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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空间—行为关联视角出发，以天津市西北角回民社区街道为研究对象，运用行为注记、问卷与访谈等

方法进行实地调研。基于调研数据分析，总结社区街道各类空间的构成特征，并利用代表性空间内行为研究数据，

从人群行为、空间类型分析各类空间中行为与空间要素的关系，进而提出街道空间的微更新原则。以此为切入

点从“保留”与“改造”2 个层面提出社区街道空间优化策略，并探讨参与式更新模式，为城市更新提供参考与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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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behavioral relevance, this paper takes the Northwest Corner Hui Nationality 

Community Street of Tianji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nducts a filed survey through behavioral annotation,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With the data analysis, the paper identif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composition 

of the community street. It examines the relations of various behaviors and spatial elements, crowd behaviors 

and spatial types based on the data of behavioral investigation in typical space chosen for the examination, and 

proposes the principles of micro-renewal of community streets. Based on this, it promotes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y 

from the aspects of "reservation" and " reformation", and discusses a participatory updating model,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and basis for urban rene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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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针对中国城市建设增量与存量关系的转型，

社区街道作为居民使用率较高的空间受到极大

关注。老旧社区街道空间的微更新需要以客观

的态度去审视。社区街道的微更新需从 2 个层

面分析：首先，微更新对新与旧建筑的权衡和

比重关系的探讨以及旧有建筑历史价值的认知

与判断；其次，微更新以居民行为与生活方式

为基础，对现有空间状态进行改造与更新；后

者既是前者的补充，也是前者的具体体现。此外，

基于居民行为需求进行更新也需要从 2 个层面

具体探讨：一是主要以满足现有人群行为习惯

为主；二是遵从居民意见的情况下，通过空间

更新改善原有行为习惯 [1-3]。文章以行为注记、

问卷与访谈的方法对西北角回民社区西马路—

西关大街地块进行调研，以广场、庭院和街道 3

种空间类型为例进行具体分析，提出相应的街

道空间优化策略及更新模式。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

西北角回民社区西马路—西关大街地块，

区域面积为 11.54 万 m2，常住人口约为 1 412 户。

调研地块内居民通过自组织搭建多处临时性

建筑，社区街道空间丰富多样，承载着不同功

能需求。本次研究着重于西北角沿街商铺与

社区内部建筑之间的人群行为与空间匹配关

系，在收集基本信息基础之上进行三维建模，

结合图片从俯视和平视 2 个视角对社区空间进

行解读与分析（图 1）。

2.2  数据采集

运用问卷和行为注记等方法对人群行为

活动的基本信息、行为轨迹与分布进行调研。

调研内容包括人群来源、可达性、使用频率、

停留时间、使用目的、活动时间、性别比例、

行为类型等方面。针对使用人群发放问卷，

以了解人群基本信息与空间感受，共发放 450

份，回收 412 份有效问卷。1）社区内人群以

常住居民为主，占比重为 82.5%，居住 10 年以

上的为 60.8%，从人群构成可知多为熟人，对

交往空间的使用率及使用频次较高。2）问卷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多以步行方式出行，用

时 10min 以内占 64.52%，使用者到达室外空间

较为便利。3）居民对社区街道空间的使用频

率受心情、天气以及容量等因素影响。从使用

频率可知，几乎每天都参与室外活动的人群占

58.2%，以中老年为主，只在休息日参与活动

的人群占 14.6%，以学生和上班族为多。4）大

约 52% 的调查人群停留时间是 0.5~1h，1~2h

的停留人群占 26%，大于 2h 的人群占 14%，0.5h

以内只占 8%。5）本次调查将活动目的归纳为

娱乐、休闲、购物、穿行等。其中娱乐、休闲

和购物的比例为 12.68%、42.35%、34.15%，由

于社区内生活性街道的存在，购物行为比例较

高。6）人群活动类型为 8 种，主要集中在步

行（21.8%），座椅停留（19.5%），驻足站立

（16.6%），购物（34.2%）等（图 2）。

2.3  行为轨迹与空间构成

运用行为注记法对社区街道空间内人群

活动轨迹加以注记 [4]。调研步骤可分为：1）考 

察研究区域，根据现状地图绘制平面图，确定

研究路线和观测点，将社区分为 9 个区域。

2）研究以 5min 为单位时间进行观察，运用

相机拍照以及草图绘制等方式辅助记录瞬

时的活动位置，分别从俯视和平视 2 个角度

进行研究。3）考虑夏季参与室外活动的人

群较多，根据工作日和双休日进行了 6 次行

为注记，分别以每日 07:30—08:00、14:30—

15:00、18:30—19:00 作为行为注记的时间。

4）对不同群体路径和停留地点观察，观测时

间为 0.5h。5）对部分观测点现场测绘，根据

拍照记录场景三维建模，并选取不同的颜色

和符号对行为加以注记。

根据观察对活动空间进行编号，并从空间

形状（面状、线性、点式）、空间尺度（面宽、

进深）以及行为活动进行记录（表 1、图 3）。

1 社区街道空间三维建模示意图
3D modeling of community street space 

2 人群行为活动基本信息图
Basic information of crowd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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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行为的瞬时性使得空间的尺度与形态不断变

