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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蔓延进行空间测度的美国经验研究

1   空间测度的作用和基础

本文所指的空间测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形测量或者利用遥感技术

等进行的地表属性勘测，而是利用现有的各类数据库进行城市发展的空

间分析，以揭示空间发展特征及规律，并为空间发展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的研究行为。相应地，规划工作者的主要活动范畴包括 ：从空间出发，

把握空间的典型特征，揭示从空间引申出来的问题，从而回溯引发特定

空间形成的原因，并通过设定不同的空间政策，促使有目的的空间产出

（图 1）。塑造空间特征的原因如果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可能包括自然

资源条件、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等 ；如果从行为学角度，可以分析消费者

需求 ；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可以分析体制和政策，以及社会价值

观念等。虽然原因分析能够在一个宽泛的范畴内进行，积极的政策干预

却要依靠具体的技术手段实现。无论是通过地区间的非均衡发展，还是

通过促进地区间的合作 ；无论是通过设定地区外围的增长边界，还是进

行地块内部的密度强度控制 ；或者是通过税收与收费等政策来实施空间

的间接干预等，都能够带来颇有争议的政策效应。纵观整个过程，如何

以定性加定量的手段来度量空间特征，成为基础性的工作。

基于此，几个核心要素凸现：一是空间研究范围；二是时间范围或

者时间节点 ；三是指标的选择，使其具备明确的定义、明确的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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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以空间为核心的前向与后向研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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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易操作的特点；四是与指标相关的，选择合适的数据（库）

进行数据调取和加工利用 ；五是构建相应的运算法则。在上

述基础上，可能会进一步延伸到属于因子分析过程中的聚类

分析，以及一系列回归分析等。做专门政策研究的人员，则

立足于空间分析结果展开相关的空间政策分析。

在中国，空间测度的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全国人口普

查数据、统计局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测绘局的地形图、规

划土地交通管理部门专项归档数据、遥感影像数据等。总

体而言，数据有相当的覆盖面，但开放度不高，可获性不

强，研究的支撑力较弱。比较而言，在美国，无论是美国

农业部国家资源清查计划（NRI: U.S. Dept. of Agriculture's 
National Resources Inventory）、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The 
Census Bureau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美国劳

工部（U.S. Department of Labor）、美国住房调查（American 
Housing Surveys）、联邦地理数据委员会（FGDC: Federal 
Geographic Data Committee），还是地方城市规划部门，均提

