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4 |   城市设计  2015 1

1 引言：城市空间研究

近年来，在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随着

土地低效利用、交通拥堵、资源耗竭等问题

日益突出，有关城市空间的问题引起高度关

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由扩张性规划

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

划”“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

效率”等政策方针；国土部门也提出“严格控

制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确需扩大的，要采取串

联式、组团式、卫星城式布局”等通知。如何

解读、评估和优化城市的空间特性，提高城市

空间的使用效率和品质，从而实现精细化空间

规划、设计和管理？这已成为今天的城市研究

者需要重点关注的课题。

城市空间是城市规划设计学科研究的首要

对象。一方面，城市空间和城市功能相互作

用，共同塑造了城市形态及其社会构成。这一

直都是城市研究和实践的重点之一。另一方

面，城市空间还具有多重尺度属性。从宏观的

区域、地理空间到微观的社区、建筑群空间，

都属于城市空间。因此，国内外诸多有关城市

空间的研究和实践，都涉及从区域到社区的多

重尺度变化。这对于认识、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有重要的意义。

不过，很多研究要么偏向社会经济意义上

的宏观空间结构规划，要么偏向物质形态意

义上的微观空间结构设计，对于多尺度之间

的关联或相互影响着墨不多。大部分实践活

动也还是依赖于个人经验判断，缺乏定量的

评估、优化模型工具；因此，城市空间结构

多重尺度的复杂性并未清晰地揭示出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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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决策过程缺乏科学性。那么，如何采用