化。娱乐空间有 4 处（5 ＃、9 ＃、24 ＃、25 ＃），

只有空间 25 ＃是在路口处，行人在进入社区入

口时常常拍照，多数娱乐行为发生在较为开敞

的空间内，空间的围合感较弱、活动范围较广。

3  空间—行为关联性分析
3.1  代表性空间选取

代表性空间的选取从两方面考虑：首先，

根据空间尺度、私密性以及使用性质将建筑外

部空间分为小型广场、生活性街道以及室外庭

院 3 种空间类型 [5]；其次，代表性空间应具有

界面要素丰富、行为活动频繁等特征。通过对

2 种因素的综合考虑，研究选择了空间 5 ＃（广

场娱乐空间）、空间 18 ＃（庭院休闲空间）、

空间 8 ＃（街道购物空间）3 处具有代表性空

间进行详细剖析（图 4）。

3.2  行为—空间要素关联性分析

空间 5#（广场娱乐空间）处于清真寺广

场（广场面积 31m×28m）中，西侧为清真寺

围墙、南北两侧与搭建的店铺以小路相隔，

而东侧与街道毗邻。兼具活动的聚集、疏散

功能以及日常生活的娱乐空间。从表 2 可知，

空间以低矮的护栏和硬质铺地等要素区分，

街道转角处形成凸空间，拓宽了使用者的视

域范围；乔木设置于围墙边削弱了遮阳作用，

导致夏季时空间使用率发生变化，一般在早

市和下午时人数较多；广场南侧的商铺前部

成为娱乐与购物活动交叉的区域，座椅既方

便早餐使用，又为人群休息驻足提供便利。

空间 18#（庭院休闲空间）中在座椅以及

乔木旁聚集的人数较多，固定座椅和遮阳设

施为人群聚集提供了可能性。围合的空间状

态、限定的入口给人以安全感，路径引导人

群观察植被和行人；随着景观的变化，可以

感受到季节的变幻与时间的推移。表 3 中可知，

座椅与树木成为庭院休闲空间的必备要素，

老年人更喜欢在具有遮阳效果的座椅上停留、

攀谈。庭院休闲空间是室内空间的延伸，当穿

行的路人与停留的人群偶遇时，会逗留攀谈，

缓解现代城市冷漠的人际关系。

空间 8#（街道购物空间）出于便捷性与

可达性的考虑，购物活动发生于街道两侧，

搭建的遮阳设施形成顶界面。表 4 中，乔木

具有分割摊位的作用，也是购物行为围绕其

展开的要素。可移动货架及窗口是影响购物

行为的关键要素，购买者常常需要排队，此

时队伍与窗口间的空间关系因人数的增加而

变化。因购物行为的临时性使得要素对人群

行为的影响也是暂时性的，但要素与行为存

在着强相关度，只有静态座椅与动态行为存

在着弱相关度，遮阳设施与货架对购物行

为的约束性与引导性更强。

3.3  基于空间—行为关系的微更新原则

从使用者的角度剖析社区街道空间，并

根据使用需求及现状考查空间的利用率及合

理性，提出相应的微更新原则，进而为更新

措施与更新模式的探讨提供研究基础。

1） 注重空间功能的复合性。空间 5# 是

社区内空间较为开阔的场地，但常被用于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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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空间及行为类型统计及编号

