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９４９３《２０１９）０６－００８６－０６中图分类号ＴＵ９８４ １９１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２２２１７／ｕｐｉ．２０１７．３３２

促进积极生活的城市设计导则：欧美国家经验
Ｄｅｓｉｇｎ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ｖｅ Ｌｉｖｉｎｇ：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孙佩锦陆伟刘涟涟
Ｓｕｎ Ｐｅｋｉｎ，Ｌｕ Ｗｅｌ，Ｌｉｕ ｌｉａｎｌｉａｎ

摘要：积极生活是将体力活动融八日常的生活方式，

引言

缺乏体力活动的现代化生活是导致慢性病迅速增长
的直接原因之一。促进积极生活的城市设计导则已经
在世界范围内成为越来越普遍的促进健康的方法之

２０世纪以来．长时间伏案工作缺乏体力活动．依赖机动车出行等现代
化生活方式成为导致慢性病迅速增长的直接原因之一…。人们的身心健康

一。本文对欧美国家现行的多部促进积极生活的城市

和日常的体力活动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积极的生活方式将增加体力活动融

设计导则进行了总结，对比分析不同类型与层级的设

入日常，良好的设计和人性化的空间可以鼓励积极的生活，从而促进健康。

计导则。同时，通过对设计导贝４实例内容解析，提出

因此，围绕营造积极的生活方式产生了“积极的城市规划设计”。积极的设

对我国城市设计的启示，以期为国内促进健康的城市

计并非一种新兴的规划理论和方法，而是强调健康问题导向的思路。从增

设计提供实践基础。

加人们日常体力活动、增进人们身心健康水平的具体目标出发，在城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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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设计的方方面面进行反思和探讨，切实地改善建成环境，达到促进公
共健康、提高生活品质的目的【２Ｉ。城市设计导则可以通过指导城市建成环境
的变化影响体力活动。从而促进积极的生活。空间和场所的设计在积极生
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大量证据表明，建成环境不仅影响积极的生活方式。

还会影响个人．家庭以及社区的健康”１。城市规划和设计导则已经在世界范
围内成为促进体力活动的普遍方法之一。
导则的颁布与实施对于重塑一个有助于体力活动和健康的建成环境非常

重要。近年来。全世界多国积极开展建成环境与体力活动相关研究。大量的
实证数据为成果转换提供了基础，相关的应用实践逐步出台。城市规划．交

通．土地利用和公共健康等部门通过长期多方合作．颁布了一系列促进积极
生活的导则。欧美国家多学科融合研究开展较早，在２０００年后相继出现了

欧美经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ｃｔｉｖｅ Ｌｉｖ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ｉｔｙ；

很多国家级研究型机构。相关部门通过多方合作调研和分析市民健康．生活

Ｄｅｓｉｇｎ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Ｕｒｂａｎ Ｄｅｓｉｇｎ；

质量与城市建设的关联，得出系列设计导则。在我国，促进积极生活的研究

Ｗｅｓｔｅｒｎ

与实践并没有建立紧密联系。本文总结了欧美国家现行的多部促进积极生活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的城市设计导则，并通过实例分析梳理不同类型导则的内容，以期为国内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５１６０８０８９），国家留学基金委

进健康的城市设计提供积极有益的借鉴。

（２０１７０６０６０１４７）资助

１设计导则类型综述
作者：孙佩锦，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博士
研究生。ｐ．Ｓｔｉｌｌ＠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８６

促进体力活动与健康的相关建议在应对公共健康的威胁方面起到了

陆伟，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

相当重要的作用。２００２年，美国国家环境卫生中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刘涟涟，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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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ａｌｔｈ）与疾病控制预防中心（Ｃｅｎｔｅｒｓ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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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举办以建成环境与居民身心健康关联为主题的

