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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升城市韧性和气候适应能力的政策与实践是国内外城市与环

境研究的新热点。 我国正在推进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的试点工作， 如何界定

和评估不同城市的适应能力， 是城市开展适应规划和决策的基础。 作者以北

京市为例， 通过构建气候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分析了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间

１６ 个区的城市适应能力。 结果表明， 北京各区在经济支撑能力、 社会发展

能力、 自然资源禀赋、 技术适应能力和风险治理能力上都表现出较为显著的

不均衡性。 研究发现综合适应能力与城市功能区分区较为一致， 表明各区的

功能定位对其发展和适应能力具有潜在影响。 其中， 核心城区由于发展基础

较好， 综合适应能力优势明显； 发展新区面临基础设施薄弱、 自然资源短缺

和环境治理要求不断提高等压力， 综合适应能力最低。 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

应体现城市政府的主导作用， 通过前瞻性的适应规划， 推进不同空间区域的

协同发展， 加强城市中心区与外围郊区的功能互补和协同治理， 以此提升整

个城市系统的综合适应能力和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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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包容、 安全、 有韧性的可持续城市和人类住区” 是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

０５



发展议程中的重要目标之一。 城市是全球灾害风险的高发地区， 也是适应气候变化的

热点地区。 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减灾署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ＵＮＩＳＤＲ） 报告指出， 过去 ２０ 年间全球遭受气候灾害影响的 ４１ 亿人口中，
有 ７５％来自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人口大国 （ＵＮＩＳＤＲ， ２０１５）。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５ 年， 中

国的城镇化水平从 １７ ９％上升至 ５６ １％ ， 城镇人口从 １ ７ 亿增加到 ７ ６ 亿。 近年来，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 雾霾、 高温热浪、 城市内涝等新型和复合型城市灾害加

剧， 许多城市的生命线屡遭威胁， 城市的风险治理能力备受挑战， 气候变化引发的城

市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国家综合减灾 “十一五” 规划》 提到， 中国 ７０％ 以上的城

市、 ５０％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 地震、 地质和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 以京

津沪为例， ＧＤＰ 密度均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 ／ 平方千米， 人口密度均超过 １０００ 人 ／ 平方千

米， 风险暴露水平位居全球城市前列。 《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灾害风险管理与

适应国家评估报告》 指出， ２１ 世纪中国高温、 洪涝、 干旱等主要灾害风险加大， 城

市规模的扩张和人口集聚对于极端天气气候等灾害风险具有放大效应 （秦大河等，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和 ８ 月， 国家发改委联合住建部先后发布了 《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

动方案》 和 《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 要求以 “安全、 宜居、 绿色、 健

康、 可持续” 为目标， “根据不同的城市气候风险、 城市功能和城市规模， 在全国选

择 ３０ 个左右典型城市开展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 我国目前的适应工作主要由

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主导并实施， 存在着适应行动各自为政、 空间规划协同不足等问

题。 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工作是对 ２０１３ 年底发布的 《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的深

化与落实， 有助于我国城市决策者关注灾害风险、 提升城市应对气候灾害的能力。 然

而， 针对不同类型和不同灾害风险的城市地区， 如何因地制宜地建设气候适应型城

市， 在理论、 方法上还有待探索， 尤其是需要明确气候适应型城市的内涵及其评价方

法 （郑艳、 史巍娜， ２０１６）。
本文以特大型城市北京为例， 分析了影响城市韧性和适应能力的诸多要素， 构建

了气候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对城市不同区域的适应能力开展评估。 结果表明， 城

市内部各行政区域由于发展水平和功能定位差异， 存在着较为显著的适应能力差距。
建设气候适应型城市需要充分考虑区域内差异， 实现协同发展。

一、 城市地区适应气候变化的背景

（一） 城市地区的气候适应需求

城市是典型的社会—生态复合系统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城市内部集聚了

各种复杂要素而且相互影响、 关联， 彼此依赖。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 现代大城市

不断扩张、 城市人口基数大且不断增长， 不合理的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方式导致城市

生态功能日益降低、 城市自身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不断下降， 气候脆弱性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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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环境署， ２０１４）。 近年来，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 如何提升城市韧性和适应能力，
已经成为国内外城市与环境研究的一个热点 （郑艳， ２０１３； 徐江、 邵亦文， ２０１５；
王祥荣等， ２０１６）。 气候韧性和适应能力存在共性， 都是指社会—生态系统吸收和应