Tab. 1  Statistics and numbering of space and behavior 

types 

编号 形态
空间尺度 行为活动

面宽 /m 进深 /m 主要行为 次要行为

1 L 24.2 4.3 购物 聊天

2 F 7.1 12.4 停留、聊天 -

3 L 41.6 4.1 购物、下棋 -

4 L 14.9 4.6 购物 下棋

5 F 31.2 28.4 游戏、玩耍 散步

6 L 17.3 2.9 购物 玩耍

7 F 12.1 5.2 聊天、早餐 购物

8 L 33.7 4.9 购物 -

9 P 15.1 7.4 健身、游戏 座位停留

10 L 43.7 6.5 购物 -

11 P 9.9 6.9 座位停留 聊天

12 P 18.9 17.1 座位停留 购物

13 L 27.7 4.6 购物 玩耍

14 L 43.4 5.3 购物 玩耍

15 F 65.3 15.2 停留、聊天 -

16 P 9.3 7.9 停留、聊天 -

17 L 56.7 6.5 购物 通过

18 F 12.3 11.1 停留、聊天 散步

19 F 26.2 9.7 健身、散步 座位停留

20 L 59.1 3.5 购物 通过

21 L 18.9 6.3 购物 -

22 L 40.8 7.7 座位停留 -

23 P 4.7 4.1 座位停留 聊天

24 F 8.4 4.3 游戏 玩耍

25 p 6.5 5.3 拍照、购物 散步

26 L 14.3 7.1 购物 通过

27 L 21.1 7.4 购物 通过

注：L= 线性空间，指线性街道空间；F= 面状空间，指有

一定活动空间，且要素丰富；P= 点状空间，指活动面积较

小，活动较为单一

从表中可知，首先根据空间尺度以及空间性质

可分为广场、庭院、街道 3 类。空间内活动存

在复合、交叉的形式，广场内常常发生玩耍、

散步、游戏等动态活动；而庭院以静态的下棋、

玩牌、聊天等活动为主；街道内以购物活动为

主。根据空间内主导行为可将编号的空间分为

休闲、娱乐与购物 3 类。休闲空间在图中标记

出 13 处，围合感较强，一般借助现有空间界

面为座位停留行为提供私密性。休闲空间让人

驻足，既有安全感，又可遮风避雨。座位停留

对视野开放性的要求较高，以小空间向较为开

敞大空间观看为最佳。购物空间在图中标记出

10 处，购物行为常常发生在线性空间中，行

人可以在购物过程中自由选择。受摊位（或者

店面）空间界面影响较大，面宽较小的店面致

使人群排长队，队列长度因空间尺度有限形

成“ L”形或以摊位为中心形成圈层效应。购

车；栏杆作为划分空间的界面过于生硬，而

与购物空间相邻使其对功能的复合性要求较

高；植物被设置于围墙边缘，不能提供有效

的遮阳区域；出于对活动复杂性的考虑，合

理的设置座椅可以提高空间的使用率。2）

注重休闲设施的人性化。空间 18# 中的要素

较为复杂，在临近建筑界面的固定座椅限定

了使用者的行为方式，休息座椅间过宽的距

离影响使用者面对面的交流；座椅的位置与

观赏植被的方向相反，降低了空间品质；景

观花园成为生活废弃物的存储空间，缺乏空

间有效性以及人群舒适度的考虑。3）注重

空间要素组合的合理性。空间 8# 中通行与购

物活动混杂在线性的空间中，摊位占据了道

路的交通空间，衣服等商品挂在广告宣传栏

上，遮挡信息；摊位的窗口开向街道，购买

与穿越两种行为流线交叉；遮阳伞阻碍了通

向相邻空间的路径，人群在感知空间时视线

总被遮挡，空间要素的不合理设置阻碍了行

为的发生。4）注重使用者的空间及使用偏好。

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对空间的使用也存在着差

异，老年人活动较多的空间中应注意无障碍

设施的设置，而儿童玩耍的空间中应关注材

料及界面的设计，以激发儿童对游戏空间的

认知。

4  街道空间优化策略及参与式更新模式
微更新概念的引入是基于对现有城市空

间改造规模大、强度高等特点的反思，也是

城市发展在空间与时间维度上的必要阶段。

街道微更新应从改造与保护 2 个层面去探讨：

首先，对历史街区以及旧有社区的更新以小

规模的修复手段为主，以保持原有的空间属

性和历史记忆 [6] ，基于“保留”采取拓展空

间尺度、细分空间层次、改善物理环境等措施。

其次，对现有街区部分使用价值较低的临时

性建筑进行拆除、改造，以提高空间利用率

以及空间品质，进而基于“改造”提出重构

空间要素、复合功能属性、整合空间界面等

措施。本文分别从 6 个方面对上述 2 个层面

的微更新措施展开论述，并将现有空间与更

新后的空间进行对比研究（图 5）。而对参与

式更新模式的探讨，主要是结合居民实际使

用状况，依然在空间与行为关系的研究范畴

之内，更确切地说，是对具体空间优化策略

的一种补充与反馈。

4.1  街道空间优化策略

4.1.1 基于“保留”的空间优化策略

1）拓展空间尺度。

社区街道尺度的调查可知，空间尺度较小，

不同的商品所占用的空间存在差异，然而街道

承载着必要的购物活动以及通过性活动。图 5a

中，可移动货架为空间的收放提供了可能，将

不同尺度货架进行进深方向的移动，可有效地

将街道空间放大。在具体操作层面，将可移动

货摊后移，扩大了购买区域，也为相邻临时摊

铺侧面的开洞拓宽了距离。

2）细分空间层次。

细分空间层次是在原有空间基础上丰富