供开放的、较长连续时段的人口、经济、就业、空间等数据，

为专业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  蔓延式空间发展的研究意义

中文文献一般把“urban sprawl”翻译成“蔓延”。自“蔓

延”概念于 1950 年代左右在美国诞生，经过 20 世纪后半叶

美国城市和区域空间的演变，同时伴随着美国现代社会的基

本价值观念日趋成熟，到了世纪之交的前后 10 年，在城市

空间发展和规划的专业领域内，以现代价值体系和不断发展

的技术方法来观察、讨论和研究城市蔓延现象及其对策的文

献已经是汗牛充栋。城市蔓延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性的话题，

被环境主义者、规划师、政府官员、各种媒体以及利益集团

广泛关注。

“蔓延”表达的是一种普遍的空间发展现状，也是一种

与集中城市化较为疏离而与郊区化关系密切的发展模式。蔓

延的概念一般会与失控的空间拓展、低密度发展、过度的小

汽车依赖等内容联系在一起，而与城市现有中心无良好交通

连接的高密度的开发也是蔓延的表现。事实上，蔓延这个主

题之所以能够被广泛关注，是因为它就像一幅全息照片，能

够折射出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它不仅直接对应着土地利用

和交通效率，也涉及眼下备受关注的环境质量 ；不仅与市场

自身的驱动力有关，也与各级政府的推动力密切联系 ；不仅

可以上溯到宪法第五修正案中与土地权利相关的法律架构，

也与政府税收、公共服务有关 ；不仅反映了就业和居住之间

的关系，也体现了居民追求生活质量的要求 ；不仅与家庭收

入相关，也可以延伸到不同种族和阶层的公正平等问题 ；不

仅是特定地区人口迁移的动态表现，也是区域经济发展和空

间联动的体现，甚至与外来移民有一定的关联。林林总总，

使得蔓延不再单纯是一种空间表征或者社会现象，更成为政

治关注的问题，并促发不同利益集团的行动。

基于此，将蔓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空间测度就成为基

础性强、可拓展、外延广的工作。在众多定性研究的内容上，

补充有说服力的定量研究，从而使得对蔓延的观察分析能够

成为连续性、客观性、可比较的系统工作，并由此促发相关

研究的展开。因篇幅限制，本文主要总结和归纳对蔓延的测

度方法，对治理蔓延的政策工具将另文讨论。

3  典型文献成果的归纳与分析

关于蔓延的空间测度研究，国内学者已开始着手进行相

关的梳理工作并有地域针对性地展开。其中张坤、冯科等人

做了关于蔓延研究的综述；蒋芳等人以北京为例，选取多项

指标尝试在城市扩展形态、扩展效率和外部影响三方面进行

空间测度 [1-3]。国内文献在整理相关研究成果时，涵盖面较

广，对蔓延的测度除了基本的以密度、可达性指标等来衡量

空间形态外，还囊括了至少三方面的内容。一，单纯考虑人

口或就业的空间变化而与空间形态无涉的指标。如“今日美

国”发布的蔓延指数，考察人口的比例及其变化 [4] ；克伦科

维奇（Kolankiewicz）等于 2001 年对 1970—1990 年间由美国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市化地区的用地数据进行分析 [5] ；瓦斯

莫（Wassmer）于 2000 年比较案例城市的中心和外围的人口、

就业、零售、收入等 [6]。斯托尔（Stoll）则于 2005 年考察了

就业的空间扩展情况 [7]。二，表征空间效率的指标。如塞拉

俱乐部（Sierra Club）提出的交通时间花费等指标 [8]。三，表

征空间效果的指标。如哈塞（Hasse）指标体系中的重要土地

资源损失、敏感性开放空间的消失、单位面积不透水面层的

增加等指标 [9-11]。下文整理的内容，收缩在空间本体，仅包

含以空间特征为主的指标体系，其他将重点较多放在空间影

响等方面的指标体系不计在内。同时，各学者在其建立的指

标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证过程所采用的数据和研究的范

畴并不是本文重点，虽然实证是对指标有效性的重要检验。

按照指标内容，可以将空间测度方法大体上划分为单一

指标测度和多项指标测度两类。

3.1  单一指标的测度方法
富尔顿等（Fulton et al.）于 2001 年在 MSAs 和 CMSAs

范围内计算用地增长和人口增长的比例关系 [12]。洛佩斯

（Lopez）和海因斯（Hynes）于 2003 年在 MSAs 和 PMSAs
范围内使用“蔓延指数”（SI: Sprawl Index）进行人口密度

计算 [13]。上述指标简单明确、易于操作，但表达的内容也较

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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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包括人口密度在内的多项指标测算法
（1）加尔斯特等指标体系（2001 年）

加尔斯特等（Galster et al.）于 2001 年提出系统测度

蔓延空间特征的指标体系 [14]（表 1）。在抽象地提取了密

度、连续性、集中度、紧凑度、中心度、成核度、土地混合

利用和邻近性 8 个指标的基础上，给出了每个指标的定义

和具体操作方式。其中，土地混合利用的测算引用了马西

（Massey）和登顿（Denton）在 1988 年提出的土地功能混

合指数（exposure index）计算方法 [15]。邻近性的测算引用

了怀特（White）在 1986 年提出的测算方法 [16]。每个指标计

算的难易程度有较大差异。

在加尔斯特指标体系中，特别需要指出几点 ：一，其不

仅考虑住宅单元，也考虑就业分布，不仅考察空间分布状况，

也考察空间关系 ；二，以城市化地区（UA: urbanized area）
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选择可供测算的空间单元 ；三，创造