架构。在每一项原则下阐述操作实践与实施方法（表３）。

研讨会，探讨设计导则与法规对健康的影响，并得出这些规

由于颁布机构不同，促进积极生活的城市设计导则，其

范在促进体力活动方面具有很大潜力。通过设计导则与法

控制范围与管理内容也不尽相同．可以划分为两类：国际／

规可以创造一个鼓励体力活动的环境。此后相关设计导则

国家层面颁布导则和城市政府层面颁布导则。国际性研究组

纷纷出台。国际性组织机构．例如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

织或者国家级机构颁布的导则内容宏观且具有普适性。适用

发布《健康城市是积极的城市》”】、《在城市环境中促进体

范围广泛，可以在规划过程的每个阶段和每个项目中应用。

力活动和积极生活》”１，全球体力活动倡导机构（Ｇｌｏｂａｌ

地方政府或研究机构颁布的导则具有问题导向性，内容贴切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ｆｏ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发布（（体力活动多伦多宪章》”１

当地城市建设与市民生活实况。部分导则的内容划分具体，

及其补充文件《体力活动项目投资》１７１等。欧美部分国家

例如有专门针对公共空间，步行道、学校、社区等空间和场

知名的研究机构或者政府部门．例如美国的联邦健康和人

所提出的专项规划设计导则。本文着重分析国家级和地方性

力服务部疾病控制预防中心（Ｃｅｎ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两个层级的设计导则。不同层级的设计导则部分同时包含政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英国

策管理和设计导则两方面内容，部分只包含政策或者设计，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美国城市土地局（Ｕｒｂａｎ
国家卫生与保健优化研究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ｅ

１．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澳大利亚国家心脏基金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也有部分关注市场投资和专项规划（表４）。

Ｈｅａｒｔ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等都基于建成环境对体力活动影响

的科研结果出台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促进积极生活的指南或者

２设计导则实例
２．１国家级设计导则

设计导则。本文选取其中部分较有代表性导则（表１），从

本文以两部国家级别的设计导则为例：澳大利亚颁布的

设计导则类型、不同类型设计导则的对比与设计导则对我国

《《健康空间和场所》“７ｌ和美国城市土地局颁布的《建造健康

的借鉴意义三个层面进行详细论述。

场所原则》１２５］ｏ两国为世界范围内最早开展相关实证研究的国

欧美国家将城市设计管理的依据划分为“政策”和“导
则”。一般而言，设计政策更倾向于设计目的和原则的表述，
而设计导则是对如何实现目标或原则的深入说明。约翰·庞
特和马修·卡莫纳（Ｊｏｈｎ

Ｐｕｎｔｅｒ＆Ｍａｔｔｈｅｗ

Ｃａｒｒｎｏｎａ）将设

家。从而设计导则是基于丰富的科研成果制定的。两部导则分
表２城市设计导则类型１
内容架构

具体内容

设计目标

对城市设计预期达到的理想状态的整体描述

计政策与设计导则的关系总结出六个部分（表２）：前三部

设计原则

设计目标与将来形态的联系

分为控制系统。以设计构建为主；后三部分为运作过程。以

设计导则

实现设计目标的特殊要求和详细规定

建设管理为主”“。促进积极生活的城市设计导则以积极健康

宣传引导

如何实现目标和达到标准

的生活方式为关注点，设计导则的内容以及层次分类与通识

操作实践

案例．图示、评价

实施方法

达到设计目标的实施方法

性导则相似。同时也有其特殊性．部分设计导则通篇以原则
表１国外代表性的设计导则
国别
英国

设计导卿名称
《空间塑造》…；《社区参与规划制定》州；《设计下的积极：
为健康生活设计场所》”０１

《积极城市：健康设计》…１；《通过社区规划促进健康》¨２１；
加拿大

《健康社区可持续社区》㈣；《规划设计：健康社区手册》¨４’
《年龄友好建成环境》ｍ‘：《积极的澳大利亚蓝图》¨６。；《健
康空间和场所》”’；《创造健康邻里》…１；《创造积极杜区：

澳大利亚

地方议会体力活动导则》”…；《塔斯马尼亚积极生活环境规
划设计导则》。１；《设计下的健康——维多利亚》…１；《健
康环境，健康儿童》∞’
《体力活动导则：社区建议》ｏ”：《体力活动导则：积极．健康．
幸福》”“：《建造健康场所原则》”…；《积极设计导则：通

美国

４

国际／国家级

”ｎ

过设计促进体力活动和健康》１２６１；《积极设计：塑造步行体
验》”１；《积极设计：社区团体指导＊…‘；《设计一个健康
的洛杉矶》。‘：Ⅸ密歇根积极社区设计导则》１３０１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８－３０】整理