空间的内容，给居民提供多层次的空间感受。

设置一定数量的小品有其必要性，是细分空间

层级的有效方式。图 5b 中，在硬质铺地上设

置 3 组不同形式的小品，增强空间层次的丰富

性，使用者可以根据自我需要选择不同的空

间进行活动，圆形的围合空间具有聚拢效应，

有助于使用者之间的交流。

3）改善物理环境。

物理环境的改善是提高空间品质以及舒

适度的重要方面。在夏季，无论是娱乐还是休

闲活动，使用者都倾向在有遮阳设施的空间

下活动，五颜六色的遮阳伞成为躲避阳光直

射的重要设施。图 5c 中，考虑外部空间形式

的整体性，将遮阳棚与相邻的建筑界面相结

合，居民可以借助移动座椅在遮阳棚下休息，

购物活动的开展不再因遮阳伞对商品的遮挡

而显得困难。

4.1.2 基于“改造”的空间优化策略

1）重构空间要素。

要素重构主要是指将现有空间内要素重

新调整，形成不同的空间形式，以适应居民

的行为需求。图 5d 中，将紧邻街道的固定座

椅拆除，并将其与内部座椅并置，以扩大使

用空间，同时将入口处的原有花池整改，打

开与原有座位相对的围栏，设置可移动座椅，

并在入口处设置铺装限定了交流空间。要素

重构为空间的改造提供依据，也是探讨如何

契合行为与空间关系的重要措施。

2）复合功能属性。
基于使用功能的多样性需求，功能复合

是有效的更新方式。图 5e 中，通过铺装构成

与尺度划分，将广场区域进行不同尺度的分

割，南侧向内退让道路，以保证行人通行的

情况下为购物行为创造空间；东侧设置停车

位以控制车流与人流的交叉；而在剩余场地

4 代表性空间平面与现状图                                   

Plan view and status of representativ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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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行为的瞬时性使得空间的尺度与形态不断变

化。娱乐空间有 4 处（5 ＃、9 ＃、24 ＃、25 ＃），

只有空间 25 ＃是在路口处，行人在进入社区入

口时常常拍照，多数娱乐行为发生在较为开敞

的空间内，空间的围合感较弱、活动范围较广。

3  空间—行为关联性分析
3.1  代表性空间选取

代表性空间的选取从两方面考虑：首先，

根据空间尺度、私密性以及使用性质将建筑外

部空间分为小型广场、生活性街道以及室外庭

院 3 种空间类型 [5]；其次，代表性空间应具有

界面要素丰富、行为活动频繁等特征。通过对

2 种因素的综合考虑，研究选择了空间 5 ＃（广

场娱乐空间）、空间 18 ＃（庭院休闲空间）、

空间 8 ＃（街道购物空间）3 处具有代表性空

间进行详细剖析（图 4）。

3.2  行为—空间要素关联性分析

空间 5#（广场娱乐空间）处于清真寺广

场（广场面积 31m×28m）中，西侧为清真寺

围墙、南北两侧与搭建的店铺以小路相隔，

而东侧与街道毗邻。兼具活动的聚集、疏散

功能以及日常生活的娱乐空间。从表 2 可知，

空间以低矮的护栏和硬质铺地等要素区分，

街道转角处形成凸空间，拓宽了使用者的视

域范围；乔木设置于围墙边削弱了遮阳作用，

导致夏季时空间使用率发生变化，一般在早

市和下午时人数较多；广场南侧的商铺前部

成为娱乐与购物活动交叉的区域，座椅既方

便早餐使用，又为人群休息驻足提供便利。

空间 18#（庭院休闲空间）中在座椅以及

乔木旁聚集的人数较多，固定座椅和遮阳设

施为人群聚集提供了可能性。围合的空间状

态、限定的入口给人以安全感，路径引导人

群观察植被和行人；随着景观的变化，可以

感受到季节的变幻与时间的推移。表 3 中可知，

座椅与树木成为庭院休闲空间的必备要素，

老年人更喜欢在具有遮阳效果的座椅上停留、

攀谈。庭院休闲空间是室内空间的延伸，当穿

行的路人与停留的人群偶遇时，会逗留攀谈，

缓解现代城市冷漠的人际关系。

空间 8#（街道购物空间）出于便捷性与

可达性的考虑，购物活动发生于街道两侧，

搭建的遮阳设施形成顶界面。表 4 中，乔木

具有分割摊位的作用，也是购物行为围绕其

展开的要素。可移动货架及窗口是影响购物

行为的关键要素，购买者常常需要排队，此

时队伍与窗口间的空间关系因人数的增加而

变化。因购物行为的临时性使得要素对人群

行为的影响也是暂时性的，但要素与行为存

在着强相关度，只有静态座椅与动态行为存

在着弱相关度，遮阳设施与货架对购物行

为的约束性与引导性更强。

3.3  基于空间—行为关系的微更新原则

从使用者的角度剖析社区街道空间，并

根据使用需求及现状考查空间的利用率及合

理性，提出相应的微更新原则，进而为更新

措施与更新模式的探讨提供研究基础。

1） 注重空间功能的复合性。空间 5# 是

社区内空间较为开阔的场地，但常被用于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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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空间及行为类型统计及编号

