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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黄山市城市空间、环境与历史和谐的思考

程荣华
(黄山市因林管理局，安徽黄山245000)

摘 要：通过分析黄山市城市建设实践和成就。探讨了黄山市在推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如何坚

持以人为本、和谐发展。并从统筹规划、遵循自然。传承文化三方面对构建城市的空间、环境与历史和谐阐述

了具体策略、做法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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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史称徽州，1987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

撤销徽州地区设立地级黄山市，辖三区(屯溪区、徽

帅I区、黄山区)四县(歙县、休宁县、祁门县、黟县)和

黄山风景区。面积9807km2．人口147万。黄山市生

态环境优良，文化底蕴厚重，旅游资源丰富。依托旅

游、文化、生态资源优势，立足市情、区位和可持续

发展。黄山市经几轮修编完善了城市总体规划，论

证了城市定性定位，确立了建设现代国际旅游城市

发展目标。围绕这一发展目标。城市建设坚持以人

为本、和谐发展。尤其是在城市的空间和谐、环境和

谐与历史和谐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和实践。

1 统筹城乡规划。构建城市的空间和谐

城市规划和设计决定城市的形态和发展方向，

城市形态的外在表现之一是城市空间。如何实现城

市的空间和谐，关健在于城市规划和设计。黄山市

的城市规划和设计注重在以下几方面把握和塑造

了城市的空间和谐。

1．1顺应自然地理

大自然是城市人居环境的基础。人的生产活动

以及具体的人居环境建设活动都离不开更为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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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背景。111黄山市市域自然地理属皖南山区，市

区沿江河择盆地而设。城市规划将天然江、河、湖、

塘和山林丘地。严格划定城市蓝线和绿线，确保城

市建在自然中，而不是自然消失于城市中，在城市

与自然之间构建空间和谐。

1．2遵循以人为本

人是城市的唯一主体．城市空间在满足交通、

安全等诸多方面需要的同时，必须满足人的生理、

心理需要。为此，黄山市的城市建设依托呈“丫”型

江面穿城而过的新安江．以三江六岸为城市景观

轴，规划新安江城市生态滨水景观区，将山、水、路、

街有机融为一体，塑造城市亲水型公共开敞空间。

同时按300m服务半径要求。均衡布局公园绿地、绿

化广场开放型公共空间，最大程度满足人的身心需

要。在城市与人之间构建空间和谐。

1．3把握构筑尺度

伴随千百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以“粉墙黛瓦”为

代表的徽派建筑与境内的“青山绿水”相互呼应、相

互映衬，形成了独具地域文化内涵和特色的建筑风

貌。在建设现代国际旅游城市的今天，城市规划秉

承徽派建筑理念，确立黄山市的城市形态为“精巧、

雅致、生态、徽韵”，无论是对道路、桥梁、广场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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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都作出了合理的尺度界定和控制，尤其是通

过城市滨水设计、城市节点设计，准确把握了构筑

物尺度，在城市与建筑物之间构建空间和谐。

1．4控制视觉走廊

人往往是通过视觉感知城市空间的，视觉愉悦

是城市空间和谐的基础。黄山市城市规划一方面通

过沿江建设用地合理退让建设生态滨水景观，塑造

赋予动态和季相变化的城市视觉空间。另一方面。

因地因势打破“十字纵横”布局城市道路。打通视觉

走廊，强化自然山水视觉呼应，在城市与视觉之间

构建空间和谐。

2遵循自然生态。营造城市的环境和谐

生态是黄山市的立市之本，近年来黄山市编制

并实施《生态市建设规划》，高度重视森林、湿地、生

物多样性丰富地区和生态脆弱区等特殊生态系统

的保护，加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的

保护与管理，加快国家级湿地公园——太平湖公园

建设，推进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巩固退

耕还林、荒山造林、封山育林成果，落实建设项目自

然生态恢复措施，强化水土流失区域治理，加大高

速公路沿线景观绿化整治．严格执行城市绿线管制

制度。在城市周围和功能分区交界处建设绿化隔离

带，在江河水系上下游建造水土涵养林，建立了城

郊一体大环境绿化体系，保障了城市的水体、空气

质量，优化了城市的人居环境，促进了城市的环境

和谐。

2．1构建绿地系统

城市绿化是改善入居环境的基石，黄山市依据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遵循“自然、生态、节约”原则，

