增

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构

长的计算能力以及相关的经验方法和跨学科的合作（包括空间规划、城市设计、城市生态和公

思的英国韦林（Welwyn）和莱奇沃思

共卫生）带来的城市大数据的应用前景。本文旨在为理解城市设计和可步行性提供一个整体的

（Letchworth）花园城市，到勒 · 柯布

方法，重新评估构建可步行城市的空间要素，并讨论未来的政策干预。

西耶（Le Corbusier）以及他的“现代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 walkable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 the era of digitalization and urban big data. We start with a brief review on historical walkable cities
schemes; followed by a deliberation on what a walkable city is and what the spatial elements of a walkable
city are; and a discussion on the emerging themes and empirical methods to measure the spatial and
urban design features of a walkable city.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looks at key urban design propositions
and how they were proposed to promote walkability.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walkability, which is fundamental to designing a walkable city. We emphasize both the physical (walkways,
adjacent uses, space) and the perceived aspects (safety, comfort, enjoyment), and then we look at the
variety of spatial elements constituting a walkable city. The third part of this paper looks at the emerging
themes for designing walkable cities and neighborhoods. We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urban big data
enabled by growing computational powers and related empirical methods and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including spatial planning, urban design, urban ecology, and public health.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holistic approach toward understanding of urban design and walkability, re-evaluate the spatial elements
to build walkable cities, and discuss future policy interventions.

城市”所提倡的有益于经济规模并受到
福特主义和泰勒主义拥戴的高效城市设
计，再到后现代时期出现的由环境改革
者支持的可持续发展城市设计运动。这
些所有的提倡和运动都有一个共同之
处，那就是城市应该是适宜步行的。

1.1 花园城市
在“花园城市”运动中，霍华德描
绘了一些可以通往开放空间和自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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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场所。花园城市的主要特点之一是

Keywords: Walkable Cities; Walkable Neighborhoods; Spatial Temporal Scale and Indicators;

提供开放空间。这些开放空间是城市形

Computational Power; Urban Big Data
英国研究与创新部门资助的 PEAK 城市项目（ES/P01105 5/1），哈佛全球研究所资助的项目“中
国 2030/2050 ：未来的能源和环境挑战”
作者 ：关成贺（通信作者）
，上海纽约大学；
牛津大学移民、政策与社会中心，PEAK 城市项目城市资询顾问；

态的组成部分，提供了方便的可步行
进入社区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入口 [1]。英
国的韦林花园城市是建立在将城市和
农村的优势结合起来的基础上（方便
。
使用城市设施和进入自然环境，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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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活得到充分的权衡，但不能扩大 ；整个土地都为社区托

经济，并受到福特主义和泰勒主义的热烈欢迎。以图 3 所示

管” 。尽管远非完美，但正如 1948 年《泰晤士报》所评论

的辐射型城市为例，在现代主义的支持下，个人主义被消灭，

的那样，韦林（模式）使新的（可步行）城镇成为可能。考

城市的密度在上升，但是紧密度急剧下降，虽然这些超级街

虑到用合适的金融模式以支持可行的住房选择，花园城市的

区具有步行性的形态。

[2]

模式与传统开发不同，花园城市允许城镇政府控制许多可能
开发的建筑物和土地，以构成 / 促进居民的可步行性。

现代功能主义的原则是设计完全基于建筑物的目的和功
能，正如勒·柯布西耶所说，将这一原则运用到城市规模规
划和设计中，城市就成为可生活在其中的机器。勒·柯布西

1.2 邻里单元

“城市的灵感来源于人体的组织和功能，它是由
耶也提到，

基于英国同行的经验，美国学者开始考虑采用新的花园
城市概念去建立美国社区。此外，他们还尝试应用科拉伦斯·

，但
各部分有组织地组成到一起并作为一个整体协同工作”
现代功能主义把城市看作机器，而不是有生命力的有机体。

[3]

佩里（Clarence Perry）提出的邻里单元概念 。佩里设想了一
个理想的社区单元，涵括 4 000~7 000 人（支持一所小学的规
，同时多个社区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大的社区或城镇。
模）