对气候风险冲击的能力， 强调系统的预见性、 前瞻性和可持续性， 能够维持或恢复原

有结构与功能， 同时能够从错误中学习并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ＩＰＣＣ， ２０１２； 杰

克·埃亨， ２０１５）。
目前的城市气候适应性研究更多关注行业部门的脆弱性和适应行动， 从空间视角

和维度分析脆弱性和适应性的研究很少 （Ｓｃｈｍｉｄｔ⁃Ｔｈｏｍé ａｎｄ Ｇｒｅｉｖｉｎｇ， ２０１３）。 从地

理空间上看， 由于自然资源、 人力资源、 技术发展等资源的分布差异， 城市各区的发

展是不均衡的， 这种资源禀赋的不均衡性是城市适应能力的客观条件， 然而过度不均

衡发展可能削弱城市长期的适应能力。 因此， 有必要在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中采

用 “分类指导” 的原则， 充分考虑不同城市地区的气候风险、 城市规模和城市功能，
针对超大或特大城市、 三角洲城市、 干旱地区城市、 港口城市等， 设计更有针对性、
更具可比性的评价指标 （郑艳、 史巍娜， ２０１６）。

（二） 气候适应能力的内涵

从社会进程角度来看， 适应是人类应对外部冲击或系统内部失衡所做的趋利避害

的调整过程。 系统内部的失衡表现在人类对环境的过度破坏、 社会内部的权利缺失和

不公平、 资源配置不合理等人为因素导致的脆弱性增加。 适应气候变化是指自然或人

类系统在响应实际或预期的气候刺激或其影响时做出的调整过程， 由此减轻危害或利

用气候变化中的有利机会 （ＩＰＣＣ， ２００７； 欧盟环境署， ２０１４）。
气候适应能力具有多维度的内容， 现有研究大都强调经济资源、 公众意识和应

对能力、 基础设施、 制度文化、 技术和知识体系等。 ＩＰＣＣ （２００７） 指出物理与生

态环境、 技术开发与应用、 资金供给与融通能力、 信息与认知水平， 社会与文化等

方面的障碍都会导致适应能力不足。 欧盟环境署 （２０１４） 将适应能力分为三个方

面， 即知识和公平、 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 适应制度和行动。 Ｐｒｅｓｔｏｎ 等

（２０１１） 在评估各国的适应规划时， 将与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适应能力密切相关的因

素概括为人力资源、 资金、 社会资本、 自然资源和实物资本等内容。 Ｌüｃｋｅｎｋöｔｔｅｒ
等 （２０１３） 将气候适应能力评估分为五个维度， 分别是经济资源、 制度性适应、
基础设施、 技术、 知识和意识。 潘家华和郑艳 （２０１０） 认为适应手段包括工程性、
技术性和制度性适应措施。 郑艳 （２０１２） 认为气候风险防护能力是建设适应型城

市的重要内容， 并将气候风险防护设施分为软防护和硬防护措施， 软防护措施包括

社会保障、 医疗卫生和减贫等， 硬防护措施包括生命线工程和监测设施等。 美国纽

约、 英国伦敦、 荷兰鹿特丹、 南非德班等城市均提出相应的气候适应行动， 针对不

同的气候风险设计了防灾基础设施、 生态保护、 社区发展等多方面的投资计划

（郑艳， ２０１３）。
从适应所需的经济投入来看， 经济发展水平是适应气候变化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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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力量。 适应投入包括基础设施、 医疗卫生、 研究与开发、 教育与培训等硬措施和软

措施的建设和维护成本。 修建水利设施、 环境基础设施、 跨流域调水工程、 疫病监测

网点、 气象监测台站等都是气候防护的重要工程性措施。 此外， 气候适应相关研究与

开发、 居民的风险教育、 宣传、 培训和演练等风险沟通行为也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气候防护基础设施仍存在巨大的 “发展赤字” 和 “适应赤

字”， 尤其是我国西部地区发展型适应问题突出， 需要依靠国家给予政策和资金支

持， 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风险防护能力， 完善教育、 医疗、 生态保护等城市公共服务

体系， 降低城市地区的脆弱性 （郑艳、 史巍娜， ２０１６）。
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 适应是一种动态的社会过程， 适应能力部分取决于集体行

动的能力， 强调社会资本， 如信任、 声誉和互惠行为对降低气候脆弱性和建立气候适

应能力的作用 （Ｐ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２００５； Ａｄｇｅｒ， ２００６）。 近年来， 国内外日益重视社