１５，２７，

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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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数字为参考文献编号。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４－３６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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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研究．Ｉ

别代表两种不同类型（表２）．前者涵盖城市设计管理所有六

只有坚定共同的发展目标才能带来发展。

部分内容。侧重对导则的宣传引导与实施操作；后者着重解析
实现目标的详细方法。《健康空间和场所》内容同时包括了设

２．２地方性设计导则

计目标与原则、设计导则（表５）、宣传引导、操作实践与实

地方性设计导则的编制与表达结合不同的城市体制与背

施方法；应用类型广泛．包括全量开发、城市广场与社区公园、

景具有一定针对性。本文选取的案例分别代表城市设计导则

社区规划设计、娱乐设施、购物区、工作场所、退休住宿．学

的两种类型。分别应对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澳大利亚塔斯

校、农村；可以应用于规划的不同阶段和规划系统的各个层次。

马尼亚市颁布的（（塔斯马尼亚积极生活环境规划设计导则》”“

该导则同时强调创造健康空间和场所的实施机制（表６），实

（以下简称《环境设计导则》）属于设计导则的第一种类型。

施机制可以根据个体项目．政策和地区发展量身定制，被应用

塔斯马尼亚城市发展并没有重视通过环境创造机会以改善人

于各种规模的战略规划、发展控制和社区参与项目。《建造健

们身心健康的重要性。经济压力等导致城市规划决策对健康

康场所原则》以原则为架构。设计导则（表７）、操作实践与

的影响往往被迫忽略，该市此前没有任何相关的政策或指示。

案例应用于每一项原则。

设计导则的核心内容相较于其他发展成熟的导则更侧重最基

两种类型设计导则有如下共同点。（１）促进城市公共健

本的环境规划设计。加拿大多伦多市颁布的（（积极城市：健

康领域与城市规划设计的结合，为健康专业人员和设计人员

康设计》…１以原则为架构侧重实践案例，充分考虑了多伦多

提供合作机会并分享信息。组织机构汇集来自不同领域的专
家，研究团队包含了广泛的跨学科专家，如公共健康、建筑。
规划，交通．金融等。（２）提倡多方参与是实现变革的有力
工具，让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制定规划并确定优先解决的

表６实施机制
实施方法

内容

研究

基础研究理解环境与健康的关系

整合

跨部门工作．协调职责．政策和计划

问题。（３）提高公众对体力活动与建成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

实现

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共享同一个目标

强调积极的生活方式对人们身心健康的好处。向更广泛的社

教育和培训

让不同的群体理解环境和健康的关联。因材施教

区提供关于积极生活的信息。要创造促进积极生活的社区，

伙伴关系

基于共同的战略前景协调投资伙伴

实施评估

成功的实现需要明确的目标和评估措施

表５《健康空间和场所》设计导则内容概述
内容概述

导则
主动交通

包括步行和骑自行车在内的体育活动和公共交通工具
区域的吸引力会影响整体体验和使用；

一个有吸引力的社区激励人们使用和享受公共空间并且

美学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１７】

表７《建造健康场所原则》内容摘要
原则
以人为本

感到安全
路径，街道或道路网络的连接性，人们可以轻松便利地
连接性

认识经济价值

适合所有人的环境

选出健康领袖

公园和开放空间

安全与监视
社会包容

支持基础设施

不同户型．高度，密度的住宅开发促进多样化的社区，

商店、学校．办公室、开放空间和咖啡馆等促进积极活
动的公共场所混合规划

的设计可以增强身心健康和幸福感

混合利用

鼓励混合利用．排除法规限制，引导正确发展：考虑停车
问题

历史建筑．特殊地势、生态区等．其对身心健康有直接积
极的影响

基础设施鼓励安全的体力活动，如散步（人行道．照明，

优化健康

喷泉）．自行车（自行车道，自行车安置．标志）．公共

食物获取

ＵＰｌ

为所有人群的需求设计

将某些可以增加地方归属感的环境与自然环境结合，包括
关注特殊地貌

所有人都有机会充分参与政治、文化、经济生活

交通（避难所．照明、标志）．社会互动（座位、树影）

营造安全的环境．增加交通设施可达性和趣味性；通过标
识系统或者公共艺术等增加目的地的辨识度
确保公平

对安全的感知影响人们使用空间和场所；旨在减少犯罪

２０１９ Ｖ０１．３４，Ｎｏ，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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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健康