1.4 后现代主义的尝试
意识到人的尺度空间的缺失对其居民的宜居性至关重要，

尽管位于新泽西州的雷德朋（Radburn）不可避免地受到汽车

在环境改革者的支持下，可持续城市设计应运而生，并以多种

时代的影响，并因此偏离了一些最初的花园城市概念，但它

形式出现：
城市新陈代谢、紧凑城市、新城市主义、韧性城市、

。其中一项共
仍然强调了促进社会间互动的空间设计（图 2）

智慧城市等。后现代主义的尝试也促进了跨学科方法的涌现。

同的努力就是将行人与车辆完全分开，这是通过超级街区和

公众健康意识、气候变化意识、生态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健康

垂直交叉口的应用来实现的。超级街区的设计本质上是由弯

城市、低碳城市、生态城市等实验性的城市理念逐步形成。

曲的街道网络连接的不规则形的街区，垂直交叉口则是由立
交桥和地下通道组成。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称，
拉德伯恩是自威尼斯以来城市规划领域的第一个重大转变。
然而，这造成了职住分离，也就是为什么拉德伯恩和其他一
些社区单元的开发从来没有充分发挥它们的预期潜力。

1.3 现代功能主义与规模经济
花园城市和邻里单元都旨在提供一种在低密度环境中行
走的安全方式，现代功能主义的初衷也是如此，尽管很多人
批评它缺乏对行人可步行性的重视。伴随着现代功能主义的
兴起，在钢框架结构和垂直电梯的发明帮助下，勒·柯布西
耶和他的当代城市理念促进了高效的城市设计，有利于规模
图 2 拉德伯恩邻里单元的设计
资料来源 ：STEIN C. The writings of Clarence S[M] // KERMIT C P, eds. Stein: architect of the
planned communit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图 1 韦林花园城市 ：自给自足和适合步行的城市
资料来源 ：https://newtownherts.weebly.com/blog/the-other-golden-mile-the-factories-ofwelwyn-garden-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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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勒·柯布西耶的辐射城市
资料来源 ：WILLIAM C. Le Corbusier – ideas and forms[M]. London: Phaidon Pre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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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数字设计范式与城市大数据计算

大数据时代步行城市和社区的设计

节点连接率 ；行人路线方向性 ；行人辐射范围 ；度量范围 ；

在 研 制 原 子 弹 这 股 力 量 的 推 动 下， 以 及 蒙 特 · 卡 洛

定向范围。每项指标都反映出连通性与主动出行和步行能力

（Monte Carlo）模拟和量子计算能力的支撑下，人类迎来了

之间的关系略有不同 [15]。使用欧几里得距离或基于网络的时

数字化和全球化的时代。王建国认为，数字城市设计不仅具

间距离来计算，这些测量侧重于街道网络的连通性。

有人机对话的社会价值和设计创意，还具有量化属性，并得

密度，包括人口密度、住宅（住房单元）密度、交通和

到数据库成果，这些可以更有效地结合甚至融合到（中国）

交叉口密度 [17]、步行道密度 [15]、公共交通服务密度、服务设

法定的城市规划体系中 [4]。的确，这一论点提供了一个角

施密度 [18]，也已应用于了解可步行城市。对于密度的空间尺

度，那就是根据不同的空间尺度和社会需求去重新对待设计

，
度不准确性的批评，被总结为可变面积单位问题（MAUP）

客体。

主要论点集中在相对固定空间尺度的使用 [19-20]。由于这种批
评，密度通常与大小和位置一起使用来测量社区空间。

2 什么是可步行城市和社区

多样性，可步行城市最常提到的特征可能是混合土地利

从花园城市到邻里单元的概念，从后现代主义实验到数

用或者是土地利用功能的多样性。然而，较少的学者对不同

字化时代，一个好的设计总是内含着提供可步行的城市形态

年龄层和不同行动能力的人，如老年人、儿童和年轻人进行

的意图。然而，在现实中，一些城市设计主张并没有实现这

区分

一良好的意图。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下文将讨论空间元素，

年龄和不同能力的行人融入到可步行城市的设计中 [21] ；此外，

理解空间尺度，以及可以重塑可步行城市和社区的设计维度。

还有建议将文化、种族和民族以及社会的多样性同样融入其

[21]

