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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世界各地的文化和气候都不一样，但人们都是一样的。 给他们一个适当的场所，人们就会汇聚在
此，形成公共空间。”

——扬·盖尔(JAN GE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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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公共空间作为城市的一个构成要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林奇（1960）
，雅各布（1961），波塔斯（1968），列斐弗（1973），博尔哈（1977）等顶尖
学者都认为“城市是公共空间”。因此，这也印证了公共空间在形态、经
济、社会和环境等诸多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城市的生活质量取决于社会公共设施的供给度和可达性。因此，高质量
的公共空间是改善城市生活水平、提升全体公民身心健康的重要指标。
公共空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非政府组织、社区组
织、企业界，学术界以及各类政府和政府间机构等不同群体，可以通过
民主的方式进行合作和批判性参与，从而促进可持续发展。

我们需要以可持续的方式创造、保护和管理公共空间。保持公共空间的
活力和持续的使用，可以实现城市环境的良好维护和安全，让城市成为
具有吸引力的生活、工作和娱乐的场所。

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空间在城市结构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具有重要的
城市功能。公共空间可以实现不同空间的相互连接，保持其连贯性，有
助于提高社会凝聚力和可持续性。因此，应该把公共空间作为一个系统
的网络进行规划和设计，即作为城市大系统的要素。公共空间网络的构
想、规划和设计过程，是建设连贯高效的城市空间的重要手段，是在城
市总体尺度上进行规划时的一个重要工具。

正是由于对公共空间的日益关注，在2011年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
居署）理事会第二十三届会议上，成员国率先积极支持联合国人居署的
决议，要求人居署在其机构范围内全面巩固公共空间相关工作，制定和
推动公共空间政策、加强协调、传播知识，并直接协助各城市的公共空
间建设举措。

人居署全球公共空间项目于2012年成立。迄今为止，该项目在20多个国
家30多个城市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践性与规范性活动。

2015年，与公共空间相关的发展目标，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11（SDG 11
）的一部分，得以顺利通过，这是项目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到2030年，为妇女和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普遍

可及的、安全、包容和便利的绿色和公共空间”。

在2016年人居三会议期间通过的“新城市议程”之中，关于公共空间的
内容出现在不少于十处不同的段落之中，议程强调建设安全、包容、便
利、绿色和高质量的公共空间。所有这些都让公共空间相关的工作成为
新城市议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

这将要求城市、方和国家政府投资公共空间建设，并采取跨学科和多管
齐下的方式，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和组织合作，确保为所有人提供包
容、安全和便利的公共空间。

项目重点领域

全球公共空间先进项目围绕三个主要领域展开：

伙伴关系和网络建设 – 该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一个
广泛的、全球的合作伙伴网络，致力于解决公共空间问题，人居
署已经与诸多组织签订了协议，正在开展相关活动。这些合作伙
伴每年都会在世界城市论坛和/或未来场所会议上定期会面。

知识管理，宣传和工具 – 为了让伙伴组织和伙伴城市的公共空
间建设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人居署推行政策方针、开发工具和
指标体系，并开展能力建设项目。

公共空间示范项目和城市战略 – 为了实地展示公共空间的重要
性，人居署支持城市实施公共空间示范项目、城市战略及部门发
展规划。这些活动是公共空间的战略切入点，也是对公共空间设
计、实施和管理的参与性方法的展示，使联合国人居署能够展示
城市在公共空间实施中遇到的挑战。

自2012年该项目启动以来，公共空间作为整个人居署、各外部伙
伴和各大洲城市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赢得了广泛重视。

全球公共空间项目：2016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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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空间现状清查与评
估

如前所述，公共空间在支撑城市结构和促进社会凝聚力起着关键作用。
因此，应该把公共空间规划和设计成一个贯穿整个城市的网络，它不仅
包含独立的个体空间（一个广场，一处园林，一条街道等），而且还包括
不同公共空间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它们之间建立的互补关系。这些联系
和互补影响着人们的空间体验，也影响人们在城市中的游憩出行。但
是，一个城市需要先了解人们在哪里，他们要去向哪里。

公共空间网络的建设过程通常采用自上向下的方法，即先从城市的总
体尺度进行规划，随后往下细化和铺开到社区尺度和个体公共空间的
尺度。 为了能够从城市的总体尺度上理解公共空间，人居署鼓励各个城
市收集其公共空间相关的信息，在城市尺度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和潜
力。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促进城市空间的社会凝聚力和实现社
区的公众参与。只有通过熟悉和理解城市公共空间网络的特征，我们才
有可能改善空间之间的连续性和互补性。

人居署采用的方法可以帮助各城市了解其公共空间的分布、可达性、位
置、网络构成和质量。本次公共空间调查工作，不仅可以帮助改造现有
的空间，而且还可以在城市未来的发展中开发新的公共空间，从而加强
城市空间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本报告中所采用
的数据采集平台名为Kobo工具箱，它是一个开源的网络端和移动端应
用程序。

Kobo工具箱是一个参与式的工具，帮助社区绘制自身的公共空间并参
与分析和决策过程，从而汇总提出如何在城市总体尺度改善城市公共
空间的策略。自2016年以来，联合国人居署已成功协助4个城市进行了
公共空间的绘制和评估。同时，其他很多城市对使用这一工具，进行城
市尺度的公共空间战略制定，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

这个城市范围的公共空间清查和评估的结果，不仅可以作为制定城市
公共空间战略/行动规划的基础，还可以明确实施相关规划所需的资源。
该工具还可以进行因地制宜的调整定制，从而适应各种不同的城市环
境，用于公共空间质量、布局、儿童友好性的评估，并可用于不同的开放
的公共空间类型，甚至用于其它类型的公共设施或市场的评估中。

该工具也是监测和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11.7.1完成情况的重要工具，因
为它可以提供建成区中供公共使用的面积占比指标，从而可以反映出
我们在实施“新城市议程”方面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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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土地利用和城市空间规划
研究中心

武汉市土地利用和城市空间规划研究中心为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下属事业单位，是从事公益性服务的研究机构，拥有土地利用规划、
城乡规划编制双甲级资质。

中心以土地利用研究为主导、以实施性规划为抓手，充分发挥“规土
融合”职能特色，为国土规划管理提供技术支撑保障，为各级政府、
部门和社会公众提供专业技术服务。迄今为止，中心高水平地完成了
一系列土地利用、城市规划及政策研究项目，如国土资源部下达的《
武汉市高校教育用地集约利用评价和政策研究》、《武汉市城乡结合
部土地集约利用评价试点》等节约集约利用状况评价重点项目，以及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研究》、《深化水资源产权制度研究》
、《基准地价更新》、《武汉东湖绿道系统暨环东湖路绿道实施规
划》等一大批土地利用、法定规划、重点地段城市设计、重点功能区
实施性规划及政策法规类研究工作。同时，中心还承担了新一轮总体
规划专项研发工作，如《武汉市产业空间布局专题研究》、《武汉地
铁城市规划》、《武汉城市更新体系规划》、《Mapping Wuhan》
等项目。231项研究成果分别获国家和省、市各级荣誉，在推进武汉
市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建设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武汉东湖绿道是联合国人居署改善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第一个示范项
目，旨在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并在第三次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
展大会（简称“人居三”大会）上进行了全球推介。

规划共包括“三个步骤”——功能激活、景观提升和交通重组，营造
造高品质、最负盛名的绿道。东湖绿道的愿景是：“把东湖绿道打造
成最具书香气质、最具大美神韵、最具人文生态的世界级滨湖绿道”
。

中山大道景观提升规划以地铁6号线中山大道路段封闭施工为契机，
按照市委市政府指示精神，旨在激活老汉口、复兴中山大道商业街，
营造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繁荣宜人的街道空间环境。

规划遵循“历史轮回、再现繁华、彰显底蕴、服务民生”原则，以人
为本、公交导向，通过环境重塑，文化回归，业态升级，实现中山大
道的“繁荣轮回”。同时着力打造三德里、美术馆、江汉路三个重要
示范节点，大量增加绿地空间和步行空间，变“以车为本”的交通性
干道为“以人为本”的生活街道，让市民生活因街道变得更美好。

东湖绿道规划 中山大道景观提升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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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土地利用和城市空间规划
研究中心与联合国人居署

2016年度

中心与时任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华安·卡洛斯（Joan 
Clos）签署谅解备忘录。合作双方同意进行广泛合作，改善城
市公共空间；进行国际导则的本地化，从而指导城市和区域
的规划。“武汉东湖绿道规划”被确定为联合国人居署改善中
国城市公共空间的第一个示范项目，并在联合国“人居三”大
会上进行了全球推介。

2017年度

2017年7月24日，华安·卡洛斯先生与武汉国土资源和规划
局局长盛洪涛、武汉市副市长汪祥旺一道，发布了“新城市议
程”报告中文版，并宣布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改造项目正式启
动。克洛斯先生和盛洪涛局长为培训基地揭牌。

2017年，双方继续推进合作，进行江汉区公共空间评估，并利
用“我的世界”软件应用，以江岸区二曜路片为试点社区进行
参与式设计。

工作流程

项目一 开放公共空间清查与评估 项目二 BLOCK BY BLOCK （从社区做起）

人居署

调查

江汉区将根据报告，制定相关控制性规划，并将其纳入武汉市“规划一张图”。 地空中心计划将最终的模型转化为可实施的规划，并由区政
府进行具体的实施建设。

地空中心

+

技术支持 数据分析

数据整理
问卷设计

学生培训

报告撰写

前期筹备

建立模型

+ +选择基地
举办BLOCK 
BY BLOCK工

作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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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
・ 江汉区
・ 江汉区公共空间历史
・ 江汉区公共空间案例
・ 江汉区潜力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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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城市是人创造的，因而规划应该满足人的需求，而非建筑。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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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是湖北省省会，位于江汉平原东部（东经113°41’至115°05’，北纬29°58’至31°22’）。是湖北省乃至华中地区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工业城市。2015
年，常住人口达1060万，预计到2030年将达约1120万。武汉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其独特的交通优势。武汉位于长江与其最大的支流汉江的交汇处，历来有“九
省通衢”之誉，是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交汇的枢纽。到2025年，武汉将成为中国八个特大城市之一和中国第三大城市经济体。在全球范围内，就经济规模而
言， 武汉到2030年预计将跃居成为世界第15大都市。

武汉市市拥有众多湖泊与公园，如面积广阔、风景如画的东湖。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扩张，也出现了许多社会和环境问题，如城市结构的
失衡与功能性的降低，区域污染和水环境的恶化等。这些问题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和整体生活质量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湖北省·武汉市 

1,920Km2 
建成区面积

1060万 2015年人口

8,494Km2 
行政辖区面积

1120万 2030 年人口

0.45% 人口增长率

 12.5% GDP 增长率 

5,520 人 / Km2  人口密度

汉口

汉阳

武昌

长江

汉江

长江、汉江贯穿交汇，将武汉市分为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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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区

武汉市

湖北省

中国

“到2025年，武汉将成为中国八个特大城市之一和中国第三大城市经济体”

——麦肯锡

311 Km2 1990

456 Km2 2000

1898 Km2 2013

2035 Km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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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岸区 (Jiang'an)

硚口区 (Qiaokou)

汉阳区 (Hanyang)

东西湖区 (Dongxihu)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Creation date: 23 Oct 2017       Wuhan City Land Use and Urban Space Planning Research Center, Humanitarian Data Exchange, Open Street MapSources:

Hanxing
�兴街道

Wangsong
万松街道

Changqing
常青街道

Tang jiadun 
唐家墩街道

Minzu

Beihu
北湖街道

Xinhua
新�街道

Minyi
民意街道

Minquan

Qianjin

Manchun

HuaLou 
 

Shuita

用地紧凑、人口密集的江汉
区

武汉下辖7个中心城区、6个郊区和农村地区。本研究所在的江汉区，以
其位于长江和汉江交汇点的地理位置而得名。

江汉区是武汉下辖的13个市辖区之一，位于长江西北岸，南面与武昌
区、汉阳区隔江相望，西邻硚口区，北靠东西湖。江汉区面积约28.3平方
公里，面积与澳门或马尼拉大致相若。根据2015年人口和住房普查，该
区常住人口为68万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4,028人。江汉区目前总
人口为693,623人，到2030年预计将下降到55万人。江汉区是武汉市用
地面积最小、人口最稠密的辖区。