充分保护城市所依托的山坡林地、江河水系、湿地

等自然生态敏感区、维护城市自然山水风貌，以增

加绿化量为突破，全力实施公园绿地、道路绿地、单

位绿地、居住区绿地和风景林地建设，公园生态化、

广场人性化、道路成荫、绿地成景。在城市空间上构

建起“山抱城、城抱水、城与自然、人与自然共和谐”

的绿地系统，改善并优化了城市入居环境。城市规

划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8．86％，绿地率达46．32％，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14．96m2。

2．2综合治理江河水系

“山水自然环境在决定城市特色方向的作用比

城市中的建筑更为重要，所以建筑师贝聿铭说‘苏

州之所以称为苏州的关键在于水，建筑还是其次

的’。”[21天然山水不仅是黄山市的城市特色，更是其

生态基质。山体可通过封山育林，植树造林恢复其

生态功能，而水体却是最脆弱的，常常遭受聚居人

类生产、生活行为的破坏，一旦城市的水体遭受污

染，城市将暗然失色，更不复有环境和谐。近年来，

黄山市高度重视城市水体环境保护，积极推进城市

河道、景观水体护坡驳岸的生态化、自然化建设与

修复。按照生态学原理，综合治理新安江、丰乐河、

蒲溪河等城市自然江、河水系，同时建立科学、合理

的城市排水系统，配套建设城市排水设施，并对城

市规划区内江、河、湖、渠实施全面整治改造。营造

了滨江、滨河良好绿化环境，确保了城市水体质量

始终高于国家标准。尤其是依托“城市水口”，遵循

自然、生态法则。通过对“河道治污、棚户安置、护岸

完善、园林绿化、市政建设、景观亮化”6要素统筹整

合，成功实施南滨江水景观综合治理工程，塑造了

城市生态滨水景观。改善了城市水体质量。该项目

因此荣获2006年中国入居环境范例奖，并被建设

部推荐申报2008年“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

范例奖”。

2．3强制执行节能减排

黄山市始终坚持环境优先发展战略。视空气质

量为城乡可持续发展生命线。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发展城乡经济，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落后发展道

路，科学编制《环境污染控制专项规划》，对黄山市

的空气质量进行全面核定，制定控制二氧化硫、扬

尘、机动车尾气等防治措施。同时，积极抓好污染源

普查，落实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建立政府强制采

购节能产品制度，启动循环经济示范试点，新建建

筑强制执行节能标准，积极推广节能省地环保型建

筑．规划建成区内符合节能设计标准建筑面积比例

达31％。加强建筑、工业节能降耗、工业企业节能减

排，污染源控制，COD在线监控，以及建设项目环评

和污染治理设施与建设项目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运行的“三同时”管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淘汰

否决污染项目，保障了城市空气质量始终优于国家

标准。

3传承地域文化。沿袭城市的历史和谐

’

黄山市是我国著名的自然和文化遗产资源聚

集地。现辖有2处世界遗产地，即世界自然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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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地——黄山和世界文化遗产地、皖南古村落

(黟县西递、宏村)，3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黄

山、齐云山和花山谜窟，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牯牛降、清凉峰，3处国家森林公园，l座国家级历