。斯坦福和鲍德温（Stafford & Baldwin）建议将不同

中。所有这些都应该在可步行城市的规划中得到解决。

2.1 可步行城市和社区的空间元素

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社区整体步行能力的综合指标也

一些学者强调了可步行城市的二元性，
陈述了其物理元素（走

是体育活动的预测指标，如步行评分、指标和评估模型等，

道、邻近用途、空间）和感知元素（安全、舒适、享受）[5-8]。从

可用于评估步行能力 [22]。其中弗兰克等（Frank et al.）[9] 利

城市设计的角度来看，物理的二分法与建筑环境的感知是不

用居民住宅周围 1 km 半径区域开发了步行指标 [9]。桑德克

可分割的。同时还有另一组使用维度、效果和代理来总结与

斯特等（Sundquist et al.）也开发了步行指标 [23]。

（Walkability:
步行能力相关的关键因素 [9-11]。
在《什么是步行？》
“维度”包括了
What Is It?）一文中，佛赛（Forsyth）认为，

2.3 设计尺度、邻里类型和辐射范围

“效
可穿越性、紧凑性、步行安全性和有物理吸引力的环境 ；

虽然在量化步行城市时进行了权衡 [24]，一个反复出现的

果”包括了活力度和可社交性，它提供了可持续的交通选择

问题是如何将建筑环境的质量转化为可量化的度量 [25]。为了

“代理”则包括了多维度的改善城市环境
和诱导锻炼的特性 ；

得到有利的和合适的结果，设计这个维度常常被忽略 [26]。此

手段和整体解决方案

[11]

。最近，定量方法也得到了大量关注。

学者们正在使用指标来量化一个地方的质量，包括可步行性、
生态足迹和与健康状况相关的生活质量

[12]

外，设计本质上也是关乎比例尺度的。在邻里尺度上，设计
与建筑和景观特征息息相关。翰迪等（Handy et al.）指出，
这些都是关乎基地形态和使用的微观变量 [27]。城市设计师正

。

在设计行人能看到、听到、闻到和感觉到的周围环境 [28]。虽

2.2 可步行城市和社区的空间指标

然人的尺度通常能在社区层面上得到放大，但城市尺度下的

个体尺度和邻里尺度都是适宜步行城市的重要空间指
标。宋彦等（Song et al.）总结了促进可步行城市发展的建
[13]

步行性设计往往只专注于交通规划和工程的技术方面 [27]。
有时可以系统地将设计尺度嵌入到邻里类型中。邻里的

筑环境空间指标（构建可步行城市的空间要素） 。这些空

类型可按其所处的位置、建成年份、居住单位、机构协会、

间指标包括多样性、密度、设计和综合措施。尤因和赛维洛

形态和高度、发展目的等进行分类。例如，历史保护社区通

（Ewing & Cervero）将多样性、密度、到交通的距离、目的

常位于市中心，老年居民的比例较高 ；相反，近期建成的高

[14]

地的可达性结合到可步行环境的五个维度（5D） 。
在各种关于步行能力的个体空间测量方式中，连通性是

层商品社区往往位于离市中心更远的地方。促进可步行性和
低碳出行依赖于公共交通和提供零售和商业的设施。

最常用的度量之一 [15]。巴里根等（Berrigan et al.）认为，建

设计尺度超越了假设人们步行到附近设施的接近性理

筑环境之间的联系越紧密，就越有利于步行和可持续的交通

论。在关于步行吸引力（walk appeal）的理论中，史蒂夫·

方式，这是独立于其他邻里特征的一个空间属性

[16]

。艾利斯

等（Ellis et al.）将连通性分为六个度量标准 ：交叉口密度 ；

门佐（Steve Mouzon）认为，人们会走多远完全取决于他们
在路上遇到了什么。有些人愿意绕道而行，因为街道上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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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建筑细节和街道上的树木吸引了他们，他们也愿意避开

