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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法和 GIS 空间分析法，对机场二通道周边居民需求

及城市活力空间集聚进行评价，希望为此方面的研究建立一个可以量化的普适性

评价方法，较好的实现 GIS 技术和城市设计方法的结合运用，更为科学和客观的

进行城市设计中城市空间集聚和优化发展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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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迪赛（C. M. Deasy）在《为人的设计》（Design for Human Affairs）中

指出“规划和设计的目的不是创造一个有形的工艺品，而是创造一个满足人类行

为的环境”。也就是说城市空间不但要景观优美，更要具有活力。城市活力是优

质城市空间需求的根本，是城市空间具有旺盛生命力和促进城市功能生存发展的

能力。空间活力应表现在各种城市行为中，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等与其所

处的空间相互支持与适应，从而获得健康的、良性的发展。城市设计应激发土地

价值，创造活力环境，深入研究场所中各种人的需求，了解人的行为与场所环境

相互促进的需求与途径，塑造有价值的、健康适居的、方便高效的城市空间。 

 

2 对概念的认识 

2.1 空间活力分析理论的基本概念 

城市活力分析是广义的场所行为理论之一，是以建筑及城市设计的专业人员

为主体，借助于旁系学科，分析不同空间场所中的历史，文化、人的活动等因素，

探求新的城市与建筑设计的理论与方法。 

1961 年，美国学者简·雅各布首次让人们意识到城市活力分析对于规划的

重要性。她以调查实证为手段，以美国一些大城市为对象进行剖析，发表了《美

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在雅氏看来，城市最基本的特征是人的活动。人的活

动总是沿着线进行的，城市中街道担负着特别重要的任务，是城市中最富有活力

的“器官”，也是最主要的公共场所。因此，她认为现代城市更新改造的首要任



务是恢复街道和街区“多样性”的活力。把对人的需求、文化、社会和自然等的

研究加入到对城市空间的研究中，可以很好地指导城市空间设计。 

 

2.2 基于空间活力分析理论的城市设计研究 

活力是人与其活动、生活场所相互交织，形成活动、生活多样性的过程。所

谓具有活力的空间就是指人们活动集聚区，这些物质的实体和空间丰富地表达了

特定的文化、历史，以及人们各种各样的活动。 

城市设计学科的假设是“城市是可以被人所设计的，只有经过良好设计的城

市才有适居性（livability）”。城市设计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塑造“适居性强”

的城市空间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操作计划。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城市设计的创作应

是整体的策划、通盘的考虑，其设计内容应是以人的行为需求为基础的活力空间

设计。 

2.2.1 群体性需求 

由于城市空间的服务对象为群体而非个人，因此，关注群体的行为特征与行

为需求非常关键。对公众行为规律的观察与归纳，针对于不同人群的行为特征进

行研究，对不同人群的收入阶层、生活习惯、心理特征与社会准则进行群体需求

的共性研究。另外还针对特定的活动、集会的关注进行与区域的历史、文化、习

俗相关的群体需求的个性研究。只有掌握了群体的活动特征，才能确定其对城市

空间功能及布局的要求，从而大大提高城市空间对公众活动的支持度与适应性。 

2.2.2  便捷的交通 

可达性是活力空间的使用前提。在这个层面上，对人行为需求的设计即为运

用合理的交通方式引导与组织人的活动，为城市空间中活动的发生提供可能。同

时，高效便捷的交通组织能够吸引更多的高品质土地开发和达到区域价值的提

升。   

2.2.3  24 小时活力 

所谓 24 小时活力，就是保证城市空间全天候为人的活动提供支持，满足公

众各个时段的活动需求，在塑造城市活力的同时，求得社会公平。从时间维度上

考虑人的行为，是对行为活动发生与持续特征的研究。 

      