保护运动和娱乐空间的自然环境和绿色空间．加强城市
雨洪管理

往需求，组织活动促进空间利用与公共意识；乐观尝试新
想法与策略．鼓励公私合作

迎合不同的生活需求

和娱乐（座位、播放设备）

８８

建立品牌扩大宣传影响；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至关重要，需

调查社区资产分布．优化更新方案；重唤住区街道满足交
激活共享空间

混合土地利用

健康的场所可以为个人或公共部门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

要积极沟通以建立可能的合作伙伴关系

便获得的地方．该地方提供符合多方需求的各种设施和
服务

｝昆合密度

促进积极参与

领导人可以为建设健康的地方带来信誉．鼓励基层行动．

在不同地方之间走动
无论年龄、能力。文化或收入．所有人都可以安全且方

导则内容概述

健康融人规划．在前期考虑健康影响．社区设计符合需求．

建造积极的城市

将健康食品纳入当地土地使用管理和经济政策
聚集活动设施；把步行和骑自行车作为安全和愉悦的交通
或娱乐方式；实施积极生活设计导则，兼顾设计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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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的空间、场所和人的独特性与多样性。

则种类更为丰富。美国各城市响应促进积极生活的规划理念；

（（环境设计导则》包含城市设计管理的六部分内容，应

颁布过各种类型的指南或导则。部分导则内容具有针对性，

用类型广泛以满足当地政府和个体的多样需求（表８）。导

例如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圣保罗等城市颁布街道设计手

则的核心是更新改造并始终贯穿规划设计；内容包括开放空

册并且定期更新”３。３圳。西雅图、波特兰．丹佛等城市颁布步

间、城市中心区、城市街道和道路网等，可以在宏观和微观

行总体规划”跚１；部分导则内容涵盖则相对更为广泛，指导

层面开展。改造计划坚持三项原则：承认并接受现有的模式

内容更为细致，例如洛杉矶和密歇根市颁布的设计导则［２９－３０１０

和行为；成功的改造并非必须大规模翻新或更换现有的基础
设施，小型的本地化项目亦可；简化改造过程。促进现有的
基础设施的使用。《环境设计导则》中有１０项具体实现目标

表９地方服务设施更新改造策略
鼓励多功能，适宜步行的社区
将日常生活设施放在住所和工作单位的步行距离内．步行范围通常在４００。８００

ｍ

的规划设计内容，包括步行和骑行路径．开放空间、街道设

之间（Ｎ／Ｒ）；

计、公共交通、当地服务设施、支持基础设施综合规划和政

服务设施放在短距离内．在老年人口比例较高的居住地区鼓励使用手杖．轮

府决策、更新改造。激发社区精神。每一项内容都详细展开

椅来保证安全（Ｎ）；

并且标注出该内容是否适于更新改造。它们被划分为“Ｒ”
（更新）、“Ｎ”（新开发）和“Ｎ／Ｒ”（新开发和更新）。因此

通过与社区中心、医疗设施，学校、公园等合作或建设咖啡馆等来创建社区

集群。鼓励社交活动（Ｎ／Ｒ）；
社区混合开发是广泛基准．覆盖半径为４００ ｍ，相当于步行五分钟（Ｎ）

这些更新改造策略很容易被识别并被纳入当地政府的规划计

提供杜区“核心”以培育社区精神

划。本文以当地服务设施一项内容为例解析更新改造的具体

设计社区建筑和公共空间以支持社区内各种各样的用途，充分利用公共空间

应用（表９）。

在不同的时间提供活动．例如利用学校设施在课余时间进行社区学习，利用

（（积极城市：健康设计》以多伦多城市问题为背景提出
针对性设计原则（表１０）与政策。它以设计原则为核心，逐

公园支持社区节日和时段性农贸市场等日常活动（Ｎ）；
维护社区的建筑和空间为地方归属感作出贡献（Ｎ）；
整合公共艺术。增强和丰富建成环境（Ｎ／Ｒ）

项深入说明并结合实践案例，同时充分考虑多伦多本地的空
间、场所和人的独特性与多样性。

提供舒适便利的设施
在现有的服务设施中最大限度地提供便利设施，如厕所，饮水机．自行车点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全市性设计导则侧重具体的规划设
计方法，但是促进积极生活的规划理念发展阶段不同，相应
的设计导则的内容和侧重以及深度都各有差异。塔斯马尼亚
城市发展．经济压力等导致城市规划决策对健康的影响往往
被迫忽略，该市此前没有任何相关的政策或指示。《环境设