史文化名城——歙县，l处全国历史文化保护街区

(试点单位卜屯溪老街，6处全国历史文化名村。
并有保护价值的古建筑、古遗址近5000余处。同时

徽墨制作技艺、万安罗盘制作技艺、歙砚制作技艺、

徽州三雕制作技艺、徽州目连戏、徽剧等6项传统

文化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1

月，文化部批准设立徽州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更是人类的财富，越

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黄山市之所以确立建设现代

国际旅游城市，根基和依托就是拥有厚重的历史文

化和世界级的旅游资源。只有传承和保护好徽州祖

先留给后入的这份宝贵遗产，我们才有可能实现城

市的文脉延续，才有可能建成现代国际旅游城市。

3．1区块整体保护

对地面文物集中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地方或区

域，实行区块整体保护，并通过改善卫生、饮炊、消

防等设施，依然保留人的居住。如老街、呈坎、唐模

等地，整体保护的效果非常好，经验也比较成功。

3．2重点单位重点保护

对具有较高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地面文物，实行

重点保护。目前，黄山市被列入“国保单位”的有17

处，“省保单位”的有72处，“市保单位”的有14处，

还有180余处被列为“区保、县保单位”。

3．3设馆专业保护

对一些徽州历史名人的遗迹、遗址、遗物，设立

专门的纪念馆来保护。通过设馆抢救了一大批传世

文物和散落文物，保存了一大批名人、名事遗址、遗

物等。并在原有7座综合类博物馆基础上，于2008

年又建成了安徽省徽州文化博物馆。

3．4散落文物易地集中保护

黄山市偏远山村遗存不少具有一定历史、艺术

价值的古建筑，这些古建筑大都年久失修，亟待抢救

保护。对这类地面古建，采用易地拆迂、原样再现的

方式进行集中保护。潜口明代、清代(明园、清园)民

居博物馆就是黄山市古建易地集中保护的成功范

例。1979年建立的新安碑园，在集中保存164块碑

刻的基础上，现又着手收集散落民间的“三雕三绝”

(“三雕”指木雕、砖雕、石雕，“三绝”指古民居、古祠

堂、石牌坊1，建设一座“徽州清化园”。黄山市在推进

城市化进程中．始终坚持对于物化的或非物质的地

域文化给予充分尊重、挖掘和发扬光大，延续了城市

人文，提升了城市内涵，沿袭了城市的历史和谐。

城市的空间、环境与历史和谐是城市特色的重

要载体，是打破“千城一面”城市建设通病的切入要

素。在新一轮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过程中，如何促

进城市的空间、环境和历史更加和谐，值得城市规

划、设计、建设的决策者、工作者们深思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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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Harmony of Urban Space，Environment and History in Huangshan

Cheng Ronghua

(Huangshan Administration of Parks，Huangshan245000，China)

Abstract：By analyzing the practice and achievements of urban construction in Huangshan city，this

thesis explores how to adhere to people-orientation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Huangshan city，and elaborates specific strategies，

practices and thoughts on how to realize the harmony of urban space，environment and history from the

aspects of overall planning，the natural rules observing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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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翟帅.孙晖.Zhai Shuai.Sun Hui 不断消逝的空间——城市非主流空间初探 -规划师2009,25(7)
    城市非主流空间包括积极非主流空间和其他非主流空间,积极非主流空间包括过渡空间、余留空间、附属空间等,其以本身"丰富生活,促进交往、传

承文化、增进和谐"的独特品质,诠释了城市公共空间"回归街道生活"的本质,并保持着自身持续旺盛的生命力.当城市发展的某些条件发生变化时,城市主

流空间与非主流空间会发生转变,从而形成新的城市非主流空间,而当形成城市非主流空间品质的基本条件不成立时,城市非主流空间就可能会不断消失.

2.学位论文 吕元 城市防灾空间系统规划策略研究 2004
    人口、资源、环境、安全是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四大要素，尽管可持续发展已被提到空前高度，但在城市发展中，安全问题仍未得到广泛的重视

和制度的保障。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功能的复杂，城市人口膨胀，生态平衡失调，交通基础设施滞后，各种自然及人为破坏因素对城市的侵扰

等，使城市防灾(特别是老城区)的问题日益严重。如果灾害在城市发生，会对城市化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城市减灾功能愈来愈成为城市

综合实力的标志。因此有关专家呼吁，全社会都要强化城市防灾减灾战略，推进城市防灾减灾综合对策，增强城市抵御灾害的能力，保卫城市安全已经

成为21世纪城市建设的首要目标之一。      城市的防灾研究，不应只是检验制订新版建筑物抗震标准，还应该针对长期以来城市空间规划的缺陷，进

行深入地探讨与研究，考虑城市与建筑各功能系统的空间分布及其与灾害环境的关系，通过空间规划与设计结合自然、顺应自然，避免或减轻灾害环境

的不利影响。因此城市防灾空间的规划建设研究是极具实际意义的。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是从城市防灾角度出发，对城市空间系统的防灾化进行

