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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手册  

《推动儿童友好的城市化》是一本关于儿童友

好型城市规划的手册，它提出了城市规划应首

先关注儿童需要的相关概念、依据和技术策略。

本手册以儿童为重点，就城市规划应该在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发挥的核心作用提供了指

导，即从全球到地方，通过创建繁荣和公平的

城市，让儿童生活在健康、安全、包容、绿色

和繁荣的社区中。

为什么为儿童规划城市很重要

对主要城市状况的分析显示，城市化不一定能

为儿童带来可持续的城市环境。首先， 尽管为

贫民窟的改造做了大量工作，但贫民窟居民的

总人数有增无减，现已增至 8.8 亿。据估计，

全球有 3 亿贫民窟居民是儿童，他们遭受多重

剥夺，生活没有发言权， 无法获得土地、住房

和服务。其次， 由于没有对规划进行投入，城

市扩张主要以零散的方式进行， 集中度有限， 

缺乏公共空间，城市形态也不紧凑。对儿童来

说，这意味着不健康和不安全的环境，步行和

玩耍的选择有限， 与社会网络、服务和当地经

济的联系也有限。第三，现有的城市地区在能

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占比较高， 从而对

环境和城市本身造成压力。要更好地利用城市

资源系统，就必须在能源效率和形成可持续生

活方式方面进行创新。由于儿童的行为深受他

们与城市环境的持续互动的影响，因此儿童参

与建设可持续城市将决定了我们的城市和地球

的未来。

城市带动繁荣，同时也带来不均衡。不均衡的

空间易让儿童受到伤害，但这一问题往往被忽

视。空间不均衡在诸多方面均有显现，也揭示

了土地价值、土地所有、土地使用以及对建成

环境进行空间规划和管理的重要性。儿童及其

家庭，特别是最弱势的儿童及其家庭，在很多

方面面临着空间不均衡性的局面：生活成本和

得到城市服务的成本高；城市服务的地理空间

分布不均衡；建成环境差；土地资源和城市空

间的布局不均衡。

不可持续的建成环境减少了为儿童提供服务的

效果，甚至几乎无法提供服务。在城市环境中，

最弱势儿童的脆弱性与建成环境密切相关。由

于分布不均、未进行有效规划以及设计和施工

质量差等原因，不可持续的建成环境对儿童获

得城市服务形成了制约。这就导致了城市特有

环境下的卫生问题，而单靠卫生系统并不能解

决这些问题。目前的主要疾病已不再是传染性

疾病，而是非传染性疾病。当儿童和他们的看

护人无法评估风险、提前准备或确保安全时，

这样的建成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威胁。最后，建

成环境还会影响儿童的参与程度，比如儿童集

中活动的公共空间，以及其他提供有形、社会

和数字联系的基础设施。

建成环境为城市致力于尊重儿童权利和公平规

划提供了机会。鉴于全球日趋城市化，让儿童

参与有关影响他们的生活环境、与城市资源的

互动以及塑造行为习惯的决策提供了极大的可

能性。认识到童年是儿童融入城市并享受城市

便利的重要时期，是为不同年龄群体找到空间

解决方案的关键。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的特点

与众多学者公认的可持续住区和可持续城市的

概念标准相似，即城市规模、邻近性、可步行性、

混合用途、公共空间、独立出行和连通性。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手册：为孩子营造美好城市 5

儿童权利和城市规划原则

通过采用十项《儿童权利和城市规划原则》，

城市将不仅有助于儿童的成长，其作为子孙后

代的家园也将变得更加繁荣。所有的城市应致

力于：

原则 1 投入—— 尊重儿童权利，投入儿童友好

型城市规划，确保儿童拥有安全、洁净的生活

环境，让儿童参与地方干预措施、利益相关方

参与、以及有据可依的决策等工作，从而保障

他们从幼儿到青少年的健康、安全、公民权、

繁荣和可持续的城市环境。

原则 2 住房和土地权属——为儿童和社区提供

负担得起的适当住房并保障其土地权属，让他

们可以安全、有保障地生活、睡觉、玩耍和学习。

原则 3 公共服务设施——为儿童和社区提供可

用的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基础设施，让儿童

茁壮成长的同时还能学到生活技能。

原则 4 公共空间——为儿童和社区营造安全、

包容的公共空间和绿色空间，让儿童在户外聚

会和活动。

原则 5 交通系统——发展主动交通和公共交通

系统，确保儿童和社区能独自出行，让他们能

够平等、安全地获得其所在城市的所有服务和

机会。

原则 6 水和卫生综合管理系统——为儿童和社

区提供安全的水和卫生服务，建立综合性的城

市用水管理系统，让他们可以适当、平等地获

取安全和负担得起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服务。

原则 7 粮食系统——构建农场、市场和供应商

三位一体的粮食系统，儿童和社区可以永久获

取健康、负担得起并可持续供应的食物和营养。

原则 8 废弃物循环系统——发展零废物系统，

确保可持续的资源管理，让儿童和社区能在安

全和洁净的环境中成长。

原则 9 能源网络——整合清洁能源网络，确保

可靠的电力供应，让儿童和社区随时能获取各

种城市服务。

原则 10 数据和信息通讯技术网络——为儿童

和社区整合数据与信息通信技术网络，保障数

字连通性，让他们可以普遍享受到负担得起的、

安全和可靠的信息和通信。

如何规划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

为营造儿童友好型城市，必须调整和加强现有

的城市规划和政策。通过优先考虑儿童的需

要，城市规划将以三种方式促进规划方案的

拟订：

1. 多尺度地规划城市空间。以地区为基础的城

市规划能更好地为儿童提供服务，并营造干

净、安全的建成环境。

2. 鼓励儿童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参与。过程导

向的的城市发展，从联盟组建到儿童友好型

城市环境的共同建设，都需要儿童的参与。

3. 利用地理空间等城市数据平台。制定以儿童

为中心的、有据可依的决策，考虑了最弱势

儿童所面临的城市空间不均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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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的适用对象
  

本手册旨在为参与建成环境的规划、设计、改

造、建设和管理工作的人士提供参考。

各专业领域的利益相关方做出的重要决定都影

响着我们的城市环境。往往在城市规划或政策

缺失时，城市环境的风貌和功能便会受利益相

关方的影响。每个利益相关方都有责任营造儿

童友好的城市环境：确保儿童享有他们应有的

城市童年时光，并使儿童成长为未来城市的主

力军：

城市规划专业人士 在空间规划和利益相关方的

参与等日常工作中使用不同工具，从而营造可

持续的建成环境。

城市政府 负责城市发展和管理的决策，比如：

资源配置、土地利用、监督与监管、协调不同

的利益相关方，以及提供切实的服务

私营部门 比如开发商、投资机构、承包商、服

务供应商、技术公司，修建大量的基础设施，

以满足人们生活所需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民间团体组织 比如社区组织和地方非政府组

织，支持社区发表意见，共同确定他们需要的

城市空间、土地利用方式，以及应该提供的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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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城市规划中的利益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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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的目标	 	

让利益相关方相信，营造儿童友好的城市是最

佳选择，这不仅能让儿童受益，也能让现在和

未来的所有公民从中受益。读者可根据自己的

需求阅读本手册。

推动规划为儿童营造美好的城市：

· 让利益相关方了解建成环境与儿童的脆弱性

之间的关系；

· 让所有利益相关方认识到建设儿童友好型城

市环境的好处；

· 反思为何城市环境对儿童不友好以及如何

改变；

· 确定特定的城市空间，为儿童进行更好的

规划；

· 展示如何通过城市规划工具营造儿童友好型

城市环境；

· 通过不同的城市环境实践和案例提供启示和

参考；

支持构建儿童友好型城市的进程：

· 让儿童参与与建成环境相关的决策；

· 与利益相关方建立联盟，共同关注问题、分

享知识和资源，从而促进变革；

· 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与其他城市规划部门协

调发展，他们在卫生、安全、公民权、应对

气候变化能力和繁荣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目

标；

· 明确变革的方向，划定供儿童使用的城市空

间，为迈出变革的第一步做准备；

· 引导社区行动，从有限的资源入手，逐步形

成根本性的变变革。

为构建儿童友好型城市提供依据：

· 通过社区主导的城市状况分析，明确变革的

底线和优先顺序；

· 选择能反映儿童友好的指标，设立目标；

· 将与儿童相关的投入和成果数据作为依据，

推动政策的改变。

影响利益相关方：

· 在理论课程和专业技能课程中，培训和传授

儿童权利和城市规划方面的内容；

· 向政府领导者提出政策建议，完善与儿童相

关的城市规划政策；

· 培养社区参与评估现状、确定问题和解决方

案、共同为儿童缔造更好环境的整个过程的

能力 ;

· 与私营房地产开发商签订合约，致力于共同

保护儿童权利和开展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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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本手册	 	

手册主要由以下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列举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案例并说明