Tab. 1  Statistics and numbering of space and behavior 

types 

编号 形态
空间尺度 行为活动

面宽 /m 进深 /m 主要行为 次要行为

1 L 24.2 4.3 购物 聊天

2 F 7.1 12.4 停留、聊天 -

3 L 41.6 4.1 购物、下棋 -

4 L 14.9 4.6 购物 下棋

5 F 31.2 28.4 游戏、玩耍 散步

6 L 17.3 2.9 购物 玩耍

7 F 12.1 5.2 聊天、早餐 购物

8 L 33.7 4.9 购物 -

9 P 15.1 7.4 健身、游戏 座位停留

10 L 43.7 6.5 购物 -

11 P 9.9 6.9 座位停留 聊天

12 P 18.9 17.1 座位停留 购物

13 L 27.7 4.6 购物 玩耍

14 L 43.4 5.3 购物 玩耍

15 F 65.3 15.2 停留、聊天 -

16 P 9.3 7.9 停留、聊天 -

17 L 56.7 6.5 购物 通过

18 F 12.3 11.1 停留、聊天 散步

19 F 26.2 9.7 健身、散步 座位停留

20 L 59.1 3.5 购物 通过

21 L 18.9 6.3 购物 -

22 L 40.8 7.7 座位停留 -

23 P 4.7 4.1 座位停留 聊天

24 F 8.4 4.3 游戏 玩耍

25 p 6.5 5.3 拍照、购物 散步

26 L 14.3 7.1 购物 通过

27 L 21.1 7.4 购物 通过

注：L= 线性空间，指线性街道空间；F= 面状空间，指有

一定活动空间，且要素丰富；P= 点状空间，指活动面积较

小，活动较为单一

从表中可知，首先根据空间尺度以及空间性质

可分为广场、庭院、街道 3 类。空间内活动存

在复合、交叉的形式，广场内常常发生玩耍、

散步、游戏等动态活动；而庭院以静态的下棋、

玩牌、聊天等活动为主；街道内以购物活动为

主。根据空间内主导行为可将编号的空间分为

休闲、娱乐与购物 3 类。休闲空间在图中标记

出 13 处，围合感较强，一般借助现有空间界

面为座位停留行为提供私密性。休闲空间让人

驻足，既有安全感，又可遮风避雨。座位停留

对视野开放性的要求较高，以小空间向较为开

敞大空间观看为最佳。购物空间在图中标记出

10 处，购物行为常常发生在线性空间中，行

人可以在购物过程中自由选择。受摊位（或者

店面）空间界面影响较大，面宽较小的店面致

使人群排长队，队列长度因空间尺度有限形

成“ L”形或以摊位为中心形成圈层效应。购

车；栏杆作为划分空间的界面过于生硬，而

与购物空间相邻使其对功能的复合性要求较

高；植物被设置于围墙边缘，不能提供有效

的遮阳区域；出于对活动复杂性的考虑，合

理的设置座椅可以提高空间的使用率。2）

注重休闲设施的人性化。空间 18# 中的要素

较为复杂，在临近建筑界面的固定座椅限定

了使用者的行为方式，休息座椅间过宽的距

离影响使用者面对面的交流；座椅的位置与

观赏植被的方向相反，降低了空间品质；景

观花园成为生活废弃物的存储空间，缺乏空

间有效性以及人群舒适度的考虑。3）注重

空间要素组合的合理性。空间 8# 中通行与购

物活动混杂在线性的空间中，摊位占据了道

路的交通空间，衣服等商品挂在广告宣传栏

上，遮挡信息；摊位的窗口开向街道，购买

与穿越两种行为流线交叉；遮阳伞阻碍了通

向相邻空间的路径，人群在感知空间时视线

总被遮挡，空间要素的不合理设置阻碍了行

为的发生。4）注重使用者的空间及使用偏好。

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对空间的使用也存在着差

异，老年人活动较多的空间中应注意无障碍