和废物箱等（Ｎ／Ｒ）；
通过使用街边的树木和街道的设施创造微气候，如夏天的树荫．冬天的阳光．
避风港等（Ｎ／Ｒ）；

在公共场所提供合适的设施，如开放空间和公共广场娱乐设备．烧烤和野餐
座椅等（Ｎ）
支持行人和自行车进人不同的目的地

计导则》侧重更新改造的方式，从最基本的社区环境设计出

清晰地标记行人通过停车场的通道（Ｎ／Ｒ）；

发；设计导则的核心内容相较于其他发展成熟的导则更侧重

提供安全的自行车停放设施（Ｎ／Ｒ）；

基本环境规划设计。（（积极城市：健康设计》展示了不同规
模和层次的实践项目。包括多伦多不同地区的城市和地方以
及来自其他城市的一些成功的案例。两部导则都呼吁政府机

在公园和休闲区周围的围栏上．确保有行人和自行车的出入１：３（Ｎ）

审查现有的标识，确保提供详细准确的信息（Ｎ）
注：“Ｒ”为更新，“Ｎ”为新开发，“Ｎ／Ｒ”为新开发和更新。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２０１

构、非政府组织、技术人员和公众等的多方参与。
较早开展建成环境与健康相关研究的城市实施的设计导

表１０《积极城市：健康设计》设计原则
设计原则

塑造建成环境以促进积极生活的机会

表８Ⅸ环境规划设计导则》的应用类型
应用类型

内容

在社区尺度下实现多种多样的土地混合利用

评估

评估公共场所的改造机会；评估发展提议

使用公共交通扩展主动交通模式的范围；

影响

影响规划方案；影响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战略方向

有连接邻里．城市和区域范围路线的交通网络

将积极生活的环境设计纳入战略规划；增强公共领域的
规划设计

教育

为行人和骑行者提供安全的路线和设施

可持续发展；制定设计导则；发展具有创新性的建成环

高品质的城市空间鼓励居民参与积极的生活

境项目

建设娱乐活动场所和公园；

工程师．健康规划师．城市规划者和设计师、娱乐人员和

有促进体力活动的建筑物和空间

景观设计师；地方政府人员等利益相关者——关于发展决

通过密度支持提供本地服务．零售、设施和交通

策如何影响积极生活的方式

承诺所有居民都有机会保持积极的心态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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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