会文化、 风险意识等人的因素对于降低城市脆弱性、 提升韧性的积极作用。 在微观层

面， 社会脆弱性由收入水平、 教育程度、 宗教、 种族、 性别、 年龄等家庭或个人特征

决定 （Ｃｕｔｔ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 在宏观层面， 区域人口、 年龄结构等特征是适应能力的

重要内容， 反映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对适应能力的影响。 城市中的社会组织， 如环境

保护组织等， 是推动城市环境友好型发展、 提升公众参与和集体行动能力的重要力

量。 谢欣露和郑艳 （２０１４） 针对上海城市居民的研究表明， 居民与科研人员、 决策

管理者的气候风险认知差异较大， 风险沟通不足； 老年群体是易受气候变化和灾害影

响的脆弱群体， 风险认知程度相对较低； 对此应加强科普宣传和公众教育， 提升社区

及公共服务领域的适应能力建设。
从自然资源禀赋来看， 森林、 湿地等具有减缓气候变化、 涵养水源、 改善健康和

文化教育、 减灾等生态服务价值， 是城市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绿色基础设

施” 利用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 在减轻高温热浪、 洪水及干旱的影响时发挥诸多积

极作用， 可能比 “灰色基础设施” 更具成本效益和可行性 （欧盟环境署， ２０１４）。 国

际城市在气候防护设计方面积累了一定的可借鉴的经验， 例如， 依托城市河流、 道路

建成的绿色廊道是兼具多功能的城市规划设计， 英国伦敦的环城绿带建设、 美国纽约

将废弃铁路改造为城市休闲绿色廊道、 波士顿的城市干道绿色改造等都是非常成功的

协同生态建设、 城市更新与防灾减灾的特色案例。 在中国， 珠三角地区最早建设了城

市绿道网络体系， 北京等城市也考虑借助城市绿色廊道和风道来减小空气污染物的沉

积 （郑艳、 史巍娜， ２０１６）。
从科技支撑能力来看， 适应气候变化技术具有典型的区域性和行业性， 科技研发

投入尤其是气候风险的预测预警和决策技术是影响适应能力的关键因素。 Ｂｉｃｋｎｅｌｌ
（２００９） 将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的适应需求分为人为环境、 物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体系三大类。 针对城市气候灾害特征及资源约束， 适应性技术包括防灾技术、 节水节

能技术、 开发生态系统适应技术、 疾控技术、 风险监测预警信息技术、 建筑标准等。
中国政府向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秘书处提交的两年更新一次报告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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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地区的适应技术需求包括： 城市基础设施风险预警技术、 绿色建筑技术、 内

涝防控及雨污分流排水技术、 地下管网抗灾设计及风险监测技术、 交通基础设施智能

运行及监测技术、 风险评估与适应性规划技术等。
制度性适应能力主要体现在气候适应的制度设计和风险治理能力等方面。 气候适

应是多尺度、 多层次的， 是基于气候和生态环境容量下的区域社会经济协同发展， 也

取决于各部门、 跨区域的合作框架和治理机制。 欧盟认识到适应气候变化非地方政府

之力可以完成， 由此制定了欧盟适应战略， 以指导各国实践并加强区域适应政策的整

合， 建立多层次的治理机制， 同时要求将城市适应目标纳入各国或欧盟的各个政策领

域， 并为地方政府提供资金和信息等支持 （Ｓｃｈｍｉｄｔ⁃Ｔｈｏｍé ａｎｄ Ｇｒｅｉｖｉｎｇ， ２０１３； 欧盟

环境署， ２０１４）。

二、 构建气候适应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一） 城市气候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气候适应能力体现为经济、 社会、 技术、 自然资源及风险治理等多方面的综合能

力， 本文依据气候适应能力的内涵构建了城市气候适应能力的评估分析框架， 并基于

文献研究和专家判断遴选出相关指标， 如表 １ 所示。 其中， 目标层为气候适应能力综

合指数。 要素层包括 ５ 部分： （１） 经济支撑能力， 反映经济实力、 收入或消费水平、
文化教育等产业对气候适应的支撑作用； （２） 社会发展能力， 反映社会保险、 人口