每个利益相关方所承担的角色。第一部分有三

章，每一章回答一个问题，城市官员、房地产

行业管理者和社区管理者等城市规划的相关人

士可略去第二部分，快速阅读这一部分。

第 1 章：为何要为儿童规划城市？综述城市化

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与建成环境相关的儿童

脆弱性，以及城市规划如何支持儿童友好的城

市发展项目（见第 11 页）。

第 2 章：我们能为儿童规划什么 ? 根据利益结

构和建成环境的不同组成部分，明确儿童权利

和城市规划原则的核心。

第 3 章：如何为儿童规划更好的城市？列举城

市规划的工具，并阐明如何通过城市规划的三

个潜在优势来规划儿童友好型城市：为儿童提

供空间，让儿童参与变革过程，制定基于儿童

特定需求的城市政策。分三步对工具加以组

织，城市规划可先着眼于当前短期效果，同时

为长远变革奠定基础。“垫脚石”方法也有积

极的一面：每个城市根据自身能力和资源，可

以逐步采取措施，使其在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

中更加富有成效。（见第 49 页）。

第一部分的结尾是一份儿童权利和城市规划原

则清单，使每个利益相关方能够快速评估，在

自身能力和资源基础上能为改善儿童状况做些

什么。该清单是本手册的主要部分，对于参与

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的每个利益相关方启动、

监测和评估其投入极具参考价值，包括短期（只

需简单步骤，1 年）、中期（3 年）和长期（7

年）投入（见第 62-65 页）。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为城市规划利益相关方的日常工作提

供了技术支持：城市规划专业人士、负责城市

发展规划和对城市环境有重要影响项目的公务

员、房地产开发项目负责人、社区发展负责人。

他们将会得到关于儿童友好型城市的规划、建

设和管理方面的详细指导，包括从单体建筑到

城市尺度，从相关方参与规划到实施落地，从

评估到监督和评价（见第 67 页）。

第二部分的技术章节详细阐述了第一部分列举

的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的工具，以及城市空间、

城市系统和城市网络的 9 种类型。这一部分阐

述了儿童权利和城市规划原则，并介绍了对儿

童的好处，相关定义、概念、好的实践，以及

对城市环境的每个部分进行儿童友好型城市规

划的途径。



瑞施 - 奥罗宾多居住区的萨利姆谢卡

尔（13 岁）展示一张他和伙伴全手

工绘制的社区地图，他们参加了由印

度加尔各答社区地图机构组织的一系

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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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为孩子营造美好城市很重要1
为什么要为儿童规划城市？

• 城市面临哪些挑战？
• 为什么要聚焦儿童？
• 城市规划为什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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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面临哪些挑战？	 	

我们正迎来越来越多的人在城市生活的

时代——这本应是个好消息，因为城市

拥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教育和就业前

景——但问题是城市化进程正以人类历

史上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扩张 ...... 为
了应对目前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的问题，

我们需要每周为一百万人建一座新城，

而每个家庭需要花费 10，000 美元。

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并不能阻止

人们涌入城市——他们将一如既往地

来——但他们的生活条件将变得十分恶

劣。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专业途径解决，

而不是依靠慈善机构。我们需要最优秀

的人士竭尽全力解决这个问题。1

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

建筑师，2016 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

不可持续的城市化道路

到 2015 年，全球有将近 40 亿人生活在城市，

占世界人口总数的 54%。到 2030 年，城市人

口预计将增加 10 亿，届时城市人口将占世界

人口的 60%。2 全球人口增长几乎就是一个城

市问题，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他们生活在

城市边缘或沿迁移路线而居，把未建设的土地

变成了新的城市空间。从城市的现状和城市化

的规模和速度两个方面来看，可持续的城市化

面临以下三方面的挑战 :

1. 未完成的贫民窟工作

 “千年发展目标”（MDG）第 7D 项是要实

现“到 2020 年明显改善至少 1 亿贫民窟居

民的生活”，这一目标已经超额完成。3 然

而，随着城市人口不断攀升，贫民窟居民

数量也随之增加。目前，全球大约有 8.8 亿

贫民窟居民，而 1996 年为 7.5 亿。其中大

约3亿是儿童。这些儿童承受着多重的剥夺；

他们的家庭无法获得土地、住房或基本的

服务。贫民窟居民没有土地使用权和所有

权保障，也就丧失了发言权。他们直接被

忽视。

 在贫民窟居民容身的城市，城市内部差距

非常明显。贫民窟居民人口仍将持续增长，

但许多国家还没有准备好通过提供负担得

起的住房、基本服务和土地所有权保障来

应对这一挑战。4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

东南亚国家的贫民窟城市化进程正在加快，

但这些国家的规划能力较弱，或者是近来

才具备初步的规划能力。在亚洲、北非、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等其他地区，经过一定

的规划设计和政策调整，贫民窟人口已经

稳定下来，可以集中精力解决贫民窟的现

状问题。

2. 面对可预测的城市化速度和规模，规划准备

不足

 2000 年到 2030 年，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

将增加一倍，而与之对应的城市建成区面

积将增加两倍。5 特别是低收入国家的城市

化速度很快，但支撑城市发展的经济实力

和制度能力薄弱。城市化的进程中通常只

有有限的管控，或者根本没有管控，这就

导致大量的贫民窟集中在城市中心，私搭

乱建的房屋连成一片并逐渐往外蔓延。在

没有城市规划的城市化过程中，人们不可

能得到基本服务、住房、基础设施和公共

空间，即使能够得到也非常有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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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亚洲 欧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北美洲 大洋洲

2014年城市人口

40亿

5.5亿
14%

21.3亿
53%

5亿
13%

2.9亿
7%

4.8亿
12%

3000万
1%

2.1亿
24%

2014年城市贫民窟人口

9亿

5.6亿
64%

1亿
12%

2015-2030年间城市人口增长

3.2亿
28%

2000万
2%

11亿

6.6亿
58%

9000万
8%

4000万
4% 1000万

1%

2015
2030

2014
贫民窟

50 10 15 20 25 30
（亿）

非洲

亚洲

欧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北美洲

大洋洲

2015年和2030年按地区划分的城市人口

8亿

27.9亿

5.7亿

6亿

3.3亿

0.3亿

 一般来说，城市扩张会导致建成环境的碎

片化，降低集中度，缩减公共空间，城市

形态不紧凑。这意味着公共基础设施的建

设成本上升，公众参与度降低，人均二氧

化碳排放量和有害污染物增加，地方经济

发展对私人投资的吸引力变弱。对儿童而

言，他们不能在健康、安全的环境下生活，

步行和玩耍的选择有限，社会联系减少（社

会网络和服务），未知的公共投入，有限

的生活技能培训，以及难以享受当地经济

发展带来的好处。

3. 城市面临的环境挑战

 城市地区的人口约占全球人口总数的50%，

但能耗却占 60%-80%，二氧化碳排放占大

约 75%。6 由于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将会

创造更多的财富，形成更多的发展标准和

消费模式，尽管城市在努力减少碳的排放，

但依旧会消耗更多的能源和资源。随着城

市碳排放的不断增加，全球人口更容易受

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城市本身很容易受海

平面上升、移民增加、供水不足和食物短

缺的影响。如果不在城市风险防御方面加

大投入，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将使更多的

城市家庭陷入贫困。7

图 2：按区域划分的城市面临的挑战数据

碳排放水平是发达国家城市的最关注的问题，

也是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和亚洲）

新兴城市面临的严峻问题。为应对这一挑战，

需要在提高能源效率和转变生活方式两个方面

进行创新。当我们竭力改变城市行为，围绕气

候问题展开对话时，儿童就成为了对话的焦点

问题。

城市带来繁荣，也导致不均衡

古往今来，人们往城市迁移的根本原因从未改

变：享受更好的服务，找到满意的工作，拥有

思想和行动上的自由；在安全和健康的城市环

境中找到制度上的支持和安慰。人们移居城市

并逐步立足的方式是一致的：先找一个负担得

资料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根据以下
资料进行分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
部人口司（2014 年）《世界城镇化展望
报告》：2014 年修订版，CD-ROM 格式；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17
年）。《世界人口展望报告》：2017 年
修订版，DVD 格式；联合国人类住区规
划署（联合国人居署，2016 年），《2016
世界城市状况报告》。

注：城市贫民窟人口估计数系根据《2016
年世界城市报告》中对联合国人居署的
估算得出，未按联合国《2017 年世界人
口展望》最新人口估计调整。所有对城
市贫民窟人口的估计仅指“发展中”国家，
全球数据指是“发展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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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住处，然后开始找工作，努力工作积攒财

富，生活越来越好，社会地位逐渐提升。地方

政府当局和公共机构在这个过程中承担着不同

的责任——他们帮助但有时也会阻碍这些新成

员适应城市生活。8

通常情况下，城市居民可以从各个方面享受城

市便利：获得服务和服务支持、经济机遇、社

会结构、治理机制、以及充满活力的城市环境。

然而，纵观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历史，这些愿

景具有两面性，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城市悖

论。例如，从经济层面来看，城市是最重要的

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来源，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的