定量技术判读并评估城市空间结构的多重尺

度变化，从而优化之？

2 空间句法与多重尺度

在众多空间理论中，空间句法在国际上相

对较为活跃。由英国学者比尔·希利尔（Bill 
Hillier）教授及同事们创立的空间句法理论和

方法，延续了剑桥数理科研的传统，从空间营

造活动的角度去解释建筑物、社区、城镇、区

域等不同尺度的空间形态及其社会经济活动。

其理论核心与老聃《道德经》的一段论述密切

相关，即“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

为利，无之以为用”。空间句法将纯粹的空间

作为其研究对象，基于此通过数学拓扑模型，

并结合大量的调研校核来解析空间与社会经济

活动的内在关系。但由于空间句法理论较晦

涩、难理解，目前在国内的运用还处于初步阶

段，笔者将尽量用较通俗易懂的语句，结合一

些实践工作，将空间句法及其运用作一简述。

2.1 空间句法简介

空间句法理论涵括3块基石。

第1块基石：空间不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静

态背景，而是人们实现社会经济文化目标的手

段，并体现在具体的空间结构建构和体验之

中。人的活动与空间形态本身之间存在内在的

逻辑关系，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例如，直

线对应于行走，而凸形对应于聚集。

第2块基石：空间结构不仅需要从鸟瞰的

角度去观看和体验，而且需要从人瞰的角度

体会和理解（图1）。从鸟瞰的角度，看到

的是远离空间场所的几何图案特征，这是对

图案“完形”的思考，与人们在空间中行走

和使用时所认知的形态和功能特征常常有较

大的差异；从人瞰的角度，看到的是日常生

活中具体的局部场所构成，而连续性行走所

获得的感知则体现了对日常空间的整体性感

受。从鸟瞰的角度，可纵览大局，不过容易

忽视日常的空间认知；从人瞰的角度，可获

得局部的感知，而容易缺乏对整体图形的认

知。因此，空间句法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从

整体和局部两方面优化空间认知，实现基于

日常生活的“完型”。

第3块基石：局部空间（如街道）的区位

价值取决于该空间与其他所有空间之间的联

系，而非该空间本身的局部特征（图2）。例

如，主路和支路不同的区位体现在它们与城市

中其他道路的连接方式不同，而导致更多的人

更容易选择使用主路。因此，空间句法重点关

注空间之间的关系，以此作为评判空间区位价

值的重要依据。

简而言之，空间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组成部

分和载体，它的价值取决于它与其他所有空间

的关联，因为这种关联影响到它的特性，包括

活力、潜力、影响辐射能力等。

还要介绍一下空间句法中的两个常用

变量：到达性（ I n t e g r a t i o n ）和穿越性

（Choice）。到达性被定义为到达某个目标

空间的最短距离，度量人们到达那个目标空

间的难易程度；而穿越性则被定义为穿过某

个目标空间的最短路径的频率，度量人们穿

越那个目标空间的概率。用通俗的话解释，

到达性一般反映的是点要素（组团、单元、

节点等）的特性，体现它的等级、活力、潜

力等；穿越性一般反映的是线性要素即空间

网络的特性，体现空间网络的联系、格局

等。具体运用时，可根据不同的需求将其单

独解析或两者综合叠加解析。

(a) 城市实体与空间的图底关系 (b) 人的活动强度与空间

图1 / Figure 1
城市空间是规划设计研究的首要对象
作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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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 Figure 2
街道的区位特性取决于它与其他所有街道的关联
作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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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空间句法与多重尺度

基于前述原理，空间句法在利用数学拓扑

关系建构模型时，建立的即是一个具有空间整

体性、系统性的模型，能反映全息性特征，即

一点的改变可能对全局带来影响。与此同时，

创始人希利尔教授还认为，城市是多种尺度的

空间现象的集合。同一城市空间在不同尺度上

显示的特性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比如，某

一空间可能在社区尺度上是中心，但在城市尺

度上则无足轻重；而另一些空间则可能在更大

尺度上具有更大影响力。

然而，空间句法作为一种整体性、系统性

和全息性的空间研究模型工具，可以度量不同

尺度的空间结构，从而辨析其互动联系，探索

优化策略。当被赋予不同的尺度变量时，模型

即可对城市空间进行全景性的解析，揭示不同

尺度上的城市空间特性。

以北京的空间解析为例，以3km的社区尺

度计算，显示的是社区尺度上的结构特征，可

显示出不同社区的等级、潜力等；而以50km
的城市尺度计算，则显示的是城市尺度上的空

间网络格局、联系等特征。笔者也进一步尝试

在更大尺度上运用空间句法的解析。在50km
的城市尺度上计算，全国的城镇组团格局、

等级初步显现；而在3,000km的国家尺度上计

算，全国的城镇网络格局、空间结构、几横几

纵的联系等得以显现。

3 空间句法合作应用回顾

空间句法目前在欧美国家较多应用，如大

伦敦规划、伦敦千年桥设计、伦敦金融城规

划、住宅区设计、美国华盛顿前广场设计、

沙特吉达总规等；在国内近年来开始有所介

绍研究，但也并未深入地应用。笔者所在机

构自2008年前后与伦敦大学学院希利尔教授

进行交流协作，探讨空间句法在实践中的运

用。在这一阶段，工作主要是在中观、微观

的尺度，在苏州、北京的实践中探索这一工

具的运用，用于空间特征识别、趋势与潜力

预测、空间方案校验等。

3.1 在苏州市总体城市设计中的运用

2008年，苏州市总体城市设计实践伊始，

项目组即运用苏州城区的空间句法模型进行城

市空间格局特征解析、潜力地区识别等。城市

尺度的模型显示（图3）：苏州老城与古城区

空间潜力较高，但与其他地区联系较弱，潜力

较高的空间未形成一个整体空间结构，同时也

图3 / Figure 3
苏州市区城市尺度上的解析
作者自绘 .

图4 / Figure 4
苏州市区社区尺度上的解析
作者自绘 .