规划研究．．

地方性设计导则最具代表性的是纽约市政府颁布的促进积极

３．３进行健康的空间与场所设计

生活的导则系列．包括《积极设计导则：促进体力活动和健

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导则内容的梳理。可以发现进行健康

康设计》１２６１、《积极设计：塑造步行体验》１２７１．《积极设计：

的空间与场所设计始终是促进积极生活导则的核心内容．也

社区团体指导》【２８１等。

是规划设计领域的主要内容。本文对实现促进积极生活目标
的设计方法进行了总结与概述（表１２）．以期在进行规划设

３对我国的启示

计时将健康理念纳入前期规划．强调健康问题导向的思路，

在我国，城市设计导则仍未有统一解释，通常情况下设

实现自下而上的参与健康设计理念的转变。

计导则包括规定性和绩效性两种类型。规定性导则为下一层
次规划设计限定指标。绩效性导则提供设计城市空间的方法。

４总结

促进积极生活的导则偏向于引导作用，旨在通过设计政策和

在我国，健康领域和城市规划学科的交叉研究还处于萌

设计导则达到城市设计的目标。借鉴上述国家的经验．对我

芽阶段，涉及健康问题的设计导则鲜少被官方和学界提及与

国城市设计导则有如下启示。

讨论，只有少数学者对健康相关的设计导则进行了介绍１３７－３８１。
本文以积极生活为关注点，通过对欧美国家成功实施的多部

３．１多方合作增加促进体力活动的机会

相关城市设计导则进行案例解析，对导则的类型与层次给予

城市发展的相关部门应该认识到建成环境对健康行为研

清晰的界定；所选取的四个案例涵盖了设计导则的所有类型

究的重要意义，鼓励多方参与。认识到积极影响体力活动水

与层次，以及不同城市发展阶段颁布的导则。研究发现，国

平需要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健康政策的综合作用。我国

际与国家层级的设计导则包括整体的环境规划设计、健康原

近年来在公众参与城市发展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多成绩。在未

则与政策制定，部分关注市场投资与项目开发；地方性设计

来发展中可以进一步明晰多方参与者的不同职责。城市发展

导则因地制宜以实证研究编制实施工具，并辅有大量专项规

的相关部门与其他组织机构应与公众共享信息和数据．促进

划。设计导则服务对象的不同与颁布城市发展阶段的不同。

多部门合作机制（表１１），资助和支持促进体力活动以及主

致使导则内容各有侧重。

动交通的基础设施项目和投资。

表１１多部门合作机制
相关单位

３．２宣传引导与实施方法

将“积极生活”作为战略规划核心

目前，我国大部分的城市设计导则只服务规划设计相关

将“设计下的健康”理念纳入工作日程；确保区域发展策

部门指导城市建设，缺乏针对政府管理人员、投资人员与社
区使用者的宣传引导。为了促进社区居民走向积极的生活。

相关部门应当通过宣传教育使人们了解城市环境和体力活动

略包含可持续交通、开放空间网络．支持高密度发展；确
保规划方案需要更新．确保资产和管理计划．让社区参与
地方政府
（设立目标规划、

之间的联系。设计导则本身就是宣传教育最好的范本。政府

开放空间管理．

部门应该积极通过联系相关的公益组织、社区团体、商业协

交通工程管理、

会支持和传播积极生活的理念，引导开发商在规划前期加入

负责内容

城市设计）

计划制定
审核现有的开放空间，更新现有空间．在日常维护活动中

发现更新的机会
在所有道路规划中考虑慢性系统规划，审查现有路径．寻
找更新机会完善设施

健康的环境设计，让人们广泛认识到能够促进积极健康的生

根据上位规划设计步行和骑行路径连接开放空间：慢行系

活住区本身也可以吸引更广泛的投资发展，提高本地的吸引

统中设计支持性基础设施使路径安全高效；设计可以促进
社会交往和社区发展的场所

力［１４，１８１ａ社区居民也可以在社区团体中积极分享自己对于建

寻找发展机会．进行城市更新与整合；在适当的地方进行

设健康生活的兴趣。

开发人员

我国现有的城市设计导则编制依赖设计方案，严重缺乏

体需求

基础研究数据支持以及实施机制。本文例举了设计导则的服

务人群．应用场所与实施机制，希望可以提供参考。通过增

混合土地利用：混合不同户型与密度的住房以适应不同群

制定促进健康的规划设计ｉ创建清晰的街道网络．避免死
规划人员

强基础研究以支持设计导则的编制，通过拓宽设计导则的服

胡同．优先考虑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确保街道宽度可以通
行公共交通，维护街边的树木以及街道设施；结合当地的
目的地和兴趣点．创建开放空间的网络体系

务人群进行广泛的宣传引导，通过增强设计导则的内容深度

设计有出口连接到街道的建筑物；在可能的情况下，考虑

拓展导则的使用范围。从而实现多方参与。完善设计导则的
实施机制。在编制导则内容时需针对不同空间与场所提出设
计指导，针对具体区段提出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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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Ｐｌ

建筑师

为步行者和骑行者提供行程结束设施；提供公共．商业楼
宇及其他设施的自行车停放处

孙佩锦陆伟刘涟涟Ｉ促进积极生活的城市设计导则：欧美国家经验

１１０】Ｔｏｒｏｎ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Ａｃｔｉｖｅ ｃｉｔｙ：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ｌＲｌ．２０１４．
ＩＩ ｌ ｌ Ｏｎｔａｒｉｏ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Ｉ Ｐｌａｎｎｅｒ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Ｔｈｅ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裹１２促进积极生活的设计方法概述
设计导喇