整体性、系统化研究，考虑在城市规划与设计当中如何有效而和谐地规划建设城市空间，论文主要阐述了以下内容：      (1)城市防灾空间理念解析论

文从现实切入，发现当前的城市空间建设给城市防灾带来的种种问题，从而揭示出二者之间的矛盾；引入城市防灾空间的概念，分别从空间结构与形态

和物质空间两方面来分析城市防灾空间，并对物质空间所具有的防灾功能进行了反思，阐述了空间特性及类型划分，完善了以往的研究对城市防灾空间

概念的理解，并指出本文所要研究的内容与范围。      (2)城市防灾空间系统的建立及其规划原则论文建立了研究城市防灾空间系统的不同层次，确定

了城市防灾空间系统规划在城市规划和城市防灾规划中的地位。阐述了城市防灾空间系统规划的主要内容、规划程序和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并分析了

现阶段我国有关城市防灾空间规划的现状与不足。      (3)城市防灾空间系统规划的对策论文对城市防灾空间系统的规划对策进行分级、分层面的详细

研究。在宏观层面上探讨了城市总体空间结构的防灾化，并从区域和个体城市两个层次进行分析；在中观层面上借鉴日本、台湾的先进经验，从有利于

防灾管理的角度出发，提出建设城市应急救灾空间体系，讨论了各功能空间子系统，及各系统在城市、地区、社区三个层次的具体形式。在微观层面上

提出了建设城市防灾设施空间体系，分析了设施环境的防灾设计策略。      (4)城市防灾空间系统规划的实施与管理论文讨论了在城市防灾空间系统规

划实施和建设中所迫切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即法规保障、资金支持和建设机制；在使用管理中应该建立信息平台、改善管理机制、普及安全教育，才能

保证防灾空间系统发挥最大效能；初步提出了防灾空间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与反馈机制，以便更好地促进规划决策、开发建设、使用维护等各过程的良

性循环。      (5)针对北京城市空间的分析与建议论文最后以北京市为例针对北京城市防灾空间系统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设想和政策建议。

“911”事件和SARS的袭击让我们看到在灾害面前城市的脆弱性，城市防灾空间系统规划的策略研究有助于将城市防灾贯彻在城市规划的方方面面中，在

规划初期未雨绸缪，有效地留出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加强城市的安全性能。

3.会议论文 杨永春.吴文鑫 河谷型城市兰州空间扩散的管治研究 2004
    河谷型城市是指城市主体在河谷中形成和发育的城市,在城市发育到中、后期,甚至是早期就受到地形条件较为强烈的直接限制,城市本身被迫沿地形

及其河流走向发展。兰州是典型的河谷盆地型城市,其河谷盆地的山脚线围合面积约160km2,建成区面积146.48km2,总人口约180万人(含暂住人口约20万

人)。虽然城市从总体上仍然处于向兰州黄河河谷盆地较为强烈的集聚发展阶段,但目前盆地内的建设用地极为紧缺、地价太高、环境污染严重、交通问

题日益突出,人居环境欠佳,已经对城市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兰州市需要跳跃式的"翻跃"河谷盆地的空间扩张过程,以实现城市的空间拓展。

作为河谷型盆地型城市,在何时、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方式和机制实现空间的跨越在某种程度上将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从理论上分析,兰州城市可以向

四面有条件的河谷盆地同时扩散,例如近10年来,少数企业和高等院校已开始从河谷盆地向周边河谷地区迁移,出现了以工业企业为主流的向周边郊区的扩

散过程。但是,鉴于兰州地处我国落后地区,"二元结构"十分突出,工业化过程还在持续进行。如果没有管治,将可能存在四处办工业,缺乏有效职能分工

,超出城市支撑能力的大规模的盲目建设,加重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过程。因此,如何通过空间管治实现河谷盆地型城市的空间跳跃式发展将是本文以兰州

为例重点研究的问题。

4.期刊论文 张宁.王兴中 国外对城市康体保护空间的研究 -人文地理2003,18(2)
    对城市康体保护空间的研究涉及医学地理学、健康地理学(或保健地理学).前者重在探讨如地方病、癌症等的地理生态、地理流行特点、环境病因和

