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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儿童友好的城市街区公共空间规划策略研究

林A瑛! 董瞡瞡

!江南大学 设计学院# 江苏 无锡 $&F&$$"

摘要! 街区是儿童生活最为密切的场地# 街区的公共空间儿童友好是街区规划的基本价值所在% 同时由于我国正

经历着最大规模的城市化# 人口高度集中在城市# 土地资源紧缺# 我们街区内的儿童友好型公共空间不能采用发

达国家低密度发展模式# 紧凑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研究街区公共空间的基本价值 !儿童友好" 与发展的必然途径

!紧凑" 的结合模式# 既能满足我国 '节约土地( 的基本国策# 解决我国地少人多的矛盾# 也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尽

最大可能满足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目标人群的使用需求# 体现城市规划为公众利益谋福利的基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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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D'D 年 )儿童权利公约* 发布# 要求城市应

适应所有人# 尤其是代表人类未来的儿童居住#

并将儿童权利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考虑% 街

区是儿童生活最为密切的场地# 儿童友好是街区

规划的基本价值所在% 同时由于我国正经历着最

大规模的城市化# 人口高度集中在城市# 土地资

源紧缺# 街区内的儿童友好型公共空间不能采用

发达国家低密度发展模式# 紧凑是必然选择%

有关街区# 一直以来各国积极研究% $% 世纪

$% 年代# 美国社会学家西萨+佩里为适应现代城

市因机动交通发展而带来的变化# 提出邻里单位

的理论# 住宅区结构从街道式向住区发展% H% 年

代是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 两

位非规划师从各自的角度颠覆了二战之前的经典

现代主义建筑与城市规划的理论# 其中简+雅各

布斯提出 '街道眼( 的概念对街区宜人性进行探

索# 提倡高密度, 小尺度街区和开放空间的混合

使用$ D% 年代新城市主义关于城镇社区的开发模

式的两个主要代表 8@L !传统的邻里开发" 和

8BL !以公交为导向的开发" 模式均从街区尺度

角度出发# 研究宜居性# 其代表人物# 彼得+卡

尔索普提出了 '创建密集街道网络, 建设步行优

先邻里社区( 的设计原则% 在我国# $%&H 年 $ 月

$&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推动街区建设# 决定

了街区将成为未来城市的基本构成单位% 我国现

有关于城市街区公共空间研究多半针对具体问题

探讨设计要素# 例如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

院汪芳教授等提出应该积极通过环境景观及设施#

为儿童提供适宜的水景游戏与交往空间# 从而为

儿童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为隔代陪护者提供便

利-&.

$ 或者研究设计策略# 例如华侨大学姚敏峰

教授等提出街区更新是一种动态行为# 不仅仅意

味着某个片段的结束# 更重要的是通过预留发展

用地# 实现新陈代谢-$.

$ 还有研究社会责任与问

题# 例如北京林业大学张晋石教授# 提出风景园

林设计师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更多的跨学科的讨

论, 更多的社会参与, 更多的道德问题的讨论和

更多的勇气追求乌托邦-!.

% 而本文旨在运用综合

的手段# 研究街区的类型# 将街区的基本价值与

规划途径相结合%

!" #$%&'()*+,-.

/0

&)街区与街区公共空间的概念

城市街区# 通常是人口统计部门以相对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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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限 !通常包括街道, 行政边界, 河流, 湖泊,

铁路, 山脉等" 为边围成的区域# 亦可将几个有

共同特征的街道合并称为街区# 用以统计人口#

同时作为规划决策依据% 规划领域的街区# 引入

M;15N 概念# 即 MOP+.9PP!商业", Q+92-;;1R !休

闲", BS9. !开放", T41R= !人群"# U+.= !亲

和"% 综上所述# 本文将街区定义为& 城市中以道

路地界等人为边界或者河流山体等自然边界所围

合的区域# 主要用地性质为居住和商业的集中融

合% 其目的在于研究一种亲和舒适的人居空间%

所谓街区公共空间是指街区建筑空间以外的#

向市民开放的, 提供各种公共活动的或自然或人

工的空间环境和场所# 也称街区开放空间% 既包

括街区内完全对所有人开放的公共空间# 也应积

极发展有公共潜质的半公共空间-F.

