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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收缩城市的核心特征是人口的减少，这一点在学界已得到较多认可。

除人口外，城市收缩还常伴随着经济、空间等维度的变化。经济上，西方

国家的收缩城市中有呈上升趋势的转型城市和呈下降趋势的降级城市 [1]，

而中国的多数收缩城市经济仍在增长，如齐齐哈尔 [2]。空间上，国外收缩

城市普遍经历过中心城区衰败的阶段，如美国底特律、德国莱比锡等。

而中国收缩城市的空间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龙瀛 [3]提出中国收缩城市

以“圈饼型”与“全域型”收缩为主，杨东峰等 [4]指出中国收缩城市存在

“人口流失与空间扩张”的现象。在更微观的空间品质上，收缩城市有时

会出现建筑空置、基础设施闲置、街道破败的景象，以美国锈带地区的底

特律、匹兹堡等为典型代表，中国的收缩城市也有比较高的建筑空置率，

并且建筑质量及环境在变差，如吉林延边龙井县 [5]，但目前未出现大量基

础设施闲置状况[6]，也未出现街道大规模衰败的情况。

对空间品质的评价，根据研究侧重点有不同的标准。周进 [7]从使用、

形象、保障三大类出发，细分出一系列衡量要素。唐静娴 [8]把街道划分为

建筑、道路、底商等要素，并分别做出评价。评价的方法也有多种，如客

观评价、主观评价、二维数据分析等。一些研究者在对品质做出评价的同

时也对品质变化进行了识别，Naik[9]用Streetscore指数来评价街道品质，

并对比得出五条城市街道从2007年到2014年的变化，唐静娴 [8]将街道品质

变化细分为剖面位置是否有变化和品质是否提升两个维度，并评判出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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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街道的品质从2012年到2015年的变化。

图像是常见的记录街道空间特点与人的活动的载体，例如，张择端的

《清明上河图》、梵高的《夜间咖啡馆》等，都展现了特定的街道空间，

但限于当时的技术手段，这些图像只能展现局部的街道，无法概括整个

城市的特征。伴随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谷歌、百度、腾讯等各大地图软件

推出越来越全面的街景功能，使大批量、全覆盖的街景图片研究成为可

能，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利用街景图片研究城市街道空间，如Run-

dle[10]、Zamir[11]、唐静娴[8]等。

近年来，腾讯地图等服务商推出了街景图片时光机的功能，用户可以

看到同一街道在不同时间的街景图片，这为研究街道的变化提供了可能。

本文将利用腾讯地图的街景图片及其时光机功能，比较齐齐哈尔市区街道

在2013年和2015年的空间品质，研究齐齐哈尔街道空间品质的变化。

二、方法

1．研究范围

本次研究的范围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心城区，主要为建华区、铁

锋区、龙沙区所辖区域，面积约为88 km2（图1）。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齐齐哈尔市辖区（含龙沙区等 7个

区）年末总人口从2006年起持续下降，已从2006年的144.22万人降至2015

年的136.59万人，并预计今后几年内也将保持下降趋势，“年末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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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每年12月31日24时在城市里的总人口数，无论是否拥有户籍与是否常