疾病制图等领域.中国在此方面的研究已处于世界前列,特别是地理化学因素与地方病和癌症等的病因研究更为突出[2].后者探讨社群总体健康水平与环

境的关系.城市社会地理学出于对城市生活空间质量的探源,研究城市不同区位(或社区)康体保护的水平以及对社区的管制.国外对此方面的研究也可称为

城市保健地理.由于国外发达国家已进入高消费阶段,对城市空间的康体性有了很高的期望,因此,在此方面的研究处于领先地位.其创新之处在于,摆脱了

传统的与健康有关的城市宏观物资条件的分析,综合与康体有关的社群、行为、管理与社会经济因素的研究,引发了对城市保健地理方面的全面审视.本文

在总结国外最新的文献和资料的基础上,从探讨城市生活空间质量水平的角度,全面对城市康体保护空间研究的内容进行总结,并力图用模式的形武表述出

来.

5.学位论文 叶圣涛 城市游憩空间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以珠海市为例 2009
    随着城市居民游憩需求的不断升级和城市旅游的持续发展，城市游憩功能逐渐成为塑造城市空间形态与结构的重要动力，这表现在城市游憩空间在

城市空间中的重要性得到空前的重视和改善。面对这种现实需求，学术界从城市公共空间、城市开放空间、城市户外游憩空间、城市休闲空间等领域开

展了一定的探索性研究，这类研究对于厘清概念内涵，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然而，现有的概略式的研究缺乏理论深度，尚不能够为城市游憩空间的规

划、建设和管理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城市游憩系统规划至今仍然还只是处于构想阶段，更不用说和城市总体规划相衔接。对城市游憩空间进行深入系统

的研究无论是对于学术界，还是对于规划界、业界、政界都具有较高的研究意义。      对于实证科学而言，分类研究是理论建构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同时，城市游憩空间由于外延庞杂尚缺乏一个合理的分类框架。所以，本文首先从分类研究切入对城市游憩空间的研究。在分类研究过程中，秉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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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视野下的二元对立关系方法，将城市游憩空间分为衍生型—主导型、户内—户外、公益性—非公益性、城市型—非城市型等，然后，借鉴类型学的

多属性交叉分类方法，从而建立了一个适用于研究城市游憩空间结构与形态的类型化框架：ROP—ENCS。其中E表示户外—非公益性、N表示户外—公益性

、C表示户内—公益性、S表示户内—非公益性。      在组成性规律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城市游憩空间的功能性规律。在街区尺度下的微区位特

征上，E—N、C—S具有竞争性关系，而其它四种组合具有互补性关系。在市区尺度上，本文提出了城市游憩场强的概念，用以表示城市空间适宜游憩的

程度，并提出用城市空地密度和游憩设施密度分别对城市户外游憩场强和城市户内游憩场强进行测量。在市域尺度上，本文构造了形态相似曲线并提出

了主城依赖的概念，用以表达距离对于城市型与非城市型游憩空间之间的影响。在对城市游憩者行为研究中，本文提出了游憩空间需要层次的概念。概

念的构造建立在ROP—ENCS的基础之上，符合实证科学的研究规范。      在理论建构的基础上，通过对珠海的案例研究，探索珠海城市游憩空间在不同

空间尺度下的形态与结构特征。研究表明珠海市城市游憩空间具有如下特征：      1）主导型城市游憩空间的发育过程呈现N—S—E—C的演化规律；

   2）珠海市主城户外游憩空间呈海星漏斗形态特征；      3）珠海市主城户内游憩空间呈“一主两副”结构；      4）珠海市主城区游憩空间具有

N—S双中心结构；      5）珠海市城市型游憩空间体系具有向双核心发展趋势；      6）形似相斥：与城市型游憩空间相似的非城市型游憩空间距离

城市较远；      7）形近相近：形态相近的非城市型游憩空间，与城市的距离也相近；      8）同一空间尺度，在ENCS的不同象限，居民型城市游憩

行为具有不同的游憩频率和距离衰减规律；      9）同一空间尺度，在ENCS的不同象限，游客型城市游憩者的满意度也会相应的变化。      最后，从

人地关系、空间生产、路径依赖视角对珠海城市游憩空间形态的形成机制进行解释。在共时态层面，城市游憩空间是游憩生产者的空间的再现、游憩消

费者的再现的空间以及游憩物质空间之上的空间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历时态层面，珠海市城市游憩空间形态演化表现出路径依赖特征。在形态演化