结构和社会组织状况对气候适应能力的影响； （３） 自然资源禀赋， 反映生态和环境

价值、 绿化及空气质量等因素对气候适应的价值； （４） 技术适应能力， 通过能源和

资源消耗指标、 资源回收利用情况等反映技术条件对增强气候适应能力的作用；
（５） 风险治理能力， 通过不同区域灾害事故发生及影响情况来反映， 即事故发生次

数越少、 损害越低， 风险治理能力越强。
指标体系研究属于多属性决策分析， 各属性 （要素、 指标） 的相对重要程度即

属性权重对方案选择和排序具有重要的影响。 客观赋权一般是根据数据自身的属性计

算权重， 但也存在一些适用条件， 如系统相对简单或指标相关性较强等。 对于复杂系

统而言， 整体上可能并不能具备某些前提条件， 完全依靠数据自身的属性并不能反映

复杂系统的特征。 城市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正是一个复杂系统， 单纯采用客观赋权并不

能很好地反映各要素的相对重要程度。 本文认为各要素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即影响

城市适应能力的五大要素具有同等重要性。 因此， 本文采用平均赋权法确定指标权

重， 其中二级指标有 ５ 个， 权重均为 ０ ２。
（二）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北京市为例， 相关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 《北京统计年鉴》、 《北京区

域统计年鉴》、 《北京环境状况公报》、 《北京水务统计年鉴》、 民政部网站、 北京市水

务局网站、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网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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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城市气候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要素层 指标层 权重

气候适应能力

综合指数

经济支撑能力（０ ２）

社会发展能力（０ ２）

自然资源禀赋（０ ２）

技术适应能力（０ ２）

风险治理能力（０ ２）

人均 ＧＤＰ（万元） １ ／ ３

人均消费支出（万元） １ ／ ３

文化教育等产业比重（％ ） １ ／ ３

社会保险指数 １ ／ ４

千人拥有医师数（人） １ ／ ４

老年人口比重（％ ） １ ／ ４

社会组织数目（个） １ ／ ４

生态环境服务价值指数（亿元 ／ ｋｍ２） １ ／ ３

林木绿化率（％ ） １ ／ ３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１ ／ ３

万元 ＧＤＰ 水资源消耗量（ｍ３） １ ／ ４

万元 ＧＤＰ 能源消耗量（吨标准煤） １ ／ ４

污水回收利用率（％ ） １ ／ ４

人均雨水蓄水能力（ｍ３） １ ／ ４

综合风险管理能力 １ ／ ３

环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１ ／ ３

万人拥有减灾社区数目（个） １ ／ ３

　 　 注： 要素层括号内数字为二级指标权重。

由于现有的统计指标不能满足气候适应能力评价的全部需要， 本文根据国内外相

关文献， 结合研究经验和可获得的数据基础， 选取相关指标进行加工和推算， 以满足

指标评价的需求。 其中， “生态环境服务价值指数” 由于没有各城区的分量数据， 因

此按各城区拥有的森林和湿地面积推算各城区的价值量， 取贴现值；① 考虑到城市水

资源短缺是气候适应能力的重要制约因素， 计算了 “万元 ＧＤＰ 水资源消耗量”， 即供

水量与 ＧＤＰ 的比值， 以反映水资源利用技术的变迁； 根据雨水蓄水能力， 计算了

“人均雨水蓄水能力”， 以反映城市对洪涝的适应能力和雨水利用情况；②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的 “社会组织数目” 也是根据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数据推算得到。 此外， 部分指标

是复合而成： （１） “文化教育等产业比重” 取自 《北京区域统计年鉴》 中地区生产

总值中的科研、 公共管理、 教育、 文化等所占比重之和， 用来反映各城区在科研、 教

育、 公共治理和传播等方面的适应性； （２） “综合风险管理能力” 由火灾、 交通、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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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于 《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生态服务价值监测公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ｊｙｌ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ｇｋ ／ ｔｊｘｘ ／
［２０１６ － ０８ － ２６］。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各区供水量和雨水蓄水能力来自 《北京水务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 其中城六区供水量为合计

数， 将其与城六区 ＧＤＰ 的比值作为水资源消耗系数。 因未查到最新的年鉴， 其余年份数据根据北京市供水量和

雨水蓄水能力年均增长速度推算。



全生产事故数、 死亡人口等指标综合组成， 用以反映城市风险管理和治理能力； （３）
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由三种主要污染物 （二氧化

硫、 二氧化氮、 可吸入颗粒物） 的年均浓度指标计算得到；① （４） “社会保险指数”
根据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以及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之和与常住