3.1.2 活动范围

地面停车场和不受欢迎的地方。可步行性（walkability）一直

关 于 不 同 用 户 人 群 的 活 动 范 围（SOA: Spectrum of

以来都是在低碳交通或健康益处的背景下被讨论的，但它是

Activities）应该通过他们对于可步行的城市、社区特定的需

与“愉快的城市生活”息息相关，这意味着人们只是更喜欢

求来进行定义。也就是说，基于年龄——年轻人和老年人 ；

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步行。也许我们有必要将对设计尺度的

基于逗留时间长短——访客与居民；基于旅行模式——行人、

理解扩展到可步行性的感知方面。

跑步者、骑自行车者。我们以此来定位特定的区域，包括一

3 可步行城市的新兴主题

前的一些研究对游客和居民采用了不同的步行评分。图 4 展

些涉及高用户强度或者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群体。例如 ：之

我们从设计可步行城市的研究和实践中找到了一些关

示了一张埃里克·费舍（Eric Fischer）使用推特（Twitter）

键的新兴主题。这些主题不仅从城市设计师的角度出发，还

数据和 MapBox 绘制的关于当地人与游客群体活动范围的地

（1）空间尺度和社区的多元性 ；
涉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 ：

图。研究表明，提高游客和当地人的可步行性需要不同的居

（2）跨学科的方法论 ；
（3）城市大数据和机器计算方法的

住设施。我们把重点放在邻里社区的类型以及街道的类型

应用。在下文，我们将说明如何将这些新出现的主题联系到

（衡量一条街道的完整性）上。

可步行城市的设计和政策制定上。

3.1.3 公共空间 / 便利设施辐射区的划分

3.1 可步行性的空间尺度

设计适合步行的城市还应包括提高对公共服务辐射集中

在邻里尺度上，这些测量街道景观、建筑立面、视觉复

区的理解。辐射区域 ( 或服务区 ) 的概念是指吸引人去使用

杂性、围护结构、去专业化、路径选择和孔隙度等的空间指

的城市、服务或机构所在的地区。如图 5 所示，在城市大数

[10,26-29]

。在城市尺度上，一些定量研究基于可

据和日益增长的共享经济的推动下，我们能够使用实时 GPS

步行性测量的经验，评估了多样性和用地功能的混合、连通

数据重新评估这些辐射区域。我们应该将辐射区域的设计与

标被广泛使用

性和街道布局、人口和住房密度

[19,30]

。最近也有一些研究评

估了人们对可步行性和自愿（self-selection）搬迁的态度，并
以此来建立不同尺度之间的联系

[31]

花园城市的概念联系起来，比如如何创建城市公园网络，给
人们一个步行的理由。

。然而，很少有研究涉及

社区和城市尺度下的关于实际步行行为的测量 [23,28,32]。除此
之外，区域尺度的可步行性也很少被讨论。

3.2 跨学科背景下的可步行城市和社区
毫 无 疑 问， 系 统 地 评 价 可 步 行 城 市 需 要 跨 学 科 的 方
法。杰夫·斯派克（Jeff Speck）在他的《可步行城市规则》

3.1.1 社区的多样性

（Walkable City Rules）中提出了以下帮助设计可步行城市的

为了设计适合步行的社区，我们需要正确地界定人们在

不同学科途径 ：健康、交通、生态，以及经济（如可步行性

现代城市中生活、工作和娱乐的社区。举个例子，一个通勤

和房屋价值）和社会公平 [35]。我们遵循这些分类，进一步探

上班或上学的成年人至少有两个宽泛的物理活动范围 ：一个

索可步行城市和社区的健康价值、交通和生态价值。

在家里，另一个在工作单位或学校。传统上对社区可步行性
的理解与这些由建筑环境或行政边界所定义的物理范围有关。
然而，邻里的概念也可以通过非正式的边界或文化传统来
定义。
之前有一个相关研究通过欧几里德距离来测量一个社区
的辐射点 [33]。规划和分区法规还采用了基于步行距离的方法
来量化社区边界，这促进了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的
应用，比如用距离公共交通站 5 分钟或 10 分钟的步行范围
来定义一个辐射区域 [34]。最近更多的研究是利用网络距离来
测量到达一个社区辐射点的时间距离 [8,29]。手机数据、GPS
设备等大数据的涌现，让我们能够在单个用户层面上捕捉到
真正的社区辐射点。不仅如此，一个社区的多样性还与它的
功能、居民的感知和使用频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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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图中红色代表游客活动范围，蓝色代表当地人活动范围。