作用是不断上升的。城市拥有全球 54% 的人

口，但其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国内生产

总值的 80% 以上。2006 年至 2012 年，来自

图 3：城市悖论的四个维度

城市悖论 繁荣 机遇 不均衡性 脆弱性

服务和经济

获得基本服务 为所有人提供服务、就近、负担得起 市场供应、不便利、负担不起

经济 地方经济和就业岗位多样化、竞争、创新、社会支持 单一经济、缺少就业机会、不安定的生活、非正式就业不被重视

社会结构

社区 共同的价值观、福利的分配、多样性 家庭不和睦、社区被排斥、群体被歧视

个人 自由的社会和文化选择、赋权、参与 缺乏保护，犯罪、虐待、隔离

治理机制

问责 公民信任，地方治理，社区代表 缺乏地方问责制，腐败，被代表

决策 有据可依，基于共识 城市数据不足，缺乏协调

规划 风险提示、风险防范、具备抗风险能力的社区和基础设施 信息缺失，不具备风险防范能力和适应力的基础设施，脆弱的社区

城市环境

建筑空间 合理规划的环境，安全和便利的公共空间和服务，共享土地价值 未经规划的环境，不安全和不便利的服务，缺乏土地权利和价值共享机制

资源系统 可持续、公平和可靠的资源分配和资源获取，碳的平衡 资源供应不可持续和不易稳定获取、温室气体排放量大

环境 清洁安全的环境，绿色导向，适应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 特定的环境问题，污染，土地退化，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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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个国家的全球最大的 750 个城市创造了 8，

770 万个私营部门的就业岗位，占其国家私营

部门新增就业岗位的 58%。9 然而，与之相悖

的是，城市中往往有大量无业人员，他们无法负

担昂贵的基本服务，生活在受污染或没有保障的

环境。

城市悖论概括了城市化如何创造机遇，同时也

给居民带来潜在的伤害。某些情况下，城市中

的贫富差距比农村地区的贫富差距更大，或者

从比例上看，城市服务网络所覆盖的穷人可能

少于农村服务网络覆盖的穷人。10 尽管缺乏全

球城市内部差距的一致数据，但大多数城市都

存在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生活在城市周边地

区或者外围的人无法享受城市的福利。这些被

边缘化的居民通常被称为城市穷人，他们的收

入可能高于农村穷人，但在公平享受福利方面

可能远远不如城市富人。他们在城市中心的贫

民窟或新兴城市的城郊地区形成隔离的社区，

享受不到城市服务，也很难找到正式的工作。

城市要在社会、制度和空间结构等方面有足够

投入，才能确保所有城市居民都能实现体现在

四个维度的城市繁荣（见图 3“城市悖论的四

个维度”）。公平问题得不到解决，城市便会

衰落。没有强大的机构、有效的卫生和社会网

络、公平的财富分配以及安全清洁的生活和工

作环境，人们对公共机构的不信任就会与日俱

增，差距不断扩大，暴力事件增加，也就无法

吸引新的经济投资。

城市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可以通过规划、筹资

和管理来满足公民的期许。如果成功，人们便

能共享城市繁荣。如果失败，便只有少数人独

享繁荣。

空间布局的不均衡

目前，对城市不平等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普遍

接受的定义，但是很明显，“不平等”这个说

法可以用来描述城市中弱势群体的遭遇，他们

在图 3 的四个维度中的一个或多个维度中被

忽视。

城市不平等在空间上也通过三种形式体现，如

下图所示，分别代表不同的城市，资料来源于

公开的数据平台。虽然是在发达的北半球国家，

映射分析显示了不同形式的城市内部差异的地

理位置。11

定义

术语表见第 184 页。

城市 / 城市环境－这两个词可相互替换。“城市”

和“城市环境”这两个词并不是定义明确的地理

或行政实体，而是更具有概念性的含义，指的是

一个以建筑空间为主、人们进行形式多样和强度

不一的活动的集中环境。一般来说，“城市环境”

更多的是指静态的建成环境；一座“城市”有更

加动态的环境，利益相关方可以在这里通过社会、

经济和制度机制不断地相互影响。

城市地区——每个国家根据行政管理、人口统计、

经济和实体标准对“城市地区”都有自己的定义。

一般指有明确边界的区域，可以俯瞰城市地区范围

之外的城市环境（“城市周边地区”）。

建成环境——城市环境的实体和功能特征，包括

建筑物、基础设施和开放空间。

城市空间——具备共享属性，可供共同使用的

空间。

城市系统——城市可以定义为城市资源系统的地

理载体，它有三个组成要素：供应链、人与系统

相互作用的环境和消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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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能平等获得城市服务（全市范围内）——

特别是在贫困居民区，城市基础设施和资源

管理机制匮乏，人们根本负担不起，城市服

务不完善或效能低。资源的获取受到限制，

包括：绿地、可持续交通、水和卫生服务、

城市废弃物管理、清洁能源、健康食物以及

信息通信技术网络（ICT）。

2. 建成环境（居民区）较差——经济状况不好、

物资匮乏、社会和环境脆弱的地区和居民区

通常都很贫穷。建成环境差、社会安全没有

保障和环境的脆弱，都显示了一个居民区及

其社区的社会经济地位。

3. 土地利用与城市空间（居住环境）分布不均

 ——空间布局和建成环境设计没有优先考虑

城市贫困人口或弱势群体的需要，例如孩子

多的大家庭、缺少父母帮助的青年、残疾儿

童、妇女和老人。如果空间布局和环境设

计没有考虑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需要，

则更有可能导致没有适当的住房，街道缺少

步行和骑行的空间，以及供儿童使用的公共

空间。

  

对空间布局不均衡的分析揭示了土地价值和土

地所有权的重要性。按照供需的基本经济规律，

城市生活成本高意味着穷人（在住房、交通出

行、食物方面）的购买力低。他们不得不过着

远低于体面水准的生活，居住在非正式居所，

这使他们远离公共机构和服务，而这些公共机

构往往对这些弱势群体赖以生存的非正规经济

和生计视而不见。公共服务行政部门和私营部

门不愿建立将弱势群体的非正规经济和生计纳

入财富再分配系统的服务和制度。在决策过程

中，城市贫困人口无法行使权利或参与。此外，

政府常常忽视环境风险对最弱势群体的重大影

响：粪便污染、空气污染、噪音污染、道路交

通事故和灾害风险。

由于城市土地价值高，建成环境的物理边界和

不均衡的土地分布可以使社区经历几代人都不

会改变，即使贫困居民区地处城市中心。解决

城市不平等的政策必须将空间的不均衡考虑在

内。对城市贫困的分析应考虑当地生活成本的

标准，以确定弱势群体的生活范围以及他们获

得城市服务需要得到哪些支持。

公共交通工具的可达性

低 高

0 1 2 3 4km

图 4：日本东京，公共交通不均

          衡分布热力图

这张热力图根据公共交通的可达性突出

显示了东京市中心所在区域，包括轨道

交通站点之间的距离和站点的集中程度。

从中可以看出，居住在红色区域的居民

在离家较近的地方有多种交通选择，而

居住在绿色或白色区域的居民选择较少，

且不易到达。

数据来源：公开街道地图

                （OpenStreet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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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高

人行道面积占街道总面积

的百分比

A

B

街道

人行道

建筑物

状况良好

需要整修或不适合居住

建筑物状况

图 5：美国芝加哥，通过建筑物状况定位贫困区域

这张地图根据芝加哥每一座建筑物的具体情况涂上颜色，黑色代表状况良好，

红色代表状况不佳。从远处看，显示出明显的空间发展趋势。状况不佳的建

筑集中分布在城市的南部和西部，这两个地区也相对最贫困。

数据来源：芝加哥市数据门户网站 < data.cityofchicago.org>  

图 6：西班牙巴萨罗那，街道和公共空间地，突显人行道

          空间占比低

上图：这张巴塞罗那的马塞克地图根据每个街区的人行道面积占街道总面积的比例着色。黑色线

条是城市不同地区的分界线。下图：这两张地图显示一处人行道面积占街道面积的比例较低的居

民区的一段（A，L’Eixample 居住区）和一处比例较高的居住区（B，El Raval 居住区）。通过对比，

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在不同的规划选择下的人行道和车行道的空间分布。

数据来源：加泰罗尼亚地质与制图研究所 < www.icgc.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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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从千年发展目标（2000 年）到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 年）