性地提供了以空间为核心的、涵盖面广的指标体系，但多项

指标的计算过程非常繁杂。加尔斯特指标体系的代表性运用

是对美国包括亚特兰大、波士顿、芝加哥等在内的 13 个城

市化地区做了测试，以居住用地为研究对象，使用 8 个指标

中的 6 个指标分别进行测算，并进行了综合排序 [14]。

（2）埃利奥特 · 艾伦等指标体系（2001 年）

埃利奥特 · 艾伦等人（Eliot Allen et al.）开发的名为

INDEX 的规划支撑系统中，包含了在地区和（或）地块层面

的超过 30 项的空间指标（表 2）[17]。除了涉及住房、人口、

就业、空间基本形态等指标，还有诸如对交通选择的考察，

居住与就业的邻近度，居民与公园、商店和交通站点的可达

性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一些空间指标。INDEX 指标体系与规

划行为关系紧密，不仅评价和监测空间的实时变化，也能够

对未来土地利用可能产生的交通影响及对行为模式的改变起

到预测作用。所以，其使用面广，成为规划师、居民、政府

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协作的有力支撑，有助于产生更加

富有实效的决策。

（3）尤因指标体系（2002 年）

尤因等（Ewing et al.）针对都市区层面，在 22 个变量

的基础上，通过主成分分析，发展出 4 个蔓延指数，分别为

居住密度、住房和家庭与就业的邻里混合度、中心区活力、

以及街道连接度 [18]。并在对都市区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发展

出针对每个都市区的综合指数，其本质上就是将前 4 个基本

指数赋予一定权重后的加和计算。尤因指标体系在囊括了全

国近半数人口的 83 个都市区进行测试，每个都市区分别计

算 4 个因子得分，据此可分析出每个都市区蔓延发展的基本

特征。同时，计算了融合 4 个因子的综合指数，对都市区的

蔓延程度进行排序 ( 表 3)。蔓延程度最高的是加州的里弗赛

德（Riverside），而纽约、泽西市则在另一端，为紧凑发展

的代表。

（4）宋彦和克纳普指标体系（2004 年）

注（1）：对加尔斯特模型中的“Nuclearity”参考张坤的翻译“成核度”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参考文献 [14] 整理

表 1  加尔斯特等指标特征

指标名称 指标定义 指标的空间计算单元

（英里×英里）方形网格

指标的计算方法 指标操作的难易

程度评价

密度 单位面积住宅单元或就业数量 1×1 住宅或者就业总数 / 用地面积 易

连续性 以城市建造密度进行的连续建设 1/2×1/2 满足设定的住房密度（10 户）或就业密度（50 人）的基本空间单

元占单元总数的比例

易

集中度 住宅和就业的集中程度 1×1 方法一：比较高密度单元与平均单元密度之间的差距；

方法二：考察住房单元或就业数的变异系数；

方法三：Delta 系数计算

难

紧凑度 用地的紧凑程度 1×1

1/2×1/2

针对所有基本单元（1×1）中某一类用地，计算其（1/2×1/2）单

元的密度的标准差的平均数

较难

中心度 与中心商务区（CBD）的邻近度 1×1 方法一：CBD 地区与各基本空间单元中特定类型用地的平均距离；

方法二：利用 GIS 软件，自 CBD 核心向外计算某类型用地的累积

分布

较难

成核度（1） 与城市单中心或多中心发展相关

的程度

1×1 在通过特定标准识别出空间增长核和增长节点的基础上，计算其

相关的空间单元的数量或比例

较难

土地混合

利用

不同用地类型的混合程度 1×1 比较某类用地与其他用地的关系 易

邻近性 不同用地邻近的程度 1×1 计算各空间单元某类用地的中心与其目标单元的中心距离，后进

行繁杂的累计计算

较难

城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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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彦和克纳普（Song & Knaap）发展出更具政策导向