设施的设置，而儿童玩耍的空间中应关注材

料及界面的设计，以激发儿童对游戏空间的

认知。

4  街道空间优化策略及参与式更新模式
微更新概念的引入是基于对现有城市空

间改造规模大、强度高等特点的反思，也是

城市发展在空间与时间维度上的必要阶段。

街道微更新应从改造与保护 2 个层面去探讨：

首先，对历史街区以及旧有社区的更新以小

规模的修复手段为主，以保持原有的空间属

性和历史记忆 [6] ，基于“保留”采取拓展空

间尺度、细分空间层次、改善物理环境等措施。

其次，对现有街区部分使用价值较低的临时

性建筑进行拆除、改造，以提高空间利用率

以及空间品质，进而基于“改造”提出重构

空间要素、复合功能属性、整合空间界面等

措施。本文分别从 6 个方面对上述 2 个层面

的微更新措施展开论述，并将现有空间与更

新后的空间进行对比研究（图 5）。而对参与

式更新模式的探讨，主要是结合居民实际使

用状况，依然在空间与行为关系的研究范畴

之内，更确切地说，是对具体空间优化策略

的一种补充与反馈。

4.1  街道空间优化策略

4.1.1 基于“保留”的空间优化策略

1）拓展空间尺度。

社区街道尺度的调查可知，空间尺度较小，

不同的商品所占用的空间存在差异，然而街道

承载着必要的购物活动以及通过性活动。图 5a

中，可移动货架为空间的收放提供了可能，将

不同尺度货架进行进深方向的移动，可有效地

将街道空间放大。在具体操作层面，将可移动

货摊后移，扩大了购买区域，也为相邻临时摊

铺侧面的开洞拓宽了距离。

2）细分空间层次。

细分空间层次是在原有空间基础上丰富

空间的内容，给居民提供多层次的空间感受。

设置一定数量的小品有其必要性，是细分空间

层级的有效方式。图 5b 中，在硬质铺地上设

置 3 组不同形式的小品，增强空间层次的丰富

性，使用者可以根据自我需要选择不同的空

间进行活动，圆形的围合空间具有聚拢效应，

有助于使用者之间的交流。

3）改善物理环境。

物理环境的改善是提高空间品质以及舒

适度的重要方面。在夏季，无论是娱乐还是休

闲活动，使用者都倾向在有遮阳设施的空间

下活动，五颜六色的遮阳伞成为躲避阳光直

射的重要设施。图 5c 中，考虑外部空间形式

的整体性，将遮阳棚与相邻的建筑界面相结

合，居民可以借助移动座椅在遮阳棚下休息，

购物活动的开展不再因遮阳伞对商品的遮挡

而显得困难。

4.1.2 基于“改造”的空间优化策略

1）重构空间要素。

要素重构主要是指将现有空间内要素重

新调整，形成不同的空间形式，以适应居民

的行为需求。图 5d 中，将紧邻街道的固定座

椅拆除，并将其与内部座椅并置，以扩大使

用空间，同时将入口处的原有花池整改，打

开与原有座位相对的围栏，设置可移动座椅，

并在入口处设置铺装限定了交流空间。要素

重构为空间的改造提供依据，也是探讨如何

契合行为与空间关系的重要措施。

2）复合功能属性。
基于使用功能的多样性需求，功能复合

是有效的更新方式。图 5e 中，通过铺装构成

与尺度划分，将广场区域进行不同尺度的分

割，南侧向内退让道路，以保证行人通行的

情况下为购物行为创造空间；东侧设置停车

位以控制车流与人流的交叉；而在剩余场地

4 代表性空间平面与现状图                                   

Plan view and status of representativ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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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设置可移动展板可随需求灵活变动；同时