江汉区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也是一个人口规模缩小的地区。这对江汉
区和规划师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让我们可以重新构思本区的
规划和发展。其中的可能的方式之一，就是在该区重新创造公共空间，
增强生态功能。

出于行政管理需要，江汉区分为13个街道办事处，其中汉兴街道面积最
大，约7.9平方公里。各街道办事处下辖共108个社区居民委员会。居委
会是中国行政划分的最小单元。本报告将各街道办事处作为分析单位。
江汉区的街道办事处及社区居民委员会都有着确定的行政边界。

2015 - 680,000
2030 -550,000

人口老龄化，

人口规模缩小

0.02 - 0.05 Km2

0.02 - 0.01 Km2

0.00 - 0.01 Km2

0.13 - 0.31 Km2

0.06 - 0.12 Km2

江汉区各街道办事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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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
1至10区

23.3 Km2
468,000居民（2009年）

20,085人/ Km2

纽约
曼哈顿（中央公园以南）

22.8 Km2
612,000居民（2010）

26,842居民/ Km2

伦敦
拥堵收费区
24.7 Km2

136,000居民（2004）
5,506居民/ Km2

武汉
江汉区

28.3 Km2
687,422居民（2015）

24,290居民/ Km2

与其他城市的比较

江岸区 (Jiang'an)

硚口区 (Qiaokou)

汉阳区 (Hanyang)

东西湖区 (Dongxihu)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Creation date: 23 Oct 2017       Wuhan City Land Use and Urban Space Planning Research Center, Humanitarian Data Exchange, Open Street MapSources:

12,744 - 17,729

17,730 - 24,937

24,938 - 30,660

30,661 - 81,474

81,475 - 106,851

4,090

POPULATION DENSITY Km2/person

POPULATION 

4,091 - 26,526
26,527 - 39,890
39,891 - 105,304
105,305 - 13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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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区公共空间历史

武汉鸟瞰 武汉鸟瞰

武汉鸟瞰

1870 1970 1990 2013

史料证明，武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武汉三镇的起源 - 汉阳，武昌，汉口

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 将原汉阳府分为两部分，南部沿旧称汉阳，北部称汉口。

至清朝末年，汉阳府设立夏口厅（相当于县级行政区），汉口始与汉阳分治。武汉三镇的名称自清代和民国时期就沿用至今，三足鼎立的城市格局相当
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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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区公共空间案例

中山公园
武汉市中山公园位于汉口解放大道旁，是全国百家历史名园之一，国家
重点公园。公园占地32.8万平方米，其中陆地26.8万平方米，水面6万平
方米，绿化覆盖率达到93%。

中山公园始建于1910年，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已成为集休闲、娱乐、
游艺等多项服务功能于一身的大型综合性公园，是武汉闹市中的“绿宝
石”，年接待游客量一千万余人次。公园分前、中、后三个景区。

中山公园有植物219多个品种，乔木5281株，灌木50016株（含绿篱及模
纹花坛），其中重点保护树木140株。

中山公园分前、中、后三个景区

前区是中西合璧式的园林景观区，保留了中国传统园林风格及历史建
筑，棋盘山、四顾轩、茹冰、松月轩等园林景点。

中区是现代化的休闲文化区，以受降堂、张公亭、孙中山宋庆龄铜像、大
型音乐喷泉和多组雕塑为代表。

后区为大型生态游乐场，游乐项目达40余项，过山车、摩天轮、激流探
险、豪华碰碰车等

项目现状

中山公园环境优美，深受老中青幼不同年龄层的喜爱，但周边被建筑包
围，出入口较少，公园可达性及通透性较弱。

规划措施

1.拆除沿街建筑一层皮，打开公园视线廊道，实现园林绿化空间的共享；

2.增加若干公共通道，提升公园入口可达性及可视性。

3.未来将与西北湖联通，形成城市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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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区公共空间的潜力

江汉区强调将步行作为重要的交通方式。区内街道网格
联系良好，展示出友好的步行尺度和可持续城市的潜
力。

通过提升滨水空间的可达性，来充分挖掘其的休闲活动
的潜力。 这可以通过江湖联通，即打通各城市内湖与长
江之间在关键区域的联系来实现。

江汉区位于中国两大河流长江和汉水的交汇处，地理区
位优越，这赋予了它得天独厚的交通及区位优势。同时，
滨水空间也是江汉区的重要特征。

区位优势

滨水空间

经济实力

尺度适宜

武汉已吸引了来自80多个国家的外商投资，全市共设立
外资企业5973家，投资总额224.5亿美元。 武汉是中国重
要的经济、贸易、金融、交通、信息技术和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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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区公共空间的挑战

江汉区的公共空间受到城市不断扩张的威胁，导致自然
区域碎片化，绿地和公共空间被分割为小块，散布在在
建筑和道路之间。

江汉区环境都市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公共空间被忽视和
面临衰落，公共空间的功能逐渐丧失。

江汉区人均绿地面积仅2.2m2／人。远低于国家生态城
市规定的11m2／人的标准，也低于5m2／人的国际标
准。 

公共空间碎片化

绿地指标不足

品质不佳，特点不鲜明

人口密度高

存量用地少

江汉区是武汉市各辖区中人口最少、但人口密度却是最
高的。 随着人口增加，人均土地供应量相应减少。 因此，
江汉需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空间和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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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搜集
・ 数据整理



23

技术方法

“城市街道和公共空间用地在城市总用地中的比例，是城市空间规划的一个重要特
征。实践证明，拥有充足街道和公共空间、连通性更好的城市往往更加宜居和富有

生产力。”

——华安·卡洛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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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hare of land occupied by
potential public spaces

Area of 
All Public Spaublic Spaublic Spaces: 3.4Km2

70%

 

Increase in share of land
covered by public spaces
         

Area of 
Assessed Public Spaublic Spaublic Spaces: 2.0Km2

Area of ea of ea of Potential Public 
Spacces without des without data: 1.4Km2Spa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Creation date: 23 Oct 2017       Wuhan City Land Use and Urban Space Planning Research Center, Humanitarian Data Exchange, Open Street MapSources:

江岸区 (Jiang'an)

硚口区 (Qiaokou)

汉阳区 (Hanyang)

东西湖区 (Dongxihu)

汉兴街道

7.9 Km2

138,438居民(2015)

万松街道

7.1Km2

89,860居民(2015)

常青街道

4.2 Km2

104,363居民(2015)

唐家墩街道

3.1Km2

89,824居民(2015)

民族街道

1.4Km2

32,499居民(2015)

数据收集工作采用结构化调查问卷进行，用于指导公共空间的分类和
分析。本调查问卷由地空中心联合人居署共同设计。问卷上传到Kobo
工具箱应用程序中，供调查人员使用。除问卷外，调查还绘制了地图，以
便于定位和查找公共空间，并在调查期间纳入新的公共空间。在调查之
前，主要由高校大学生构成的数据调查人员接受了数据收集工具使用
方法的培训。

调查使用的地图中划定了341个多边形，作为潜在的公共空间，其中有
153个事先进行了编码，各自有单独的编号，在调查研究中作为现状公
共空间。这341个多边形总占地面积3.4平方公里，占江汉区面积的12％
，显示了未来公共空间数量增加的可能性，以及其应对未来人口变化的
潜力。

随后，341个潜在的公共空间与163个数据收集点所获取的现场调查数
据进行叠加，在数据整理之后，共获得141个多边形。它们总用地面积
2.0平方公里，占江汉区总面积的7.4％。

江汉区具有增加公共空间面积的良好潜力，以应对当前的人口增长的
压力，并保护现有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总面积

潜在及经评估的公共空间面积

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总面积：3.4Km2

经评估的公共空间面积：2.0Km2

无数据的潜在公共空间占地面
积：1.4Km2

潜在公共空间占地
面积比例

公共空间用地占比
增长

民族街道
1.4 k㎡

32,499 居民 (2015)
22,819人/k㎡

共搜集个10GPS数据
经评估的公共空间面积

0.04k㎡

唐家墩街道
3.1k㎡

89,824居民 (2015)
28,527 人/k㎡

共搜集个12GPS数据
经评估的公共空间面积

0.11k㎡

常青街道
4.2k㎡

104,363居民 (2015)
24,714人/k㎡

共搜集个30GPS数据
经评估的公共空间面积

0.26k㎡

万松街道
7.1k㎡

89,860居民 (2015)
12,630人/k㎡

共搜集个38GPS数据
经评估的公共空间面积

1k㎡

汉兴街道
7.9k㎡

138,438居民 (2015)
17,571 人/k㎡

共搜集个41GPS数据
经评估的公共空间面积

0.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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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湖街道
1.3k㎡

38,056居民(2015)
30,386人/k㎡

共搜集个9GPS数据
经评估的公共空间面积

0.18Km2

新华街道
1.1k㎡

32,547居民(2015)
30,015人/k㎡

共搜集个9GPS数据
经评估的公共空间面积

0.02k㎡

民权街道
0.5k㎡

39,533居民(2015)
80,745人/ k㎡

共搜集3个GPS数据
经评估的公共空间面积

0.001k㎡

民意街道
0.4k㎡

36,961居民(2015)
85,830人/ k㎡

共搜集0个GPS数据
经评估的公共空间面积

0k㎡

水塔街道
0.3k㎡

21,587居民(2015)
65,366人/ k㎡

共搜集2个GPS数据
经评估的公共空间面积

0.01k㎡

前进街道
0.3k㎡

33,412居民(2015)
105,897人/ k㎡

共搜集2个GPS数据
经评估的公共空间面积

0.004k㎡

花楼街道
0.3k㎡

4,053居民(2015)
13,174人/ k㎡

共搜集6个GPS数据
经评估的公共空间面积

0.01k㎡

满春街道
0.3k㎡

26,289居民(2015)
88,700人/ k㎡

共搜集1个GPS数据
经评估的公共空间面积

0.001k㎡

左图中显示的是本次江汉区调查中的所有数据收集点。收集的数据在
用于分析之前预先进行了数据整理。 清理过程分为几个步骤，包括删除
同地点的重复条目，删除没有信息内容的空数据，删除同一个多边形中
内的重复条目等。

在全部163个数据条目中，14条被认定为重复条目，2条在研究区外，1
条与其他一个条的数据点重叠，1条位于在已经有数据的多边形中，4条
不在多边形之内，因为它们位于无法绘制多边形的位置，如建筑物屋顶
等。最后，调查总共获得了141条有效数据，供后续分析。

163 
数据搜集点

13 
街道辖区

141 
清理后数据搜集点

全部数据搜集点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Creation date: 23 Oct 2017       Wuhan City Land Use and Urban Space Planning Research Center, Humanitarian Data Exchange, Open Street MapSources:

江岸区 (Jiang'an)

硚口区 (Qiaokou)

汉阳区 (Hanyang)

东西湖区 (Dongxi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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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

类型 面积 KM2 数量
停车场 0.09 13
人行道（5米以上宽度） 0.05 20
交通站点 0.02 7
道路预留用地 0.00054 1
合计 0.16 41

市场

类型 面积 KM2 数量
正规市场 0.003 1
合计 0.003 1

公共设施

类型 面积 KM2 数量
市政中心 0.015 5
公共图书馆 0.0001 1
合计 0.015 6

其它

类型 面积 KM2 数量
潜在公共空间 0.13 17
商业公共空间 0.06 4
合计 0.19 21

开放公共空间

类型 面积 KM2 数量
公园 1.22 24
小区绿地 0.15 15
活动场地 0.13 9
广场 0.11 22
滨水空间 0.0035 2
合计 1.61 72

本次开放公共空间评估的总体目标是摸底江汉区的公共空间土地的数
量，以及类型、质量、分布和可达性等。这些工作有利于公共空间保护，
也可从一个角度监测和反映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完成情况。公共空间的
分类存在多种标准。就本次评估而言，公共空间的类型是根据调查所得
到的数据以及人居署公共空间分类标准来确定的，共分为街道、开放公
共空间、公共设施和市场等。