!主要指的是

某些机构的内院空间# 通过开放或者分时段开放

的方式# 提高公共空间体系的完整性和品质"%

$)$儿童友好% 是街区公共空间建设的基本

价值所指

&D$F 年 )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 中提出儿童

游戏与娱乐的权利# &D!! 年国际建筑师大会通过

的 )雅典宪章* 首次在学术界提出了在住区内建

设儿童游戏场的号召# &D#D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儿童权利宣言*# 再次确认了儿童游戏权利%

&D'D 年 )儿童权利公约* 发布# 将儿童权利作为

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考虑# &DDH 年 )二次人居国

际会议* 和随后的 )$& 世纪议程* 被一些国家和

政府整合共同促成了儿童友好型城市概念的形

成-#.

% '儿童友好( 并不是专指儿童# 而是对所有

人# 尤其是以儿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友好-#.

% 而

街区是儿童活动的主要场所# 现如今# 大型的冒

险游戏设施!等开始引入街区的儿童游戏空间% 如

何让儿童在一个安全, 安宁的街区空间中# 愉快

的游戏, 生活, 学习# 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之一%

!)$紧凑% 是我国城市街区公共空间建设的

必然途径所依

'紧凑城市( 是近年来欧洲国家对于控制城市

蔓延问题而展开的城市规划理论研究% 其中不仅

包含着赖特的广亩城所提倡的功能融合的想法#

在柯布西埃明日城市高强度的主张中也能找到一

些规划研究成果-H.

% &DD% 年# 欧共体发表的 )城

市环境绿皮书* 正式把这一概念写入规划策略%

紧凑城市不仅包含着地理的概念# 更重要的是在

于城市内的紧密关系以及时间, 空间的概念-".

%

'紧凑城市( 具有三个已经达成共识的特征# 高密

度的城市开发, 混合的土地利用以及优先发展的

公共交通-'.

% 我国东南部地区 !本文的主要研究

范围" 地少人多# 紧凑发展是必然趋势 !即使西

部地区亦宜发展结构紧凑的模式# 节约土地"% 街

区是城市的重要功能部分# 相应街区公共空间建

设的核心概念是合理布局, 优化交通, 功能混合,

提升密度# 以提升紧凑度%

F)儿童友好与紧凑叠加于街区公共空间的

意义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单位# 城市规划也是

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理论芸芸# 单就一个问题提

出解决方案# 往往会顾此失彼% 我国目前城市与

人口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一带# 现实状况宜发展

紧凑型街区# '紧凑( 也是街区公共空间建设的必

然途径% 而儿童是街区内的重点关注人群# '儿童

友好( 是街区公共空间建设的基本价值所指# 将

两者叠加至街区公共空间# 能满足我国 '节约土

地( 的基本国策# 在有限的空间内尽最大可能满

足目标人群的使用需求# 体现城市规划为公众利

益谋福利的基本价值# 一举多得%

1" 234#$567+89:

;<=)>

本文研究儿童友好的规划价值与紧凑发展的

规划途径叠加于街区公共空间的规划设计方法#

因此# 有必要首先研究儿童在街区尺度下的日常

行为活动规律% 借鉴时间地理学 '路径( 的研究

方法# 所谓 '路径( 就是人在时空轴上的一系列

活动轨迹# 帮助我们以更协调的方式来认识自己#

认识周围的人和整个环境-D.

% 其表示法有空间尺

度, 时间尺度, 对象尺度几个设定象限% 同时结

合高杰 )日本儿童室外游戏空间研究及实践* 中

对大, 中, 小不同城市规模的儿童室外游戏活动

空间类型的调查结果# 排前五位的分别是公园,

自家院子, 亲戚朋友或邻居家的院子, 幼儿园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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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校园, 道路或停车场-&%.