的、针对较微观层面的社区空间度量指标体系 [19]。全部指

标分 5 类，分别是街道设计和循环系统、密度、土地混合利

用、可达性、步行可达性，最终指标共计 15 项（表 4）。指

标的测算单元在社区层面，如标准统计区（census tract）、街

区（block）或次街区（sub block）。宋彦和克纳普指标体系

首先在俄勒冈州波特兰都市区进行应用，重点通过跨时段的

社区数据分析，比较各因子的变化趋势，以综合判断该地区

控制蔓延的成效。其主要结论包括 ：自 1960 年代以来独立

住宅密度增加，自 1990 年代以来内部连接度和可达性等指

标有改善，外部连接性持续下降，土地混合利用仍然很有限。

最终认为波特兰地区控制蔓延任重道远。

（5）卡青格等（2005 年）指标体系

卡青格等（Cutsinger et al.）直接继承了加尔斯特早期

的研究，做出取舍和发展，确立了包括密度、连续性、集

中度、中心度、邻近性、土地混合利用、成核度等 7 个概

念范畴的指标体系，且对居住和就业做了区别计算（表 5）
[20,21]。测算过程将空间对象设定为“扩展城市化地区”（EUA: 
extended urban area）。对此，研究者做了专门阐述，认为研

究蔓延的空间范畴应该包括人口密集的城市化核心地区、相

邻的已城市化和在城市化地区，以及与城市化地区有通勤联

系的已发展区，并给出了具体的、量化的，并依赖现有数据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7]

表 2  埃利奥特等的指标结构运用于威斯康星州的戴恩县（Dane County, Wisconsin）案例

指标分类 指标名称 指标定义 地区层面 地块层面

人口 总人口 居民总数 √ √

就业 就业总量 √ √

土地利用和社区形

态

街区尺寸 街区的平均尺寸 — √

土地混合 以 1 英亩为网格单元的混合用地单元所占比例（0~1） √ √

用地平衡 用地比例（0~1） √ √

人均用地面积 用地总面积 / 居民总数 √ √

住房 人口密度 单位面积居民数 √ √

人均居住面积 住宅设计面积 / 居民数 √ √

独立式住宅密度 在设计为独立住宅的用地上单位面积独立式住宅的数量 √ √

多户住宅密度 在设计为多户住宅的用地上单位面积多户住宅的数量 √ √

独立住宅和多户住宅的混合 独立住宅和多户住宅的百分比 √ √

设施邻近性 所有住户到对应的设施（学校 / 公园 / 购物中心）的平均行程距离 √ √

交通邻近性 所有住户到最近的交通站点的平均步行距离 √ √

水消耗 每人每天生活用水量 — √

就业 工作 / 居住的平衡 总就业量 / 住户总量 √ √

就业密度 在设计为就业用地上的单位面积就业量 √ √

交通邻近性 就业单位到最近的交通站点的平均步行距离 √ √

娱乐 公园空间 每千人居民的校园和公园面积 √ √

公园邻近性 住户到最近的公园或校园的步行距离 — √

环境（略） 累计 5 项，分别测算 NOx、COx、CO2、开放空间和不渗水面积

出行 街道连接性 道路交叉口数量 /（道路交叉口数量 + 断头路数量） √ √

街道网络密度 单位面积内街道长度 √ √

人均街道里程 街道中线总长度 / 居民总数 √ √

交通导向的住宅密度 在交通站点 1/4 英里半径以内的单位住宅用地面积内平均住户数量 √ √

交通导向的就业密度 在交通站点 1/4 英里半径以内的单位非住宅用地面积内平均就业数量 √ √

交通服务密度 交通线路总里程×通行量 / 用地总面积 — √

人行道网络覆盖率 带双侧人行道的街道比例 — √

步行路线便捷性 外侧起点到中心点的步行距离 / 相同位置的直线距离 — √

自行车网络覆盖率 带专用自行车道的街道的中线长度占总量的比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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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可直接操作的界定标准。同时，基本的空间计算单元为 1
平方英里的地块。事实上，卡青格等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其应