公共空间在城市中的合理分布是增强城市凝聚力、平衡城市发展、振兴
贫困社区的一个重要因素。此次公共空间评估覆盖了江汉区13个街道
中的12个，因为民意街道缺少公共空间，未收集数据。各个街道中，汉兴
街道收集到的公共空间数据最多，共有41个数据条目，其中38个进行了
评估；万松街道共搜集38个数据条目，其中33个进行了评估；其余街道
已收集和评估的数据条目数量如下：常青街道办事处（搜集30个，评估
29个），唐家墩街道（搜集12个，评估11个），民族街道（搜集10个，评估7
个），北湖街道（搜集9个，评估8个），新华街道（搜集9个，评估8个），花楼
街道（搜集6个，评估6个），民权街道（搜集3个，评估1个），前进街道（搜
集2个，评估2个），水塔街道（搜集2个，评估2个），满春街道（搜集1个，评
估1个）。

公共空间总面积为2平方公里。其中开放公共空间占到所有公共空间类
型的大多数，面积1.61平方公里（81％）。街道公共空间面积0.16平方公里

（8％），公共设施占地面积0.015平方公里（0.8％），市场占地面积0.003
平方公里（0.2％）。较令人意外的是，其它类型的公共空间总占地0.19平
方公里（9.5％），它们包括商业建筑门前的退让空间和其它潜在的公共
空间。这也进一步显示了将这些公共空间升级为功能空间的潜力。

公共空间的重要性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因而，江汉区应该
加大对公共空间的设计、管理和保护力度，建设一个宜居、充满吸引力
的城市片区。江汉区的人均公共空间面积为2.9平方米，预计到2030年
将会有所增加，届时预计人口将下降到55万人，人均公共空间面积2.8平
方米。

江汉区在为居民提供公共空间方面需要发挥其重要作用。此作用不仅
仅体现在增加公共空间的数量，也体现在提升其质量和使用度，提升其
建设、保有、维护和管理的全过程。因此，保护和盘活现有的公共空间、
提升规模巨大的潜在的公共空间用地，对于确保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促进其身心健康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经评估的公共空间



27

江岸区 (Jiang'an)

硚口区 (Qiaokou)

汉阳区 (Hanyang)

东西湖区 (Dongxihu)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Creation date: 23 Oct 2017       Wuhan City Land Use and Urban Space Planning Research Center, Humanitarian Data Exchange, Open Street MapSources:

各类型公共空间面积与占比

各街道数据搜集量与评估量

经评估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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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在全球环境之中，开放空间在自然资源减少、污染加剧、臭氧层破坏、以及对温室效应的
担忧日甚的当今时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没有开放空间，我们城市的能否实现长期可持

续性非常值得怀疑。”

——马来西亚联邦城市规划部（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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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岸区 (Jiang'an)

硚口区 (Qiaokou)

汉阳区 (Hanyang)

东西湖区 (Dongxihu)

唐纳利·阿普亚德（Donaly Appleyard）（1981）认为的，街道是一种交往
场所，让你有机会与陌生人互动。街道也是一种公共空间，在其中的各
种活动，如游行展示、公共集会和每周的开放市场等形式，可以带来多
种形式的互动。而在现代社会中，街道往往沦为车辆的通道和路径，不
重视其社会功能。事实上，街道可以通过提供社交而促进城市的和谐。
这意味着，街道不应该只提供交通功能（而应该提供公共空间）。因此，
要全面恢复街道的多功能性，从而提升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独特性。

城市规划者应该重新思考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公共空间的作用，关注
交通换乘站点、道路和停车场等等设施使用的同时，也要满足机动车和
人行交通的需求。例如，道路空间应该系统的实现机动车交通与行人、
自行车道以及路边停车等的空间共享。另外，通过有效的管理，停车场
空间可以在周末道路使用较少时作为成公共市场空间使用。城市主干
道路网络可以进行重新的设计，让公交专用道和公交站不仅具备交通
功能，也成为设计完善的乘客交往的场所。

本次评估发现，江汉区沿街道的公共空间总面积达0.16平方公里，占区
内全部公共空间面积的8％。这些空间包括停车场（0.09公里），较宽的人
行道（0.05Km2），交通站点（0.02 Km2）和道路预留用地（0.00054 Km2）
。2013年，武汉成为继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和重庆之后，中国的
第七个碳排放交易中心。顺应这一背景，江汉区可以通过提供更多的绿
地和道路绿化来减小二氧化碳排放。

随着城市持续快速的发展，高密度的增长越来越受到重视。与此相关，
城市街道网络也将受到土地利用形式和速度变化的影响。由于城市人
口密度的增高，各种购物需求和住宅区的增加，休闲娱乐活动的需求也
必然相应上升。

这表明人们渴望在城市中心步行，与同事们会面，进行休闲娱乐活动。

街道作为公共空间

江汉区街道用地占比落后于联合国人
居署的建议的30％-35％的比例，同时，
每平方公里街道长度也低于18Km的
建议值。

7.2Km
(每平方公里的街道

长度)

江汉区街道连接性 江汉区空间特征分区

新城区：住宅为主

中心城区：商业为主

老城区：文化中心

公共空间的规模

街道用地：6.16平方公里

街道用地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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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居署还发现，较高的街道网络面积占比与城市经济繁荣之间
存在正向关联，并建议将35％的城市用地面积专门用于街道建设。而江
汉区这个比例仅为21.8％。这方面做得较好的是美国纽约曼哈顿，其优
先考虑街道的统一模式，并建设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街道网格，而36％
的街道用地面积占比，也支撑了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

人行道应该光线充足、宽敞便捷。这可以吸引商业活动，如户外咖啡馆
和公共市场。同时，在人行道上每隔数米就设置一个长椅，有利于社区
居民的休息和互动，是吸引他们外出活动和休闲的好方法。江汉区的所
有街道中，有总长181.53公里的街道具有较好的可达性，从这些街道步
行10分钟可到达公共空间。宽敞的人行道，对于那些希望慢跑锻炼的
居民来说更加安全，让他们不必担心道路有限的空间和机动车带来的
不安全感。而其他城市的实践也证明，通过城市政策加强人行道建设投
资，与公众更多的参加体育锻炼活动存在正向的关联。

城市需要有诸多的主干道路将个体居民连接到城市不同区域的关键地
点。因而，街道必须成为网络，连接起本地的重要资源，使得各个场所都
便捷可达。通过这样做，可以提升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让人们有机
会享受美食、购物、闲坐放松、参加休闲娱乐活动等等。本次研究评估了
街道连接性对江汉区公共空间可达性的影响。区内街道密度最高的是
四个街道办事处，即民义、满春、民族和水塔街道，每平方公里街道密度
在21-28条（街道路线数量）之间。这反映了这些街道内部的相互连接性
较好，因而可以鼓励居民的步行和更好的流动。与道路连接较好的本地
公共空间资源往往会吸引居民前来休闲活动。联合国人居署建议，为促
进城市的繁荣发展，建议每平方公里街道长度为18公里，而江汉区这一
数字仅为7.2公里/平方公里。

江汉区可以参考世界各地的最佳案例和做法，重新思考街道定位，它们
不仅是交通通道，更是一个场所。将街道与商业相连接，会吸引更多的
消费者，反过头来也会促进对街道建设的投资，例如改善照明和拓宽人
行道，进而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这可以减少犯罪的发生，提升安全性。

181.53 Km

23.24 Km

长度的街道的公共空间可达性较好

长度的街道的公共空间可达性
较差

对公共空间最可达性最差的街道

对公共空间最可达性最好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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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公共空间

江汉区的公共空间按用途、形式和类型分类。从级别尺度上、根据公共
空间的大小和用途，它们被分类为城市级/区级公共空间，街道级/居住
区级公共空间和口袋公园。城市级/区级公共空间规模较大，满足更广泛
的人口需求，街道级/居住区公共空间一般供本地居民常规使用，而口袋
公园通常不到400平方米，往往作为小规模的邻里公共空间

本次调查中，多达87个公共空间是街道级/居住区级公共空间，占所有
总数的62％；口袋公园占30％（42个）；市级/区级公共空间供12个（8％ 
），但面积最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较小的居住区公共空间和口袋公园
通常更为可达，并且通常被居民认为是重要的活动空间。

上述的公共空间大类被进一步细分为以下公共空间类型，即开放公共
空间、公共设施、市场和街道。

开放公共空间是指任何时候都可供公众使用的所有绿地或硬质空间。
这些公共空间基于大小、功能和用途、地被材质和设施配套等进行分
类。开放公共空间以不同的类型出现在城市中，如公园、活动场地、广
场、花园、滨水空间和运动场等。其中，广场和公园是最常见的公共空间
类型。它们通常位于主要街道收头的十字路口（两条繁忙的街道交汇处）
，或毗邻特殊的自然景观，如沙滩或河流等。

公园– 通常占地较大，有自然植被覆盖，如树木或草地。公园有规定的出
入口，铺装的道路和有不同功能的活动区域以满足所有使用者的需求。
和所有的公共空间一样，大多数城市的公园都有着各种不同的尺度。

活动场地– 这些空间与不同规模的游憩活动相关，主要用户是儿童和青
少年。大部分的活动场地都位于社区之中。

滨水空间- 沿水体的河岸保护区对于过滤水体中的污染物、促进城市的
生物多样性非常重要。河岸地区也可作为良好的公共空间，因为它们是
陆地和水生生态系统之间的景观界面。

花园 - 花园是居住区级别上的小型开放公共空间。

社区广场/院落 - 大多数此类公共空间是在居住区级别上，在社区之间
共享的。

开放公共空间

类型 面积 KM2 数量

公园 1.22 24
小区绿地 0.15 15
活动场地 0.13 9
广场 0.11 22
滨水空间 0.0035 2
合计 1.61 72

江汉区开放公共空间用地占公共空间总用地的比例

人均开放公共空间

开放公共空间用地

2015年人口

人

人

2017年人口

2030年人口

的开放公共空间为
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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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的规模

广场 –是主要与街道相关的、硬质表面公共开放空间。它们的边界主要
由建筑物和铺装的人行道所限定。在大多数情况下，广场中常有纪念
物、盆栽、休息区和商店等。

在城市级别分类的开放公共空间都是公园，居住区级公共空间主要是
广场，而口袋公园则是社区公共空间。江汉区公共开放空间的占地面积
为1.61平方公里，占江汉全部公共空间的51％，但只占江汉区总用地的
5.7％。根据2017年的人口预测，人均开放公共空间面积为2.3平方米，预
计到2030年这个数字将增加到2.9平方米。

开放公共空间共72个；多数为公园，共24个，总面积1.22平方公里； 社区
公园面积15平方米，总面积0.15平方公里；游戏场地面积0.13平方公里；
广场0.11平方公里；滨水空间为0.0035平方公里。

江汉区应该把开放公共空间网络设计为城市总体架构的有机组成部
分，并将各种安全、有吸引力的空间分布在整个地区，确保其可达性和
连接性，从而满足社区的体育和休闲娱乐需求。

街道级/居住区级公共空间

城市级/区级公共空间

口袋公园级公共空间

公园

广场
公园

小区绿地
活动场地
滨水空间

小区绿地
广场
公园

活动场地

为居住区级别的公
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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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中的树木数量 绿色公共空间指标

最近，人们对于绿地空间又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它们对维持城市
居民的身心健康大有裨益。绿色空间与健康之间的关联已经被历来诸
多研究所认可，这也是19世纪欧洲和北美城市公园运动背后的推动力
之一（Schuyler，1988）。在城市地区，可预防的非传染性疾病，如精神
疾病，肥胖症，心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和癌症，不仅是影响居民健康和
福祉的重要问题，还会增加医疗成本，降低劳动力生产率。许多此类疾
病与长期的慢性压力和生活方式因素有关，如运动和锻炼不足（Shortt
等，2014）。研究证明，增加城市绿地的数量可以带来多种好处，有助于
解决与非传染性疾病相关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气候变化已是公认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增加用作绿地的土地面积也有
助于减缓气候变化。武汉是一个承担长江中下游抗洪任务的主要城市。
位于两江交汇处的江汉区更是面临着对抗洪水自然灾害的重大责任。
公共空间可以通过有效的规划设计减轻洪水的影响，例如在雨季使用
公园以及使用台地方式进行雨水的蓄滞。公共空间的雨水下渗也可以
帮助滞留多余的雨水并下渗到地下。