% 以此为依据设计问

卷# 对无锡万科魅力城"进行问卷调查# 问卷内容

包含对象尺度的游戏发生人群调查, 时间尺度的

游戏时间调查# 以及空间尺度的儿童日常停留的

游戏目的地调查% 发放有效问卷 #% 份# 回收有效

问卷 F" 份# 以期管窥儿童的日常行为轨迹%

从总体上看# 该街区儿童的日常行为活动呈

现出随年龄的规律性# 低龄儿童随看护人意志#

学龄儿童活动时间段的高度集中# 初中以上的儿

童除了周末# 鲜有出来活动% 同时还呈现出随距

离的规律性# 空间距离越近# 活动行为越多# 与

行程受阻也有密切关系# 更多体现于交通的便捷

程度% 因此可以得知&

!

目的人群低龄化% & VH

岁的低龄儿童是街区活动儿童的主力军# 学龄儿

童除了 & V! 年级以外# 鲜少在街区公共空间游戏%

其次# 时间集中化% % V! 岁幼儿的时间集中在

D& %% E&&& %%, &#& %% E&'& %% 两个时间段# 其

余儿童基本集中在 &#& %% E&'& %%, &'& %% E

$&& %%两个时间段%

"

目的地近距离化% 平日白天

儿童活动多集中在街区院子和学校附近的游戏场

地# 以及三角公园$ 傍晚时分多集中在商业街和

三角公园# 也会有部分家长带领儿童去 & 公里以内

的大剧院附近的攀爬游戏场地 !多半在近旁万象

城解决晚餐# 顺便购物"%

#

场地安全, 玩伴热闹

和设施新奇是目的地设计的重要考虑因素%

?" 23@ABC+DE#$%

&'(+FG.HIJK

&)街区与街区公共空间的分类

由于本文旨在研究亲和舒适的人居空间# 按

照上文的定义# 街区主要功能为居住和商业的结

合# 因此本文主要按功能划分街区# 有商住型休

闲街区, 商住型旅游街区和居住街区等类别#

# 而

街区公共空间则按照形态划分# 主要包括线状,

点状和面状开放空间 !表 &"%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

的居住街区也含有商业配套# 只是从比例而言#

居住占据主要地位# 而商住型休闲街区主要是指

供市民休闲娱乐的街区# 商住型旅游街区主要指

为游客旅游服务的街区%

$)儿童友好视角不同类型紧凑街区公共空间

的规划重点与设计策略

依据儿童日常游戏活动问卷调查的结果# 街

区是儿童日常生活学习接触最为紧密的场所# 居

住在街区内# 学习在街区内# 日常娱乐游戏也多

在街区内解决%

表 &A街区与街区公共空间体系

名称 概念 按形态分 定义 商住型休闲街区 商住型旅游街区 居住街区

街
区
公
共
空
间

街区

建筑

实体

间的

开放

空间

线 状 公

共空间

面积不小于 %)%F 公

顷# 宽度不小于 ' 米
步行街等

步行街, 结合自然要素的

线性空间如滨水空间等

滨水空间, 生活

街道等

点 状 公

共空间
面积小于 %)F 公顷

步行街节点, 商场出

入口, 街道转角等小

空间

步行街节点, 旅游景点附

近, 街道转角等小空间

街道转角, 公建

入口或内院等半

公共空间

面 状 公

共空间
面积大于 %)F 公顷

城 市 公 园, 广 场 等

空间

城市旅游景区, 公园, 广

场等空间

住区公园, 小游

园等空间

AA !&" 线状空间的合理规划保证了交通的安全

性% 不少儿童在上文的调查问卷 '哪项特点吸引

您( 中注明 '妈妈觉得安全# 或者奶奶要跳广场舞

等(% 交通安全是出行安全的基础% 在街区内倡导

绿色出行# 远比整个城市要便捷得多% 线状空间

的规划重点在于合理安排综合道路系统# 串接各

点状面状空间# 精心设计儿童必经线路的交通方

