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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一个集极端地形、气候、体制、发展历史和城市创新为一体的独特

城市，香港是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平均人口密度为 6 780 人 /km2 ；

同时由于陡峭地形与水域的影响，只有 20% 的土地坡度低于 1 ∶ 5，主要

的发展集中于总面积 25% 的范围内，形成了超高密度的城市建设 [1]。我们

常说“香港土地稀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香港平坦和适宜建设的土地十

分稀缺”。虽然香港是世界上拥有最成功公共交通系统的城市之一，其公共

交通出行量占总出行量的 88%，城市轨道交通出行量达到公共交通出行量

的 34%[2]，但香港仍是一个拥挤的城市，地铁车厢、地铁站以及周边商业综

合体，甚至街道与步行天桥上都会出现拥挤。在此背景下，分析香港如何应

对空间局限性，了解其极端布局与拥挤的关系，将为内地高密度城市的空间

发展布局与经济活动提供一定的启示，符合城市设计导控“以人为本”的 

转型需求。

人本尺度城市形态的测度关注城市空间设计如何作用于城市品质及经

济、社会和生态等维度，以及测度方法与效应评估的规划设计响应 [3]，以大

数据和开放数据为代表的新数据环境和各种新技术方法为精细尺度下的城市

形态测度提供了可能。但以往的定量研究，与土地规划和车辆交通的海量数

据库相比，很少有与步行直接相关的信息或数据，直到近年来，奥克兰 [4]、

墨尔本 [5]、上海 [6]、香港 [7] 等城市才开始绘制城市中心区的步行系统，对步

行网络的重视程度逐步提升。基于此，本研究综合应用 ArcGIS 平台和三维

视角的空间设计网络分析（sDNA: Spatial Design Network Analysis）[8] 与城市

中真实的活动分布，分析和评价高密度建成环境空间特征与行人活动之间的

关系，并对 sDNA 这一分析工具在三维空间的应用作一些探索。

1  研究案例与数据

1.1  香港极端城市形态与交通布局
香港从 1840 年代以来经历了贸易商埠、工业城市、自由港形式的国际

性城市等三个阶段的变迁。但城市空间形态并没有随着阶段性的变化而变

化，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其城市经济体系对市中心区高度依赖，形成了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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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化的城市形态 [9]。1970 年代以后，香港开始新市镇建设，

同时将城市密度分区原则运用于城市规划，经过 30 多年的

发展，形成了紧凑的建成区与疏朗的开放空间并存的城市

形态 [10]。

香港的城市形态特征与其城市交通发展密不可分，整体

来看，其城市形态是由城市主要道路连接的带状建设用地形

成，这些条带由山体或河流分隔而成。城市开发高度聚集于

维港两岸的都会区及沿轨道和公路网络发展的多个新市镇，

高密度开发带区之间的区域主要为山地与公园，约占香港地

域面积的 65%，市区建成区嵌套于大型公园之间（图 1）。
香港的城市交通系统依靠铁路（港铁与轻铁）、巴士、

电车、渡轮等形成以公交站点为中心、5~10 分钟步行路程

为半径的公共交通导向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与其“分散式

集中”的土地开发耦合，保证了公共交通的使用频率。与大

多数大城市地铁线网较大的环形加放射支线的形态相比 [11]，

香港的地铁网络布局十分独特，其支线是主要的组成部分，

线路延伸距离长，而核心换乘站点仅有中环—香港站、金钟

站、尖沙咀—九龙站等少数几个，几乎所有的支线都汇合到

这几个“核心站点”（图 2a）。从地面公交站点的布局不难发

现，公交站点同样汇集在同一个地区，增加了核心地区的行

人拥挤程度（图 2b）。

1.2  建构复杂城市环境的三维空间网络模型
上文提到的针对城市中心区步行系统的研究中，奥克兰

市政局的步行研究报告仍采用传统的道路中心线图分析步行

可达性与连通性 [4] ；墨尔本的研究绘制了包括人行道、交叉

口、斑马线等类别的详细室外行人网络 [5]，以理解城市中经

济活动分布与步行可达效应之间的关系。鉴于香港独特的城

图 2  香港铁路网络与公交站点分布
资料来源：左图为作者绘制，右图为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2] 绘制