绿色公共空间也与减轻城市热岛效应紧密相关。城市绿化是改善本地
恶劣气候的一种经济有效的方式。树木和植被具有自然冷却效果，因为
它们可以遮荫降温，可帮助地表降温高达5°C至20°C。此外，植被的蒸腾
作用可以帮助消耗大气中的很大一部分热量。

江汉绿地总面积2平方公里。本研究表明，江汉区人均绿地面积远低于
国家生态城市所规定的11m2的标准和5m2的国际最低标准。人均绿地
公共空间面积仅为2.2m2。到2030年，江汉区人均绿地面积预计将达到
3.6m2。另外，江汉区公共空间中树木、质地柔软怡人的草地等覆被的存
在是非常重要的。

公共空间的地表材质

人均绿色公共空间

有草地覆盖的公共空间

有树木覆盖的公共空间

0 - 25
26 - 100
101 - 256

257 - 500

501 - 8500

绿色

部分绿色

非绿色

水体

硬质公共
空间

软质公共
空间

硬质表面公共空
间占比

没有草地覆盖的
公共空间：31 | 22％ 有草地覆盖的

公共空间：103 | 73％

有树木覆盖的
公共空间：126 | 89％

2015年人口

人

人

2017年人口

2030年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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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

7.5m2

per capita

9.5m2

per capita

城市绿地的重要作用，以及将绿地斑块与生态走廊相连以改善生物多
样性，其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设计得当，绿地通廊可以改善城市
的通风，将城市以外凉爽的空气引入到密集的城市地区，从而减少城市
热岛效应。PM2.5是城市中最危险的污染物之一，它们可以直接通过人
体肺部进入血液系统。使用基于自然的方法，例如增加城市景观中的
植被覆盖面积，是降低PM2.5浓度的可能的解决方案之一。人居署进行
的研究表明，江汉区年平均PM2.5浓度为52.5 ug / m3，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建议的年平均值10 ug / m3的5倍。

江汉区的绿地总面积用卫星图像计算得出，包括树木、私家花园、公共
绿地、自然区域、街边绿地等，其总面积为5.2平方公里，占江汉区用地总
面积的18％。江汉区人均绿地面积为7.5 m2，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
人均绿地面积9 m2的标准。由于2030年区内人口预计将下降到约55万
人，人均绿地将增加到9.5 m2。

江汉区人均绿地面积

2017年
人均面积

2030年
人均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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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ology公共空间的类型

公共空间中的地标

座椅设施 40，28％ 纪念物 27，19％

游戏设施 5，4％人工遮阳设施 7,5％人工水体 15，11％

各类型公共空间占比

公共空间的类型

公共空间的类型必须放在城市形态之中进行考虑。针对某一个空间或
街道孤立的谈公共空间是没有意义的。公共空间必须放在其实体和空
间的环境中进行构思和设计。这有助于理解公共空间的实体形态，它提
供的功能和与其他建筑元素的相互关系。

在江汉区进行的调查共发现了141个公共空间。其中大部分是公园，共
24个（17％），广场22个，较宽的人行道20个，潜在公共空间17个，小区
绿地15个，停车场13个，活动场地9个，交通站点7个，公共设施6个，商业
公共空间4个，滨水空间2个，道路预留用地1个，市场1个。

上述各类公共空间总占地面积2平方公里，约占江汉总面积的8％。联合
国人居署建议将15％至20％的土地专门用于公共空间建设，30％-35％
的土地用于道路建设。江汉区的公共空间面积低于这个建议值，需要考
虑建设新的公共空间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

评估显示在城市中有各种地标和纪念物。它们赋予公共空间乃至整个
城市以身份和个性特征。城市地标已经成为社区历史文化和遗产的象
征。

评估显示，在64个（45％）的公共空间中有各种地标。其中，19％（27个）
是纪念物，28％是座椅设施，4％（5个）是游戏设施，5％（7个）是人工遮
阳设施，11％（15个）是人工水体。其余77个（55％）的公共空间没有任何
特殊的地标或纪念物。

滨水空间是形成公共空间特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滨水空间可以营造
让人放松的宁静氛围，更重要的是它们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江汉区
有2个自然滨水空间，总面积0.0035Km2。这些自然资源应该得到良好的
维护，以保护自然遗产。

公园
广场

较宽的人行道
潜在公共空间

小区绿地
停车场

活动场地
交通站点
公共设施

商业公共空间
滨水空间

道路预留用地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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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公共空间

类型 总数 状况良好 配备完善

街道照明 113 60 广场（21个）

垃圾桶 111 44 公园（22个）

标识牌 77 35 公园（17个）

座椅设施 68 26 公园（19个）

排水设施 56 25 广场（13个）

消防设施 51 16 广场（13个）

公共厕所 28 15 公园（14个）

人工遮阳 7 1 公园（3个）

饮水龙头 0 0 无

80% 79%

5%

48%

55%

None

36%40%

20%

实体设施

公共空间中实体设施情况

公共空间中的实体设施

设计良好、维护完善的场所，辅以充足的基础设施，例如各类标识标牌、
照明设施、座椅、遮阳避雨设施等等，可以提升公共空间的安全和舒适，
以及鼓励人们使用这些设施，促进人们的活动和社会交往互动。这些特
征有助于建立社会资产，以及提升社区居民的身心健康。在一项涉及老
年妇女的研究中，Chastin等人（2014年）发现，家庭以外的室外空间如
果缺乏休息场所，会极大的限制人们的使用空间的积极性和在其中开
展活动的意愿。大多数人表示，如果在公共场中每隔一定的间距能够找
到休息的地方，她们会走得更远。因为，这样她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休
息，从而给予她们更多的信心和意愿，继续往前探索。这也佐证了许多
其他研究的结果，即树木和绿化的价值，它们可以吸引老年人使用室外
环境，同时也证明了座椅和服务设施，如厕所的重要性，它们可以让老
年人可以方便的使用和享受公共绿地（Aspinall等2010）。

本次江汉区调研中，通过计算实体设施指标，确定了设施配套最少的公
共空间，并评估了各个公共空间的总体设施状况。其中具体包括座椅设
施、街道照明、垃圾桶，公共厕所、标识牌，饮水机或饮用水龙头、排水
沟、人工遮阳、停车位、自行车停放处、消防应急设施、便利店、医疗卫生
设施和婴儿护理设施的情况。141个公共空间共有37个配备有上述的大
部分设施，并且设施都处于良好状况，而其中另外37个则缺乏上述设施
或设施状况不佳。另外还有67个公共空间，要么设施配置不尽完善，要
么设施状况不尽理想。

141个公共空间中共有113个公共空间配备有街道照明设施，但只有53
％的处于良好的状况。而公共空间中很少设置有人工遮阳设置或公共
厕所，即便有配备，设施状况也不太好。江汉区的公共空间都没有设置
饮用水龙头或饮水机。设施大都设置在公园和广场中。这表明江汉区公
共空间中的设施配套还不完善，影响了这些空间的功能的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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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属及管理单位

政府所有

非政府所有

无信息

水体

政府所有 非政府所有 无信息 共同管理

公共空间管理

公共空间的所有权

政府部门管理

政府所有

非政府管理

非政府所有

65%
（是政府所有和管理的

公共空间）

28%
（是非政府所有和管理

的公共空间）

55%
（是正式的，由政府拥
有和管理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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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of public spaces 

are formal

7%
of all public 

spaces are vandalized

Vandalized Public Spaces

Public Spaces not Vandalized 

好的公共空间是留得住人、让人们愿意再回来的地方。要达到这要的效
果，其核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管理计划，维持和提升公共空间的品质，
让它成为一个整洁、安全又活跃的地方。良好的管理应该基于对开放公
共空间的现有用户和潜在用户的需求和愿望的深刻理解，努力改善他
们的使用体验。此外，管理方要勤于维护，及时清空垃圾箱，维护和修理
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从而给用户一种舒适和安全的感觉。

江汉区的整体评估显示，大部分（65％）的公共空间是由政府所有和管
理的。其中大部分又具体为政府街道办所有，由区政府管理。 28％的公
共空间由非政府拥有和管理，主要是企业所有，由地方组织所管理。正
式的公共空间占所有公共空间的86％。大部分居住区级公共空间由政
府拥有（57个）和管理（54个），而只有3个是共同管理的。

有少数公共空间（10个）被遭受了人为破坏，包括座椅和灯具损坏、张贴
非法小广告、自行车道损坏等。较令人惊讶的是，百分之六十（10个中有
6个）被人为破坏的公共空间是由政府所有和管理的。

非正式公共空间

受人为破坏的公共空间

未受破坏的公共空间

正式公共空间

不同规模的公共空间的管理

不同层次的公共空间管理图示

不同规模的公共空间不同的权属

的公共空间是正式的

的公共空间的收到人为
破坏

城市级别                 居住区级别                  口袋公园

城市级别                    居住区级别                   口袋公园

非政府

无信息

共同管理

政府

无信息

非政府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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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使用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的可达性水平

在调查评估期间，141个公共空间中只有8个即5.7
％有残疾人在使用，并且都出现在无限制使用的公
共空间中。

标识标牌是提升公共空间可达性的重要设施。然而
在江汉区的所有公共空间中，只有47％（35个）设置
并维护了良好的标识标牌系统。

可达性的基本含义是个人接触和获取某设施或服务的能力。可达性取
决于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性别、年龄和身体状况等等。连接性是指连接
起不同的个体公共空间，不论其类型和位置如何，从而保持整个网络的
顺畅流通。连接性非常重要，它可以确保公共空间不至于成为孤岛而失
去其功能。而提高连接性则可以让用户尽可能多的使用开放公共空间。
高质量的公共空间如果可达性受限，例如被交通走廊等大的障碍物所
阻碍，那么其价值将大打折扣。相反，一个整体连通性良好的公共空间
网络则会更为高质高效，提升公共空间的使用度和可持续性。

公共空间的可达性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空间实体可达性 – 强调用户进入和使用实体空间的可能性。从这个意
义而言，诸多因素，如道路铺装、人行道的设置、公共交通等等都是促进
居民出行流动性和促进社会互动的重要因素。要让人们方便的使用开
放空间，必须提供充足的基础设施和无障碍设施让所有居民，尤其是行
动不便的残疾人能够进入和使用开放空间。空间实体可达性也取决于
城市中心的开放空间的分布，其数量越多，通常也就越可达。

•包容性 – 强调让每个人都能使用公共空间的可能性。例如，如果公共空
间需要收取门票，那么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人群，就会被排除在享用此类
设施的人群之外，进而可能导致城市内社会群体的分化。

为评估江汉区公共空间的包容性，将其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无限制使用的公共空间，这意味着使用者进入和使用空间都
是免费的。同时对用户在公共空间的停留和使用的时间也不做限制。评
估结果显示，江汉区大部分公共空间都属于不受限制进入的类型，其中
大部分为广场（22个）和公园（21个）。在调查评估期间，其使用者也体现
了丰富的人群类型，然而，成年男性（25 - 60岁）是占主导数量的人群或
在大多数公共空间都最频繁出现的人群，他们在86个无限制进入的公
共空间中都有出现。

的公共空间是
无限制使用的

限制

受控

有限

无限制

女孩  男孩  青年女性  青年男性  成年女性  成年男性  老年女性  老人男性  残疾人
  （0-14）（0-14）（15-24）（15-24）（25-60） （25-60）（60岁以上）（60岁以上）

女孩  男孩  青年女性  青年男性  成年女性  成年男性  老年女性  老人男性  残疾人
  （0-14）（0-14）（15-24）（15-24）（25-60） （25-60）（60岁以上）（60岁以上）

女孩  男孩  青年女性  青年男性  成年女性  成年男性  老年女性  老人男性  残疾人
  （0-14）（0-14）（15-24）（15-24）（25-60） （25-60）（60岁以上）（60岁以上）