缺少次一级的结构。因此，可判断苏州缺乏有

力的中心，而这一判断与苏州市区中心性不

强、中心体系不完整的客观感受相吻合。同

时，社区尺度的解析显示（图4）：老城区与

周边片区边界处的空间潜力充足，特别是北部

城区和东部工业园区的边界，如果发展得当，

可以很快收到效果。基于这种判断，再结合其

他的研究，总体城市设计工作进一步在老城区

北面和东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并推动了一系列

城市发展建设的重点工程，如北部的新城建设

和东部的更新改造。

另一方面，项目组还运用该模型工具对城

市局部的规划设计方案进行校验、比较。例

如，对于苏州高新区局部设计，项目组将比选

方案输入模型中进行效果校验，并选取了更符

合片区特质和发展目标的方案（图5）。

3.2 在北京CBD东扩国际竞赛中的运用

在2009年北京CBD东扩国际竞赛中，项目

组运用空间句法工具对场地现状空间进行解

析，分析在现有空间中，城市尺度和片区尺度

上场地人、车流的活力度；同时，在方案构思

阶段，项目组对不同的草图方案进行评估，对

不同草案下的活力度进行预测；最后在方案深



087 方法   |

化演变阶段不断进行校核，为最终的方案形成

提供有力的支撑。这次实践是空间句法从空间

特征辨析、过程评估预测到最终方案校核的一

次全过程深入运用。

4 苏州多重尺度的空间结构研究运用

上述的研究运用还主要是在中观、微观的

空间尺度上。2013年，结合苏州战略规划研

究，项目组在原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将研究的

空间尺度扩大到区域。作为苏州战略规划研究

十个实证模型之一，空间句法研究的问题包

括：在区域背景下，区域空间格局特征如何；

区域视野下苏州现状的空间结构如何，有何问

题、挑战和新的机遇；现状空间布局下苏州及

其周边城镇的关系（图6）；现有的各种发展

设想将如何影响苏州本身的发展等。该研究分

析过程不限定城镇和乡村的行政边界，而是本

着城乡一体化、打破行政边界的观点，剖析多

重尺度上的空间关系，从而探索其空间结构特

征以及优化策略。

该研究包括3层分析范围：区域、市域和

市区；而对于每个层次分析范围，则又可包括

不同尺度的分析，模拟其特定距离尺度上的空

间结构特征。例如，100km以上的区域尺度、

30~70km的市域尺度，以及30km以下的市区

尺度，再往小还有10km的片区、3km的邻里、

1km的社区等多种尺度（图7）。由于篇幅有

限，本文仅就其中较大尺度上涉及区域与城市

的部分内容进行阐述。

4.1 区域空间特征判读

对区域空间特征判读方面，根据需要仅选

取200km、100km、30km尺度上的空间穿越性

模型进行解析。不同尺度模型计算后显示出来

的是不同尺度的空间网络特征。200km尺度显

示的是包括上海、南京、杭州等在内的区域格

局特征；100km尺度显示的是苏、锡、常至上

海一带的长三角核心区的空间格局特征；30km
尺度则是单个城市尺度的空间格局特征。

在区域尺度上，空间显示出网络化与极化

并存的特征。上海为中心的网络化格局明显，

若干条区域外环线、放射通道等显现；网络化

图5 / Figure 5
苏州高新区局部设计方案校验、比选示意
作者自绘 .