设置可移动座椅，在限定空间的同时保证活

动的随机性。

3）整合空间界面。

在既有街区内，无论是长期使用者还是

以通行为目的的行人，都会感觉街道杂乱无

章，界面难以限定具有差异性的空间形态。

图 6f 中，将具有洞口的整体界面加建于临时

货架前，为排队的人群提供等候区域，并在摊

位之间设置可供休息的台阶。界面整合不仅

是对侧界面的改造，还包括对顶界面的设计。

顶界面的有效利用代替遮阳伞的功能，使得

界面色彩更加统一。

4.2  参与式更新模式

城市从“增量”到“存量”的背景下，

单从规划专业内部的美学层面出发无法解决

当下城市更新的问题，也无法回避设计与日

常行为不相契合的现状。当居民参与空间营

造时，其体验感知更为真实，并激发对设计

的理解与认知。社区规划师的介入是更新模

式的必要过程，也是引导居民创造生活性空

间的途径。

社区更新是一个庞杂的系统问题，可根

据更新改造所涉及内容展开：首先，规划师组

织居民参与社区更新研讨会，辅以重要的案

例进行解释说明，借此普及空间改造的知识，

并调动居民积极性；其次，邀请专家与政府

管理部门参与座谈，规划师提出可行性方案，

通过对比更新前后的空间关系与行为方式的

差异，结合各方对更新计划与策略的建议找

寻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此外，专业人员需

与居民进行有效的沟通与田野调查，对改造

涉及的重要利益相关方进行访谈、调解，并

将具体情况反馈给改造设计人员；结合当地

具体政策，利用政府的资金投入、研究课题

的资助、公益性的社会援助、志愿者的社区

讲座以及社区居民自身的资源回收等途径持

续开展社区的更新与改造。规划师通过调节

各方意愿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 2

种社区更新模式结合，形成有效的更新手段。

只有经过切实的研究过程，才能提出中肯的

建议以及适宜的策略，进而真正地将居民行

为需求展现在具体的物质空间上 [7-10] 。

表 2  空间 5#（娱乐空间）要素与人群行为分析

Tab. 2  Space 5# (entertainment space) elements and crowd behavior analysis

空间类型 人群行为  行为与要素相关度

编号 要素 空间关系 数量 人数 时间 人群类别 可达性 娱乐 购物 休闲

G1  矮凳 路旁 2 7 上午  老年  高 强 弱 中

G2  固定坐凳 遮阳伞旁 2 5 下午 中、老年  高 强 弱 强

G3  电线杆 街道转角 1 3 上午 青、中年  中 中 弱 中

G4  遮阳棚 遮荫 1 8 下午 中、老年  高 中 弱 强

G5  垃圾桶 -  1 0 -  -  高 -  -  - 

G6  广告牌 -  1 6 上午 中、老年  高 中 弱 强

G7  护栏 隔离 1 2 中午 青、中年  中 中 弱 中

G8  售卖窗口 建筑一侧 2 5 全天 青、中年  高 中 强 弱

G9  乔木 围墙旁 4 4 上午 青年  中 强 弱 强

G10  乔木 遮荫 2 3 下午 老年  高 强 弱 强

表 3  空间 18#（休闲空间）要素与人群行为分析

Tab. 3  Space 18# (leisure space) elements and crowd behavior analysis

空间类型 人群行为  行为与要素相关度

编号 要素 空间关系 数量 人数 时间 人群类别 可达性 休闲 娱乐 购物

T1  固定坐凳 临窗 2 4 下午  老年  高 强 中 弱

T2  木质座椅 围栏一侧 3 3 下午 老年  高 强 中 弱

T3  灌木 有遮荫 3 2 下午 中、老年  中 强 弱 弱

T4  乔木 座椅旁 1 3 全天 中、老年  高 强 中 弱

T5  乔木 围栏内  5 0 -  -  低 -  -  - 

T6  乔木 有遮荫 3 4 下午 中、老年  高 强 中 弱

T7  电线杆 墙边 1 0 - - 低 -  -  - 

T8  台阶 空间限定 1 1 - - 中 弱 -  - 

T9  分割线 边界限定 1 2 上午 青、中年  中 中 中 弱

表 4  空间 8#（购物空间）要素与人群行为分析

Tab. 4  Space 8# (shopping space) elements and crowd behavior analysis

空间类型 人群行为  行为与要素相关度

编号 要素 空间关系 数量 人数 时间 人群类别 可达性 购物 休闲 娱乐

J1  遮阳棚 街道上方 1 3 下午  全体 高 强 弱 弱

J2  乔木 电线杆旁 2 5 上午 青、中年  高 中 中 弱

J3  乔木 遮阳棚旁 1 6 下午 中、老年  高 中 强 弱

J4  灌木 围墙旁 3 2 中午 中年  中 中 弱 弱

J5  货架 遮阳棚侧 4 9 全天 全体 高 强 弱 弱

J6  货架 窗户旁 2 7 中下午 青、中年  高 强 弱 中

J7  货架 围墙一侧 2 5 上午 中、老年 高 强 弱 弱

J8 遮阳伞 遮阳棚旁 4 7 全天 青、中年 高 强 弱 弱

J9  遮阳伞 建筑一侧 2 5 全天 中、老年 高 中 中 中

J10  座椅 窗户一侧 1 3 下午 老年  高 弱 强 弱

5  结语与反思
社区街道空间的更新策略正逐步完善，

且更加科学合理化，但中国城市“微更新”层

面的探索尚需深入。对行为与空间关系的追问

是新常态语境下的重要问题，从行为与空间

关联视角的探讨是对社区街道的“针灸治疗”

与“形态优化”。社区微更新属于日常空间

营造的范畴，需要不同个体、不同人群的参与，

如何操作既是设计师也是使用者需要思考的

问题，二者之间沟通的桥梁是空间—行为的

匹配关系。在使用者行为习惯的调查中，需

要从更加科学的角度去考量。在技术与科学高

度发展的当下，如何通过引进新技术有效地

将人的行为活动与空间建立联系以及量化具

体的空间尺度与形态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命题，

引入计算机视觉技术 [11]，以便从更加客观的

角度对行为活动进行监控，进而在大量数据

分析基础上，总结与归纳活动与空间的关系，

有的放矢地为社区街道微更新提供更加详实

的研究依据。

注释 :
文中图片与图表均为作者自绘；照片为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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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街道空间优化策略（a= 拓展空间拓展；b= 细分空间层次；c= 改善物理环境；d= 重构空间要素；e= 复合功能属性；
f= 整合空间界面）
Street space optimization strategy (a= Expand spatial scale; b= Segment spatial level; c= Improve physical environment; 

d= Reconstruct spatial elements; e= Compound functional attribute; e= Integrate spatial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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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设置可移动展板可随需求灵活变动；同时