住，其多年的变化趋势能较真实地反映城市整体人口的变化趋势，因此齐

齐哈尔市市区在人口上呈收缩的趋势。按照“城市化地区的人口收缩”的

定义 [12]，齐齐哈尔市市区属于收缩城市。在经济上，近几年齐齐哈尔市的

生产总值（GDP）依然持续增长，2014年GDP为1 238.8亿元，较上年增

长5.2%。

2．数据获取

在研究范围内，首先获取全部街道中间隔100 m的点及其经纬度坐标

（并转换为火星坐标系），共计3 267个坐标点。在腾讯地图中，根据坐标

搜索附近50 m范围内最近的街景地图，然后筛选出有时光机功能的街景地

图点，共计1 216个。腾讯街景的时光机分别提供了2013年7月与2015年11

月的街景图片，每点有前后左右四个方向，于是每个点共有8张图片，共获

得街景图片9 728张，坐标点的空间分布见图2。

3．评价标准

首先，将街道空间按位置和建设情况分为三大类：街道、建筑、开敞

空间（图3）。其中，若街道一侧与街道同宽距离内有建筑物，则该侧为建

筑类，否则为开敞空间。每大类中根据需要评价的要素又细分为中类和小

类，如街道可分为车行道与人行道两中类，车行道又可分为铺装与车道两

小类。

对空间品质变化的评价有两种：客观识别与主观评价。客观识别是

对每小类分别进行的，判断其是否有变化。主观评价是对每中类分别进行

的，由笔者根据主观感受，结合建筑学专业知识，从环境、质量等维度进

行考察，排除季节因素，综合各小类变化，判断其变好、变差或无差别，

分类及主客观评价标准见表1。

其中，主观评价仅针对中类。因为小类太细，依次评判意义不大且对

品质变化的反映不够清晰，而各个中类指标差异较大又互相独立，若两个

中类的品质变化相反，很难综合评判一个大类或整个场景的品质是变好或

变差，因此不对大类及整个场景的品质变化做主观评价，所以对品质变化

的分析均以中类进行讨论。

主观评价的因素包括质量、环境等方面。具体来说，车行道品质变

化的主要标志是铺装质量、边界与道路标志线清晰程度。人行道品质变化

主要考察铺装质量、绿化数量、停车位数量及规范程度、街道家具完善程

度。建筑性质应衡量建筑拆除或新建前后的环境对比，包括建筑质量、整

洁度等。建筑立面主要考虑立面质量，对不同立面风格不做优劣比较。建

筑底商变化标志包括招牌质量、立面质量、进驻率。开敞空间性质衡量新

建建筑的质量、环境整洁度。开敞空间品质变化标志有绿化数量、小品数

量与质量、停车位数量及规范程度。

主观评价需排除季节影响，因此评价内容不包括主观印象、停驻意愿

等受季节影响较大的因素，仅是对物质空间的变化做出判断。建筑、道路

受季节影响很小，因此所有判别因子中会受到季节影响的只有绿化（存在

于人行道及开敞空间中），当比较两张图片的绿化时，会仔细观察每一株

植物，仅有冬夏形态区别不算作绿化变化，只有植株的数量变化或树枝明

显被修剪才会识别为绿化变化，确认绿化变化后，再综合其他小类的变化

给出该中类的品质变化。而两次街景图片中的空气质量相差不大，对主观

评价影响很小。

每个点有4个方向的图片，两个时间点共8张图片，任一方向上有变化

即识别为客观变化，主观评价则是综合每个方向上的变化情况统一做出的

判断（图4）。

三、结果

各类型的主客观变化结果统计见表 2及图 5（仅对中类进行主观评

价），其中，值得注意的结果有以下四种：

第一，近一半的街景点在客观上发生了变化，建筑的变化最多，街道

其次，开敞空间最后；第二，底商招牌、人行道铺装、车行道铺装是变化

最多的三个小类；第三，总体上，主观评价变好的点远多于变差的点，主

观评价变差的点的绝对数量很少；第四，街道主观评价变好的比例较高，

而建筑和开敞空间主观评价变好的比例不高。

图6则反映了各中类主观评价结果的空间分布情况，其中，值得注意

的结果如下：

第一，所有类别里空间品质变差的只有极少数，并无连片的变差区

域，也不存在某个观察点各项指标均变差的情况；第二，车行道与人行

道的变好点重叠率较高，呈现中心分布少，外围分布多的特点；第三，建

筑性质、开敞空间性质、开敞空间品质三类的变好点不多，且其分布位置

同样是以外围为主；第四，建筑立面和底商两类，变化但品质无差别点较

图1　研究范围——齐齐哈尔市中心城区
（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图2　多年街景点空间分布图
（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图3　街道空间分类（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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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尤其是底商，而且底商变化的分布呈现中心多外围少的特点。

四、讨论

1．空间变好与经济式微

首先，齐齐哈尔市依然存在空间扩张的痕迹。笔者在比较评价街景图

片过程中发现，分布在外围的街道变好的观察点，多是从没有铺装的土路

升级成为铺装完好、人行道和车行道区分明确的道路，这也可以解释车行

道与人行道变好点重叠率较高的现象，因为街道是作为一个整体被改造更

新的，而中心区的街道本已铺装完好，也无大的损坏，所以大部分没有变

化。建筑与开敞空间的外围变好点也多是由于新建的建筑、公园等提升了

空间品质。由这些发现可知，齐齐哈尔市市区的空间仍处在扩张之中，这

也符合杨东峰等[4]提出的中国收缩城市“人口流失与空间扩张”的悖论。

图4　客观识别与主观评价举例（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客观变化类型：车行道铺装 客观变化类型：人行道绿化 客观变化类型：新建筑 客观变化类型：立面整治