                                 千年发展目标

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 实现普及初等教育 

改善产妇保健
与艾滋病、疟疾和
其他疾病作斗争 

制订促进发展的
全球伙伴关系 

促进两性平等并
赋予妇女权力

降低儿童死亡率

确保环境的可持续
能力 

无贫穷 零饥饿 良好健康和福祉 优质教育

经济适用的清
洁能源

体面工作和经
济增长

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减少不平等

气候行动 水下生物 陆地生物 和平、正义和
强大机构

性别平等 清洁饮水和卫
生设施

可持续城市和
社区

负责任消费和
生产

促进目标实现
的伙伴关系

可持续发展目标

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的全球发展

2015 年以前，国际发展计划聚焦于实现国家目

标，消灭农村极端贫困，为最弱势群体提供服

务等。2000 年的千年发展目标将环境定义为一

个需要保护的生物和自然系统，并将其作为一

个与人类发展议题不同的特别议题。对人们生

活环境的关注都集中在消灭贫民窟、获得用水

和卫生服务，没有特别关注城市的问题。 

然而，今天的国际发展框架说明了城市以及对

城市发展和地方能力的投入的重要性。可持续

的环境已成为保障最弱势群体能够获得基本服

务和使所有居民都能受益的基础。

两大框架为可持续和包容的城市化设立了明确

标准：12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5 年），

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SDG）11——可持

续性城市和社区：“建设包容、安全、有抵

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可持续发展目标 11 把城市作为可持续发展

的核心，与规划安全、包容、可获取公平服

务的社区环境并重。此外，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指标体系已经认识到城市发展的重要性，

要求各国将城市的指标和乡村的指标进行区

分。可持续发展目标强调，可持续发展需要

地方能力和权利下方。13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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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市议程》（2016 年）描述了城市利

益相关方、各国政府和国际发展机构的共同

愿景，即在普遍获得服务、空间和基础设施

方面，为建设服务于所有人的可持续城市，

必须考虑到哪些因素。《新城市议程》以人

权的道德和法律要求为基础，例如获得适当

的住房、水和卫生设施、健康、教育和工作

的权利。14

这些框架刚刚建立，具体执行尚处于起步阶段。

执行机制、角色和使命仍在制定中。在很多国

家，地方政府能力有限，无法承担规划和筹集

资金的责任。许多国家直到现在才开始制定全

国性的城市政策。发展中城市的制度往往不健

全，易导致相关各方分工不明，责任不清；服

务提供商能力低下，以及缺乏整体的规划。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新城市议程》

提供了一个契机，加强城市在规划方面的专业

能力，为最弱势群体特别是儿童营造城市。 

 

印度，加济阿巴德，维查耶纳伽尔，查德马利筑基，孩子们在塑料覆盖的屋外玩耍。

http://nua.unhabita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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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聚焦儿童？	 	

如果我们能为孩子们建设一个成功的城

市，我们就是为所有人建设了一个成功

的城市。

恩里克·潘纳罗萨

(Enrique Peñalosa)，

哥伦比亚波哥大市市长

(1998~2001，2016~ 至今 )，

城市和交通政策专家

儿童拥有权利

根据多项国际条约，儿童是指 18 岁以下的人。

儿童与成年人同样享有人权，但他们往往需要

不同于成年人的特殊照顾和保护。儿童依赖于

成年人以及成年人的决策。1989 年，世界各

国领导人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专门针对儿童

的《儿童权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15

《公约》规定了必须为儿童实现的充分发挥个

人潜力的权利，以及不受饥饿、贫穷、忽视、

虐待的权利。这是第一部将包括公民、文化、

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在内的全部人权纳入其

中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

儿童权利是儿童拥有的基本权利，但《公约》

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同时也是家庭所

有成员特别是儿童成长和幸福至关重要的自然

环境。（由于儿童不一定和父母一起生活，因

此社会单元还包括儿童的看护人）。

《公约》中的条款是指导性原则，将儿童权利

分为三类：

· 生存权和发展权 赋予儿童享受生存和发展

所需的健康和教育资源的权利。这些权利让

儿童得以生存和成长；

· 受保护权 保护儿童免收任何形式的虐待、

忽视、剥削和残忍对待。这些权利障儿童的

身心安全。

· 参与权 赋予儿童表达意见和参与决策的自

由。这些权利让儿童在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

图 8：儿童权利“

生存权和发展权

受保护权

参与权

儿童权利

http://www.unicef.org/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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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和城市化：关于未来的两个观点

儿童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但世界各地区的

人口构成差别很大。在发展中国家，城市中

60%的人口自然增长仍由而儿童推动。17 例如，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儿童在国家人口总数中

占比会更高。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

大于被抚养人口数量时，如果抓住机遇，加大

投资，就能实现经济生产力的腾飞，这种现象

称作人口红利。18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土地变为城市

用地。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亚洲部分

地区，城市化率很高，必须在城市扩张规划和

贫民窟改造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基于人口红

利的概念，这种日益城市化的现象可称作 城市

红利：规划得当的城市化是改善人民福祉的机

会之窗。

儿童在城市环境中成长，城市环境对他们的成

长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推动儿童友好的城市化

至关重要。如果以满足儿童需求的方式来规划

城市环境，这样的城市环境不仅有助于儿童的

成长，更会成为子孙后代的美好家园。

儿童眼中的城市是怎样的？

第三届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简

称“人居三”）期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

了“你对人居的看法”，一项来自 65 个国家

35，000 名儿童和青少年的网上调查结果。此

项调查是为了了解儿童对自己生活的城市和日

常生活中的问题的意见。调查表明，这些儿童

知道建成环境的重要性，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

玩耍的场地，还需要：

获得服务——30% 的儿童表示，他们没有充分

获得所在城市在健康、保护和教育方面的服务；

安全和保护——25% 的儿童在其生活的城市没

有安全感。1/2 的儿童表示他们关心的主要安全

问题是犯罪。超过 40% 的儿童表示，在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和在居住区外面行走时会感到不安

全。1/4 的儿童在公园里会感到不安全。1/2 的

儿童在其生活的城市看见过童工或乞讨的儿童；

社会包容——50% 的儿童认为儿童受到了歧

视。只有 26% 的儿童表示当地政府听到了他们

的意见。

环境和抵御风险——40% 的儿童认为他们的城

市对建设健康的环境，控制有毒气体排放，垃

圾循环利用或节约能源等并不关心。超过 50%

的儿童认为他们的城市没有做好应对自然灾害

的准备。

儿童还对他们的需求按优先顺序进行了排序：

就医（80%）、上学（70%）、更加安全（65%）

和住得离家人和朋友更近（55%）。16

如果不为儿童进行合理规划，城市环境就会变

得无序和破碎。

把握好两种红利（人口红利和城市红利），就

可以实现更加美好的未来。但需要现在对儿童

和城市化加大投入。因此，首先要了解儿童在

城市环境中的弱势地位，以儿童权利原则为基

础，为儿童创造一个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能

快乐生活的城市童年。

儿童在建成环境中的脆弱性

城市悖论提醒我们，城市并不能一直保持全民受

益。边缘化的群体和弱势群体总是眼看着那些为

富人定制的城市服务，他们自己却没有资格和权

利获得城市服务。儿童往往处于最不利的地位，

因为城市的建成环境是成年人为满足自己日常

需要而建造的。城市生活中的有利的一面忽略了

儿童，而不利的一面对儿童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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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与建成环境有关的儿童脆弱性分类

建成环境

环境卫生制约因素

参与制约因素

保护制约因素

空间不足，
土地利用不均衡

基础设施不是
为儿童设计的

没有可通达的服务
（物理障碍）

不可分配
（密集，不正规）

负担不起（需求、
供应、市场）

室内空气污染

缺乏身体活动

得不到法律承认

环境空气污染

通风不良

城市热岛效应

不安全的住所
和基础设施

公共场合暴力
犯罪高发

道路不安全

起来越易受灾害影响

在公共场合受排斥

儿童独自
行动能力弱

基础设施
质量差且匮乏

问责机制弱

生活条件和设施差

过时的城市服务定义

分配不均
（居民区）

食物不健康

可通达性弱

连通性弱

城市现状标准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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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支持儿童并帮助他们行使权利，当