式, 停车方式, 短暂休息等候区域% 同时# 在儿

童活动集中的时间段# 实行机动车分时段禁行措

施# 也是不错的选择% 不同性质的街区线状空间

关注重点略有不同# 例如方案 '紧凑+生活( 由

于选定地块是无锡魅力万科城# 提出 '街区小黄

车( 的理念# 由物业牵头# 基于对街区内以及街

区附近儿童经常出行的目的地的调研# 合理选线#

设计站点# 解决日常出行时公交线路覆盖上难以

到达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但是这样的理念# 在由

多个小型新老社区混合的北京天通苑街区 !方案

'最后一公里(" 就不适宜# 可采用另一种规划策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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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将市区级, 长距离公交线路合并整合# 多绕

街区外围布局# 全面调研街区内人群需求# 设置

短距离小公交覆盖内部道路# 结合骑行道和步行

道# 来解决 '最后一公里(%

!$" 点状空间的合理布局与设计保证了娱乐

的便利性% 上文的调查问卷中显示# 点状空间由

于距离近便# 哪怕设施缺乏# 但是只要有场地#

有玩伴# 仍然是街区使用最频繁的公共空间% 当

今社会# 一个距离遥远的大公园大广场即使设计

良好# 其使用频率往往不如那些面积狭小却精致

实用的 '口袋公园 !广场"(% 合理地选择地点#

增加点状空间的分布密度# 改善设计品质# 能极

大地保证娱乐的便利性% 具体来说# 选择儿童日

常生活学习的必经路线上的节点# 如幼儿园中小

学门口# 商场, 超市附近# 结合街巷, 商业街,

旅游休闲节点设置等% 例如方案 '最后一公里(#

合理设计各种交通方式的转接模式# 并选择若干

个环境适宜的地铁站和公交总站附近, 幼儿园中

小学等机构附近, 街道转角, 住宅院落等场地进

行节点改造# 结合设施原有特点# 形成特色等%

而方案 '紧凑+生活( 则通过合理选择街区小黄

车的车站位置# 以及通过电子显示报站屏 !插播

动画", 结合站台设计简单的游戏设施等精致紧凑

的设计细节# 为儿童提供日常娱乐场所%

!!" 面状空间是街区儿童友好性的点睛之笔%

面状空间与点状空间的区别在于面积% 本文参考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WM#%&'% ED! !$%&H

年版" 中居住区内的公共绿地的设置规范界定大

小% 以居住区小游园规模的最小值为划分界限#

小游园以上规模 !含小游园" 的公共空间界定为

面状# 不足的为点状% 面状空间由于规模适宜#

是点状空间不能比拟的% 面状空间往往结合上位

城市规划布局# 紧凑有序# 除了商住型旅游街区#

其功能多与社区公园类似# 多以群众性文化教育,

娱乐, 休息等活动为主% 例如无锡魅力万科城的

三角公园# 结合周边商业街# 功能适度混合% 场

地内西面设计了一片起伏的仿山丘峡谷地形# 不

同的高差与坡度# 满足各年龄段儿童的攀爬需求#

同时紧邻一相对平坦地块以高大的无患子提供夏

日的荫蔽# 其下布置座椅以及简单的跷跷板, 木

马等设施# 混合了家长休息, 社交以及低龄幼儿

简单游戏的功能# 成为紧凑的, 儿童喜爱的面状

街区公共空间% 面状空间的位置选择与设计还应

该重点考虑可达性与交通安全线路设计%

L" 23@ABC+#$%&'