设置可移动座椅，在限定空间的同时保证活

动的随机性。

3）整合空间界面。

在既有街区内，无论是长期使用者还是

以通行为目的的行人，都会感觉街道杂乱无

章，界面难以限定具有差异性的空间形态。

图 6f 中，将具有洞口的整体界面加建于临时

货架前，为排队的人群提供等候区域，并在摊

位之间设置可供休息的台阶。界面整合不仅

是对侧界面的改造，还包括对顶界面的设计。

顶界面的有效利用代替遮阳伞的功能，使得

界面色彩更加统一。

4.2  参与式更新模式

城市从“增量”到“存量”的背景下，

单从规划专业内部的美学层面出发无法解决

当下城市更新的问题，也无法回避设计与日

常行为不相契合的现状。当居民参与空间营

造时，其体验感知更为真实，并激发对设计

的理解与认知。社区规划师的介入是更新模

式的必要过程，也是引导居民创造生活性空

间的途径。

社区更新是一个庞杂的系统问题，可根

据更新改造所涉及内容展开：首先，规划师组

织居民参与社区更新研讨会，辅以重要的案

例进行解释说明，借此普及空间改造的知识，

并调动居民积极性；其次，邀请专家与政府

管理部门参与座谈，规划师提出可行性方案，

通过对比更新前后的空间关系与行为方式的

差异，结合各方对更新计划与策略的建议找

寻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此外，专业人员需

与居民进行有效的沟通与田野调查，对改造

涉及的重要利益相关方进行访谈、调解，并

将具体情况反馈给改造设计人员；结合当地

具体政策，利用政府的资金投入、研究课题

的资助、公益性的社会援助、志愿者的社区

讲座以及社区居民自身的资源回收等途径持

续开展社区的更新与改造。规划师通过调节

各方意愿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 2

种社区更新模式结合，形成有效的更新手段。

只有经过切实的研究过程，才能提出中肯的

建议以及适宜的策略，进而真正地将居民行

为需求展现在具体的物质空间上 [7-10] 。

表 2  空间 5#（娱乐空间）要素与人群行为分析

Tab. 2  Space 5# (entertainment space) elements and crowd behavior analysis

空间类型 人群行为  行为与要素相关度

编号 要素 空间关系 数量 人数 时间 人群类别 可达性 娱乐 购物 休闲

G1  矮凳 路旁 2 7 上午  老年  高 强 弱 中

G2  固定坐凳 遮阳伞旁 2 5 下午 中、老年  高 强 弱 强

G3  电线杆 街道转角 1 3 上午 青、中年  中 中 弱 中

G4  遮阳棚 遮荫 1 8 下午 中、老年  高 中 弱 强

G5  垃圾桶 -  1 0 -  -  高 -  -  - 

G6  广告牌 -  1 6 上午 中、老年  高 中 弱 强

G7  护栏 隔离 1 2 中午 青、中年  中 中 弱 中

G8  售卖窗口 建筑一侧 2 5 全天 青、中年  高 中 强 弱

G9  乔木 围墙旁 4 4 上午 青年  中 强 弱 强

G10  乔木 遮荫 2 3 下午 老年  高 强 弱 强

表 3  空间 18#（休闲空间）要素与人群行为分析

Tab. 3  Space 18# (leisure space) elements and crowd behavior analysis

空间类型 人群行为  行为与要素相关度

编号 要素 空间关系 数量 人数 时间 人群类别 可达性 休闲 娱乐 购物

T1  固定坐凳 临窗 2 4 下午  老年  高 强 中 弱

T2  木质座椅 围栏一侧 3 3 下午 老年  高 强 中 弱

T3  灌木 有遮荫 3 2 下午 中、老年  中 强 弱 弱

T4  乔木 座椅旁 1 3 全天 中、老年  高 强 中 弱

T5  乔木 围栏内  5 0 -  -  低 -  -  - 

T6  乔木 有遮荫 3 4 下午 中、老年  高 强 中 弱

T7  电线杆 墙边 1 0 - - 低 -  -  - 

T8  台阶 空间限定 1 1 - - 中 弱 -  - 

T9  分割线 边界限定 1 2 上午 青、中年  中 中 中 弱

表 4  空间 8#（购物空间）要素与人群行为分析

Tab. 4  Space 8# (shopping space) elements and crowd behavior analysis

空间类型 人群行为  行为与要素相关度

编号 要素 空间关系 数量 人数 时间 人群类别 可达性 购物 休闲 娱乐

J1  遮阳棚 街道上方 1 3 下午  全体 高 强 弱 弱

J2  乔木 电线杆旁 2 5 上午 青、中年  高 中 中 弱

J3  乔木 遮阳棚旁 1 6 下午 中、老年  高 中 强 弱

J4  灌木 围墙旁 3 2 中午 中年  中 中 弱 弱

J5  货架 遮阳棚侧 4 9 全天 全体 高 强 弱 弱

J6  货架 窗户旁 2 7 中下午 青、中年  高 强 弱 中

J7  货架 围墙一侧 2 5 上午 中、老年 高 强 弱 弱

J8 遮阳伞 遮阳棚旁 4 7 全天 青、中年 高 强 弱 弱

J9  遮阳伞 建筑一侧 2 5 全天 中、老年 高 中 中 中

J10  座椅 窗户一侧 1 3 下午 老年  高 弱 强 弱

5  结语与反思
社区街道空间的更新策略正逐步完善，

且更加科学合理化，但中国城市“微更新”层

面的探索尚需深入。对行为与空间关系的追问

是新常态语境下的重要问题，从行为与空间

关联视角的探讨是对社区街道的“针灸治疗”

与“形态优化”。社区微更新属于日常空间

营造的范畴，需要不同个体、不同人群的参与，

如何操作既是设计师也是使用者需要思考的

问题，二者之间沟通的桥梁是空间—行为的

匹配关系。在使用者行为习惯的调查中，需

要从更加科学的角度去考量。在技术与科学高

度发展的当下，如何通过引进新技术有效地

将人的行为活动与空间建立联系以及量化具

体的空间尺度与形态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命题，

引入计算机视觉技术 [11]，以便从更加客观的

角度对行为活动进行监控，进而在大量数据

分析基础上，总结与归纳活动与空间的关系，

有的放矢地为社区街道微更新提供更加详实

的研究依据。

注释 :
文中图片与图表均为作者自绘；照片为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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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街道空间优化策略（a= 拓展空间拓展；b= 细分空间层次；c= 改善物理环境；d= 重构空间要素；e= 复合功能属性；
f= 整合空间界面）
Street space optimization strategy (a= Expand spatial scale; b= Segment spatial level; c= Improve physical environment; 

d= Reconstruct spatial elements; e= Compound functional attribute; e= Integrate spatial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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