用也是兑现加尔斯特在 2001 年的承诺。他们应用修正后的

指标体系对全国 100 个最大的都市区中的 50 个做了实证，

并在指标的应用可能性等方面做了拓展。

（6）多项指标体系的比较

考察前面所列各指标体系可以看出，研究者关注的内容

包括人口或建设密度，在城市结构中的空间联系，与就业、

商业、公交站和公园等的可达性，土地混合利用程度及与交

通便利性有关的内容。进行研究的整体空间范畴和基本空间

单元也有显著的差异（表 6）。

4  综合评价

各种指标体系的尝试，对进行空间发展乃至空间政策研

究有着积极的意义。由于侧重点不同，研究角度会有所偏差，

与特定地区或者特定研究目的的适用程度需要进一步判断。

一般来说，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关于指标的选取，重点看

是否有很强的指示意义，是否能进行明确的定义，是否容易

操作，如果注重政策研究，还要看是否能引导产生积极的政

策行为 [19]。

事实上，所有的文献成果，都会在提出指标的构建方法

之后，给出广度不同的实证内容，并进行地区间的横向比较，

或者给出指标测量结果的解释。有时，特定地区的不同指标

可能同时反映蔓延程度的不同走向，如加尔斯特等在 2001
年对 13 个都市区的实证研究中 [14]，波士顿具备相对较低的

密度和较高的集中度，迈阿密则有较高的密度和较低的集中

度，而一般认为密度和集中度都是与蔓延程度成负相关的。

这也说明了蔓延式发展不是简单地以程度高低来定论，而是

具有多维的特征。包括指标选取以及根据既定指标采集数据

并进行计算之后，对指标结果进行的分析，都会涉及一些基

本的价值判断。如宋彦和克纳普指标体系构建就多是基于美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8]

表 3  尤因等指标结构

因子 变量 数据源

居住密度 平方英里单位面积的人口密度 美国人口普查局

居住在密度为每平方英里 1 500 人以下的

人口比例

美国人口普查局

居住在密度为每平方英里 12 500 人以上

的人口比例

美国人口普查局

都市区中心的人口密度估算 美国人口普查局

市区的人口密度 美国农业部国家资源

清查计划

独立住宅的平均尺度 美国住房调查

都市区内人口中心的密度 Claritas 公司

住房与家

庭和就业

的邻里混

合度

1/2 街区范围内有商业和机构的住宅比例 美国住房调查

1 英里半径范围内有满意的购物地点的家

庭比例

美国住房调查

1 英里半径范围内有公立小学的住宅比例 美国住房调查

就业与居住的平衡 人口普查交通规划数

据包

面对居民服务的就业平衡（包括零售 / 个

人服务 / 娱乐 / 健康 / 教育 / 专业服务）

人口普查交通规划数

据包

面对居民服务的就业的混合 人口普查交通规划数

据包

中心区活

力

统计区人口密度 美国人口普查局

从中心向外的密度递减速率 美国人口普查局

住在距离 CBD 地区 3 英里范围内的人口

比例

爱德华 · 格莱赛，布

鲁金斯学会（Edward 

G l a e s e r , B r o o k i n g s 

Institution ）

住在距离 CBD 地区 10 英里范围外的人

口比例

爱德华 · 格莱赛，布鲁

金斯学会

与中心通勤的人口占都市区总人口的比

例

Claritas 公司

人口密度与最高密度中心的比例 Claritas 公司

街道连接

度

都市区中城市化地区的平均街区长度 人口普查 TIGER 文本

平方英里单位面积的平均街区尺度 人口普查 TIGER 文本

小街区的百分比 人口普查 TIGER 文本

表 4  宋彦和克纳普指标结构

指标分类 指标名称 指标的计算方法

街道设计和

循环系统

内部连接度 交叉口数量 /（交叉口 + 断头路）

街区周长 街区的平均周长

街区 街区的数量 / 住房单元的数量

尽端路长度 尽端路的平均值

出口连接度 街区进出口的平均距离

密度 住宅单元尺度 住宅单元面积的平均值

SFDU 密度（1） SFDU 的数量 / 住区数

空间占地率 SFDU 的平均占地面积

土地混合利

用

实际混合度 商业、工业或公用面积 / 住房的面积

区划混合度 区划层面的商业或混合用途等用地面积 /

住房数量

可达性 与商业距离 住宅与最近的商业的平均距离

与车站距离 住宅与最近的公交站的平均距离

与公园距离 住宅与最近的公园的平均距离

步行可达性 商业相关步行系数 住宅在商业的 1/4 英里内的百分比

交通相关步行系数 住宅在公交站 1/4 英里内的百分比

注（1）：SFDU 表示独立住宅户（single-family dwelling units）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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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0]