内容解释
存量发展增加土地使用混合度．避免密度较低的地区以及
单一或隔离使用的土地；鼓励职住结合以增加步行和骑行

土地利用

的机会
鼓励发展交通导向的社区以支持混合土地利用；将短距离
街道连接

的本地交通网络与主要城市网络连接；结合当地的目的地
和兴趣点。创建开放空间的网络体系

慢行环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ＲＩ．２００７．
１１３】Ｏｎｔａｒｉｏ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Ｉ Ｐｌａｎｎｅｒ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ｂｙ ｄｅｓｉｇｎ：ａ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ｉＲＩ．２００９．
１１４】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ＬｏｃａＩ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ｇｅ．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ｂｕｉｌ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ｌＲＩ．
２００６．

改善交通节点周围的慢行空间与设施．同时考虑不同行动

Ｈｅａｒ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 ｆｏｒ ａＤ．ａｃｔｉｖ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ｌＲＩ．２００９．
１１６Ｊ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ｒ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ｓｐａｃｅｓ＆ｐｌａｃｅｓｌＲｌ．２００９．

能力行人需求；优先考虑人行道和自行车道．在行人拥挤

１１７Ｊ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ｒｔ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ｙ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ｔｈｏｏｄｓｌＲＩ．２０１１．

问题严重的区域考虑行人干扰

１１８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吸引人们离开住所走进公共空间；保护运动和娱乐空间的
自然环境和绿色空间
提供遮阴棚、座位、喷泉．照明．自行车停放等设施以支
持公共用地和慢行空间；使用高质量的材料维护公共场所

设施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１９ｌ

Ｈｅａｒｔ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Ｉ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ｌＲｌ．２００８．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ｙ ｂｙ ｄｅｓｉｇｎ—ＴａｓｍａｎｉａｌＲＩ．２００９．

１２０Ｊ Ｈｅａｒ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ｙ ｂｙ ｄｅｓｉｇｎ—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ｌＲＩ．２００４．
１２１Ｊ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Ｈｅａｌｔｈ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ｌＲＩ．２００９．
１２２ｌ 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Ｉ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ｒｅｐｏｒｔＩＲｌ．２００８．
【２３ｌ 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Ｉ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的土地利用并适应季节变化
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摒除阻碍他们从事体力活动和主动
社会环境

ｃｏｍｅ：

１１５Ｊ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精心设计充满活力的公共场所．提供机会促进人际交往，
公共空间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ｌＲＩ．２００９．
Ｉ １２ｌ Ｏｎｔａｒｉｏ ＰｒｏｌｅｓｓｉｏｎａＩ Ｐｌａｎｎｅｒ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ｂｅ ａ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ａｎｄ ｈａｐｐｙ［ＲＩ．２００８．

Ｉｎｓｔｉｔｕｄｅ．ｍ ｐｔ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ｐｔａｃｅｓｌＲＩ．２０１３．

交通的障碍；给予所有人充分参与政治、文化和经济社会

【２４ｌ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

生活的机会；创造安全的社会环境．鼓励积极的社交网络

１２５ｌ

Ｌ，ＭＤ，ＭＨＳｃ，ＦＩ℃ＰＣ．Ａｃｔｉｖ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ｄｅｓｉｇｎｌＲＩ．２０１ １．

【２６Ｊ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

资抖来源：参考文献【４·３６】

ＫＡＲＥＮ Ｋ

Ｂ，ＢＵＲＤＥＮ Ａ，ＢＵＲＮＥＹ Ｄ．Ａｃｔｉｖｅ ｄｅｓｉｇｎ：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ｄｅｗａｌｋ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ｌＲＩ．２０１３．

促进积极生活的设计导则综述为中国的国情下如何通过
设计促进积极健康的生活提供了借鉴。本文总结的不同类型的
设计导则适合于设计与建设实践的各个层面。中国与欧美国家
的国情和发展阶段都存在不同．中国城市人１２１密度大、用地紧
凑。很少面临郊区化蔓延等问题，但是追求积极生活等健康理

１２７Ｊ ＮＹ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ｃｔｉｖｅ ｄｅｓｉｇｎ：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ｇｒｏｕｐｓｌＲＩ．

２０１４．

１２８ｌ ＲｏＳＣＨＥＮ Ｂ．ＰＡＳｌｌ

ＪＣＨＡ Ｓ．ＴＵＲＣＯ Ａ，ｅｔ ａ１．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ａ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ＬＡＩＲＩ．