人口之比计算而得。
为了反映各区气候适应能力的动态变化， 结合数据可获取性， 最终选取了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连续 ５ 年的分区面板数据。 从选取的指标属性来看， 大多数指标均为

正向指标， 即该指标值越大则该地区的适应能力越强； 仅城市综合风险管理能力及

空气质量指标为逆向指标， 即指标值越大， 其适应能力越弱。 为了保持统计分析的

一致性， 在评价时将指标进行了转换， 即所有指标变为指标值越大适应能力越强的

指标。
（三） 多层次灰色系统评价方法

研究以多层次灰色系统的理论为基础， 即以各因素的样本数据为依据， 用灰色关

联度来描述因素间关系的强弱、 大小和次序， 若样本数据反映出的两因素变化态势基

本一致， 则二者的关联度较大， 反之则关联度较小。 灰色系统理论能够处理贫信息系

统， 适用于只有少量观测数据的项目。 社会经济等系统由于具有明显的层次复杂性、
结构关系的模糊性、 动态变化的随机性、 指标数据的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而具有灰色

性。 从数据来看， 由于人为或技术等因素导致的数据误差、 短缺等使得数据也具有灰

色性。 作为一种多因素统计分析方法， 灰色关联度分析根据因素之间发展态势的相似

或相异程度来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 实质是比较若干数列所构成的曲线与理想 （标
准） 数列所构成的曲线几何形状的接近程度。 关联度反映各评价对象对理想 （标准）
的接近次序， 即评价对象的优劣次序， 其中灰色关联度最大的评价对象为最佳状态

（杜栋等， ２００８）。 分析步骤如下：
第一步， 制定最优指标集 （Ｆ∗）：

Ｆ∗ ＝ ［ ｊ∗１ ，ｊ∗２ ，…，ｊ∗ｎ ］ （１）

其中， ｊ∗ｋ （ｋ ＝ １， ２， …， ｎ） 为第 ｋ 个指标的最优值。
第二步， 将关联分析中被比较序列记为 Ｄ：

Ｄ ＝ ［ ｊｉ１，ｊｉ２，…，ｊｉｎ］ （２）

其中， ｊｉｋ 为第 ｉ 个评价对象中第 ｋ 个指标的原始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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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历年 《北京区域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 年以前报告的指标为空气质量二级及好于二级的天数，
２０１２ 年及以后报告的指标为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可吸入颗粒物的年均浓度值， ２０１３ 年增加了 ＰＭ２ ５ 指标值。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三项污染物的指标值来自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的 《北京市环境状况公报》。 北京市从 ２０１３ 年才开

始公布空气质量指数。 基于各年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 最终选择三项污染物指标来反映空气质量综合情况，
计算方法是先标准化再取平均值。



第三步， 对指标值进行标准化处理。 由于各评价指标往往具有不同的量纲和数量

级， 因此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对于正向指标：

Ｃｉ
ｋ ＝

ｊｉｋ － ｊｋ１
ｊｋ２ － ｊｋ１

（３）

对于负向指标：

Ｃｉ
ｋ ＝

ｊｋ２ － ｊｉｋ
ｊｋ２ － ｊｋ１

（４）

其中， ｊｋ１和 ｊｋ２分别为第 ｋ 个指标所有评价对象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将标准化后

的比较序列记为： Ｃ ＝ ［Ｃ ｉ
１， Ｃ ｉ

２， …， Ｃ ｉ
ｎ］。 将标准化后的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各区最优值

作为参考序列， 记为： Ｃ∗ ＝ ［Ｃ∗
１ ， Ｃ∗

２ ， …， Ｃ∗
ｎ ］。

第四步， 计算关联系数：

εｉ（ｋ） ＝
ｍｉｎｉｍｉｎｋ ｜ Ｃ∗

ｋ － Ｃｉ
ｋ ｜ ＋ ρｍａｘｉｍａｘｋ ｜ Ｃ∗

ｋ － Ｃｉ
ｋ ｜

｜ Ｃ∗
ｋ － Ｃｉ

ｋ ｜ ＋ ρｍａｘｉｍａｘｋ ｜ Ｃ∗
ｋ － Ｃｉ

ｋ ｜
（５）

其中， εｉ （ ｋ） 为第 ｉ 个评价对象在 ｋ 指标上的关联系数； ρ 为分辨系数，
ρ∈［０， １］，用于减少极值对计算的影响， 实际使用时一般取 ρ≤０ ５。