表 5  卡青格等指标结构

概念指标 具体指标 指标的计算方法

密度 已发展地区的住房单元密度 EUA 内已发展地区的单位面积的平均住房数量

已发展地区的就业密度 EUA 内已发展地区的单位面积的就业数量

连续性 微观连续性 建造密度超过 50% 的空间单元所占比例

宏观连续性 被美国人口普查局划为 UA 地区的空间单元所占比例

集中度 住宅集中度 要达到单元空间内住宅平均分布需要迁移的住宅的百分比

就业集中度 要达到单元空间内就业平均分布需要迁移的就业的百分比

中心度 住宅中心度 EUA 内空间单元质心与城市中心的平均距离 / 住宅与城市中心的平均距离

就业中心度 EUA 内空间单元质心与城市中心的平均距离 / 就业与城市中心的平均距离

邻近性 住宅邻近性 平方英里单元空间质心的平均距离 / 住宅单元间的平均距离

就业邻近性 平方英里单元空间质心的平均距离 / 就业点间的平均距离

就业与住宅的邻近性 平方英里单元空间质心的平均距离 / 住宅和就业点的平均距离

土地混合利用 就业对住宅的混合利用 以就业为主导的平方英里单元空间内住宅的数量

住宅对就业的混合利用 以住宅为主导的平方英里单元空间内就业的数量

成核度 — 核地区的就业量 / 其他增长节点的就业量

注：埃利奥特 · 艾伦等人的 INDEX 系统中的指标有删减，各指标体系部分采取分类指标，部分采取具体指标

表 6  综合指标体系比较

研究者 与密度相关的内容 与交通相关的内容 与空间结构相

关的内容

与可达性相关的

内容

与土地混合使用相

关的内容

研究的空间区域 测算的基本单元

加尔斯特等
[14]

密度；集中度；紧

凑度

— 连续性；中心

度；成核度

邻近性 混合度 UA 1×1 及 1/2×1/2 平方

英里的网格

埃利奥特 · 艾伦

等
[17]

街区尺寸；人口密

度；人均居住面积

住宅密度；就业密

度

街道连接性；街道网

络密度；人行道网络

覆盖率；步行路线便

捷性；自行车网络覆

盖率

— 设施 / 就业 / 公园

等的邻近性；交

通邻近性

土地混合 — 地块

尤因等
[18] 居住密度 街道连接度 中心区活力 — 住房与家庭和就业

的邻里混合度

都市区 —

宋彦和克纳普
[19]

街区；住宅单元尺

度； SDUF 密度；

空间占地率

内部连接度；街区周

长；尽端道路长度；

出口连接度

— 与商业 / 车站 / 公

园距离；商业 / 交

通相关步行系数

实际混合度；区划

混合度

都市区 标准统计区、街区或

次街区

卡青格等
[20,21]

密度；集中度 — 连续性；中心

度；成核度

邻近性 土地混合利用 扩展城市化地区 1×1 平方英里的网格

国规划协会（APA: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关于精明

增长的基本原则 [19]。对于单一指标，仅着眼于蔓延的度量

与更广泛意义上的价值判断之间，也会发生不一致的争议。

如加尔斯特等人注重连续性指标，认为低连续性是缺乏效率

的蛙跳式增长的表征。虽然连续性高可能对应较少的人均建

设土地消耗和不同种族等使用土地的非隔离状态，但也可能

带来交通阻塞和环境恶化 [20,21]，这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此

外，即使表面上不是针对蔓延发展结果的指标，在对指标进

行解释时，仍会对蔓延的社会产出方面具有指示意义。如关

于混合用地的指标对社会公平、就业和居住的匹配等方面，

邻近性指标关乎交通阻塞、空气污染、小汽车依赖等。

在多项指标计算之后，不少研究者止步于因子分析，对

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具体到每个因子的差异及其

变化情况。如果试图进行综合测评，一般无法回避因子加权

权重的设定问题。典型如加尔斯特等的指标体系 [14]，其以

相同的权重来衡量，这种主观判断会极大影响最终的测评结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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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同时，综合评价过程中，还必须考虑到不属于相关性分