(a) 校验方案1

(b) 校验方案2

(c) 推荐方案

格局中上海重心偏西移；苏州在此格局下是大

上海西环上的一个节点。

在长三角核心区尺度上，极化的格局更为

明显，南北板块也有显现。以上海为中心的结

构更加明显，上海内部结构也更清晰完善；苏

州市区也位于节点位置，但结构不清晰，地位

趋弱；苏州市域则显示被稀释和弱化，北部被

沿江板块拉扯，南部也显得弱化和空心化。

在城市尺度上，苏州市域则显现出松散的

多中心特征。苏州市域分为比较明显的三大部

分：苏州城区、张家港+常熟，以及与上海空

间关系更为紧密的昆山+太仓，在市区东侧的

工业园区是老城区与昆山之间的断点。上海的

结构更加清晰，且密集网络已深入影响到昆

山、太仓。

4.2 揭示城市面临的挑战

通过空间句法的解析可以发现，在100km
以下尺度上，苏州市域面临着被稀释化、削弱

化的风险挑战。从100km或者50km的尺度都可

看出，苏州城区所在的位置出现了以冷色调为

主的空心化态势，结合其他分析，这一态势可

能是受区域南北两大经济板块的拉扯产生。北

面是江苏重点关注的沿江发展带、沿海发展带

等构成的北面发展板块；南面是浙江重点关注

的环杭州湾及沿海发展带。然而，苏州的区位

正出于这两大板块之间，如不及早关注，将面

临被南北拉扯的尴尬局面，这也正是在区域格

局下苏州面临的一个挑战。

4.3 识别城市面临的机遇

与此同时，多重尺度的解析也显示出苏

州可能的发展机遇。在更大的200km区域尺度

上，苏州的地位显示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

特别是“通苏嘉轴线”南北向纵轴明显显

现，从模型判读，这一轴线区域将是未来区

域中颇具潜力的地带。结合不同尺度的解析

来看，尺度越大，这一潜力地带越发明显，

说明它在大区域的影响力要大于在小范围内

的作用。这对于我们思考苏州的区域地位和

辨识具有区域潜力的地带都有启发意义。此

外，苏州项目实践中其他的实证分析，包括

高速交通流量、交通模型、基于企业联系的

图6 / Figure 6
区域主要城市建设用地示意
作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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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 Figure 7
区域不同的空间尺度示意（单位：km）
作者自绘 .

模拟规划实施后给城市带来的影响。通过多

重尺度上规划前后的比较，可以发现以下一

些现象。

在5km的片区和社区尺度上，可看到东南

部结构有所优化改善，具有活力，东西向的联

系也加强了，活力区域从原来的吴江老城区西

移。但是，太湖北面的部分结构依然不佳，这

可能与该部分处于尽端位置有关。

在10km的吴江区尺度上，可看到片区的空

间活力开始下降，吴江老城区原有的结构被破

坏，活力中心开始弱化，整个新城的空间潜力

降低。

再到30km苏州市区尺度上，可看到整个

格局没有太多优化，中心活力反而弱化，区域

影响力更是下降。南北向的轴线出现，但过于

靠近生态敏感度很高的太湖；东西向的活力和

联系不畅，与东侧的南北向轴线也没有好的

连接。

综合多重尺度的解析，我们发现这一区域

的规划在小尺度上有一定效果，而在大尺度上

则被弱化。这就是说，规划如果仅从社区或小

片区层面来看，能起到一定效果；但如果放到

整个城区的尺度来看，却无法承担城市级甚至

区域级的服务职能。因此，必须重新思考“太

湖新城”的定位以及这一地区的规划与整个城

市、区域的空间衔接问题。

5 结语

空间句法利用数学拓扑原理所建立的模型

提供了一种从宏观到中观直至微观、从区域到

城市直至社区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全息性的空

间研究工具，并且将这种对空间的解析用清晰

的、可视化的图像语言展现出来。类似于我国

传统中医“经络”的概念，这种工具所展现的

可视化图像就像城市的“空间经络”一样，蕴

含了城市空间与其中的城市活动的各种联系和

关系，也暗藏着许多对城市至关重要的“穴

位”。对其解读和运用，不仅可以提供一种解

析城市的工具，还可以为认识城市的视角带来

启发。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牵一发而动

全身”，在城市规划设计研究和实践中要避免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性，而要时刻

理解城市的有机整体性。

基于空间句法的多重尺度的城市空间研

究，特别是大尺度空间下的实证研究，也还处

于摸索阶段。这一工具在苏州的运用也还处于

初步探索阶段。随着项目实践的进一步深化，

贯穿多重尺度的、上至宏观层面、下到微观层

面的运用探索必将会进一步完善、丰富。

图8 / Figure 8
苏州市区空间结构规划
作者自绘 .