的起点上，初始的形态特征、外部的区位条件、城市规划的构想、梁广大的个人偏好使得珠海市走上了环境优先的发展模式。在形态演化的过程上，跨

越式的发展道路、中央政府的肯定、国际社会的声誉、城市游憩者的认可进一步强化了环境优先型发展道路。

6.期刊论文 张建.ZHANG Jian 城市休闲研究的空间概念体系辨析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6(6)
    我国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城市人居系统越来越复杂,把握居民休闲行为及其对应的城市休闲空间布局规律,是解决城市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城市休

闲问题研究更需要在清晰的概念体系下逐一展开.城市休闲研究牵涉的空间概念包括空间、社会空间、城市空间、城市生活空间、城市人居环境、城市休

闲空间等.当前,必须加强休闲规划以及休闲行为、休闲空间的互动研究.

7.学位论文 戴婉薇 三维城市地质空间数据库系统的关键技术研究 2008
    城市的发展与其所处的地质环境密切相关，展开城市地质调查工作有助于解决人们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各类地质环境问题。随着

近年来城市地质调查工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高精度、大数据量的多元地质信息亟需得到统一高效的存储、管理和使用。三维空间数据库技术的出现

不仅使上述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更为目前迅速发展的三维城市地质信息系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本文结合城市地质领域的特点，重点对三维

城市地质空间数据库的空间数据组织、空间索引和空间查询等关键技术进行了较为深层次的研究，并在关系数据库基础上，构建三维城市地质空间数据

库系统，实现对城市地质中各空间对象，特别是三维地质对象进行高效的数据库组织及空间检索，同时充分利用关系数据库这一目前普及性、实用性最

高的数据库，提高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      在三维城市地质空间数据组织的研究中，本文先从理论方法入手，对三维城市地质数据模型的建立

方法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基于模型驱动架构的三维城市地质空间数据建模过程；同时依据该方法，分别建立了基础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水文地

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地质资源和地震地质等不同专题的三维城市地质数据的概念模型、组织模型和存储模型，并提出一种基于元数据的城市地质

数据存储方案，以增强模式的可扩展性和灵活性。      海量的体数据是城市地质领域的一个特点，也是实现三维城市地质空间数据一体化数据库组织

必须要解决的一大难题，为了摆脱传统体数据组织过分依赖于文件系统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类八叉树的海量三维体数据组织模型

，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关系数据库中多元城市地质空间数据的高效一体化组织和管理。      城市地质领域的空间查询通常有其自身的专业特点

，在三维空间索引和空间查询的的研究中，本文首先提出了一种面向本领域内的专业空间索引--地质属性和拓扑关系的混合空间索引，该索引可以有效

的提高各类城市地质领域专业空间查询的速度。之后，本文对面向城市地质领域的各类空间查询进行了归纳，提出了基于传统结构化查询语言与自定义

空间函数相结合的三维城市地质空间查询扩展方法，并着重对本领域内常用空间函数的定义、分类和实现方法进行了探讨，以配合本领域内各类专业空

间查询的实现，并提高其查询的效率。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本文给出了三维城市地质空间数据库系统的实现方式和结构框架，并对其中的三维城

市地质空间数据引擎进行了着重的论述。最后，通过北京市城市地质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的应用实例，证明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以为三维城市地质信息

化的建设和普及提供有力的支撑。

8.期刊论文 王兴中.张宁 中国大城市康体保护空间研究--以西安为例 -经济地理2004,24(3)
    城市社会地理学目标性命题就是对城市生活空间的研究,当前西方国家对其探讨已转向社会空间评价方面,城市康体保护空间是构成城市社会生活空

间质量的基本方面之一.其核心方向集中在城市社会生活基本条件的康体保护空间结构及其有关社区与场所(康体保护)布局规律上.在借鉴国外的理论框

架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大城市西安的实际,首先对西安城市的康体保护空间质量现状进行评价,进而全面探讨了中国大城市(西安)康体保护空间

的结构与模式,并从城市康体保护空间的社会区域和场所两个层次进行了分析.在研究方法上用结构主义思维逻辑采用对居民认知问卷调查,在此基础上结

合定量分析的手段,力图从城市康体保护空间的角度揭示西安城市社会生活空间质量及其结构.