图 1  香港城市建设用地与道路中心线网络
资料来源：左图为作者绘制，右图为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2]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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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形态，为了通过网络科学的分析技术模拟行人活动情况，

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利用三维步行网络连接高密度建成环境，

绘制详细的室外和室内步行网络。室外步行网络包括人行道、

台阶、坡道、人行横道、步行天桥、地下通道、自动扶梯、

电梯等超过 20 个类别的步行路径 [7]，覆盖了香港的大部分

建成区，与政府开放的道路中心线网络数据（全香港的网络

总长度为 3 365 km）[12] ①相比，详细的步行网络总长度超过

8 000 km，能较好地协助理解城市的宜步行性（图 3）。
中环—香港站地区多层次的步行系统将地下层的快速交

通、地面层的常规交通以及空中步道驳接在一起，形成一个

错综复杂的系统。由于公共交通集聚，同时有机场快线、地

铁东涌线、港岛线、荃湾线、公交车站、过海轮渡码头等交

通站点，加之“轨道 + 物业”（Rail + Property ） 的开发模式、

复杂气候状况、狭窄的地形、20 世纪人车分流设计理念的影

响，使得中环地区成为高度拥挤的垂直开发地区，形成了地下、

地面和空中联系，公共与私有结合的多层次复杂步行系统。《悬

浮城市》一书通过绘制一系列三维的空间模型描述了香港复

杂的“公—私”空间关系 [13]，但该书并未提出对步行环境的

量化测度指标。为此，我们以中环—香港站地区为例，绘制

了地铁站各出入口 800 m 范围内所有与地下通道或二层步行

系统相连的建筑物内公共步行路径，并合并到室外步行网络

上，形成完整的室内 + 室外三维步行网络模型 [14]（图 4）。

2  基于三维空间网络分析的城市空间形态特征量
化解读

针对空间网络进行量化分析的方法中，以 1870 年代兴

起的空间句法理论较具代表性 [15,16]，但其在城市空间形态结

构方面的应用仅涉及二维空间，在三维空间分析方面有较大

的局限性。随着城市空间的立体化发展，陆续有学者对空间

句法进行多层面的尝试。张与佩恩（D. Chang & A. Penn）

对伦敦的巴比肯地区与南岸地区进行句法计算，采用主入口、

楼层转换等空间变量对整合度值进行修正，其与步行流量的

相关性大幅提高 [17]。劳（S. Law）研究了香港岛中心区的多

层面公共空间，在传统句法模型基础上加权了垂直高度变化

与水平街区尺度两个变量 [18]。庄宇等以上海五角场地区为例，

采用垂直联系类型、路径与垂直联系的距离等变量对句法模

型进行了修正 [19]。这些研究主要以手动连接不同平面上的垂

直联系，并采用变量对度量值进行修正作为主要研究方法，

拓展了空间句法在三维层面的应用。但这种解决方法在超过

三层的三维空间环境中极难实现，并且不同案例中采用的变

量也有较大差别，不易统一应用。陆毅提出的基于 ArcGIS 平

台的三维可视图论分析方法突破了二维空间应用的限制 [20]，

但其侧重于建筑空间内部的视觉可达性分析。

鉴于此，我们基于 ArcGIS 平台和三维视角的空间设计

网络分析软件（sDNA），来计算三维网络的活动分布潜力。

sDNA 为英国卡迪夫大学开发的空间网络分析工具，其采用

标准路径中心线方法建构网络，与传统网络分析不同的是，

包括楼梯、电梯、扶梯以及踏步等在内的所有垂直转换空间

均通过在 AutoCAD 或 ArcScene 等三维环境中创建和显示，

导入 GIS 平台后，sDNA 对距离、角度或方向的变化在 X、Y、

Z 轴上等同计算，因而不需要增加任何额外变量即可度量路

径在垂直方向的差异。度量值方面，sDNA 继承了社会网络

分析中的“中心性”概念 [21]，采用“穿行度”（betweenness）

与“接近度”（closeness）度量网络空间的“中心性” 