第五步， 计算关联度 ｒｉ。 若第 ｋ 个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为 Ｗ（ｋ）， ∑ｎ
１Ｗ（ｋ） ＝ １。

则有：

ｒｉ ＝ ∑ｎ

ｋ ＝ １
Ｗ（ｋ） × εｉ（ｋ） （６）

若关联度 ｒｉ 的值越大， 则说明第 ｉ 个评价对象越接近于理想 （标准） 值， 从而排

出优劣次序。

三、 北京市气候适应能力评价结果及分析

灰色关联度是以最优状态为参照计算得到的综合指数， 本文将其用于反映各区的

气候适应能力与最优状态的相似程度 （即关联度越高， 适应能力越强）， 进而比较分

析各区在气候适应能力上的差异和发展趋势。 依据上述评估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设

计， 采用多层次灰色关联度方法进行分析。 选取的最优集为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各区各指

标最大值 （正向指标） 或最小值 （负向指标）， 分辨系数取 ０ ５。 评估结果如图 １ ～
图 ６ 所示。

（一） 各区综合气候适应能力评价结果

研究发现， 北京市各市辖区的适应能力与其城市功能区定位具有较大的关联性。
２００６ 年出台的 《北京市 “十一五” 时期功能区域发展规划》 将北京市 １８ 个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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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 １６ 个区） 划分成了四大功能区， 即首都功能核心区、 城市功能拓展区、 城市

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① 经过十年的发展， 各功能区自身优势不断强化， 同时

也暴露出一些各自的短板。 综合来看， 首都功能核心区的综合气候适应能力高于其他

区， 城市功能拓展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具有较高的综合气候适应能力， 而城市发展新

区的综合气候适应能力最低 （图 １）。 生态涵养发展区虽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弱，
但是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大大提升了其综合气候适应能力； 首都功能核心区除自然资

源禀赋不足外， 其他各因素发展比较均衡且优于其他功能区， 尤其是经济支撑能力和

社会发展能力最为突出 （图 ２ ～图 ６）。
从各区综合气候适应能力的动态变化来看， 一方面， 各区综合气候适应能力均有

不同程度的提升。 东城区、 西城区、 石景山区的综合气候适应能力提升较快， 密云

区、 海淀区、 朝阳区次之。 总体而言， 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综合气候适

应能力提升较慢。 这也表明， 发展较慢的各区在发展型适应方面的提升空间仍很大。
另一方面， 综合气候适应能力的区域差异随时间变化有所增大， 主要是首都功能核心

区与其他各区尤其是城市发展新区的差距不断增大。

图 １　 北京市各区的综合气候适应能力关联度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

（二） 各区要素层适应能力评价结果

１ 经济支撑能力

各区在经济支撑能力上的差异很大 （图 ２）。 其中， 排名前三位的是东城区、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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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京市四大城市功能区分别为首都功能核心区 （东城区、 西城区）、 城市功能拓展区 （朝阳区、 海淀

区、 丰台区、 石景山区）、 城市发展新区 （房山区、 顺义区、 通州区、 昌平区、 大兴区） 和生态涵养发展区

（门头沟区、 平谷区、 怀柔区、 密云区、 延庆区）。



城区和海淀区， 其经济发展水平为综合气候适应能力提供了较强的基础性支撑。 但

是， 经济支撑能力的时空分布较不均衡。 近五年来， 东城区和西城区较其他各区的优

势日益明显。 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经济支撑能力发展较慢且差异不大，
有待依靠自身资源、 依据功能定位开发相关产业， 促进城镇化和收入水平提升。 从指

标层面来看， 东城区和西城区在人均 ＧＤＰ、 人均消费和文化教育等产业发展方面均

明显优于其他城区， 这与其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定位相关。 海淀区在文化教育等产业方

面与东城区和西城区的差异较小， 体现了海淀区教育科研方面的优势地位， 朝阳区、
丰台区和石景山区则处于中等水平。

图 ２　 北京市各区的经济支撑能力关联度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

２ 社会发展能力

社会发展能力排名前 ３ 位的仍然是东城区、 西城区和海淀区 （图 ３）。 海淀区和

朝阳区的社会发展能力较强主要体现在社会组织数目较多， 气候脆弱群体即老年人口

比重较小。 东城区和西城区社会保障水平高、 社会组织数目较多， 最为突出的是千人

拥有医师数， 这些因素大大提升了其气候适应能力， 但较高的老年人口比重则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其气候适应能力。 昌平区和大兴区的人口年龄结构较年轻， 但是老年人