析范畴的、独立指标间的关系，因为会影响到蔓延的真实效

果。如同样的居住用地模式，由于和不同的非居住用地模式

的组合，其效果迥异。继续延伸这个观点，则在考虑空间发

展政策时，能够针对某单一维度产生效果的举措，有可能会

对其他维度产生附加效果，这是可以进一步引申思考的内容。

各种评价方法，有些不仅在指标定义和计算时有相通之

处，其指标测算值也具有数量上的相关性甚至一致性。查尔

斯（Charles）等人就此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和分析 [22]。在进

一步的实证过程中，各指标体系也主动或被动暴露出自身

的不足。如宋彦和克纳普就提出在进行住宅统计时，由于

没有把多户住宅计算在内可能造成的影响等 [19]。查尔斯等

指出了各指标体系实证的样本数、数据的时效性等欠缺 [22]。

5  启示

空间研究不是图形学上的自说自话，在某种程度上，空

间分析就是一种媒介，空间特征和反映出的问题，既要上溯

产生空间表象的原因，也要最终指向有积极意义的空间政策。

考量空间测度与规划的关系可以发现，有效的空间测度有助

于明确和校核规划目标，预见政策行为的影响，增加规划政

策的连续性，对规划实施进行监督。

中西方在研究空间问题时，面对的是由于资源条件不同、

发展阶段不同所造成的巨大的空间差异。典型如美国，地广

人稀，人均土地资源丰富，与其特定的土地私有制度结合，

才形成了今天蔓延的现状。中国人均土地资源极度缺乏，土

地使用强度虽然与美国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但并不意味着不

会发生空间的不受控跳跃发展与土地利用低效的情况。叶嘉

安（Anthony Gar-on Yeh）等利用遥感与 GIS 技术结合，对

东莞地区蔓延的宏观测度已经表明，在 1990 年代缺乏发展

管理与普遍存在土地投机的背景下，该地区已经发生了显著

的空间蔓延 [23]。中西之间同样悬殊的，还有价值观的差异。

西方社会可以在一个包含了效果、效率、合法性、可行性等

相对完整的价值体系内开放地讨论问题，注重社会效应。中

国目前则主要在土地利用效率及其与土地产权制度和行政管

理制度的相关性范畴内进行研究。美国土地利用已经处在相

对比较稳定的阶段，有条件进行精雕细琢，通过加强基础研

究，从而影响土地发展管理规则，全面提升土地管理的质量。

中国仍处在快速城市化阶段，价值观的诉求有明显的偏向，

难以达到多方面的均衡。相关指标体系的建构及指标权重的

赋予，一定会跟随不同时期的价值观。初步判断，国内现阶

段会更多考虑土地的集约利用，用地强度的指标会排序靠前，

交通和可达性等因为是容易辨识和触摸到的内容，也会被放

在重要位置上。而用地混合相关指标，因其体现的社会效应

较为间接，度量本身也存在较大争议，故所占比重为低。至

于与城市空间结构相关的内容，其利益的整体性以及指标本

身高度的抽象性，也容易被忽略而置于较后的位置。

在前述的内容上，再叠加上数据基础的差异，现阶段度

量空间发展的美国经验难以直接套用在中国的研究实践中。

但总体上，国内增强规划实践效果对规划的反馈的需求越来

越显著，从规划编制到规划实施管理都亟待改良，这一过程

中，空间测度还有巨大潜力。技术层面上，加强空间数据库

的建设，利用空间数据进行空间分析的程序和方法也存在极

大的拓展余地。基础研究内容上，加强空间的量化研究，完

善从空间延伸至社会经济环境分析的系统框架是下一步的发

展方向。从以上角度梳理美国乃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

对我们寻求技术变革、内容拓展、方法进步、价值体系完善

等可以产生一定的引领和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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