① 香港政府于 2011 年启用“资料一线通”（https://data.gov.hk/），2015 年 3 月全面更新，开放包括公共设施的地理参考数据和主要道路的实时交

通资料等在内的数据。

图 3  中环地区道路中心线与室外详细步行网络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7,12]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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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22,23]。其中，穿行度可用于分析社会网络中个体的重要

性，计算的是每个街道段 x 在特定分析半径内被其他任意两

个街道段 y 与 z 之间最“短”路径穿过的次数，反映了该街

道段作为穿越性运动通道（through-movement）的潜力。本

研究关注空间网络的流量潜力，因而在具体的度量上选用

“穿行度”作为指标：

 betweenness(x)=∑y ∈ N∑z ∈ RyP(z)OD(y,z,x) （1）

式（1）中，(y, z, x) 为① ：

 

1
2 , if x=y ≠ z

1
2 , if x=z ≠ y

1
3 , if x=y=z

 0, otherwise

OD(y,z,x)=

1,if x is on the shortest path from y to z

在认知领域，我们已经知道欧几里德距离（米制距离）、

方向转换次数（拓扑距离）、角度变化（角度距离）等均与

人的寻路行为有着极大的关系 [24]。但三种方式各有其优缺点：

米制距离可以准确表达城市网络中路径的实际长短，却无法

考量转弯、角度变化等几何因素；拓扑距离可以度量方向变

化的次数，但在距离长短与角度大小的度量方面有局限性；

角度加权法可以描述城市网络中路径的几何特点，但忽略了

实际米制距离。不少学者在空间网络分析中探讨了度量方式

的选用，如：希利尔与饭田慎一（B. Hillier & S. Iida）[25] 在伦

敦四个地区的研究中，将空间句法中“最短路径”的定义从

单纯拓扑深度下的距离拓展到角度距离和米制距离；特纳（A. 

Turner）[26] 的一项研究亦证实，角度加权法与米制分段法的

度量值均与观察到的车流量有较好相关性，并指出可以将这

两种度量方法合并以真实反映系统中的最短路径。本研究的

分析因此引入了新的测算方法：复合距离（hybrid distance）

度量法，即同时考虑最小的角度变化（angular distance）与最

短的米制距离（euclidean distance）。

空间网络分析中，不同分析半径下的可达性结果对应着

相应距离出行行为对道路的选择度。一般来说，小尺度的半

径限制下（如 500 m），计算只考虑该半径范围内的街道段，

超出范围的街道段不参与计算，结果可体现步行出行的潜力

分布；反之，大尺度的半径（如 5 000 m）将更大的区域纳

入计算，可以突出机动车出行潜力高的道路。根据 2011 年

香港交通习惯调查报告 [2]，出行者由行程的起点或终点往来

其他机动交通工具或换乘之间的步行行程段的步行时间中位

数为 3~5 分钟，相当于 200~400 m 步行距离，超过 75% 的

① 当 x 街道段为路径起点（y）或终点 (z) 时 , 即 x=y ≠ z 或 x=z ≠ y 时，为 OD(x,y,z) 赋予 1/2 的数值；当计算 x 街道段自身同时为起点与终点（即

从 x 到 x）时，为 OD(x,y,z) 赋予 1/3 的数值（https://www.cardiff.ac.uk/sdna/）。

图 4  中环地区室内 + 室外完整步行网络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4]

室内步行网络
室内垂直联系
室外二层步行天桥
室外地面步行路径
室外开放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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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时间在 5 分钟以下，因此在作步行网络分析时，本研究