口比重在逐年上升且其他方面发展较慢， 导致其社会发展能力近两年来的下降。 因

此， 在老龄化背景下， 需要防止社会服务不足导致的气候适应能力下降。
３ 自然资源禀赋

从自然资源禀赋 （图 ４） 来看， 各区具有一定差异， 密云、 怀柔、 延庆、 平

谷、 昌平、 门头沟和房山的关联度得分较高。 生态涵养发展区的自然资源禀赋显著

优于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发展新区。 不同功能区自然资源禀赋的优劣与经济支撑

能力和社会发展能力的强弱往往相反。 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密度大、 经济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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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北京市各区的社会发展能力关联度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

好， 但空间有限， 自然资本总量很低。 生态涵养发展区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环境价值

和经济价值， 为城市的发展提供资源和环境保障， 其自然资源禀赋对区域协同发展

有着重要意义， 但经济社会发展却相对滞后。 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 完善生态补偿

机制将有利于生态涵养发展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有助于提高其综合适应气候变化的

能力。

图 ４　 北京市各区的自然资源禀赋关联度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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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技术适应能力

城六区 （即东城区、 西城区、 海淀区、 朝阳区、 丰台区和石景山区） 具有较高

的技术适应能力 （图 ５）， 万元 ＧＤＰ 水资源消耗量、 万元 ＧＤＰ 能源消耗量处于较低水

平， 污水回收利用率处于领先水平， 对节约资源、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具有更强大的支

撑作用。 城六区的雨水利用工程建设较为滞后， 这可能与因人口密度大、 建筑密集而

不利于相关工程建设有关。 需突破技术和空间限制， 加强城六区的气候灾害防护。 此

外， 各区技术适应能力的差异性仍较大， 平谷区和石景山区有较大进步， 城市发展新

区的技术适应能力仍需进一步提升。 从区域协同发展角度来看， 应促进各区适应技术

的交流与合作， 增强其扩散效应， 从而促进技术适应能力的普遍提升。

图 ５　 北京市各区的技术适应能力关联度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

５ 风险治理能力

从风险治理能力 （图 ６） 来看， 东城区的风险治理能力较强， 主要是由于东城

区各种灾害事件或伤亡损失较少， 并且近年来在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比重和减灾社区

数目上有较大提高。 相比而言， 西城区的风险治理能力并不突出， 主要是由于其节

能环保财政支出比重和减灾社区数目不占优势。 石景山区的风险治理能力近年来有

所提升， 其灾害事故及损伤数量有所减少， 也更加重视节能环保支出和减灾社区的

建设。 大兴区个别年份表现不佳， 主要原因是灾害事故数及直接经济损失的增加。
２０１４ 年首都功能核心区、 城市功能拓展区、 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

风险治理能力较 ２０１０ 年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从具体指标来看， 首都功能核心区、
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近年来的环境投入和管理力度不断加强， 各区的气候

适应认知和适应能力有所提升。 同时， 生态涵养发展区的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比重经历

１６

谢欣露　 郑　 艳： 气候适应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图 ６　 北京市各区的风险治理能力关联度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

了一个先下降后回升的过程。①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 （１）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间，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投

入的增加， 北京市各功能区的城市综合气候适应能力总体上在持续提升； （２） 从

１６ 个市辖区来看， 各区的适应能力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差异和要素发展不均衡， 其

中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最为明显； （３） 城市各功能区定位对其社会

经济发展基础和适应能力具有显著的影响， 从要素层适应能力的分析来看， 隶属不

同功能区的市辖区在经济社会发展、 自然资源禀赋、 技术支撑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互

补性。

四、 北京市建设气候适应型城市的政策建议

上述研究发现， 北京市各区的适应能力与其城市功能定位紧密相关， 有一定的规

律性特征。 从研究结果来看， 首都功能核心区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 综合适应能力最

强， 但面临资源短缺和空间有限的制约； 城市发展新区综合适应能力表现不佳， 在经

济社会发展和技术条件方面相对滞后， 其资源环境条件也较差； 生态涵养发展区自然

资源丰富， 但发展相对滞后； 城市功能拓展区的综合适应能力居中， 其社会经济、 资

源环境和风险治理等方面仍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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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注： 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比重指地方一般预算中环境保护支出的比重， 根据历年 《北京区域统计年鉴》
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一） 首都功能核心区