客观变化类型：底商招牌 客观变化类型：开敞空间小品 主观评价：人行道变好 车行道变好 底商变好 主观评价：开敞空间品质变差

表1  识别类型细分及主客观评价标准

大类 中类 小类 客观识别 主观评价
街道 车行道 铺装 变化记1，无变化记0 变好记1，无差别记0，

变差记-1车道 变化记1，无变化记0
人行道 铺装 变化记1，无变化记0 变好记1，无差别记0，

变差记-1绿化 变化记1，无变化记0
停车空间 变化记1，无变化记0
街道家具 变化记1，无变化记0

建筑 性质 拆除 被拆除记1，无变化记0 变好记1，无差别记0，
变差记-1新建筑 新建筑记1，无变化记0

立面 色彩及材质 变化记1，无变化记0 变好记1，无差别记0，
变差记-1立面整治 有整治记1，无变化记0

底商 数量 变化记1，无变化记0 变好记1，无差别记0，
变差记-1招牌 变化记1，无变化记0

立面变化 变化记1，无变化记0
开敞
空间

性质 新建筑 新建筑记1，无变化记0 变好记1，无差别记0，
变差记-1

品质 绿化 变化记1，无变化记0 变好记1，无差别记0，
变差记-1小品 变化记1，无变化记0

停车空间 变化记1，无变化记0

其次，齐齐哈尔市的街道空间品质并没有出现衰败趋势，反而有变好

趋势。仔细来看，对品质变好的贡献大部分来自街道的改善。这些街道的

改善表明，尽管人口在减少，但是城市市政没有停止投入用来改善街道品

质的资金。在建筑上，虽然变化较多，但多数为简单的底商变化，少数的

立面整治和材料变化改善了空间品质，而极少有空间自然衰败的观察点。

此外，频繁的底商变更意味着经济活力不足。统计数据显示，两年

内全城的底商换了两成有余（考虑到有些街景图片里不存在底商，变化的

底商占所有底商的比例实际更高），这些变更绝大多数是商家的变化，并

不只是招牌的改善，并且这些变化的底商集中在较为中心的区域，这更能

反映出中心已建成城区所发生的变化。底商的数量和变化趋势可以反映

一个城市的经济活力，但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适量的商家变更代

表着一定的经济活力，但过于频繁的变化则预示着经济活力的缺乏。齐齐

表2  主客观变化结果统计

大类 大类变化/个 中类 中类变化/个 小类 小类变化/个 发生变化/个
街道 251

（20.64%）

车行道 154（12.66%）

变好138，变差0
铺装 126（10.36%） 590

（48.52%）

注：共1 216
个观察点

车道 50（4.11%）

人行道 194（15.95%）

变好178，变差3
铺装 170（13.98%）

绿化 36（2.96%）

停车空间 24（1.97%）

街道家具 94（7.73%）

建筑 367
（30.18%）

性质 30（2.47%）

变好17，变差1
拆除 13（1.07%）

新建筑 17（1.40%）

立面 126（10.36%）

变好53，变差1
色彩及材质 92（7.57%）

立面整治 68（5.59%）

底商 272（22.37%）

变好20，变差1
数量 37（3.04%）

招牌 268（22.04%）

立面变化 17（1.40%）

开敞
空间

97
（7.98%）

性质 83（6.83%）

变好44，变差0
新建筑 83（6.83%）

品质 19（1.56%）

变好8，变差2
绿化 9（0.74%）

小品 10（0.82%）

停车空间 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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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人口—经济—空间下行滞后（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180个城市
2000～2010年

xx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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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市临街店铺变化较快，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人口的减少导致消费活力

下降，从而使做生意的难度增加，底商难以持久。但这种活力的缺乏并不

是非常严重，因为完全没有活力会造成底商数量减少，这在齐齐哈尔市没

有发生。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招牌变更意味着商家的更换，只有个

别是同一商家改善了自家招牌，这与唐静娴 [8]对北京居住区外围街道的底

商招牌变化评价有本质的不同。对北京的研究虽然表明底商招牌变化率

达34%，但并不代表商家的更换，事实上，从其文中描述可推知此变化以

“店主对底商店面的整改”为主体，即对自家招牌的改善，这与齐齐哈尔

市的特点不同，两者并无矛盾。

总而言之，目前齐齐哈尔市的空间规模在扩张，空间品质在缓步提

升，但同时有迹象表明城市的经济活力式微，这构成了齐齐哈尔市目前的

“空间变好与经济式微”的现象。

2．人口—经济—空间下行滞后

结合本文的研究及笔者研究团队之前对中国收缩城市的研究，有望

推断出齐齐哈尔市目前及可预见的未来内在人口、经济、空间的变化。首

先，齐齐哈尔的人口在下降，这是已经开始的变化，并且这种趋势在接下

来的几年内会持续下去；其次，目前齐齐哈尔市的经济仍在增长，但从底

商的变化及人口的减少中我们已经感受到经济活力的式微，若无别的因素

干预，预测在不久的将来经济指标也会呈下降或停滞趋势。最后，目前的

研究反映出空间品质仍在变好，并且极少有空间衰败的地区，但随着人口

的减少与经济的下滑，对空间品质改善的资金投入会变少，对空间品质的

维护投入也会变少，若无其他干预，最终将会出现空间的衰败。

图6　各中类主观评价的空间分布（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总观测点 车行道 人行道 建筑性质