务之急是要建立一种方法，对他们所处的困境

进行准确分类，分别是：1）在城市环境中尤

为突出，2）与建成环境相关，3）主要影响儿

童和他们的看护人。

在图 9 中，儿童在城市环境中的困境被分为四

类。第一类是建成环境与无法获得城市服务之

间的相关性。“无法获得”的问题已经不是供

需缺口的问题（这种情况并非城市独有）。相

反，理论上城市地区的供需缺口应该更小。然

而，如果存在供需缺口，通常是建成环境的特

性造成的。“无法获得城市服务”包含的问题

可细分为三类：健康、保护和参与。

贫民窟的许多儿童都面临着所有的困境。他们

没有发言权或法律地位，遭受健康和安全的多

重风险。“环境空气污染”、“缺乏运动和身

体压力”以及“道路和公共交通不安全”等困

境逐渐成为城市中普遍关注的问题。并非所有

的困境都仅与儿童有关，例如污染，但儿童特

别是婴儿受到的伤害最大。其他问题直接

影响的是看护人，但也会间接影响到儿童的

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一个问题都不是仅有一个

解决方案。

  对儿童获得城市服务的一般制约因素

城市服务的匮乏、不易获取或负担不起，通常

是基础设施覆盖面不足、分布不均和品质低劣

造成的。考虑到儿童及其看护人的日常需要，

最好是拓展“获得基本服务”的定义：

· 运动场或其他安全的供儿童玩耍的场地，目

前并未归入基本服务，尽管有证据表明，玩

耍对儿童发展至关重要，玩耍的权利是儿童

的基本权利。

· 虽然有服务，但基础设施功能失调，儿童使

用有危险：有的生活基础设施并非为儿童规

划设计，例如，水泵系统或公共厕所等用水

和卫生设施都没有专门为儿童进行设计或规

划；在交通基础设施中，街道上没有安全的

人行横道；交通工具未考虑儿童的需要，例

如不安全的中巴车，或推婴儿车的人和残疾

人无法乘坐的公共汽车。

· 虽然有服务，但不能保证安全和健康：供水、

卫生设施和废物处理基础设施质量不过关且

匮乏。由于基础设施条件差，导致患有腹泻、

感染轮状病毒和疟疾的儿童的死亡率和发病

率更高。19 

· 城市环境密度较高，需要针对城市实际情况

对缺失的服务提供标准进行调整。例如，联

合国将坑式厕所归为“改善的卫生条件”一

类，但在人口密集的贫民窟，这种设施意义

不大效果也不好，因为在城市贫民窟里，使

用这种公用设施的人数比例高于农村地区。

· 由于物理障碍和交通设施分布不平衡，生活

条件不佳的儿童仍然无法获得就近的服务。

· 人口密度和建成环境增加了罹患结核病、肺

炎和登革热等传染病的风险。控制埃博拉和

寨卡等流行病变得更加棘手，也很难在人口

密集的非正规住区开展严格的卫生计划，包

括免疫项目。

· 服务设施在城市内部分布很不均衡，在居民

区之间也存在较大差距。由于实际存在的非

正式住区不被当地政府承认，这种差距才会

一直持续。虽然非正式住区的存在和位置已

是众所周知，但正式对其提供服务以及对必

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持通常是不被允

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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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服务的定义不符合儿童及其家庭的日常

城市生活模式。在城市环境中，住房、儿童

的看护、交通、食物和能源是家庭开支的主

要部分。由于缺乏可负担得起的住房、健康

食物价格高企、私有化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成

本高、用水和公共卫生设施供应有限，虽然

基本服务可以获得，但最弱势群体却无力承

担。如果供应不能满足需求，而公共财政的

支持有限，那么基本的城市服务将变得难以

负担。

  环境卫生的制约因素

 

建成环境及其使用模式可能产生城市特有的环

境卫生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卫生系统无法单独

解决的。非传染性疾病例如肺炎、癌症和肥胖

症等需要更大规模的结构性解决方案，包括对

城市物质环境的干预。

·空气污染与肺炎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直接相

关，这些疾病导致的儿童死亡人数占五岁以

下儿童死亡人数的 1/10，空气污染成为了

儿童健康的主要威胁。20 室内空气污染导致

的全球儿童死亡人数比室外空气污染更多。

在不通风的室内生活环境下燃烧固体燃料做

饭、取暖和照明，是导致家庭或室内空气污

染的主要原因。

·在公共空间和其他公共场所，比如街道，使

用化石燃料的交通工具会加重空气污染。儿

童本身离地面更近，因此离废气气源也较近，

更容易受到污染物的影响。

·肥胖症、哮喘和心脏病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

内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在城市青少年中，主

要原因是缺乏体育活动。缺少可以散步和户

外玩耍的安全空间和场所，是儿童缺乏体育

活动的主要原因。21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贫民窟基贝拉，站在铁轨旁的男孩和烟雾、尘土、瓦砾中模糊不清的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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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度高、户型小的住房中，一大家人挤在

一两个房间，会导致不同程度的压力，影响

幼儿大脑发育。

·人口、工厂和车辆高度集中，加上各自产生

的废弃物，导致城市地区的健康风险。如果

没有保护措施，城市地区的儿童将面临一系

列环境卫生风险，比如接触来自人类和动物

的沾满病菌的粪便、工业化学品和废弃物、

灰尘、危险的机械和高温等。拾荒者等群体，

都患有与卫生和污染有关的疾病。

· 气候变化加剧了某些地区的干旱状况。没有

稳定粮食供应（缺乏食物生产、加工、分配

的空间和基础设施）的人口稠密城市，面临

着更高的食物压力、严重营养不良以及不健

康的食品也不易获得的风险。

· 在炎热干燥的地区，城市环境会产生“热岛

效应”。如果城市不投资建设绿色基础设施，

水资源短缺的威胁就会增加，儿童、孕妇和

其他易感人群更容易中暑、严重脱水和过早

死亡。  

  儿童安全保护和风险提示的制约因素

保护系统侧重于解决人们的困境，但往往忽视

了儿童和其看护人无法评估风险、提前准备或

确保安全时，这样的建成环境本身就是一种隐

患或者导致问题的决定性因素。地震、海啸以

及由气候变化引起的骤发山洪、沿海洪涝、泥

石流等自然灾害，通常会袭击那些弱势群体居

住的条件恶劣的城市地区。随着恐怖主义、战

争和冲突在城市中的频繁上演，人为因素造成

的灾害对贫困社区影响更大：

· 由于贫民窟不被法律认可和缺乏土地法规，

儿童及其家庭得不到任何保护，通常一些有

组织有预谋的暴力行动（火灾、推土机强拆

等）就会把他们逐出家园。

· 不被法律认可，贫民窟居民就不会在他们的

住房上有太多投入，这就部分解释了贫民窟

的住房为什么不太安全，基础设施为什么不

稳定、缺乏消防安全以及没有疏散通道。

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孟买市，学生放学后横穿公路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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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学校等生活环境的基础设施落后，也

导致室内生活方式和生活设施的不安全，例

如不健康的烹饪方式、电力供应不足或危险

的供电方式、以及缺乏照明和通风，从而增

加了发生诸如跌倒、烧伤、触电和窒息等意

外的风险。22

· 由于缺少公共空间、空间过度利用和街道照

明不足，减少了户外的社交活动，也增加了

儿童遭受骚扰、虐待和暴力的风险。女孩和

年轻妇女尤其容易受到伤害。公共厕所等公

共服务设施一般离住所有一定距离，因此往

往不太安全，特别是在夜间。

· 儿童看护是一项基本的城市服务 ; 看护人必

须确保儿童得到安全的看护，才能上岗。没

有儿童看护和安全的空间，儿童得不到适当

照顾，便有可能在没有监督和保护的情况下

遭遇到危险情况。

· 由于道路不安全、缺乏公共交通空间以及

薄弱的安全监管，青少年和年轻人发生交

通伤亡的比例很高，尤其是在中、低收入

国家。23  

· 由于缺乏减少风险的措施，如风险评估、充

足的基础设施、建筑规范的执行、风险意识

和防范，增加了儿童风险。无法获得基本服

务的弱势儿童更容易罹患疾病、遭受剥削以

及成长受到影响。由于儿童身体力量较弱（容

易发生溺水等意外）、认知尚不成熟（迷失

方向的风险较高）和社会情绪力量不强（容

易遭受心理创伤），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应

对灾害或者自我恢复。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尼泰罗伊市，13 岁的杰西卡和母亲在家门口俯瞰这座城市。尽管这个国家是世界第八大经
济体，但也是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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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童参与、被认可和倾听的制约因素