计算了以 400 m 为分析半径的穿行度。在此基础上，采用研

究范围内 15 个观测点的步行流量实测数据①，分析城市空

间活力与前文提及的室外步行网络和室内 + 室外三维步行网

络中的潜力分布（穿行度）之间的关系。

3  街区尺度空间组构与步行活动的关系 

3.1  香港中环地区活动潜力分布分析 
港岛地区街道的构成在东西方向主要为与海岸线平行的

交通干道，南北方向有很多连续台阶的商业步行街，中环地

区的步行体系是由人行道、步行街、天桥、地下通道，以及

屋顶花园和建筑的共享大厅等连接和叠加在一起的层级化步

行体系。图 5 为基于城市道路中心线网与室外详细步行网计

算得到的步行流量潜力分布。对比道路中心线网络与详细步

行网络可以看到二者所呈现的分析结果不一致，仅采用基于

机动车道路中心线的网络缺少大量南北向的步行联系，因此

对于分析步行潜力而言是不够的（图 5a）。

由室外详细步行网络的分析结果看到，中环地区地面层

的活力中心聚集在中环—上环的中间地带（图 5b）。这一区

域的道路网格形成于 19 世纪后半叶，一直保留至今，街区

尺度较小、交叉点密集 [27]，提供了高连通性，有利于步行活

动。1993 年由港英政府建成的中环—半山自动扶梯通道依

附区域中两条历史悠久的石阶道路——阁鳞街和些利街，跨

越中环—半山全部横向街道，极大增强了半山地区的交通可

达性及它与中环的联系，使得这两条街道成为港岛众多石阶

道路中最繁忙的街道，从而刺激了沿线特色商业业态的聚集，

在荷李活道南（South of Hollywood Street）形成除传统酒吧

街“兰桂坊” 以外的餐饮和娱乐业态，被称为 SOHO 区，是

中环地区步行体系中的第一层级。图中显示，从 IFC 国际金

融中心到太古广场第一、二期之间街区的步行联系较弱，步

行流量潜力较低，但作为香港站和中环站行人汇集的空间节

点，这一区域的穿行度值与实际步行流量显然不符。

从完整的室内外三维步行网络穿行度分析结果可以看

到，室内步行体系的加入完全改变了步行潜力的分布模式

（图 6）。SOHO 地区依然保持较高的步行潜力，与此同时，

新的空间活力中心，如 IFC 商场、中环站、金钟站等区域开

始显现。步行潜力分布模式的变化反映了二层天桥步行系统

注：图中由暖色到冷色代表步行潜力从高到低。

图 5  中环地区步行活动潜力分布 ：a. 基于道路中心线 ,b. 基于室外详
细步行网络（分析半径为 400 m）

a

b

0   150   300       600
m

注：图中由暖色到冷色代表步行潜力从高到低。

图 6  中环地区基于室内—室外完整步行网络的活动潜力分布（分析
半径为 400 m）

0   150   300       600
m

① 数据来源于奥雅纳工程顾问 (香港 )有限公司2011年对上环—湾仔地区的步行流量实测，原调查共选取18个地面观测点与10个步行天桥观测点，

样本点较为均匀地分布在研究区域内主要道路与天桥上，观测 7—10 am 与 5—8 pm 共六小时的连续行人流量，本文采用其中位于研究范围内

的 15 个观测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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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有较强的连续性，并和周围商业设施有良好的联系，整

体上形成了中环地区步行体系的第二层级。

3.2  室内外步行网络独立性检验
将室外步行网络与室内外三维步行网络两个模型的计

算结果进行简单线性回归拟合，回归的标准化残差图可以表

达室外网络的步行潜力分布受室内网络影响的强弱（图 7）。
大部分街道的流量潜力在两个模型中呈等比例变化（图 7 中

蓝色点及图 8 中蓝色线段表示），但仍有相当比例的街道在

两个模型汇总的潜力分布之间相关性很弱（图 7 中红色点及

图 8 中红色线段表示），这部分街道主要围绕中环二层天桥

系统分布，这是因为建筑室内公共空间由二层步行体系串联

形成体系，证明了室内步行体系的加入对于预测结果的改变

是显而易见的。

3.3  基于步行流量与穿行度指标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图 9 显示的是中环地区步行流量的时均分布情况，室外