(+DEMNOJK

下面以青岛中山路街区为例# 探讨儿童友好

视角下的街区公共空间紧凑化途径% 试图营造一

个儿童友好的, 适度紧凑的商住型旅游街区%

&)青岛中山路街区概况

青岛中山路是一条全长约 & #%% 米的老街# 始

于 &'D" 年德占期# 原分为两段# 南段是栈桥至德

县路# 名斐迭里街# 属德国等欧美侨民居住的

'青岛区(# 也叫 '欧人区($ 北段自德县路至大窑

沟# 名山东街# 属国人居住的 '鲍岛区(# 也称

'华人区(% 本方案 '为幸福而设计( 所在地即以

中山路为中心# 面积约 &#% 公顷的用地% 街区内有

传统里院建筑, 也有各种欧式建筑# 还有现代商

业购物场所# 是一处典型的商住旅游街区 !图 &,

图 $"% 街区历经多年风雨# 现存少量闲置地未能

很好的利用# 交通复杂# 绿化面积明显不足# 且

彼此没有延续性% 方案基于儿童友好视角# 构建

小尺度慢行的紧凑街区%

$)定位准确& 合理布局& 紧凑发展

青岛中山路街区由于种种原因多次改造均未

能成功带动旅游# 反而影响了原住民的生活# 本

地市民由于交通不便也鲜少前往# 地铁的兴建为

这一街区带来契机% 方案 '为幸福而设计( 放弃

了传统的发展旅游经济的模式# 通过关注街区公

共空间儿童友好性的营建# 提升原住民的幸福感#

实现城市规划的基本价值# 带动街区活力# 并以

此活跃旅游经济 !图 !"% 方案以中山路历史为线#

将场地分南北两个片区# 南片区重点在于发展商

业旅游# 北片区重点在于拓展多种居住可能% 结

合现状# 以数量多, 分布广的点状空间为主体#

紧凑发展# 尽最大可能拓展儿童身边的游戏场地#

均衡发展点状, 线状, 面状空间# 形成完整体系%

如以旅游功能为主的劈柴院等处# 改造的重点不在

于取悦游客# 而在于关注空间的儿童友好度# 例如

色彩, 尺度, 无障碍设施等# 首先满足生活在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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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民需求# 同时也能保全一个活生生的生活场景# 这是当今旅游最需要的 '情趣( !图 F, 图 #"%

图 &A基地区位及现状

图 $A基地历史分析

图 !A设计定位 图 FA居住院落改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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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商业空间改造