3 以武汉市机场二通道及周边地区城市设计为例研究 

3.1 规划背景 

随着城市的发展，武汉市机场二通道（唐家墩路、姑嫂树路及姑李路）成为

市内通向天河机场五大通道之一的重要城市道路，该区域也是武汉城市总体规划

中确定的塔子湖组团中心，应起到服务于杨汊湖和塔子湖地区居民生产生活的作



用。而由于区位远离城市中心，发展又受历史遗留问题所限制，其周边地区一直

是从城市中心到郊区的过渡区。该区域在 80 年代改革开放前基本属于农村地区，

90 年代武汉市工厂企业的大规模退二进三致使一些工业企业落户于此，而在城

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由于中心城区城市功能更新，大量主城区居民也搬迁至此。

因此，目前区域内形成以居住功能为主，部分工业企业和城中村并存的无序状态，

完全不能担负起作为组团中心服务城市组团的生活性服务职能，缺乏区级文教卫

体、社会事业及商业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 

3.2 诉求分析 

3.2.1 土地价值最大化诉求分析 

城市设计中需要考虑土地使用价值最大化问题。如何在城市有限的用地范围

内合理地、有机地安排复杂多样的城市活动，满足区域居民生活工作及娱乐的需

求，是城市土地使用的重大问题。 

机场二通道地段地处城市中心城区的边缘，随着与中心城区的距离加大，开

发活动收益较差，地价也开始下降。但机场二通道的形成以及即将进行的城市轨

道交通将促进该区域的发展，地价模式将发生较大变化。同时，就局部地段而言，

安全便利的交通设施、居住、商业、公园及其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等具有互补性

使用功能聚集在一起，将使地价徒增。（图 1 ） 

图 1  活力要素集聚区与地价关系图 

因此，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TOD）即为以提供高效的城市土地使

用为目标的城市空间开发组织模式成为本项目的首选。TOD 模式虽然更多的是对

城市土地开发与交通组织的指导，但归根结底还是以方便人的到达与使用为根本

目的，通过完善的公交系统方便人的快速到达，借助土地的混合开发为公众提供

多元活力的城市功能。 

3.2.2 对区域居民生活诉求的调研分析 



根据美国人文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类动机理论中提出的人类的五种需

求，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自尊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笔者认为在

进行城市公共空间设计时，在满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的基础上，为了满足更高

级的需求，我们需要创造具有场所精神、有特色、可识别、有文化内涵的人性化

公共空间。（图 2） 

图 2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图片来源：www.ilenin.com） 

项目组运用了聚焦小组法，组成 10 个调研小组，进行了百份现场问卷及近

30 次深度访谈调研，调研对象中选取了文化程度和性别比例分布相对均衡，年

龄构成在 20-50 岁年龄段为主的居民，其中以家庭年收入以 5 万以下的中低收入

者占总调查人数的 72%。 

对该区域居民发放的百份问卷及现场访谈，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地方居民的需

求。公众认为，目前最需改善的是构建便捷的交通体系，营造良好的景观环境，

增加公共开敞空间，将机场二通道沿线建设成为以现代风格为主、尺度怡人的充

满活力的城市重要景观通道。（图 3） 

图 3  区域急需改善因素列图 

目前最需加强的活动功能是公园绿地功能以及儿童、青少年活动中心设施的

建设；休闲场所，绿地是最重要的生活服务设施，居民最喜欢的购物场所是超市，

也需要重点建设；同时，消费场所的步行系统最需要改善。（图 4、表 1） 

http://www.ilenin.com/


图 4  区域急需增加的功能列图 

表 1     居民生活需求表 

居 民 生

活需求 

高级需

求 

心理需求 

可识别性 

归属感 

自豪感 

社交需求 

教育培优、活动中心 

娱乐、购物 

公园绿地、广场 

交通便捷 

基本需

求 

安全需求 

保健：医疗设施 

步行安全 

犯罪率低 

生理需求 

市场、基本的商业服务，如

提供吃、穿、用等生活用品

的超市 

良好的住宅 

 

3.3 活力积聚区分析 

3.3.1 指标体系建立 

综合以上分析，并反复论证指标选择的综合性、代表性和易操作性，形成了

主要由交通可达性、土地可用性、人气聚集性、标识可塑性 4 个主因子 14 项子

因子构成的活力集聚区评价体系框架。（表 2） 

 

表 2   活力集聚区评价指标体系 

 主因子 子因子 权重 

活 力

集 聚

区 评

价 因

子 

交通可达性（各类交通

设施对活力影响） 

街道路网密度 0.25 

轨道站点 0.35 

公交站点、街道公交线数 0.20 

高架桥及匝道 0.10 

与主干道距离、与干道交叉口距离 0.10 

土地可用性（可建设为

商业服务的用地） 

土地区位经济性 0.40 

已建、已批租划拨大型商业、公共服务设施点 0.30 

可储备用地 0.30 

人气聚集性（开敞空间 现状公园及广场 0.50 



的带动） 控规法定文件的公园及广场 0.30 

控规指导文件的公园及广场 0.20 

标识可塑性 

标志性节点区域 0.40 

通视走廊 0.35 

景深层次 0.25 

 