步行网络与室内外三维步行网络的穿行度指标与实测步行流

量的 R2 相关度分别为 0.29 与 0.64，证明室内外三维模型分

图 7  中环地区室外步行网络与室内外三维步行网络流量潜力结果 ：
线性拟合散点图与残差分布

注：  图中 Ln 表示对变量进行过对数处理以使其满足正态分布，

BtH 表示采用复合（Hybrid）距离度量方式计算得到的“穿行

度”(Betweenness) 指标。

图 9  中环地区实测步行流量（人 / 小时）及与穿行度指标的相关度

R2=0.375

析得到的穿行度指标与城市空间活力之间的关系更加精确。

观察步行流量实测数据，发现步行流量较高的路段均位

于二层天桥上，同时呈现以公共交通站点为中心、自近向远

递减的特点。通过步行活动与各空间要素的相关性分析可以

发现，穿行度指标、距离 MTR 或公共总站点出口距离、是

否位于步行天桥上等空间变量均对行人分布有显著影响（表

1）。穿行度越高、距离站点出口越近且位于步行天桥上的路

径其步行流量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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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中环地区室外步行网络受室内步行网络影响的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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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表 1 中呈现显著相关性的所有空间变量纳入多元线性

逐步回归模型中，分析多个空间变量对步行活动的共同影响，

“400 m 分析半径的穿行度”及“是否位于步行天桥”这两

个变量纳入回归方程，“与港铁（MTR）出口或公交总站距

离”这一变量由于其显著性水平大于 0.05，而被逐步回归模

型自动予以剔除（表 2, 表 3）。最终得到的两个模型 R2 分别

为 0.645（调整 R20.617）和 0.742（调整 R20.699）。
步行流量的预测模型方程式为 ：Yln 步行流量 =2.351+ 

0.379×X1+1.405×X2

4  总结与讨论

4.1  香港中环地区步行网络模型评价
通过比较道路中心线模型、室外步行模型，以及室内 +

室外三维步行网络模型的活动潜力分布，我们发现中环地区

的步行体系具有高度的层叠化特征，传统的道路中心线或室

外步行网络模型对于分析这类区域的步行潜力是不足够的。

首先，山地条件下南北向的步行联系很多是台阶的形式，基

于机动车道路的中心线网络无法表达完整的步行路径；其次，

二维的室外详细步行网络显现了中环地区步行体系中的第一

层级，即地面层，意味着室外步行网络可用于分析单层面建

成环境的活动潜力 ；再次，室内外三维步行网络同时反映了

中环地区步行体系的第一与第二层级，即地面街道与步行天

桥两个体系，体现了在复杂的三维步行空间环境中建立完整

室内外模型的重要性。

进一步对中环区域所有室外路径（样本数 =2 869）在

2D 模型与 3D 模型中的步行潜力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二者之

间的相关性偏弱。室外步行网络与室内外三维步行网络的穿

行度指标与实测步行流量（样本数 =15）的 R2 相关度分别为

0.29 与 0.64，意味着在高密度的复杂城市环境中，相较于二

维建模方式，基于三维建模的空间网络分析不仅可以提升分

析过程的可视化表达，更能有效捕捉空间形态与行人活动的

关系，帮助城市设计师解码三维的城市空间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道路中心线模型在城市尺度仍可