女孩  男孩  青年女性  青年男性  成年女性  成年男性  老年女性  老人男性  残疾人
  （0-14）（0-14）（15-24）（15-24）（25-60） （25-60）（60岁以上）（60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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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各类基础设施的公共空间数量及其维护状况

江汉的所有公共空间
中，有36％（51个）有
停 车 位，但 其 中 只 有
21个维护状况良好。

36%
（有机动车停车

位的公共空间）

评估结果显示，相当数
量的公共空间（89％）
拥有明确的入口。

89%
（入口明确的公

共空间）

江汉区所有公共空间
中有41％（58个）有自
行 车 停 放 处，但 其 中
只有17个维护状况良
好。

41%
（带自行车停车

位的公共空间）

江汉区公共空间可达
性指数显示，只有19％

（27个）是最可达的。

19%
（可达性最佳的

公共空间）

•第二类是受控使用的公共空间，不对使用者收费，但只在一天的特定
时间开放。本次调研中，此类的公共空间共有7个，其中大部分是公园（2
个）和停车场（2个）。在评估时，受控使用的公共空间的主要用户是成年
男性和女性（年龄在25-60岁之间），出现在其中6个公共空间中。

•第三类是受限使用的公共空间，使用者需要付费使用。此类公共空间只
有一个，是一处公园。在访问期间使用者的年龄和性别等方面的分布较
为平均。但是，调查期间并未发现到有残疾人使用。

•最后一类是限制使用的公共空间。此类公共空间仅限特定的用户使用。
本次调查中，限制使用的公共空间共有12个，大部分是潜在的公共空间

（5个）。限制使用的公共空间中的主要使用者是成年男性，在调查的12
个公共空间中有6个有成年男性使用者。

江汉区公共空间的实体可达性的评估中考虑多个条件来确定，例如：便
于访问该公共空间的基础设施是否存在、其维护状况以及是否有明确
的入口等。

研究表明，大多数人步行到城市公共设施时，一般可以接受的距离是
1公里，但如果路线有趣、吸引人、质量佳，许多人会乐意走更远（Jan 
Ghel）。左图显示了2.5公里的步行距离和5公里的自行车骑行可能达到
的范围。

在调查评估期间，只有8个受限使用的公共场所出现了残疾人。这可能
是由于设有适合轮椅通行的无障碍基础设施，且状况良好的公共空间
数量较少。 107个公共空间设有独立的行人专用道，但只有11个维持了
良好的状况。 30个公共场所中有13个有着状况良好的步行小径。 50个
公共空间有机动车专用道，但只有3个状况良好。有59个公共空间有交
通站点，但只有39个维持了良好的状况。

具有各类基础设施的公共空间总数
具有各类基础设施且状况良好的公
共空间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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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岸区 (Jiang'an)

硚口区 (Qiaokou)

汉阳区 (Hanyang)

东西湖区 (Dongxi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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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Percentage share of
 land accessible within

 5mins walk

Unserviced 
Area: 12.9 Km2

Serviced 
Area: 15.4 Km2

63.2%

 

Percentage share of
 street length accessible to 

public spaces within 
400m bu	er 

Street length
unaccessible: 75.32 Km

Street length 
accessible: 129.45Km

82.7%

 

Percentage share of land 
accessible within 

10mins walk

Unserviced 
Area: 4.9 Km2 Serviced 

Area: 23.4 Km2

88.7%

 

Percentage share of
 street length accessible to 

public spaces within 
400m bu	er 

Street length
unaccessible: 23.24 Km Street length 

accessible: 181.53Km

城市公园和花园在降低城市气温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步行和自
行车骑行提供安全的路线，并为体育锻炼、社交互动和休闲娱乐提供场
所。可达性的一个关键指标是临近性，即从住宅或社区到最近的公共空
间的距离。最新的估算显示，由于步行条件和步行环境不佳，或是没有
可达的休闲娱乐场所而导致的缺乏锻炼或者缺少身体活动而导致死亡
的人数占全球死亡人数的3.3％。考虑公共空间的步行距离可达是非常
重要的，因为步行是从住处到公共空间的主要交通方式，并且步行是否
可达对公共空间的使用具有显著的影响。许多研究指出，由于在城市规
划和城市发展过程中被忽视，公共空间的可达性和利用率已明显下降。

英国的一项研究使用可穿戴式脑电图（EEG）装置来证明在绿色空间
中短暂步行对大脑活动的积极影响，如帮助放松和恢复精力（Aspinall
等，2015）。同时也表明，在自然环境中行走比在居住区的城市环境中行
走可以产生更好的短期认知效益（Gidlow et al.，2016a）。

右图的重点在于研究空间可达性，考虑沿着街道步行达到公共空间的
实际距离，它是确保公共空间公平可达与使用的关键要素。

在400米（步行5分钟）缓冲区内可到达公共空间的
街道

在1,000米（步行10分钟）缓冲区内可达到公共空
间的街道

临近性评估

400米（步行5分钟）缓冲区范围

400米以内可达公共空间的街道总长度

1000米（步行10分钟）缓冲区范围

1000米以内可达公共空间的街道总长度

步行5分钟内可达的
面积的百分比

400米缓冲区内可达
公共空间的街道总

长度占比

步行10分钟内可达的面
积的百分比

1000米缓冲区内可
达公共空间的街道

总长度占比

服务未覆盖面积：
12.9平方公里

服务未覆盖面积：
4.9平方公里 服务覆盖面积：

23.4 Km2

不可达的街道总长度：
75.32公里 可达的街道总长度：

129.45公里

可达的街道总长度：
181.53公里

不可达的街道总长度：
23.24公里

服务覆盖面积：
15.4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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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Percentage share of land 
covered by public spaces

Area of 
Public Spaces: 2.0 Km2Public Spaces:

50%

 

Percentage share of land 
covered by public 
spaces accessible 

within 400m

Area of 
Public Spaces: 1.0 Km2 | 121Public 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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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岸区 (Jiang'an)

硚口区 (Qiaokou)

汉阳区 (Hanyang)

东西湖区 (Dongxihu)

世界各地的经验都表明，距离住处5到10分钟步行距离的空间往往更加
活跃。因此，1000米或10分钟的步行距离已被广泛接受和推广，作为人
们步行的“合理距离”，因此也常被用作居住区公共空间布局的依据。本
次调查评估中假设所有的街道都是适合步行的，也不被江河或高速公
路等阻隔。研究发现江汉区54.4％（15.4平方公里）的用地位于距离公共
空间400米（步行5分钟）的范围内。从街道上的任一点沿街步行5分钟，
共可以到达1平方公里（50％）的公共空间。沿街步行1000米（10分钟）的
距离，则有总面积23.4平方公里（82.7％）用地可以到达公共空间，其余
的4.9平方公里范围则为服务未覆盖区域。

步行可达性最好的街道，即沿街400米（步行5分钟）可到达公共空间的
街道总长度为129.45公里，约占江汉区街道总长度的63％。步行10分钟
可到达公共空间的街道总长度则为181.53公里，只有总长度23.4公里的
街道可达性较差。

为了确保公共空间的在空间上的均衡分布，确保每个居民都有平等的
公共空间，江汉区需要在缺乏公共空间的区域创建新的公共空间，尤其
是那些步行10分钟范围内都没有可达的公共空间的地段。对公共空间
过度供应或公共空间位置不佳的地区，需要进行变更土地利用功能的
评估，以确保土地利用效率。这些举措旨在创建一个贯穿整个地区的公
共空间网络。

江汉区的街道也应该进行质量评估，以衡量公共空间是否适合步行及
自行车骑行到达和使用。设有人行道的街道，特别那些可以方便的通往
公共空间的街道，也应该被绘制出来，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提高步行适宜
性，也可以促进所在地区的混合土地利用。

江汉区公共空间面积

400米缓冲区（步行5分钟）内可达的公共空间面积占比

400米缓冲区（步行5分钟）内可达的公共空间 400米缓冲区（步行5分钟）服务未覆盖区域 1000米缓冲区（步行10分钟）服务未覆盖区域

400米内可达的公共空间
面积占比

公共空间用地占
总用地百分比

公共空间面积：
2.0平方公里

公共空间面积：
1.0 Km2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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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岸区 (Jiang'an)

硚口区 (Qiaokou)

汉阳区 (Hanyang)

东西湖区 (Dongxihu)

64%

13%

23%

江岸区 (Jiang'an)

 (Qiaokou)

 (Hanyang)

 (Dongxi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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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的舒适度

公共空间的作用是为城市居民创造舒适和优质的生活环境。而在开放
公共空间，如下的措施有利于营造舒适的环境。

公共空间的舒适度的重要性如下：
•促进公共空间的使用
•促进社区居民的公共卫生与健康
•促进公共空间的社交活动
•允许各种类型的使用者使用开放公共空间

开放公共空间的舒适度主要体现在：

1.自然环境的舒适度 - 阳光、雪、风、雨等自然环境因素可能造成恶劣的
气候条件，减少公共空间的使用，尤其是幼儿和老人的使用。对于公共
空间的使用者来说，过多的日照也可能会让人感到不舒服。因此，在公
共空间安装遮阳设施是很重要的。遮阳的方式可以是自然或者人工的。
自然方式包括种植树木等以提供遮荫，而人工方式包括使用檐篷或凉
亭等，让人们可以避免遭受恶劣的天气影响，减少日晒雨淋。

强风会在公共空间造成不适。树木是自然的挡风屏障。在广场空间，风
环境的舒适度是通过建筑物的布局和设计来实现的，即使用建筑物阻
挡部分的风力，避免风对于开放公共空间无遮挡的吹袭。

2.清洁 - 这是大部分人在使用公共空间之前，所考虑的舒适度的第一个
方面。保持公共空间的清洁需要采取以下的举措，如：

•在公共空间提供垃圾箱、垃圾收集点并频繁收集垃圾。公共空间人流密
集、活动频繁，因此会产生大量的食物垃圾和其他塑料包装等废弃物，
因此需要定期清理。

•在公共空间提供洁净水，尤其是清洁卫生用水。在公共空间清洁和维护
洗浴和厕所设施是必要的。不然，公共空间就会出现异味和甚至成为疾
病滋生区。

•通过修剪草坪和树篱进行定期维护对于改善公共空间质量非常重要。
缺乏维护的植被，如过度生长的草木和树篱，会给公共空间带来不安全
感。

非常舒服

非常舒适

适度舒适

一般舒适

不舒服

不舒适

在公共空间感受舒适

江汉区公共空间可达性指数显示，只有19％（27个）
是最可达的。

在公共空间感觉舒适的用户比例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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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水平超过65分贝的公共空间

女孩  男孩  青年女性  青年男性  成年女性  成年男性  老年女性  老人男性  残疾人  （0-14）（0-14）（15-
24）（15-24）（25-60） （25-60）（60岁以上）（60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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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区公共空间中存
在70分贝以上的噪声
水平的有3个，都被评
估为不舒适。

所有年龄组和性别分组
都体现了公共空间较好
的舒适度。

将是否存在垃圾随意
丢弃和异味的问题作
为 舒 适 度 的 指 标，对
江汉区的公共空间进
行了评估。其结果是，
大部分公共空间被认
为舒适度一般。

江 汉 区 所 有 公 共 空 间
中，共有102个被认为
有较好的景观视觉舒适
度，其中有24个（24％）
被认为非常舒适。而另
有8个（8％）被认为是视
觉上不舒适的。

基本设施的提供是确
保公共空间的舒适度的
重要因素，例如座椅设
施、人工遮阳设施和垃
圾桶等等。江汉区配备
这些设施的大部分公共
空间都被评价为非常舒
适

•空气污染可能是环境不佳的标志，因此带来空间的不舒适感。临近交通
空间或工业区的公共空间可能收到交通工具或机器设备产生的烟雾的
影响，从而带来不适感。

•对于设置有公共艺术品的广场等开放的公共空间而言，重要的一点是
确保公共艺术的形式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而且是美观的。此类空间的墙
上的涂鸦可能并不被所有的使用者所接受和欢迎，因而会影响公共空
间的使用。同时，公共艺术的设置不应影响开放空间的整洁度。