２０１３．

【２９】ＡＬＡＩＭＯ Ｋ，ＢＡＳＳＥ‘厂ｒ Ｅ，ＷＩＬＫＥＲＳＯＮ Ｒ．Ｄｅｓｉｇｎ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１３０｜戴冬晖．金广君．城市设计导则的再认识Ｕ】．城市建筑，２００９（５）：１０６－１０８．

念并没有成为设计的主流价值观。设计导则综述期望拓展“只

１３ｌ】金广君．美国城市设计导则介述Ｕ１．国外城市规划，２００ｌ（２）．６９．

有康体设施才可以促进健康”的传统概念，将促进积极生活的

１３２】ＣＯＬＥＭＡＮ Ｃ Ｂ，ＢＥＡＵＬｌＥＵ Ｍ．ＢＥＥＭＡＮ
ｄｅｓｉｇｎ

设计理念融人政策．管理和规划设计．强调通过设计积极地影

响人们的生活品质。从而主动地干预健康。皿

ＢＯＡＲＮＥＴ Ｍ

１３６ｌ刘天瑗，宋彦．健康城市规划中的循证设计与多方合作——以纽约市《公
１３７ｌ姜洋，王悦，解建华，等．回归以人为本的街道：世界城市街道设计导则

Ｇ．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ｉｔｉｅｓ：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Ｕｌ．ＪｏｕｒｎａＩ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６．

７２（１）：５－９．
Ｐ’ＴＳＣＩＵＲＯＳ ＡＧＩＳ Ｄ．Ａ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ｉｔｙ ｉ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ＥＤｌ＊０～ＲＤＳ

ｐｌａｎｌＲＩ．２０１ １．

最新发展动态及对中固城市的启示Ｕ１．国际城市规划，２０１２，２７（５）．６５－７２．

计新视角ＵＩ．固际城市规划，２０１６，３ｌ（５）．８０－８８

１５】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Ｂｅｔｒｅｒ ｓｔｒｅｅｔｓ

共健康空间设计导则》的制定和实施为例ＵＪ．规划师，２０１５，６（３ｌＸ２７８３．

１２Ｊ萧明．。积极设计”营造康体城市一支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城市规划设

ＥＤＶ队ＲＤＳ

１３３Ｊ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Ｓａｎ

ｐｅｄｅｓｔ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ｂｉｃｙｃｌ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ｎ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ｌＲＩ．２０１０．

新趋势Ｕ｜．城市规划学刊，２０１０（４）：６６７０．

…４

ａ１．Ｓａｉｎｔ Ｐａｕ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ｐｌａｎｌＲＪ．２０１６．
１３５ｌ Ｄｅｎ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Ｉ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Ｉ

ＩｌＩ谭少华．郭剑锋．江毅．人居环境对健康的主动式干预：城市规划学科

ｔＯ

Ｍ，ｅｔ

ｍａｎｕａｌｌＲ］．２０１６．

１３４】Ｓｅａｔｔｌ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ａｔｔｌｅ ｐｅｄｅｓｔｒｉａｎ ｍａｓｔｅｒ

参考文献

【３Ｊ

ａｃｔｉｖｅ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ＲＩ．２００６．

ａｎ

（本文编辑：许攻）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ｉｔｙ．ａ

ｇｕｉｄｅｌＭｌ．ＷＨＯ，２００８．

Ｐ，耶ＯＵＲＯＳ

ＡＧＩＳ Ｄ．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Ｍ１．ＷＨＯ，２００６．

１６Ｊ６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ｆｏ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ｅ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ｆｏ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Ｉ．２０１０．
１７Ｊ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ｆｏ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Ｉ．２０１ １．
１８Ｊ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ｌａｎ

【９Ｊ９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 ｌｎｓｔｉｔｕｄｅ．Ａｃｔｉｖｅ ｂＹ

ｍａｋｉｎｇｌＲＩ．２０１０．

ｄｅｓｉｇｎ：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ｓ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ｌｉｖｅｓｌＲＩ．

２０１４．

ｌｉｐ！国际城市规划ｌ ２０１９ Ｖ０１．３４，Ｎｏ．６

万方数据

９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