AA!)提升公交舒适度及沿线空间节点的线性

集中

自小汽车大力发展以来# 城市蔓延# 交通恶

化# 相关人员大力提倡公交优先# 但是实施起来

困难重重# 需要切实提升公交舒适度% 公交舒适度

表现在公交自身质量品质提升# 线路及站点设计#

多种交通联运系统整合# 乃至城市布局等方面%

本方案重点在于公交线路的整合% 该街区原来公

交线路交分布不均# 破坏了场地完整性% 方案中#

基于对场地内及周边公交线路详细调查的基础上#

整合公交线路# 通过单行, 所有车辆限行 !天主

教堂前的肥城路" 和仅允许公交分时段限行 !中

山路" 的方式# 提出 '让慢生活流行起来( 的概

念 !图 H"% 公交选线和站点的布局综合各方面因

素# 提出两种改造模式# 首先应用 '节点优先(

的模式# 利用公交线路将著名景点, 历史建筑,

商住节点等串联$ 然后应用另一种 '公交优先(

模式# 根据线路分布的顺畅性, 合理性以及站点

间距适当调整公交线路上的建筑功能, 景观环境#

完善线路布局% 让公共交通在不穿越, 不干扰慢

性系统的基础上# 覆盖街区生活的各个角落% 只

有这样# 保证了公交舒适度# 才是减少机动车交

通的有效途径# 让街区慢生活流行起来%

图 HA商业步行街改造

AAF)提升慢行系统的方便性及设计质量

紧凑城市的一个重要观点是通过紧凑提倡慢

生活# 遏制城市无序蔓延% 本方案针对不同人群

需求# 提出不同的慢行线路# 关注慢行系统的方

便性与舒适性% 选择天主教堂步行街# 中山路半

步行街等商业道路以及传统里院建筑, 新建居住

建筑外围道路及内院空间进行改造# 形成一个相

对完整的慢行链 !由于青岛的丘陵地形特点# 主

要以步行为主"# 提升不同人群的幸福感% 对于旅

游人群# 从地铁站出发# 沿劈柴院/天主教堂/

中山路/栈桥线路# 感受青岛的传统与现代$ 对

于市民# 沿中山路/百盛/栈桥线路# 漫步青岛

核心区# 体味老青岛的民风与海风$ 对于居民#

从各住区出发# 通过四通八达的路网# 享受幸福

生活% 慢行系统串联起各住宅内院# 中小学校幼

托机构# 购物广场# 城市公园等角角落落# 通过

面广量大的贴近儿童生活的场地改造# 多种功能

整合# 提升空间的利用率% 例如劈柴院周边道路#

原有的车行道拥挤混乱# 通过压缩车行道空间#

调整车行道线形# 规划大量趣味化路边停车以及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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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步行道路# 合适地段增设休息节点的方式#

将冰冷的道路转化为温馨的街道 !图 ""%

#)提升街区儿童友好型品质' 强化公共空间

的兼容性

该街区通过对以儿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幸福

感的关怀# 结合街区内的旅游目的地改造# 自下

而上地带动旅游经济% 本方案将公共空间进行分

类# 分为居住单元, 商业单元, 旅游单元等# 并

选取不同的节点改造# 强化公共空间的兼容性%

如劈柴院# 属旅游型居住单元# 首先改善周边道

路# 保障交通安全# 步行优先# 保障儿童出行的

安全性$ 其次完善院落内部功能# 保障儿童及居

民利益# 让幸福的生活带动游客的旅游激情% 再

如旅游型商业单元中山路# 划分功能分区整合商

业态# 改造成仅限公交分时段限行的半步行街#

完善休息设施# 沿街商业设施及街道家具系统化#

增设儿童游戏场所% 而对于商业型旅游单元天主

教堂前的肥城路# 重点在于步行系统的改造# 创

造一个舒适宜人的旅游休闲环境% 同时根据景观

节点分布情况# 增设中山路一头一尾公共空间#

立体处理停车与游憩# 以儿童游戏空间为主# 综

合容纳各种休闲活动%

图 "A居住街道改造

AAH)保障街区公共空间安全

空间安全是儿童友好的基本要求# 包括交通

安全, 环境安全, 设施安全等% 本方案中通过整

合道路系统# 让步行系统贯穿儿童日常生活, 学

习, 居住, 游戏的所有场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在部分居住组团外围 !如劈柴院"# 压缩车行道#

并使车行道适当曲折以减低车速# 同时结合曲折

的道路增设停车位# 让位给步行系统及休息空间#

保障院落交通安全%

P" QRS

街区公共空间是儿童日常使用最为频繁的场

所% 本文从其分类以及不同类型空间规划设计策

略入手研究街区公共空间基本价值 !儿童友好"

与发展的必然途径 !紧凑" 的结合模式# 既能满

足我国 '节约土地( 的基本国策# 也能体现城市

规划为公众利益谋福利的基本价值# 在我国广大

的城市街区内具有极大的普适性% 文章最后以青

岛中山路街区为例# 将上述观点进行实践# 总结

出定位, 布局, 线路, 兼容性, 空间安全等一系

列方式方法# 将街区建设为 '城市幸福的目的

地(% 后续将继续细化各种不同类型空间的设计要

点# 从技术的层面进一步研究可行性# 同时加大

研究实践# 并总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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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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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世纪 H%,"% 年代#理查德+丹纳和X+保罗+弗里德博格创造了一种基于柱子和平台的游戏场新模式#打破了之前只关心身体活动的

设计#进入冒险游戏阶段%

"

A无锡万科魅力城建于$%%D 年#位于太湖新城#项目总用地DH)$&& H 万平方米#规划容积率不超过&)F#总建筑面积&!F 万平方米#规模约为

&)& 万户% 无论规模#入住情况#设施丰富度等方面#均具有典型性%

#

A还有一种历史文化街区#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中定义#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

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有一定规模的区域% 其性质特殊#不属于本文研究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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