以为规划者在早期设计阶段提供有效的支持，并能结合轨道

交通网络变化，辅助规划设计师理解城市的未来发展规划。

但随着对轨道交通的积极推进与对 TOD 土地利用政策的广

泛认同，未来内地城市将越来越重视轨道站点地区的开发，

与之相应会带来更高的开发强度、更多的复杂多层面城市空

间。以上海为例，2016 年发布的《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

技术准则》将主城区的开发强度依据轨道交通的线网密度分

为五个等级强度区。在每一等级强度区，当某一街坊一半以

上用地位于轨道站点 300 m 服务范围内，该街区采用此级强

度区的特定强度，主城区最高级别强度区的特定强度容积率

指标可超过 5。香港中环地区层叠化的连续步行体系 [28]，将

为未来站点周边的多层面空间开发提供借鉴和参考。随着城

市设计阶段的深化，空间网络的分析需求也从基于车行道中

心线的网络转向基于步行路径中心线的网络，进一步需要高

精度的三维步行网络（室内 + 室外步行网络）以导出能直接

作用于规划与设计的结果。

4.2  研究的理论贡献与未来方向
本文使用香港中环地区作为实证案例，分析比较了基于

道路中心线、室外步行网络、室内 + 室外三维步行网络的模

型。研究一方面突破了传统空间网络分析在二维空间应用的

限制，论证了空间网络在 Z 轴方向高度变化的敏感性，提供

了三维空间网络分析的新方法，并提升了空间分析的可视化。

另一方面，研究建立的完整的室内 + 室外三维步行网络模型，

有助于城市设计师更精确地解读建筑与城市空间中的认知行

为。此外，研究采纳了“角度—米制”复合的全新度量方式，

为空间结构关系的度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表 1  步行流量与空间要素的相关性

Ln 
BtH200

Ln 
BtH400

Ln 
BtH800

与 MTR 出

口或公交总

站距离

是否位

于步行

天桥

Ln 步行流量 0.674** 0.803** 0.743** -0.728** 0.746**

Ln BtH200 0.929** 0.764** -0.705** 0.557*

Ln BtH400 0.900** -0.820** 0.626*

Ln BtH800 -0.790** 0.521*

与 MTR 出口或公交

总站距离

-0.561*

注：* 在 0.05 水平上显著相关；** 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 2  模型汇总

模型 R R2 调整 R2 标准估计的误差

1 0.803a 0.645 0.617 1.101 07

2 0.861b 0.742 0.699 0.976 49

注：预测变量：（常量），400 m 分析半径穿行度。

  预测变量：（常量），400 m 分析半径穿行度，是否位于步行天桥。

表 3  模型回归系数 t 检验

模型 变量
非标准

化系数 B
标准

误差

标准系

数 Beta
t Sig. VIF

1 常量 1.643 0.884 1.858 0.086

400 m 分析半径穿行度 0.551 0.114 0.803 4.857 0.000 1.000

2 常量 2.351 0.852 2.760 0.017

400 m 分析半径穿行度 0.379 0.129 0.552 2.935 0.012 1.646

是否位于步行天桥 1.405 0.660 0.400 2.128 0.050 1.646

注：因变量：Ln 步行流量。



53 2019 Vol.34, No.1国际城市规划

张灵珠  晴安蓝    三维空间网络分析在高密度城市中心区步行系统中的应用 —— 以香港中环地区为例

本文的研究及方法仍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尽管散点

图上样本点的线性总体分布关系较好，但仍存在偏离其他数

据点较远的个别样本，从目前的分析结果来看，主要是由于

现有数据中低步行流量的路径较少导致的。下一步研究还需

要补充更多的步行流量实测数据，以使统计分析的结果更加

稳定。其次，研究中尚未考虑 MTR 各个站点的权重配比，

后续计划将尝试采用各站点出入口的步行流量数据作为权重

依据对自变量进行补充。再次，未来的进一步研究考虑将

研究范围向西延伸至西营盘站，向东延伸至铜锣湾区域，以

契合香港政府致力推动的“易行城市”计划 [29] 的研究范围，

致力于改善行人环境及交通状况。

注：未标注资料来源的图片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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