建筑立面 底商 开敞空间性质 开敞空间品质

总观测点1 216

无变化

变好138

变化但无差别16

变差0

无变化

变好178

变化但无差别13

变差3

无变化

变好17

变化但无差别12

变差1

无变化

变好53

变化但无差别72

变差1

无变化

变好20

变化但无差别251

变差1

无变化

变好44

变化但无差别39

变差0

无变化

变好8

变化但无差别9

变差2

图5　各中类主客观变化结果统计（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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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三个指标的变化趋势放在一起，我们便会发现收缩城市的“人

口—经济—空间下行滞后”现象（图7），即人口先减少，随之而来的是经

济的下滑，最后出现空间品质的下降。

关于下行滞后现象的原因，则与下行出现的诱因及反应延迟有关。

通常来说，中小城市的吸引力比不上大城市，又没有足够的迁入人口，总

人口就会开始流失，人口流失的同时，原先处于发展中的经济并不会立刻

停滞，而是继续向上发展，随着人口流失带来的影响逐步扩大，经济会逐

步放缓再开始下滑，空间品质是经济活力的一种体现，当经济上行时，空

间品质会保持提升的趋势，当经济开始下滑时，对空间品质改善的投入减

少，空间不会立刻衰败，但会随着时间流逝逐渐变差，又没有足够的资金

投入以抑制这些变差的趋势，于是空间便会开始不停衰败下去。并且这是

一个正反馈的循环，下行的经济和空间品质会加速人口的流失，而人口的

流失又会加速经济的下滑和空间的衰败。

若将此理论放大到全国范围，目前中国的收缩城市大多数处于人口收

缩到经济下滑之间的阶段，而部分城市已处于经济下滑阶段，少有空间衰

败的案例。与国外一些人口、经济、空间品质全面崩溃的城市相比，中国

的收缩城市还具有较大的挽回余地，通过适当的规划干预将有机会预防经

济和空间品质的大滑坡。

3．应对措施建议

以齐齐哈尔市为代表的中国收缩城市，大多数处于人口收缩到经济下

滑之间的阶段，为防止经济和空间品质大规模下滑，应采取一些必要的城

市规划措施，停止人口增长式规划，转为应对人口收缩的规划。“精明收

缩”是一种源于东欧、发展于美国的针对收缩城市的规划策略 [13]，其中有

一些理念可以为中国收缩城市所用。

首先，城市管理者和市民需承认城市的收缩。目前主流的扩张式规划

对收缩城市是弊大于利的，有限的资源被分散在很大的范围内，不仅解决

不了城市问题，反而会助长收缩城市的衰落。观念的转变仍是中国收缩城

市需要解决的头等要事，只有确认了城市收缩这一事实，才有可能做出相

适应的规划。

其次，发挥城市特色，为经济转型寻求出路。若不改变经济发展方

式，人口的减少势必会影响经济的运行。此时需要深入发掘城市特色，寻

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有目的地引导城市往优势路径上发展，形成小而精、

有特色的城市。

此外，应更加注重城市公共空间的打造，通过合理的设计提升街道活

力和公共空间品质，通过尺度把握与细节设计让街道更亲切，增强人们停

驻的意愿，避免出现消极的公共空间，预防空间衰败情况的发生。

五、结论与展望

利用腾讯街景图片，笔者对齐齐哈尔市中心城区 1 216个观察点从

2013年到2015年的街道空间品质变化进行了客观识别和主观评价。评价

结果显示，虽然齐齐哈尔市的人口在流失，并且呈现出经济活力不足的趋

势，但是中心城区的空间品质在缓步提升。这种“空间变好与经济式微”

的现象促使笔者推断出收缩城市的“人口—经济—空间下行滞后”现象，

即城市在收缩过程中，人口、经济、空间品质的下滑并不同步，而是存在

时间差的。中国的收缩城市大多处在收缩前期，利用这个时间差，采取一

定措施，可以避免经济和空间品质的大滑坡。

本研究仅以齐齐哈尔市中心城区为例，探讨了收缩城市的空间品质

变化，下一步还需对其他收缩城市的空间品质变化进行评价，以确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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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经济—空间下行滞后”现象的适用范围。此外，对空间品质的评价不

限于对街景图片的主观打分，还可以融入人在街道空间中的实际感受，也

可以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降低评价的主观性，使对空间品质变化的测度更

加全面、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