3.提供休憩设施 - 公共空间需要为老年人、残疾人和照顾儿童的人提供
座椅等休憩空间和设施。由于公共空间是放松的地方，有足够的座椅设
施是很重要的。提供此类设施也可以促进居民的公共健康，因为老年人
可以坐在公共空间享受户外的空气和阳光，同时也可以照看在公园里
玩耍的儿童。

4.噪音水平 - 舒适的开放公共空间是那些没有被周边活动或交通噪音
所充斥的空间。为了降低噪音水平，开放公共空间用地应该和周边土地
功能契合，这一点很重要。当然，当周边噪音确实存在的时候，也有许多
方法可以减少噪音，如通过树木和其他植被来进行噪音的隔离和缓冲。

5.文化舒适度 - 不同的社会和宗教团体对开放公共空间的要求不同。例
如，伊斯兰教要求衣着得体，妇女不得进入他们认为不恰当的场所。

公共空间环境中垃圾问题 非常舒适的公共空间的配套设施

公共空间中的异味问题

公共空间中清洁水体的存在状况

43%

24%

23%

江汉区公共空间舒适度指标显示，在
所有（68个）配备有座位设施的公共
空间中，24％（16个）的公共空间被
认为非常舒适，而只有9％（6个）被
认为不舒适。

在111个配有垃圾箱的公共
空间中有96个未出现垃圾随
意丢弃的问题。11％（16个）
的公共空间有垃圾随意丢弃
问题，而多达89％（125个）没
有此问题。

在20个（14％）的公共空间中
存在有异味的问题，其中4个
的环境中存在垃圾随意丢弃
的问题，这也证明了公共空
间的垃圾丢弃问题和异味之
间有所关联。

江汉区所有（141个）公共空
间中有16个（11％）有水体。
其中44％（7个）存在水环境
不洁净的问题。

在配备有排水设施的公共空间中也
发现类似的结果，此类公共空间共有
56个，其中13个（23％）被认为非常
舒适，4个（7％）被认为不舒适。

人工遮阳设施的存在与公共空间的
舒适度息息相关。江汉区公共空间中
仅有7个配备遮阳设施，其中3个被
认为非常舒适，而没有任何一个会让
人觉得不舒适

垃圾丢弃和收集的机制与公共空间
的环境舒适度相关。江汉区共有111
个公共空间配备有垃圾箱，其中有
25个（23％）被认为非常舒适，而只
有11个（1％）被认为不舒适。

23%

24%

100%

（视觉效果作为
舒适度指标）

（清洁的环境作
为舒适度指标）

（噪音水平作为
舒适度指标）

（设施的提供作为
舒适度指标）

（性别平衡作为舒
适度指标）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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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的安全性

公共空间安全被看作是反映社区生活质量和城市有效管理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暴力/犯罪的恐惧以及认为环境不安全是让很多人不愿意去使
用和享受公共空间的主要障碍。常见的安全问题包括火灾、霸凌、犯罪、
暴力、事故等。女性担心在公共空间遭遇各种类型的性暴力，从言语骚
扰、身体接触、再到强奸和抢劫。父母也可能出于对于社区安全性的担
忧，不允许孩子出外玩耍，例如担心周边环境是不安全的、在游戏场地
上可能发生身体伤害、游戏场地不平整可能导致的危险以及潜在的交
通风险等。对江汉区居民进行的公共空间白天和夜晚总体安全感的调
查表明，江汉区49％（69个）的公共空间被认为是非常安全的，39％（55
个）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共12％（17个）则被认为是不安全的。

公共空间的形象也会影响其使用度。如果公共空间环境照明和能见度
差、物理隔离、维护不善、布局混乱，人们就会避而远之。路灯照明被用
作是江汉区公共空间安全性的一个指标，103个有路灯照明的公共空
间，即91％的公共空间被认为是夜间非常安全或相对安全的。这些路灯
照明基础设施的维护状况也是安全感的一个指标。为了创造一个安全
舒适的环境，解决居民对于人身安全的恐惧和提升社区的实际安全性
是非常必要的。虽然大部分的公共空间（65％，91个）在夜间被认为仅是
相对安全的，但仍有占汉江区公共空间总数的53％的75个公共空间被
认为是非常安全的， 仅有10个公共空间（7％）被认为是不安全的。

以往的研究表明，创造更多机会和吸引更多人尤其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使用公共空间，是加强公共安全性的关键的第一步。在公共空间的规划
和设计纳入社区参与对减少不安全感是至关重要的。在规划和设计安
全的公共空间时，要注重空间的实体要素的设计，如照明、地被材质、视
线能见度、机动车交通，人行交通、城市家具、潜在隐藏地点、标识标牌、
保安人员配备、与其它公共空间的临近性、与紧急服务临近性以及与公
共交通便捷衔接等。

非常安全

相对安全

不安全

对公共空间安全性的感受

49%

3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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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对调查前3-4周内在公共场所和相邻街道发生的交通事故进行了
评估。在公共场所只有9个（6％）有交通事故发生，而12个（9％）的公共
场所相邻的街道上有发生交通事故的记录。这是基于调查期间进行的
访谈获得的信息。

街道和场所的设计可以减少犯罪和反社会行为，使场所和空间感觉更
安全，进而可以增强社区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福利。

根据Yue，Zhu，Ye，＆Guo（2017）的研究，江汉区较常发生的犯罪是抢
劫、电动自行车盗窃、诈骗和入室盗窃等。该研究显示，大多数电动自行
车盗窃事件发生在15:00和18:00左右，而抢劫大多发生在傍晚。这是人
们下班，去参加休闲娱乐活动的时候，夜幕降临为很多犯罪的发生提供
了机会。然而，在评估过程中所进行的访谈显示，有一小部分公共空间，
即13个公共空间层曾发生犯罪事件，占总数9％，而没有任何公共场所
存在反社会行为。江汉区可以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公共空间的犯罪行为
和犯罪分子得到切实的的处理。政府部门应确保有街道有充足的路灯
照明和宽阔的人行道。这样可以增加行人流量，并有助于减少该地区的
犯罪。视频监控系统也被视为安全性的一个指标。江汉区遭受人为破坏
的公共空间中有50％未安装视频监控系统，64％（90个）的配备有视频
监控系统的公共空间都没有犯罪发生。

城市公共空间提供有混合多样的用途和活动，针对不同时段的不同用
户群体提供自然的监控，减少隔离，鼓励当地居民和周边上班的人群对
环境的自然监控，从而营造安全感。投资改善公共空间的路灯照明和夜
间街道的状况可以提升安全性和监控度并提高使用率。此外，确保设施
持续良好的维护，并在社区提供适宜儿童使用的户外游戏空间，也可以
提升公共场所的安全性。

在配备路灯照明的113个公共空间中，
有103个（占91％）在夜间被认为是相
对安全或非常安全的。这个结果显示了
路灯照明对于提升公共场所安全感的
重要性。

发生过犯罪事故的公共空间的比例 发生过交通事故的公共空间的比例 附近街道发生过交通事故的公共空间

路灯照明设施的良好维护状况也与公
共场所的安全感有关。所有配备路灯照
明的公共空间中有53％（60个）处于良
好的维护状况，其中56个公共空间在夜
间被认为是非常安全的。

91%
（路灯照明作为安全

性指标）

对于城市范围的公共空间的评估结果
显示，安装了视频监控系统的公共场所
中有97％在白天被视为部分或非常安
全。

50％的遭人为破坏的公共场所未安装
视频监控。所有安装了视频监控系统的
公共场所中有64％（90个）没有发生过
犯罪事故。

97%
（视频监控系统作为

安全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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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度评估

公共空间的意义可以从个人、社区或城市等多个角度来分析。公共空间
是一个特别的场所，在这里不管彼此有多少差异，它都可以让人们在这
里度过闲暇时光，享受生活。要把一个场所变成一个吸引人的去处，有
很多种方法。人们去某个地方是因为在这些地方有某些活动——值得体
验的东西。江汉区的公共空间绝大部分都是非组织性的，而且特定停留
活动持续的程度也不同。江汉区公共空间中的大部分活动都是社交活
动，如讨论、闲聊、闲坐、站立停留、休息、吃饭等。这表明了江汉区的公
共空间因停留活动的存在而变得生气勃勃。

公共空间可以是单一功能的，意味着它们仅限于一项活动。这类空间大
多被认为是不安全的。调查中，江汉区大部分公共空间（57％，80个）被
标记为单一功能公共空间。这表明江汉区公共空间缺乏对空间的透彻
理解，规划中对人的尺度和需求考虑不足。其它的公共空间是多功能的

（21％，31个）或复合功能的（22％，32个）。

通常认为，多功能公共空间，即一天中的不同时间段用于不同类型的活
动的空间，通常是安全的。而评估也表明，大部分复合功能空间（同时存
在不同类型活动的空间）和多功能公共空间都被视作是相对安全或非
常安全的。没有任何一种被认为是不安全的。

所有公共空间中具有多功能活动的公共空间共
31个。其中65％（20个）被认为是非常安全的，而
其它的（35％，11个）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没有
任何空间被认为是不安全的。

在复合功能公共空间中也有类似的结果，此类空
间占公共空间总数的32％。其中63％被认为是
非常安全的，而其它的37％被认为是相对安全
的，没有任何空间被认为是不安全的。

单一功能的公共空间

多功能的公共空间

复合功能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的有组织活动

公共空间的无组织活动

公共空间的使用

63%
（复合功能性作
为安全指标）

65%
（多功能性作为
安全指标）

  文化           商业           体育

  社交           工作        玩耍相关      艺术相关

江岸区 (Jiang'an)

硚口区 (Qiaokou)

汉阳区 (Ha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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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估期间，141个公共空间中只有8个即
5.7％有残疾人使用

在江汉区的公共空间进行的使用者性别调查显示，在141个
公共场所中，占总数59％的83个被认为在白天非常安全，因
为在评估期间这些空间都有很多的女性使用者。

评估显示，口袋公园拥有用最多的户数量
和最佳的性别平衡

此评估使用的是调查时段的数据，调查是在一个周末进行
的。

男

儿童
（0-14岁）

青年
（15-24岁）

成人
（25-60岁）

老年
（60+岁）

调查进行时无使
用者

女

A

调查选定公共空间中的年龄数据

公共空间的用户指标

公共空间的性别数据

公共空间的使用者指标

B

DC

使用者评估

59%
（女性使用作为安全

性指标）

强调性别包容性的公共空间的规划和设计，应该首先做的工作是，弄清
楚哪些人群、在哪些时段以及出于什么原因，不会使用哪些特定的公共
空间。这是因为，当某些群体（如女性或女孩）不使用一个空间时，通常
表明该空间会让该群体的使用者感到不安全。通常认为，使用者在年龄
和性别比较均衡的公共空间是安全的。

对使用者指标进行分析，可以了解江汉区公共空间中性别和年龄的分
布情况。该指数代表的是具有最多年龄段构成的公共空间。该指数取值
范围为1-8，代表4个年龄段（0-14岁，15-24岁，25-60岁，60岁以上），女
性和男性均包括其中。大多数的公共空间，主要是口袋公园，都有很好
的年龄和性别的构成。在公共空间中有许多25-60岁的男女使用者，但
很少有儿童（0-14岁）使用公共场所进行游戏活动。公共空间中残疾人
使用者最少（5.7％，8个）。

用户指标分析图中标示出为较好、中等和较差的用户构成。为了更好地
理解年龄和性别的分布，调查选择了部分公共空间。用户构成较差的公
共空间只有少于两个年龄段的使用者构成甚至没有使用者，而构成较
好的公共空间几乎包含所有用户群体，且构成较为平衡。

较差的用户构成

中等的用户构成

较好的用户构成



50

本节尝试利用百度地图平台提供的开放大数据，将其与城市公共空间
调查结果进行整合分析。百度地图能够通过地理定位数据获取时空路
径。由此得到的地图是行人和交通活动的温谱图。本次研究中使用的是
2017年4月28日至2018年5月1日，2017年5月9日，2018年5月13日和
2018年5月14日的温谱图。

行人和交通温谱图随后与公共空间地图进行叠加，以绘制与不同类型
的公共空间相关的流动模式，从而找到潜在的社交排斥区域：即离居住
点相对较近，而居民较少访问的那些公共空间。这些分析图也被用来识
别那些周边有较多活动发生的公共空间，以及这些公共空间是否有公
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来支持这些活动。