9.期刊论文 蔡秀山.CAI Xiu-shan 平原城市水空间形象的规划设计研究 -宿州学院学报2005,20(1)
    本文根据平原城市的自然条件,提出了城市水空间形象的创造对城市建设的重要性,创造城市水空间是发展城市文化脉络的表现.结合国内外若干城市

水空间创造的实例,提出了城市水空间与城市轴线、城市节点、城市广场的有机结合,并总结了平原城市水空间形象规划和设计的基本原则.

10.学位论文 蒋金龙 城市土地利用及其空间结构演变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2007
    新世纪我国将步入城市化时代，城市可持续发展要求城市空间合理生长，而目前我国现代城市空间发展理论研究还滞后于规划实践。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城市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市空间结构的演替是科技不断进步，社会结构、经济结构、

政治结构不断变革的生动写照。      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是一项揭示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形态、演化机制、并探讨相应的调控理论、调控模式及调控

措施的理论性、应用性相结合的基础研究。对城市系统的研究不仅仅限于对客观事物的静态描述(知其然)，更要着重于揭示客观事物的演化历程和动力

机制(知其所以然)，并力图预测城市系统的未来发展和演化路径。      本文以城市土地利用及其空间结构演变为研究主题，总体上采用理论研究和实

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通过逻辑思维对城市地理空间系统进行系统的理论演绎，归纳和总结

，多学科思维交叉，提出了“城市人”概念模型利城市有机生长的需求层次观；其次，运用“格局—结构—过程—机理”的研究思路，微观分析和宏观

综合相结合，深入讨论了城市生长机制；最后，运用地理信息技术，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以武汉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其演变过程及城市

演变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并探讨了武汉市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设想和策略。      第一章绪论。论述了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目标与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思路等。      第二章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理论基础。分析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内容和构成要素，理清了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历史

进程，介绍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不同理论解释，以及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一般特征和空间模式，初步探讨了城市空间结构未来发展趋势。      第三

章城市地理空间系统。论述了城市地理空间系统的概念和内涵以及它的环境与边界，深入分析了系统的组成要素与子系统及其系统特征。      城市地

理空间系统是相互作用的城市诸要素和子系统所构成的有机体，各种要素由于相互作用的强弱不同，形成一些相对而言比较独立的子系统，如自然生态

环境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空间子系统等。城市地理空间系统具有多层次性、多尺度性、开放性、动态性、非线性、自组织性和多主体复

杂适应性特征。      第四章城市生长机制。在城市地理空间系统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人”的概念模型和城市有机生长需求层次观，对城市生

长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      (1)“城市人”是在城市地理空间系统基础上抽象出来的“活”的空间概念实体，是地球上人类圈在城市尺度地域上的一

个缩影，是城市范围内的一个人类聚居系统，主要由五大系统耦合而成：自然系统、人工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并由空间系统蕴含并

统一了以上五大系统，由其内(或其上)的每一个“人”及其他要素集合而成的生命系统。      (2)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就是一种有机生长的过程，城市生

长也有一定的需求层次，具有一定的系统特征。空间层次上的地理层、建筑层、经济层、社会层、文化层分别要求城市生长要遵循生态观、科技观、经

济观、社会观和文化观。      (3)城市生长机制系统分析：不同的影响因素共同构成了城市生长的宏观动力机制；城市的多主体适应性造就了城市生长

的微观动力机制；而城市生长的过程机制则是一个宏观和微观结合的过程，空间行为一空间过程一空间格局的链式机制是一个空间动力学过程。只有深

刻理解城市生长机制，才能把握城市生长规律，进而有效地调控城市的合理健康生长。      第五章武汉市空间结构演变及现状分析。论述和分析了武

汉市现代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过程中的形态演变及工业、商业、居住、交通等空间扩展情况，并针对性的分忻了城市用地规模、用地结构以及土地利用效

益等问题，分析武汉市土地利用和空间结构现状，总结特征并找出了存在问题。      (1)武汉市作为中国中部的重要中心城市，全国主要的工业基地和

交通、通讯枢纽，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国家宏观城市与经济政策以及城市规划的影响。改革开放前，武汉市城市空间扩展主要是工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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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导向下的发展演变；改革开放之后，主要是由国家政策、城市规划以及土地市场驱动作用，城市居住、工业、商业空间布局逐渐趋于合理。