东城区和西城区的综合适应能力较强， 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难题。 主要是自然

资源不足、 人居环境恶化、 城市热岛效应、 干旱和缺水等问题严重， 加剧了应对气候

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的压力。 因此， 加强适应规划、 提升土地和空间的利用效率、 增

强城市生命线的抗风险能力， 是提升首都功能核心区适应能力的主要途径。
（二） 城市功能拓展区

城市功能拓展区的综合气候适应能力居中， 自然资源禀赋不足对其发展也具有较

强的约束性。 在气候适应治理方面， 城市功能拓展区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加强环境

保护及风险治理能力。 例如， 石景山区在 ２０１０ 年后能源消耗下降很多， 可能与其产

业结构调整 （如首钢搬迁） 相关， 对于改善其生态环境指标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 城市发展新区

城市发展新区的综合气候适应能力处于较低水平， 在经济、 社会、 自然资源等因

素层均不具有明显优势。 在气候适应规划和发展方面总体上落后， 尤其是新区建设仍

缺乏对气候风险的足够认识， 缺少基于气候风险评估的适应规划。 例如， ２０１２ 年

“７·２１” 特大暴雨， 房山区等发展新区成为重灾区。 为此， 城市发展新区在发展经

济、 规划城区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时， 需加强气候可行性论证和环境影响评价， 将气

候风险评估和适应规划纳入新区发展规划中， 防止未来的潜在风险， 避免走先建设后

治理的老路。
（四） 生态涵养发展区

总体而言， 生态涵养发展区在综合气候适应方面好于城市发展新区， 较高的自然

资源禀赋提升了其适应能力， 体现了其生态涵养功能和定位。 生态涵养发展区担负着

水源地等经济和生态服务职能， 由于城区需水量大， 加之近年来受降水减少和升温的

影响， 水库和地下水水位不断下降， 长期看不利于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可持续发展。 对

此， 生态涵养发展区应充分挖掘生态服务价值的文化教育功能， 发挥居民气候适应意

识培训功能， 促进旅游等三次产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 各区的发展、 资源禀赋以及功能和定位不同， 面临的气候风险既有共

性也有差异性， 因此需要通过取长补短， 发挥各区在气候适应上的协同效应， 完善生

态补偿机制、 联动机制、 气候适应规划和相关立法等， 促进区域间人口和产业配置与

气候容量相适宜， 推动气候适应型城市和韧性城市建设。

五、 结论及展望

本文针对我国正在推进的 “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 工作， 构建了包括五大要

素的气候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即经济支撑能力、 社会发展能力、 自然资源禀

赋、 技术适应能力和风险治理能力。 基于这一分析框架， 评价了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间

北京市 １６ 区的气候适应能力。 研究表明， 北京市各市辖区在不同要素上均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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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显著的不均衡性， 城市内部区域的功能定位对其发展路径和适应能力有显著

影响。
北京市作为超大型城市， 区域内发展的不均衡性及协同不足等问题在我国其他类

似的大城市中也有体现。 对此， 应当从增强城市综合适应能力的角度， 加强前瞻性的

适应规划和协同政策设计， 在城市功能定位中考虑适应资源和适应需求， 加强城市中

心区与外围郊区的功能互补和协同适应， 整合并优化人口、 土地利用、 生态资源开发

和产业布局， 促进城市不同功能区的协同和城乡一体化均衡发展， 提升城市生态环境

的承载力及综合气候适应能力。
由于城市系统的复杂性， 不同地域和规模的城市在气候风险、 适应重点领域和适

应能力方面差异很大， 对城市适应能力的界定和评估应当体现不同城市的特点。 本

文对于综合性气候适应能力的评价指标及案例分析属于探索性研究， 在指标体系的

设计和方法学方面， 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例如， 考虑不同城市的地理气候特征

及其重点适应领域的问题和需求， 结合特定的气候风险提出更有针对性的评估指

标； 针对不同地区、 不同气候风险类型的城市进行气候适应能力或气候韧性的比较

研究等等。
本文提出的气候适应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对于我国即将开展的气候适应型城

市建设试点工作能够提供一定的参考。 研究发现的区域发展不均与适应协同不足的问

题及相关政策建议， 不仅适用于特大城市， 对于我国许多正在向大城市迈进的中小城

市及城市群地区的区域协同问题， 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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