儿童的参与需要治理机制和问责制，但也需要

便于儿童和他们的看护人集中、讨论和参与决

策的便利和安全的公共空间。

· 在缺乏公共空间和绿色空间的城市地区，儿

童和他们的社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没有足

够的空间进行玩耍、集体活动和社交活动。

这就限制了儿童社交互动和公民参与的时间

和空间。

· 由于公共空间并不安全，比如街头暴力、交

通事故或遭受排挤等，儿童的活动不得不局

限在室内，与所在社区和城市生活越来越

脱节。

· 贫困居民区缺乏教育中心（学校、图书馆）

和就业机会，这是引发犯罪的根本原因。基

础设施和教育就业机会的匮乏反映了政府的

漠不关心和不愿投入，在儿童和青年群体中

产生了对政府公共部门的不信任。24

· 如果建成环境没有进行合理设计，残疾儿童

和推婴儿车的人则无法进入这些空间。

· 以机动车为导向的交通规划和道路安全政策

导致街道对行人来说并不安全，儿童每天走

在路上都是一种冒险。儿童失去了独自出行

的可能性，需要看护人的护送。这样，他们

更多地会待在家里、不能上学，最终与城市

生活脱节。

· 在城市地区，地方政府部门的能力和不同公

共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往往较弱或不完善。

即使有强有力的问责机制，也支持儿童的参

与，但基本没有儿童参与建成环境决策的

传统。

城市孩童的社会生态

如果一个空间的规划和营造是为了尊重儿童的

需要，毫无疑问，这个空间也会尊重社会中的

每一个人。建成环境为城市尊重儿童的权利提

供了多方面的机会。相反，如果建成环境无法

满足儿童的需要，也一定会影响每个人的生活

质量。

儿童可以教会我们最基本的常识。他们参与城

市生活以及与城市生活的日常互动，对城市空

间的使用，反映了社区中所有弱势群体，包括

残疾人和老年人在内的需求。

城市孩童的空间和尺度

认识到童年是儿童融入城市环境并享受城市便

利的关键时期，是为所有年龄群体制定空间解

决方案的关键所在。着眼于每个年龄段的儿童

及其看护人的具体需求，有助于找到针对婴儿、

幼儿、青少年和年轻人都普遍适用的解决方案。

可持续的城市童年的特点与众多学者描述的可

持续住区和城市的概念标准是一致的：25

· 城市尺度——儿童成长所在的住房、街道、

社区和城市的空间尺度。这些不同的尺度体

现了社会生态模式，儿童发展专家据此来制

定确保儿童权利的策略。需要根据儿童的年

龄、需求和看护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对他们

获得适当的城市服务的方式进行相应调整。

无论在高密度或低密度的城市环境，对社区

人文尺度的考虑都越来越缺乏。

· 近距离和可步行性——儿童不会自己开车，

因此一般是步行。就近的公共设施是提供基

本服务的关键；儿童和其看护人应能通过步

行、自行车或公共交通工具到达。由于以满

足车辆需求为导向的交通政策和街道设计，

城市的可步行性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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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城市孩童经历的空间和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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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空间——户外环境应进行合理设计和规

划，以确保儿童享有玩耍的场所，也可以作

为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的场所。

· 混合用途——在进行城市环境规划时，应对

健康、教育和保护等面向儿童基本服务的基

础设施进行综合考量和平衡。为了儿童的茁

壮成长，城市服务需要一定的空间，需要与

户外空间和各类建筑相结合。例如，必须有

收集和回收垃圾的空间，以保持街道的整

洁；有种植和购买粮食的空间，以获取健

康的食物和营养；有地方经济互动的空间，

以便进入就业市场。如果城市儿童局限在宿

舍、服务设施匮乏或被隔离的居民区和贫民

窟时，没有人会过得好。

· 独自活动——儿童可自由和自主选择出行方

式，比如步行、骑自行车和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这其实是一个以保障儿童出行安全为目

标的财政资源分配、政策安排和环境设计的

问题。通过尊重残疾儿童、孕妇和乘坐婴儿

车幼童的需要，构建一个对所有社区成员安

全和的城市环境。

儿童参与和公民权

儿童参与决策过程的能力被认为是非常宝贵

的，尤其是当成年人和机构让儿童能够以有意

义的方式参与决策的时侯。26 儿童的参与是尊

重儿童权利的关键因素，在“儿童友好型城市”

运动开展以来的 20 多年中，一直保持着儿童

的积极参与。27 然而，到目前为止，儿童的声

音对城市规划影响甚微。

随着世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儿童更有可能参

与与之相关的决策，比如城市物质环境、需求、

玩耍的空间、聚会的空间，以及他们与家人经

常行走的街道等。当儿童参与决策时，他们的

意见有利于构建更加可持续的建成环境。反过

来，儿童也作为利益相关方，被赋予参与社区

建设的权力。儿童的公民信任感和被赋予的权

利来自于儿童在参与过程中的经验。为避免不

被信任和彻底失望，儿童的参与过程需要注意

以下几点：

· 与儿童日常生活的关联性决定了他们参与的

兴趣；

城市尺度

儿童参与度

婴儿时期 学步时期 幼年时期 青少年时期

庭院 街道/街区 居民区 城市

童年阶段

咨询 协同参与 儿童导向参与 公民参与与信任

协同 父母/看护人 保健人员/老师 青年指导员 社区朋友/社会工作者+ + + +

图 11：儿童参与和公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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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参与发挥的作用将取决于其年龄和发展

水平；

· 儿童的参与最好能与社区，或有相似关切并

支持儿童发表意见的联盟结合起来；

· 只要一开始就确定目标和期望，儿童可以有

各种各样的参与方式——作为咨询者、合作

者、领导者。28

城市系统与儿童行为

每座城市都有可能成为儿童和成人的“人生学

校”。在户外、街道和其它公共空间，儿童第

一次体验到独立的概念，在易于激发潜力的环

境中锻炼认知和社交技巧，并有机会通过推理

和经验做出决定。就像在家里和学校一样，儿

童会吸收所有的信息，包括别人告诉他们的，

他们听到、见到、学到和在城市环境中接触到

的一切。

儿童与城市环境的关系不仅涉及到公共服务的

提供或公共空间的距离等规划问题。儿童与城

市资源系统相互影响的切入点有很多，例如交

通、自然环境、用水和环境卫生、粮食、能源

和数据。这些城市系统在城市和城市区域等更

大范围内运转，并延伸到城乡结合部，对儿童

的行为产生了直接影响，这种影响贯穿他们的

整个童年。 

（包括处理、加工、配送和销售）物流运输

的活动和基础设施。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是

确保资源的高效和可靠供应、减少资源损

失、保护自然环境的关键。

供应链

行为

生活环境

可获得与可负担

基本需求与改善

无障碍与近距离

便利与福祉

资源 产品

价格

法规土地和基础设施

利益

城市系统

图 12：城市系统与儿童行为

在教育等政策规划方面，城市系统 29 的三个部

分需予以重点考虑，确保儿童的最优发展和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

· 供应链：确保资源从生产到消费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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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环境：个人作为消费者获取或消费资源

的物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环境

包含许多物质性的切入点（基础设施），还

有诸如收入、受教育程度和价值观等影响个

人选择的决定因素。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通

过制定政策和市场策略影响个人环境。

· 消费者行为：消费者基于家庭和个人需求做

出的有关获取和消费哪种资源的决定。消费

者行为在根本上是由个人环境决定的。  

对此，阿姆斯特丹市发起了“Stop de Kindermoord”

（停止谋杀儿童）的运动，指出儿童在交通事故中的

死亡并非意外而是谋杀，因为这是可以避免的。这项

运动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推动了道路文化和

交通政策的实质性变革。交通事故的伤亡人数迅速下

降。同时，荷兰人的‘woonerf’，即“生活化道路”

概念应运而生，形成了注重共享空间、交通稳静化和

更低限速的居民区。

1971 年，在巴西库里蒂巴，儿童的参与让中央

大街鲁阿·奎因泽（Rua Quinze）成为了步行

区。当新任市长兼建筑师杰米·雷勒（Jamie 

Lerner）将中央大街改为步行区时，对此不满的

汽车司机把车聚集在主要街道进行游行示威。当

天，在该市教师的配合下，市长召集了数百名儿

童与抗议者面对面，市长为此捐赠了少量纸张和

颜料，孩子们用平和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如今，库里蒂巴市被称为巴西的“绿色之都”。

哈萨克斯坦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首批加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友好城市倡议”的城市之一）的一个
儿童游乐场。

在儿童的参与下，许多城市的环境变得更公平、

更宜居。以下案例展示了对儿童权利的支持如何

有助于城市的未来发展。

荷兰的城市是世界上对自行车和行人最友好的

城市。但情况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在 1960 和

1970 年代，荷兰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是现在

的五倍，而且许多事故的受害者中都有儿童。

1971 年，阿姆斯特丹全年有 400 多名儿童在交

通事故中丧生，全世界为之震惊。

儿童的参与如何有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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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为什么重要？

我们知道大猩猩、东北虎和熊猫所需的

健康环境，却对人类所需的良好城市环

境知之甚少。

扬·盖尔，

丹麦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他通过以人为本

重新设计城市空间来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

根据《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第 17 项目

标，针对以下三个城市化问题，需要为儿童进

行更好的规划、管理和资金支持：

· 公平——可持续城市发展的首要问题；

· 地方实现全球目标的能力；

· 将建成环境纳入发展计划。

城市规划可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响应：

· 数据和依据方面：城市规划使用和生成基于

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城市数据。这些数

据能为城市发展的公平决策提供支持，比如

通过绘制弱势群体居住区地图，以确定干预

措施的优先顺序、在哪种情况下需要干预以

及干预到哪种程度。

· 过程方面：在地方层面，城市规划的相关各

方共同确定建成环境的价值导向，与儿童共

同设想未来的变化，与儿童及其社区共同落

实决策。

· 空间方面：城市规划确保城市发展计划能转

化为符合通用设计和相应标准的空间策略，

保证城市发展为最迫切需要帮助的群体提供

可持续的谋生方式。

从现状分析、方案设计、政策执行，到过程监

测和成果评估，这几个方面让城市规划成为面

向儿童的城市发展计划的重要部分。

这份布伦特兰报告设定了可持续性的三大支

柱，它们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城市

规划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被称为“3E”：32

图 13：可持续性的核心支柱

社会公平

可持续城市发展

环境责任

经济实力

“

http://www.un-documents.net/our-common-futur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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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责任 维持生态系统和减少对自然资源