模型等，与空间句法的解析也有高度的印证

关系。

模型对于空间网络格局的显示也有利于增

强对区域空间格局的判断，进而有利于对未来

城市在市域、市区尺度上的空间优化提出更有

针对性的策略（图8）。也正是结合以上的这

些辨析，苏州项目中提出了“三横两纵”的空

间结构：“三横”分别指北部沿江发展带、中

部沪宁发展轴和南部江南水乡带；“两纵”指

运河文化旅游沿线和通苏嘉发展带。苏州市区

在空间方面的整合战略强调“横轴提升、纵轴

积聚”，即以较为成熟的沪宁发展轴的优化和

提升为主，而正在形成的、具有发展潜力的通

苏嘉轴线则强调核心功能的集聚和高效发展。

4.4 校验城市现有的规划

空间句法同样可以对现有的各类规划设想

进行校验和评估。以位于东太湖沿岸地带的

“太湖新城”为例，该新城跨吴中、吴江两区

（西北面属吴中、东南面属吴江），核心区域

约100余km2，规划意图打造其为以商务、科研

等生产性服务业为突出功能特征的服务综合区

与高品质居住区。

可以在现状模型的基础上，将“太湖新

城”的规划输入模型后，同样在多重尺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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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OPSIS

When we develop a maser plan of a city or an 
urban area, we usually need to investigate its 
spatial structure with respect to the contexts 
at different scales, in order to give u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city or the area 
spatially interacts with the multi-scaled contexts 
and then depict the whole scenario of the city 
or the area with varying scales. The previous 
practices rely on the qualitative insights urban 
planners or designers gained from their working 
experiences, but lack of quantitative methods 
of examining the multi-scaled mechanism for 
structuring a city or an area, which is called a 
holographic structure in this articl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theory and the method of space 
syntax offer a qualitative way of revealing the 
holographic structures of cities and areas.   

At first, the article gave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space syntax and the creating phenomenon 
of multi-scaled spatial structures, with an aim 
of explaining how urban spaces are configured 
at different scales from a point of view of the 
space syntax theory. In particle, it addressed the 
multi-scaled structuring theory that the spatial 
structuring and functioning of a city or an area 
are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the multi-scaled 
contexts in which they are embedded, besides 
their local features. 

Second, it reviewed some syntactic practices 

conducted in Suzhou and Beijing, and proposed 
a  four-s tage method of  ident i fying urban 
characterist ics,  revealing ci ty challenges, 
de tec t ing  development  oppor tuni t ies  and 
assessing proposed schemes. In this way, the 
holographic structures of the Suzhou city and 
the Beijing CBD were illustrated and intervened, 
and this was applied to the previous practice 
works.

Third, it further clarified how the four-stage 
method can be valid for use in the regional 
planning by introducing the regional planning of 
Suzhou. The spatial characters of the Suzhou city 
embedd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omprising Shanghai, Nanjing, Hangzhou 
and other neighboring cities) were illustrated at 
the regional, urban and neighbourhood scales, 
which helped us to bring to light the challenges 
that were not revealed by the previous studies. 
The city of Suzhou, located between two regional 
districts, namely the riverside district developed 
by 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Hangzhou Gulf 
district promoted by Zhejiang Province, seemed 
to be marginalized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refore ,  the  nor th-south  corr idor  f rom 
Nantong through Suzhou to Hangzhou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of integrating the two provinces at the regional 
scale ,  though the corr idor  from Shanghai 
through Suzhou to Nanjing is still vit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uzhou. Under this context, the 
different schemes were tested and assessed at 
different scales, with an attempt to give a better 
option for the Suzhou. 

At the end, it drew an analogy between the space 
syntax method and the Chinese acupuncture 
idea, in that the latter not only focuses on an 
acupuncture point, but also gives weight to the 
collateral channel along which acupuncture 
points are distributed. It can be implied that 
the space syntax achieves a holographic way of 
investigating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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