图 4 当地人和游客的街区——使用推特数据的空间分布图
资料来源 ：https://labs.mapbox.com/labs/twitter-gnip/locals/#5/38.000/-95.000

关成贺 迈克尔·凯斯 安迪·洪

3.2.1 可步行城市的健康价值

大数据时代步行城市和社区的设计

行是人类运动和交通的基本。然而，能够自由安全地行走，

由于肥胖现在已经成为美国一个主要的公共健康问题，
[36-37]

对于世界上许多城市来说都是挑战，因为我们的大部分城市

。在

空间都被用于汽车出行。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汽车是导致当

众多影响肥胖及肥胖相关健康因素中，人们认为导致肥胖的

前肥胖流行的一个严重问题。时间花在汽车里已被确认为一

一些研究已经将健康与城市的设计和规划联系起来

。最近，人们

个导致肥胖的危险因素 [44]，而最近的研究报道称，我们可以

越来越关注体育活动的作用，以及许多西方国家久坐不动的

通过用更积极的交通方式代替汽车出行来有效提高我们的健

三个主要因素是代谢因素、饮食和体育活动

[38]

。因此，在人口层面上促进

康水平，如步行、骑自行车 [45] 和公共交通 [46-47]。因此，一种

体育活动一直是最重要的公共健康目标之一。世界卫生组织

积极的交通方式构成了一个可步行城市设计的重要元素。然

（WHO）目前建议的一个指导准则便是保持积极健康的生

而目前为止，在许多城市，如何整合繁忙的交通仍然是一个

活方式，即每周至少花 150 分钟进行中度和剧烈的体育活动

问题。更好地设计城市和交通系统可以提高人们骑自行车、

生活方式如何导致肥胖的流行

[39]

[40]

（MVPA: Moderate to 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 。MVPA 指的

步行和利用公共交通出行的比例 ；然而，正因为如此，人们

是需要一定程度体力消耗的常见活动，如快步走、慢跑、骑自

接触被排放出来的有害气体的机会也不可避免会增加 [48]。因

行车和运动。然而，对于许多西方国家的许多人来说，实现每

此，对于城市设计和社区规划来说，当我们设计可步行城市

天最低水平的体育锻炼可能是最具挑战性的目标。现代生活方

时，考虑身体活动与暴露在空气污染当中是至关重要的 [49]。

式和劳动力对体育活动的要求非常低，为了达到推荐的最低体

一个综合的框架，如弗兰克等（Frank et al.）在 2019 年提出

育活动水平，我们需要有意识地花时间把锻炼纳入日常生活的

的框架，将会帮助我们设计城市，将积极的交通带来的好处

一部分。在人口层面上达到这种健康水平的一种方法就是去设

最大化，同时将与之相关的风险最小化 [50]。

计我们的城市，
使步行和骑自行车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因此，
可步行性和可步行城市的概念在公共卫生社区中获得了相当
大的关注 [41-42]，可步行性已被纳入健康评估框架 [43]。

3.2.3 可步行城市的生态价值
主动的交通所带来的环境效益已得到广泛的讨论。安
迪 · 洪认为，首先，主动的交通方式需要的空间更少 ；其次，

3.2.2 交通和适宜步行的城市

它能使人均排放量或每位乘客的旅行距离更少 ；第三，它能

在低碳交通的探讨中，诱导交通、街道数量、可步行街

降低生命周期成本 [51]。福尔曼（Forman）在他的《城市生态

区大小、自行车道（自行车人口是自行车基础设施的核心）、

学 ：城市科学》（Urban Ecology – Science of Cities）一书中

停车场作为自行车道缓冲区、树木减缓汽车速度等都成为了

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解决方案，以提高城市环境的可步行性和

适宜步行城市的话题。可步行城市的概念并不新鲜，因为步

保护其生态价值 [52]。这些解决方案可以总结为促进可步行城
市设计和规划的城市生态原则。如果把设计适宜步行的城市
，
与政治利益结合起来，比如《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