的利用；

· 经济实力 维持经济的创新发展，创造劳动

力需求。

· 社会公平 维持对每个人都公平和包容的社区。

然而，城市规划只有适用于实际情况才有意义。

以下章节将重点介绍城市规划首先应该做好的

一些事情（步骤 1），以便对面向儿童的城市

项目提供有效的帮助（步骤 2）。

致力于公平的城市规划

正如在《新城市议程》中所强调的，如果人们

无法公平享受主要服务，则经济生产力和环境

优势将无法实现。33 只有当公平成为关注焦点，

人人都能享受础服务时，城市才能繁荣发展，

壮大经济实力，为环境议程做出贡献。

城市规划一直专注于经济发展和环境问题，通

过自上而下的规划对政府部门、开发商和基础

设施投资给与支持。现在，为了更均衡地兼顾

这三大支柱，城市规划已经开始调整策略：社

会公平；以人为本的决策；建成环境对儿童的

影响。有证据表明，注重公平的城市规划可以

对弱势群体带来切实的效果，例如拉丁美洲多

个快速公交计划的发展。34

当不平等体现在空间上时，城市规划可以通过

将建成环境的基础设施和空间特征与处境不利

的儿童及其社区的困境联系起来，成为以人权

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

○ 分析能反映贫困、被剥夺和被排斥的社区

特点的建成环境的现状和模式；
○ 利用各种形式的数据（住户调查、行政数

据、定性数据、卫星图像等），生成和分

解能够定位弱势群体社区和支持决策的地

理空间数据
○ 理解建成环境与弱势群体，尤其是儿童的

困境之间的联系；
○ 采用与儿童相关的特定指标，衡量合理的

规划以及为儿童提供空间和基础设施对建

成环境的影响；
○ 基于已有的依据，为城市发展政策制定关

注公平和儿童权益的建议。

图 15：致力于公平的规划

可持续城市发展

社会公平

图 14：城市规划与城市方案的关联性

以儿童为中心的 步骤 1 城市规划 步骤 2 面向儿童的城市方案规划

空间均衡 > 基于依据 > 可持续城市发展

当地利益相关方参与 > 基于过程 > 城市治理与方案实施

以人为本的设计 > 基于地域 > 城市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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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能力和企业社会责任与建成环境的实质效

果结合起来。

图 16：地方利益相关方参与城市规划

 

○ 从绘制蓝图到执行规划，将儿童的参与作

为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使儿

童及社区能够认同其建成环境，并与所有

地方利益相关方建立联系。
○ 支持社区主导的城市规划，在提供土地和

基础设施方面提供地方的解决方案，并在

城市资源系统 （交通、水、粮食、废弃

物、能源和数据）方面通过短链方案提高

弹性；
○ 从评估到共同行动，通过技术创新和社会

参与 协调 整合

有地方利益相关方的参与的城市规划

正如《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所强调的，

地方的执行力、地方能力的强化以及问责机制

是城市规划、投融资和治理的关键。

通过研究建成环境对地方家庭和经济日常模式

的影响，城市规划能加强地方社区和利益相关

方的协作，从而确定政府部门、私营企业和社

区的责任和能力。

城市规划被视为法律和技术事务，由国家和地

方政府制定的复杂的土地利用规划和各种规章

制度，通常都是静态的，除非经过漫长而耗钱

的过程，否则难以修改和调整。这种情况下，

大型私有经济体作为享有制定和实施政策特权

的政府合作伙伴，往往会对城市规划产生影响。

城市规划现已转变为以过程为导向的实践，推

动以需求为导向的城市转型。这意味着城市规

划有能力让地方利益相关方在共同目标驱使下

联合起来，通过更有意义的参与过程，落实规

划和城市政策改革，让城市对接到更多资金和

资源，并通过透明、负责任以及响应市民需求

的方式来执行规定。通过强调建成环境是在城

市转型的过程中的一项共同利益，城市规划能

更有效激发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把社区参与、

变革加强利益相关方的协作，优化资源的

利用，发展新的合作关系。

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首先处理的是建成环境，确定土地用

途，确定不同规模的建筑和基础设施的城市形

态，以及资源系统的空间布局。通过城市规划，

城市能以可持续的方式适应自身发展和调整：

提升现有建成环境的可持续性（硬件），管理

相关风险和社区需求，使其更加韧性（软件）。

然而，国际发展政策往往忽视了建成环境是可

持续发展的一个因素。地方执行情况显示， 许

多发展计划在空间上仍然非常盲目。当不同利

益因素在同一个城市空间叠加，产生的冲突往

往导致空间上的不平等，从而使弱势群体更加

边缘化。城市规划已开始从纯粹的制度设计转

向以人为本的设计，为人们创造空间，而不是

将空间作为支持城市系统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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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以儿童为中心的空间意味着城市儿童在健

康、安全和包容性方面易受伤害。通过强调这

种关联，城市规划成为了以人权为基础的城市

发展的一个综合部分。以人为本的设计和空间

规划能确保城市发展过程中，包括儿童在内的

所有人的需求都纳入了规划、设计和建设考虑

的范围：

○ 将通用的设计原则纳入城市规划，确保建

成环境的健康、实用和无障碍性，不需要

在后期进行调整或专门设计；
○ 在儿童包括最弱势儿童的身体素质、面临

的挑战、认知程度和社会情感交往等特点

的基础上，评估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规范和

标准；

图 17：规划以人为本的空间

○ 保留公共用地，建设经济适用的住房、城

市服务设施和公共交通，使城市能为最弱

势群体提供支持和便利，确保人们的健康

和福祉。35

重视城市规划，重视儿童

城市化带来的挑战，以及对以公平为基础、以

过程为导向、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的迫切需求，

要求对城市规划领域的能力建设和教育培训进

行投入。这反过来又要求加强现有的城市规划

实践，并改进过时的规范和标准。更重要的是，

城市化的规模和复杂性都要求对城市规划人员

进行不断的培训，因为在许多国家甚至还没有

城市规划这个专业。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

球教育监测报告（2016）》提到的，需要有更

多的规划的院校，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35 例

如印度只有 3，000 名注册城市规划师，也就

是每 100，000 人中只有 1 个规划师。全世界

的 550 所规划院校里，只有 69 所在撒哈拉以

南的非洲，其中 39 所在尼日利亚。

这些数字表明，需要增加对城市可持续发展

教育的投入，让城市从小学早期阶段开始成

为学习可持续发展的学校，培养新一代的城

市规划师，让他们与儿童共同建设儿童友好

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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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的定义2
城市规划能为儿童做什么？

• 儿童友好、权益及项目领域
• 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
• 儿童的权利与城市规划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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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儿童利益

要以对儿童友好的方式进行城市环境规划，首

先要了解城市环境如何提升童年体验，以及城

市发展如何对儿童发展给予优先权。为了让城

市规划人员和儿童发展专家了解并支持儿童友

好型城市规划，这个概念需要从城市规划和儿

童权利两个角度进行界定。

儿童发展专家认为儿童权利应以《儿童权利公

约》的规定为基础，他们的工作以《儿童权利

公约》的三类儿童权利为指导：生存和发展权；

受保护权；参与权。城市规划师则以可持续性

的三个核心要素为考量：环境责任、经济实力、

社会公平。综合儿童发展专家和城市规划师的

核心观点，可以用包含五项利益的框架来定义

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

健康——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是干净的，

能保持儿童的行为模式，从而健康和茁壮

地成长；

安全——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是安全的，

能提示儿童各种风险的存在。

公民权——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包容所

有的社会成员，赋予儿童参与决策的权

利，以强化公民信任度、参与感和相互

的联系。

环境——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是可持续

的；引导儿童保护环境和宣传安全绿色星

球的理念；

繁荣——在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里，市民

保持着体面的生活水准，能够接受教育和

负担得起城市服务；能支持儿童的生活技

能提升，并向他们放开就业市场。

以上每一项利益都反映了儿童与建成环境的相

互联系：儿童既是帮助和服务的接受者，也是

学会采取行动的参与者。这些利益，以及如何

实现这些利益的指导，有助于城市把儿童权利

和需求作为其工作的核心原则。

影响城市发展倡议

今天，全球性的关于城市发展和政策的倡议已

经对各个城市及其利益相关方产生了影响，但

这些倡议并不总是从儿童角度去考量。儿童友

好型城市环境的利益框架（见图 18）可以对城

市发展倡议的范围、定义和执行策略给予指导，

以实现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的目标。

· 健康城市和社区的倡议 要求将公共医疗

问题纳入城市规划和相关地方政策。儿

童友好型城市环境的利益框架集中体现

了儿童尤其是幼儿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

所面临的挑战与解决方案。1 传统上，确

保人们获得医疗服务是城市规划的一项

主要内容。如今，随着贫民窟越来越多

和环境健康问题的不断涌现，历史又再

一次重演。在医学研究和行为科学的基

础上，制定有利于健康的设计方案，已

成为建筑设计和城市设计的重要实践。

· 安全、韧性城市和社区的倡议 将人身安

全、安全保障和风险防御纳入城市规划

和相关地方政策。利益框架集中体现了

儿童尤其是女童、青少年和弱势群体所

面临的挑战与解决方案。2 通过环境设计

预防犯罪是城市规划中越来越常见的做

法，其重点是对物质环境进行干预，以

防止暴力犯罪，鼓励体面的社会行为和

社区参与。由于城市经历了严重的停滞、

灾害和动荡，基于风险防范的城市韧性

正成为社区日益关切的问题。3

 