右图显示了行人的活动，并高亮显示了那些周围活动最多的公共空间。

热力学分析

28th April 2017-1628Hrs

29th April 2017-1618Hrs

30th April 2017-1321Hrs

1st May 2017-1313Hrs

14th May 2017-1431Hrs 13th May 2017-1431Hrs 5th May 2017-1214Hrs

与公共空间相关的活动热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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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性会影响了城市中活动出现的地点，因此，常出现拥堵的交通基础
设施附近的用地往往难以吸引投资者，有时甚至导致会导致其中的产
业迁往其它交通更为自由顺畅的地区。这是因为交通拥挤的地区会因
为交通出行时间的延长而影响到服务的提供和获取，同时行人和驾车
者的也会面临更多的交通和人身安全问题。

江汉区的街道应该提供丰富的使用者体验，吸引感官感受，丰富行走体
验。然而，行人的可达性和愉悦感会受到一系列的因素的影响。轻松舒
适的步行体验要求空间适合行人自由行走，不受物理因素的阻碍，例如
停放的汽车、机动车的行进、自行车或其他人行进的干扰。在江汉区，许
多自行车随意停放在人行道上，让人行道无法顺畅通行。

热力学分析图提供了使用最频繁的道路和人行道的清晰图像，并让我
们有可能来研究分析为什么其它道路的使用度没有这么高，以及可以
采取哪些方法对其进行升级和改进。热力学分析图也清楚的显示出了
那些和这些活动较临近的公共场所，以及可以采取哪些举措来改善其
可达性、安全性和设施配套，从而满足大量使用者的需求。

28th April 2017-1904Hrs

29th April 2017-1413Hrs

30th April 2017-1847Hrs

1st May 2017-0913Hrs

13th May 2017-1841Hrs 14th May 2017-1524Hrs5th May 2017-1920Hrs

与公共空间相关的交通流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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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性如何？
・ 包容性如何？
・ 可达性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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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与自然的战争也不可避免的是和自身开战。”

Rachel Ca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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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

江汉区城市公共空间评估的主要目的是评估公共空间的质量、分布和
可达性。此次评估也显示了江汉区公共空间的安全到底如何。安全性是
直接影响公共空间的使用和舒适度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不安全的因素
往往会造成恐惧，从而在用户对公共空间的使用和体验中带来重要的
影响。

本次研究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如人为破坏行为、犯罪活动、反社会行为、
交通事故、夜间安全水平以及视频监控系统的存在，从而提出一个综合
指标来评估公共空间的安全性。指标显示，38％（53个）的公共空间被认
为是非常安全的，45％（63个）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而17％（25个）被认
为是不安全的。

创建安全的公共空间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应该鼓励社区参与
公共空间的设计、建设和管理，确保其对公共空间的所有权和使用，从
而确保公共空间的安全性。

不安全

相对安全

非常安全

非常安全

相对安全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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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

公共空间最根本的宗旨是提高所有城市生活质量。并且惠及所有年龄、
性别或者残疾情况的使用者。提供基础设施让空间可达、提供公共服务
设施便于使用，是评估公共空间包容性的关键指标。可达性基础设施包
括自行车道、停车场、轮椅无障碍通道、标识标牌和人行道等。公共服务
设施包括诸如座椅家具、人工遮阳设施、儿童游乐设施、厕所和安全设
施等都是舒适性的指标，应该适合所有用户的使用。

在制定包容性指标时，综合考虑了舒适性、可达性、安全性和实体设施
配套等因素。指标表明，35％（49个）的公共空间被认为是最具包容性
的，42％（59个）被认为是包容性一般的，23％（33个）被认为是最不具包
容性的。

通过社区参与可以实现最佳的包容性，以及公共空间更好的设计和管
理。

最不具包容性

包容性一般

最具包容性

最具包容性

最不具包容性 包容性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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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岸区 (Jiang'an)

硚口区 (Qiaokou)

汉阳区 (Hanyang)

东西湖区 (Dongxihu)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Creation date: 23 Oct 2017       Wuhan City Land Use and Urban Space Planning Research Center, Humanitarian Data Exchange, Open Street Map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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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安全和包容的公共空间是弥合公共空间不平等以及城市鸿沟的
重要组成方式。因此，公共空间的供应、位置、管理和支撑性基础设施的
布局会对公共空间的可达性和包容性产生影响。

本可达性评估是基于各种因素叠加得到的加权总量，用来衡量公共空
间的可达性。其中考虑的诸多因素包括公共空间的可使用程度，即使用
方面的限制条件；基础设施的配套情况以及对所有使用者的适应性。评
估的加权分类显示，所有公共空间中有19％是最到达的，而有43％是最
不可达的。

为了提高可达性，江汉区应考虑改善基础设施，为各年龄段、不同性别
和残疾情况的所有用户提供公共空间。同时，确保公共空间对所有人群
免费，且都有清晰明确的入口是非常重要的。

可达性最差

可达性中等

可达性最好

好

中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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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为车辆和交通做规划，你就会得到车辆和交
通。如果你为人和场所做规划，你就会得到人和场

所。

Willian H. Whyte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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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

进步之道

如果你为车辆和交通做规划，你就会得到车辆和交通。如果你为人和场所做规划，你就会得
到人和场所。

Willian H. Whyte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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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建议

建设途径策略

2 鼓励专属绿地共享 4 发展立体绿化

一方面，结合改造用地，按控规一张图，新增
公园绿地；另一方面，结合整治用地，局部拆
除临时建筑、整治违章建筑，形成新的公共绿
化空间。

将大型单位和集中社区内部的既有公共绿地
广场空间释放出来，对公共建筑的侧向空间
进行改造，提供更加亲切而富动感的绿化广
场，提升绿化覆盖率。

针对消极空间，打开边界、植入配套设施，吸
引多元的市民的活动，激活空间活力，提升空
间品质。

对建筑屋顶、建筑墙面、高架桥墩柱等建构筑
物进行立体化、全方位、多维度的绿化装饰，
发展立体绿化，丰富绿化层次。

1 结合城市更新，挖潜新增绿地 3 激活消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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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创新产业区

姑嫂路生活服务区

贺家墩生活服务区

站前商业服务业区

武汉中央商务区

菱角湖商业服务业区

“金十字”金融商业区

汉正街中央服务区

居住主导功能区

市级商务商贸功能主导片区

汉口老城

分区指导策略
挖潜北片、增强中片、提升南片

市级商务商贸功能区—突出形象展示功能
  增强中片：王家墩海绵城市试点、重要湖泊的品质提升及滨湖绿道网络建设

汉口老城—体现文化艺术性、小而精
  提升南片：汉正街人字形中央绿廊、见缝插绿

分期开发、逐步实现

重点建设方向 重点工程

为有序推进江汉区园林绿化水平提档升级，完成规划制定的目标，建议采取”近、远期相结
合”的方式，分步实施。

近期建设（2017—2022）

增量提质阶段

提质为主增量为辅阶段

该阶段以城市公园提升工程、绿道
网络畅通工程为主，结合三旧改造
落实控规绿地，完成多条绿轴景观
带及绿道网络建设，优化提升区域
重点区域，力争在2022年达到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4.2㎡/人，绿化覆
盖率达到35%的目标。

以三小绿地、立体绿化、社区绿化
等工程为依托， 在2030年达到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5.2㎡/人，绿化覆
盖率达到40%，全面形成江汉区“
一带、二轴、三片、多核”的绿地结
构格局，最终实现绿地空间全覆
盖。

城市公园提升工程

绿道网络畅通工程

三小绿地覆盖工程

立体绿化建设工程

社区绿化工程

居住主导功能区—体现生态宜居性
  挖潜北片：打造社区生活性小型绿化空间

分期开发建议

近期建设（2022—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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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试点项目

江汉区城市公共空间的清查与评估，指出了公共空间的安全性、可达性和包容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了江汉区公共空间的可达性、公共空间的质量和数
量、空间的分布和网络构成。以这些为基础，进一步确定哪些公共空间需要关注和维护、哪些缺乏设施、哪些缺乏安全性、哪些未发挥功能、哪些缺乏舒适度
或者性别和年龄构成不佳等。进而，将这些空间集合到一起，分为需要进行改进的三种类型，即略加改进，适度改进和重大改进。

江汉区应进行公共空间的调查，优先考虑那些需要重大改进的公共空间，并将其纳入工作计划。这将确保江汉的公共空间具备良好的功能，同时通过更好的
设计和管理，让这些空间具有高品质并彰显特色。

城市公共空间清查与评估

城市公共空间策略

为选定的公共空间类型提出设计导则

建议试点项目

参与式设计工具“我的世界”培训

行动计划

监控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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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需要改进的公共空间
需要重大改进

需要建设其它公共空间

需要适度改进

需要略加改进

进行江汉区全区公共空间评估的目的是指出设施不足的地区、设施过
度供应的地区、公共空间布局不佳的地区以及有可能进行改进以满足
本地居民需求的地区等等。这为公共空间的保护、振兴和管理提供了循
证决策、资源分配和框架建立的基础。

根据总体评估，获得了一个加权总量，用于确定在舒适性、可达性、绿化
覆盖、安全性和包容性方面需要改进的公共空间。所有公共空间中有21
％（29个）需要进行最大幅度的改进，而29％（41）需要的改进最小。

这些信息对于确定哪些公共空间需要提升品质非常有用。评估还为江
汉区制定各年度行动计划提供了基础，可以帮助确定公共空间工作方
面的关键利益相关方，并将公共空间提升项目纳入其工作计划和财政
预算。

21%29%50%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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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2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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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 愿景: 让江汉区的公共空间品质优、小而精、多元化

江汉区具有许多独特的品质，是武汉市最令人兴奋、最重要
的城区之一。长江、汉江不仅可以发挥交通功能，也与区内的
湖泊一起，让江汉区成为一个生态花园城区。这里有着充满
魅力的公园空间，也有着新城区与老城区之间的鲜明的对比
和特色。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是江汉区的重要优势之一。这些
品质成为江汉区可以充分挖掘和利用的重要的价值。

该地区的问题在于人口老龄化、土地储备少、公共空间分散，
这些让开发公共空间的战略空间极其有限。为实现更高质
量、更可达、更独特又更多样的公共空间愿景，江汉区应充分
利用其巨大的潜力。

品质优 更可达 多元化 发挥江汉区潜力

公共空间的质量是评估城市投资吸引力、以及居
民生活、工作和娱乐的吸引力的主要因素。

如前所述，江汉区大部分（57％，80个）的空间被
标记为单一功能公共空间。尽管如此，江汉区仍
有较大的提高公共空间的质量的潜力。要做到
这一点，应该通过更好的设计、管理和维护来提
升公共空间的使用强度、社会活动的强度、活动
的持续时间、用途的变化性以及公共空间的多样
性。

江汉区多达43％的公共空间被认为是可达性最
差的，只有19％被认为是可达性最佳的。江汉区
可以利用街道网格来增加公共空间的连接性和
可达性。就公共空间而言，可达性和连接性是很
重要的，有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使建筑环境与
街道及开放空间连通。这也使人们可以方便的从
工作场所出发去享受公共空间，而又能在较短时
间内返回到工作岗位上。

城市地区之间连接性的增加还有助于提高城市
房地产价值，因为每个居民都希望生活在那些有
着高质量公共空间的地段。

江汉区本身就独具特色：区域北部为新城区，主
要为居住功能；中部主要为商业功能，也是本区
贸易和商业中心；而老城区是汉口的历史城区，
有着悠久而丰富的文化和遗产。

江汉区公共空间的愿景应该是达到文化、历史遗
产和现代性的和谐。将文化作为公共空间发展的
催化剂，让历史文化景点与公共交通高效衔接，
将其嵌入整个区域的高质量公共空间网络中。这
不仅能促进江汉区的旅游业，还将促进当地的经
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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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宗旨

公共空间应该始终保持其公共性。城镇公共空间私有化的比例越来越
高，例如从大型购物商场、到滨水开发项目再到郊区封闭式居住区内的
空间都是如此。而且，在许多城市，一些公共空间缺乏维护，逐渐失去活
力和潜力。