(2)武汉市空间扩展的特点：①城市空间扩展的阶段性明显；②城市空间扩展随经济发展周期性涨落而变化；③城市空间扩展沿自然和人工廊道扩展

；④城市空间扩展武汉三镇区域差异明显。      (3)武汉市城市空间扩展整体上呈现“内紧外松”的态势，建成区用地属于扩展不足型，主城区二环内

已处于拥挤状态。城市中生产性用地比例有所下降，生活性用地比例逐渐上升，但工业用地比例偏高、布局仍不合理，绿地、道路广场和居住用地等比

例偏低，对外交通和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明显不足，这是武汉市土地利用结构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4)在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上，人均用地面积相对较

少，人口布局需要调整；城市总体容积率水平较高，但土地集约利用还不够；主城区产业布局不合理，大量工业企业仍然占据中心城区优越区位，产业

置换急需加以推进。同时，城市土地利用的社会和生态负效应明显，建设用地的增加导致耕地、湖泊面积减少，城区大气、水体、声环境污染严重，城

市热岛效应有加剧趋势，旧城改造和城中村问题也日益突出。      第六章武汉市空间结构演变机制及优化。从动力主体和动力机制两方面入手，宏观

微观结合分析了武汉市城市空间结构演变机制，并讨论和总结了各时期武汉市城市空间发展的几种动力模式。最后，根据现状提出了未来武汉市城市空

间结构的优化设想和策略。      (1)武汉市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变是以政府、企业、开发商、居民为动力主体，由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制度变革和城市

居民活动等为主要驱动力，在城市土地利用过程中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和环境条件的制约，形成了具有武汉特色的地域结构和发展格局。      (2)在

我国城市空间结构快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几种主要的动力模式：制造业区位导向模式、开发商导向模式、开发区模式、交通引导模式、公用设施与交

通双重引导模式。不同的动力模式产生不同的城市空间结构和扩展模式，并对各主体利益带来不同影响。      (3)通过对武汉市空间结构演变趋势的判

断分析，提出了“多中心、间隙型、山水化”的理想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和武汉市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策略：①建立城市空间拓展的土地管理策略，着重土

地开发利用的控制；②建立城市空间拓展的交通与设施导向策略，城市用地的空间扩展应结合公共交通的发展，建立交通设施导向的土地开发模式和公

共交通导向的大城市空间结构模式；③武汉市产业空间优化和区域联动策略；④武汉市城市生态系统空间优化策略。      第七章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主要贡献在以下几方面：      1．在借鉴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和土地科学等多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引入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思想

、分析了城市地理空间系统，并初步构建了“城市人”概念模型及城市有机生长需求层次，为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理论内涵。

2．将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研究建立在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分析的基础上，对其演变机制采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动力机制分析方法，并结合城市发展中实际

动力模式进行讨论，总体上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紧密结合，构建了一套较完整的研究思路和一个新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框架。      3．较系统的论述了

现代武汉市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过程和机制，深入分析了城市土地利用现状及存在问题，并提出了武汉市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设想和策略，具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      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1．在理论研究方面，提出的“城市人”概念模型和城市有机生长层次观还很粗略浅显，需要进一步

修正和完善，可借鉴古代的“天人合一”和风水思想、结合现代的生态城市和规划理论，构建一个全新的现代社会的城市健康生长观。      2．在城市

空间结构演变研究方面，微观机制和空间动力学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这方面定量研究成果的取得，可有助于进一步采用多主体模拟、细胞自动

机与GIS相结合的手段对城市空间演变进行模拟和预测，提高其科学研究的确定性和实用性。      3．由于研究资料不够充分，尤其缺乏多时相、高分

辨率的遥感数据支持，对武汉市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空间表达和空间分析还不够，空间数据和统计资料还需进一步融合处理。      本文对武汉市城市

空间结构演变的研究主要围绕“格局与过程、机制与模式”的分析为主，针对市域尺度层次分析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变机制并提出了优化策略，但在实际

城市空间建设中，要针对实际地段的具体区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每个小尺度空间上的完善和协调，才能成就大尺度空间上城市结构的系统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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