N

以降低气候变化的风险，我们就能实现让人们保持步行和低
碳出行模式的长期目标。

3.3 城市大数据与可步行城市设计的计算机化
在未来可步行城市设计中，新型城市大数据与传统数
据的结合会有广泛的使用价值。城市大数据在可步行城市设
计中的应用让我们有机会以创新的视角理解城市和城市组成
部分。除了上述利用手机数据划定辐射区域外，利用个人层
d494
tokyo23wards_Project
JPN_adm1_Project
数值
0~0.01
0.001000001~0.01
0.001000001~0.1
0.001000001~1
0.001000001~10
0.001000001~100
0

2.5

5

10 km

图 5 东京划定的城市公园集水区
资料来源 ：GUAN C H, SONG J, AKIYAMA Y, et al. Delineating urban park catchment area
using mobile data: a case study of Tokyo[D]. Working Paper, 2019

面的数据设计适宜步行的城市和社区还有许多前景。首先，
GPS 传感器数据。例如 ：手机运营商的用户位置数据 ；从安
装在自行车、公共汽车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的设备中获取
的传感器数据；特定使用模式的数据，如跑步者和远足者（图
6）。第二，社交媒体、众包和智能手机应用数据。例如：
推特、
脸书和微博就是社交媒体数据的好例子。WhatsApp 和微信
（主要在中国）是安装在智能手机上的即时通信应用程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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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例子。第三，经济活动数据。例如 ：使用信用卡的消费者

和规模经济，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尝试。如何从城市发展过去

交易数据，还有更传统的房地产数据，以及那些涉及人工智

阶段的信息和经验中寻找引领当前的数字设计范式的城市大

能和神经网络等前沿技术的数据。

数据计算的阶段，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2）可步行城市具

正如巴蒂（Batty）所述，设计可步行、智能和可持续的

有多个时空尺度，具有多学科性质。我们需要重新考虑一个

城市的理念依赖于整合来自不同来源的数据并将其转化为有

社区的空间维度，与不同用户相关的活动范围，以及城市设

用信息的潜力。诚然，收集到的原始数据可能毫无用处，但

施与其辐射区相关的功能。这种研究的新兴主题可以应用于

是，通过清洗、过滤、选择、组合和转换的过程后，我们可

公共卫生、交通和土地使用以及城市生态。（3）城市大数据

以生成知识、识别和智能，从而设计出更好、更有效的可步

和计算方法可以揭示未来的步行城市。该研究中城市大数据

行城市策略 [53]。例如 ：我们可以将个人用户级数据与城市建

的不足部分是由于可用数据和计算能力的缺失。然而，人群

筑环境数据结合起来，发现城市公共设施的潜在功能。我们

采购数据、开源数据和 GPS 的出现使得设备和传感器在过

可以在规划和设计领域提供政策干预，以促进可步行性。但

去几十年中已经显著改变了这种情况。新的挑战是数据融合

是任务并没有在这里停止，后处理阶段从积累生成的新知识

算法，以合成来自多个学科的异构数据源。例如 ：重要的经

开始。不断建立数据库对于不断监测和产生更新的知识是至

验方法和城市大数据的出现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关于多元化

关重要的，而剩下的问题则是隐私、不准确性（用户和活动）

居民和建筑环境的详细信息。我们可以采用新的方法和数据

和不一致性（空间和时间）。

来启发步行城市和社区的设计。这些观点可以为将来设计步

4 结论
总之，提倡可步行城市的城市规划设计主张至少可以追
溯到过去的花园城市。借鉴过去，观察现在，我们应该讨论
空间元素，理解空间尺度，了解可以重塑可步行城市和社区
的设计尺度。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设计可步行城市的研
究和实践中找到关键的新兴主题。我们认识到，这些主题不
仅是从城市设计师的角度，而且涉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
展望未来，城市大数据的方法和涌现，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加
详细、多元化的居民和建筑环境信息。利用这些信息，我们
可以设计可适合步行并且适宜步行的城市和社区。
展望未来，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并强调步行城市和社区的
（1）城市应该适合步行。按照时间顺序，我们将
以下方面 ：
可步行城市的语境分为花园城市、社区单元、现代功能主义

图 6 跑步者所在的邻里——使用 Strava 数据生成的活动热图
资料来源 ：https://www.strava.com/heatmap#7.00/-120.90000/38.36000/ho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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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城市和社区的研究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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