江汉区是武汉市人口最稠密、面积最小的城区。这个地区一直面临着城
市建设有限的争夺土地资源的问题。正因为这个原因，区内的公共空间
被不断扩大的城市规模和各类开发项目用地所威胁。因此，该区进行了
全区范围的城市公共空间清查和评估，以确定公共空间用地占比、人均
绿地面积等，但最重要的是确定这些公共空间的位置，以促进有效保护。

江汉区需要与区内居民、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其他主要利益相关者
密切合作，不仅要恢复那些被侵占的公共空间，还要保护现有的公共空
间。设置标识牌和获得权属文件也是保护公共空间的另一种手段。

江汉区应制定相关政策和法律，确保公共空间的保护，提升公众对与保
护公共空间的意识。环境管理相关的部门和机构也应鼓励社区公众参
与，通过宣传提升保护公共空间的意识，并在购买土地之前进行尽职调
查。应该建立明确的、与公共空间保护相关的制度框架，让这一重要的
公共资产为城市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Hanyang)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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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湖区 (Dongxi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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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许多城市都意识到了设计和维护良好的公共空间对于改善城市生活质
量的重要性。然而，个体公共空间只有彼此相互连接、形成网络，才能发
挥其可用性和可达性。从全局的角度审视城市及其公共空间网络，对于
最大限度发挥现有公共空间基础设施的潜力至关重要。城市的机体组
织是由公共空间网络生成的，它有助于构建城市独特的城市形象。

城市公共空间清查和评估的目标不仅是发现和指出公共空间在安全
性、可达性和包容性方面存在的不足，还要确定城市内缺乏公共空间的
地段，公共空间供给过剩的地段，以及公共空间位置不佳的地段等。江
汉区的公共空间正在减少，而现有的公共空间也存在碎片化的问题。因
此，江汉区应该着力恢复公共空间，并形成公共空间高效联系的网络。
公共空间网络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实体形态和功能。

为了确保江汉居民对于公共空间的体验，不同功能的空间之间应该保
持良好的联系，从而提高社会凝聚力和可持续性。该区可以充分利用连
接性良好的街道（线）连接其各个开放公共空间（节点），并确保每个居
民在步行10分钟范围内可以到达公共空间。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可以作
为形成公共空间连接性性的一种方法，并且可以开辟新的绿色走廊，而
通过此类连通性而形成的几何形态可以帮助对空间进行优化。

江汉还应该对街道进行细致的研究，评估其步行适宜性和自行车骑行
适宜性，这将促进步行交通方式，因此减少机动车辆碳排放。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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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

扬·盖尔指出了营造适合行走、站立和坐下休息的多样化空间的重要
性。他还强调空间的营造要有利于人们享受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个人和社会福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区集体生活的场所，
是居民共有的自然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也是居民身份认同的基础。社
区通过公共空间形成归属感和凝聚力，并追求空间质量的提高。

当人们在一个场所中看不到自己的价值观和偏好的体现时，就会觉得
不受欢迎。营造安全的场所，让特定社区可以聚在一起，举行体现他们
独特的文化的活动，对实现多样性至关重要。

公共空间的多样性是使用者感受空间舒适度和享受此空间的先决条
件。本调查显示，被认为最具包容性的公共空间只有49个，占该区所有
公共空间的35％。江汉要营造充满活力，面向所有使用者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可以使城市地区更具吸引力，甚至可以通过露天市场的方式
创造就业；公共空间也可以成为提升包容性的工具，例如光线充足的街
道可以提高女性在城市内活动时的安全感和自由感，也可以成为组织
社区活动以及表达文化和多样性的空间。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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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与策略

城市需要优先考虑公共空间战略和规划，确保所有人对公共
空间的可达性。地方政府应通过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合作，
来提高市民公共空间意识，并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在
很多情况下，人们对于不同部门的权责和它们的协调不甚
了解，例如道路铺装是道路事务部门的责任，安全问题属于
紧急事务部门的责任，树木相关问题是环境部门的责任，清
洁属于卫生部门责任，执照颁发属于地方工商部门的责任等
等。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建立明确的协调机制以加强不同部
门之间的沟通。值得高兴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建立了联
合的政务办公机构。

江汉区应制定详细的行动计划，将公共空间项目作为其工作
计划的一部分，并与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合作，确保其愿景和
目标得以实施。

因此，本报告根据公共空间的战略目标，针对不同的公共空
间类型提出了公共空间设计导则。确保江汉区为所有居民和
游客提供优质、安全、可持续的公共空间网络。本报告所提出
的建议是针对特定场所战略性建议，而非针对实际工程的建
议。在实际工程之中，江汉区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展开和进行
具体的设计。这些建议可以作为各相应类型的公共空间设计
时的导则和模式。

城市公园

线性空间

口袋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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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供给的差异

通过纠正城市公共空间的在不同地段、社区的供给、质量和分配上的不
平衡，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发挥公共空间在促进公平性方面的潜力。这
就是公共空间调查必须覆盖整个城市区域的原因。

城市公共空间的清查与评估希望能够把握城市公共空间的思路和趋
势，思考未来公共空间发展的综合策略的方向。虽然调查和地图可以反
映城市公共空间的位置和类型的总体情况，但是指标是定量的表达，可
以提供有关公共空间供给和质量的有用信息，并有助于制定未来公共
空间的目标。

调查发现江汉区的公共空间碎片化、质量较低、特色不明显。同时发现
区内北部和南部缺乏城市公共空间。当使用沿街道1000米（步行10分
钟）的缓冲区进行可达性评估时，周边地区在公共空间可达性方面显示
出一定的差异。对江汉的公共空间进行的质量分析（综合可达性、使用
度、舒适性、设施配套、绿化覆盖率等）发现，公共空间质量相对较低，尤
其是在可达性和使用度方面不足。

1000米缓冲区（步行10分钟）
不可达公共空间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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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湖泊公园作为催化剂，激活区域，提高质量。

C

拥有充足的公共空间是城市高效平等运转的先决条件。城市
因其公共空间而闻名，平等使用这些空间是迈向公民赋权的
第一步。城市级别的公共空间大多远离大多数市民日常居住
的地方。因此，居民使用和体验这些空间，需要规划专门的行
程。他们通常会使用某种交通方式去到这些公共空间。因此，
如果这些空间是有吸引力、友好且包括各种各样的用途，它
们就会成为吸引居民的去处。

江汉区的大部分公园都位于中央商务区。城市公共空间的清
查和评估的结果显示，南部地区没有城市公园，而北部居住
区只有2个公园。现有的城市公园如果能够通过良好的设计
并与区级公共空间、口袋公园和线性公园相连接，就创建一
个公共空间网络从而激活该区域，增强该区居民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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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设计导则

考虑到在该高密度地区内获得新的公园用地的可能性有限，未来还需
要寻求其他解决方案。取决于周边环境和所在地区的定位，城市级别的
公园可以是不同大小和不同功能的。尽管如此，这些公园共同的目的都
是成为社区中值得记忆的场所，其特色可以是良好的体育和休闲娱乐
设施、也可以是建筑物、艺术品、或是历史和文化意义。设施要求和设计
标准应该在公园概念规划图编制时，根据具体场地确定。

但是，有一些设计导则是可以通用的：
•沿公园周边设置多个出入口。
•标识标牌设置在公园前方，提高可见度。
•提供一条穿过公园的硬质表面园路，并串联起各类场地和设施，如休息
亭、座椅、烧烤区、游乐场等。
•在动区和静区保持清晰的视线。
•保持清晰的视线，以防止水体、露天排水沟、停车场和道路等带来的潜
在危险。
•使用不会阻断视线和不会形成可能的“隐藏”点的、较低矮的灌木和地
被植物。
•利用现有的树木或种植新的树木，为动、静活动区域提供遮阳。
•按照CPTED原则设计公园。
•公园的规划和设计中考虑降低维护成本。
•公园规划和设计应该强调不对自然、文化或历史遗产的特征和价值产
生不利影响。
•创建多功能，灵活的空间，提供社交互动的机会。
•将水敏城市设计（WSUD）纳入公园设计中。
•尽可能使用当地特有的材料和设计方式。
•广泛的可达性

城市公园C

美术馆

漂浮亭

观景平台

儿童游乐区

休憩区

景观圆形剧场

景观节点

游船码头

野餐区

景观古玩商店

卫生间

钓鱼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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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和恢复口袋空间成为绿色节点以增加可达性。

口袋公园最独特和令人兴奋的特点之一是，可以利用空地或
其他被遗忘的空间来营造。许多口袋公园是社区团体所创建
的，私人企业或基金常常会为了当地居民的利益而通过回收
废弃地来营造此类空间。不幸的是， 有时此类空间的创建比
维护要容易，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功能设计、社区支持、使用
和维护，口袋公园可能会陷入失修的状态。

理想的情况是，口袋公园应该与它们所服务的社区紧密相
连。究其自身特点而言，口袋公园往往是分散、彼此不关联
的，因为它们通常是因地制宜、随机营造的。通过规划，只要
将这些公园沿着绿道或者自行车车道布置，它们仍有可能被
足够数量的行人注意到，并让这些人成为潜在的用户。这些
公园如果沿着交通通廊设计，可以作为节点，并可以连接到
居住区公共空间和城市级公共空间，共同构成公共空间网络
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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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公园一般位于住宅/混合用途开发项目的中心位置，居民
或周边工作的人群可以在不使用车辆的情况下，在5-10分钟
之内很容易的进入和使用。居民区口袋公园强调儿童和老人
的使用。在办公或商业区，使用角落或空地等用地建设口袋
公园是可取的；其他特殊情况，如使用公路或铁路废弃地，或
通行权削减所退让出来的用地，可能会带来口袋公园建设的
机会。口袋公园设计的最基本要求包括：

•种植植物，让至少25％的面积有树木遮荫
•提供配套设施，如座椅（在树荫和阳光下都需设置）、自行车
架、垃圾桶
•提供凉亭或类似的遮阳设施，可能会取代部分植物遮阳
•小型游戏场地
•装饰性建筑小品、雕像或喷泉（如果位于居住区内，应由居民
维护）
•在固定的场所提供野餐桌，包括可移动的桌椅，并且制订明
确的维护责任和安排。
•基本的标识标牌和安全照明
•配置艺术小品
•与邻近的公众通行路径相结合
•广泛的可达性

口袋公园设计导则

口袋公园
美术馆

滑冰坡道

休憩座椅区

景观广场

水景

儿童游乐区

景观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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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线性绿地建设，连接公共空间，

构建空间体系。

线性公园包括绿道、滨水空间和交通基础设施，经常利用回
收用地创建，连接起主要城市节点。在道路和铁路相关绿地
中进行的活动包括售卖、散步、慢跑、休息和玩耍等等。另一
方面，滨水和岸线空间与散步、都市农业等相关。线性公园具
有文化、生态、开发、农业和休闲娱乐等价值。 不同于其他类
型的公共空间，它们常被用于中等和剧烈的体力活动。

在类似于江汉区的城市或地区，通常没有多少土地可供使
用，线性公园是争取更多公共空间的关键。它们是复兴区域
内衰落地段的驱动力。线性公园的成功取决于这些空间的设
计和区位。设计将影响如何使用和管理空间。江汉要利用其
街道网络良好的连接性，建立连接起其它开放公共空间的线
性公共空间，从而提升生物多样性，增强区域的环境可持续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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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新的交通基础设施时，基础设施的功能和视觉需求都
需要进行考虑。道路储备用地周边用地需要设计成公共空
间。建立相互联系的城市街道网络，避免断头路，为行人和车
辆提供一系列的到达路径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线性公园的
设计导则包括：

•设计中应考虑街道家具，包括道路照明、休息座椅、自行车
架、垃圾桶、种植容器等。

•专门的人行道铺装

•为人行道边咖啡馆或户外座椅提供指定空间

•专门的人行道铺装，将公园与周围的公共街道区分开来

•私人街道应作为整个城市街道网络的一部分

•考虑路边停车，尤其是自行车停放

•较宽的人行道（至少4米）

•地面楼层的零售/商业活动，以激活街道

线性空间的设计导则

商业区

线性空间

新城区

老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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