3.3.2 指标权重 

城市活力集聚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关因子除了交通、土地、场所等微观因素外，

还涉及到社会经济状况及经济发展政策等宏观因素，即有定量要素也有定性的要

素，要通过赋予因子权重进行统一量化，纳入统一评价体系，评价出区域最具活

力的集聚区。通过特尔菲测定法，并综合了相关交通系统、土地经济、城市空间

等多方面专家的经验和判断，最终确定因子权重赋值。（表 3） 

表 3    活力积聚区因子权重赋值 

 评价因子 因子权重（％） 

因素一 交通可达性 40 

因素二 土地可用性 30 

因素三 人气聚集性 20 

因素四 标识可塑性 10 

 

 

3.3.3 多因子叠加分析计算 

通过各项子因子叠加计算及各类活力评价因子的权重赋值计算，多因子叠加

分析，得到终极要素叠加分析图，并划定本区域最具活力的片区。（图 5） 

构建各子因子评价指标模型： 

fi为第 i个活力评价因子综合得分，Sik为在 i因子中参评指标 k因子得分，

Wik 为参评指标 k 的权重。 

 

y 为评价总得分，di 为参评因子 i 的权重系数。综合两个公式，得到 



 

 

图 5    活力集聚区分析图 

3.3.4 活力集聚结果分析 

基于 GIS 生成的结果，结合研究区域现状，总结机场二通道区域活力集聚区

特征。 

核心区段最适宜商业金融及公共服务业聚集,分析显示为为一级活力区聚集

区。该区域的核心区即姑嫂树路西侧以姑李路地铁站点为中心的姑李路核心商

圈，潜力分析结果表明，此片区是最有发展潜力、综合实力最强的核心区，最有

可能成为区域活力最强的标识性城市商业综合区。这与现状发展条件也是相符

的。 

主要交通轴线的活力集聚效应也非常明显。交通因素是影响活力集聚区的重

要因素之一。分析结果也证实了在主要交通轴线周边地块，尤其是地铁站点周边，

存在较为明显的集聚优势。例如在姑嫂树路及发展大道沿线、幸福大道地铁站点

及发展大道地铁站点都分布了证券、银行、大型超市等商业设施。 

居住区的引入也成为活力集聚的趋势。居住空间的注入，势必伴随着相应配

套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供人们休闲娱乐的公园及广场的建设也都结合居住空间

配套布局。 

3.4 布局优化 

以打造景观优美的城市迎宾路，构建功能复合的活力综合组团中心为背景，

通过上述活力集聚潜力分析，提出 “一轴、两带、三中心、四片”的功能结构。 



一轴——机场二通道发展轴，形成景观优美的都市迎宾景观路；两带——京

广铁路绿带、张公堤绿带，为空间聚集的都市片区提供大型带状绿带景观；三中

心——姑李路商务核心、幸福大道公服中心、发展大道金融中心，成为空间集聚、

区域性核心标识中心；四片——居住综合片区、商务办公片区、公共服务片区、

商业金融片区，形成功能集聚、混合发展的城市片区。（图 6、图 7） 

居住综合片区：以居住建筑为主，配备居住小区级综合公共服务设施，形成

环境优良、和谐宜居的片区风貌；商务办公片区：以地铁站点为契机，建设商务、

办公、休闲、娱乐、居住等多功能混合发展的时尚活力区；公共服务片区：依托

现有医院、超市，配备区级体育设施、青少年活动中心、公园、商业等形成综合

服务片区；商业金融片区：依托现有成熟商业业态，构建组团级商业金融中心，

形成繁荣商业景象。 

 

图 6    功能结构规划图 

 



图 7    总平面规划图 

 

4 结语 

良好的城市设计不仅仅以城市景观的美学法则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而应该

把空间作为资源，把城市设计与城市开发、经济建设与人的使用结合起来，塑造

有价值的、健康适居的、方便高效的城市空间。运用城市活力分析的意义在于探

讨多元因素影响下城市空间集聚发展的可能性，并通过量化测定使分析结果更为

科学。本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法和 GIS 空间分析法，对机场二通道周边居民需求及

城市活力空间集聚进行评价，希望为此方面的研究建立一个可以量化的普适性评

价方法。该方法实现了 GIS 技术和城市设计方法的较好结合，为科学和客观地进

行城市空间集聚和优化发展研究分析提供了有一定价值的探索方向。 

（感谢武汉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项目组罗巧玲在 GIS 分析中提供的技术支持） 

 

 

URBAN DESIGN METHOD BASED ON ANALYSIS OF 

SPACE VIBRANCY 

----Taking Urban Design of City Exit Along Second Airport Channel in Wuhan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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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GIS analysis, this paper evaluates demands of 

residents living around Second Airport Channel and concentration of urban vibrant 

spaces in Wuhan city. It aims at exploring a general and quantifiable evaluation 

method for future research in such fields and integrating GIS and urban design 

techniques in order to research and analyze concentr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urban 

space more scientifically and subj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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