 

 

 

城市规划能为儿童做什么？

儿童友好、利益及项目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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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可持续发展

利益区域

安全

公民权

健康

繁荣

 

社会情绪发展

生理发肓

认知发展

清洁环境

粮食和营养

低排放/减缓

气候适应性

环境保护措施

城市新城代谢

清洁能源

保护

安全

风险防范措施

提前预警系统

防止

参与

问责

社会凝聚力

公民信任和参与

关联性

生活标准

购买能力

生活能力和生计

有效投资

就业机会

环境

繁荣

健康

安全 公民权

社会

公
平

经
济

实
力

环
境

责
任

城
市

发
展

可持续发展支柱

布伦特兰报告

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

利益框架

儿童权利

《儿童权利公约》

服务儿童的城市规划

为
儿
童
而
规
划

生存权和发展权

受保护权

参与权

图 18：儿童友好和五项利益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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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容性城市和社区的倡议 致力于通过公民

参与、城市规划和相关地方政策来增强公民

的参与度和信任感。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的

利益框架融入了儿童、残疾人和移民等弱势

群体的视角。4 在《新城市议程》和“人人

共有的城市”运动呼应之下，普遍可获取性、

空间均衡和社会正义已经成为包容性规划运

动的核心。5

· 绿色、可持续发展城市和社区的倡议 通过

城市规划和相关地方政策来支持低碳、资源

节约和生物多样性的城市化。儿童友好型城

市环境的利益框架从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

特别是生活在环境风险较高地区的群体角度

出发，突出他们的具体问题和解决办法。在

可持续性发展的三大支柱中，环境责任是社

会舆论中最为突出问题，由此形成了大量关

于城市绿化、绿色经济和气候议程的倡议和

联盟。围绕可持续资源管理和绿色基础设施

（建筑、运输、能源、水、粮食、废弃物），

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实践。6

· 繁荣和智慧城市和社区的倡议 支持经济发

展；支持信息通信和技术；支持创新驱动的

解决方案以实现城市的繁荣。儿童友好型城

市环境的利益框架从儿童，尤其是无法获得

优质教育、就业机会和可靠信息和科技的最

弱势群体的角度，突出他们的具体需求和解

决办法。7

儿童项目领域
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的

五大利益
全球城市倡议

健康

营养

教育

儿童保护

社会包容

水、环境卫生和
个人卫生

健康

安全

公民权

环境

繁荣

健康城市

安全韧性城市

包容性城市

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城市

繁荣和智慧城市

图 19：全球城市倡议和城市项目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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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为儿童服务的城市项目

这些利益也是不同城市项目领域的切入点，如

卫生、教育、保护、社会包容和环境。为了建

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城市规划可以根据这

些利益范畴，支持为儿童服务的城市项目，将

其纳入地方一级（社区或城市）的规划。 

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的利益相互依存 8

为了城市规划和设计达到最佳效果，这五项利

益需要得到同等的重视：过于关注其中一项利

益可能会降低对其他几项利益的重视。例如，

道路安全措施往往是为了消除道路环境中的危

险， 而不是让儿童远离危险。而有效的道路安

全政策应侧重于提高儿童和家庭对道路危险的

认识， 并为司机改善相关基础设施。

即使交通意外伤亡人数在很多工业化国家已有

所下降，这种结果的代价却是儿童不能独自出

行。这样的政策意味着，没有成人的陪伴，儿

童在社区里行走、骑自行车和玩耍的自由度降

低了。因为缺少这样的自由，过分依靠父母和

看护人开车，限制了儿童的体育活动，导致肥

胖等健康问题。以汽车为导向的交通政策加剧

了不平等，因为没有开车的人仍然需要步行，

在为汽车设计的街道上面临更大的风险。为汽

车提供燃料所需的能源，建设基础设施所需的

材料和能源，空气和土壤污染等，导致了资源

消耗增加、环境退化加剧和气候恶化。

儿童友好的出行不仅仅是道路安全的问题。有

助于儿童独立出行的城市环境设计，应纳入儿

童友好型城市规划的所有五项利益 : 确保人人享

有健康、安全、公民权、环境适应能力和繁荣。

在塞拉利昂弗里敦的贫民窟

克鲁湾内，男孩们正站在一

辆摩托车旁边



42 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手册：为孩子营造美好城市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

城市环境这个词可以分解为建成环境的九个组

成部分，包括：

· 三个城市空间（住房、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

空间）

· 四个城市系统（交通、水、粮食和废弃物）

· 两个城市网络（能源、数据、信息和通信

技术）

表 20 列举了儿童在每个部分所处的困境，以

及解决这些问题并为儿童带来更大好处的具体

对策。

同样地，在建成环境的任何一个、几个和所有

组成部分的投资和规划都应该进行明确界定，

以便给儿童带来切实利益。

· 在卫生方面，除了卫生设施的投资和规划，

适宜居住的住房、可供玩耍的公共场所、可

步行的社区、供应健康食物的市场，以及保

持清洁空气的清洁能源系统等，都会让儿童

受益，保证他们的身体健康和行为健康。

· 在安全方面，除了安全网络的投资和规划，

托儿所和课余活动安排、上学途中的道路安

全、减轻洪涝灾害的设施，以及信息通讯技

术 / 数据网络等，对儿童的好处在于保障他

们的安全和对危险的警惕。

图 20：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和其对儿童的影响

城市环境的组成部分
健康

环境清洁——健康习惯

安全

安全的环境——风险提示

公民权

包容的环境——参与

环境可持续发展

绿色星球——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繁荣

体面的生活水准——生活技能

住房和土地

SDG 1.4, SDG 11.1

困境 室内空气污染、湿度、不卫生的空间、缺乏水和卫生设施、媒介传染病
低品质的结构，引发触电、烧伤、火灾和建筑坍塌的建筑材
料和设备

未得到正式承认、无法获得基本服务、无家可归
居住在有风险的地区，不清洁的能源消耗和不可循环使用
的材料

缺乏土地权属保障和投资动力、负担不起的住房

对策 充足的空间，照明，通风，健康的建筑材料 坚固的建筑和安全设备以防止火灾和疏散人群 混合利用的开发，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空间 雨水汇集，绿化屋顶，适当隔离 负担得起的住房，土地所有权，通过土地资产提高税收基础

公共服务设施

SDG 3.8, SDG 4A, 

SDG 6, SDG 8.6

困境 缺少全市普及的卫生设施 安全的游乐场、体育场、托儿所和课余活动的覆盖范围不够
缺少用于个人和集体表达意见的便利设施，把残障儿童排除
在外

居住在有风险的地区，不清洁的能源消耗和不可循环使用
的材料

缺乏便利设施来发展谋生技能

对策 全市范围的医疗、水和卫生设施、儿童照料和其它混合用途的项目 全市普及的教育设备、课余活动和其它项目 公共服务设施，一站式青少年俱乐部，和其它多功能项目 暴雨集水，绿化屋顶，适当隔离，险情预警 高级学习和课余活动

公共空间

SDG 11.7, SDG 16.1.4

困境 缺乏玩耍的场地和绿色空间，暴露于各种污染源 缺乏安全空间和多功能空间，引发性骚扰、街头暴力和洪水 社交公共空间不足，空间仅供特定群体使用，缺乏玩耍空间 城市空间破坏水和其它自然系统的稳定，减少生物多样性
缺乏混合用途的专门空间以发展当地经济，缺乏公共空间引
起资产贬值

对策 能过滤污染和减少热岛效应的绿色空间，能开展体育活动的运动场地
混合使用的公共空间改善社会治安，绿色空间和植被帮助
泄洪

混合用途活动的空间，基于社区的设计
绿化空间和植被减少污染，调节水资源，粮食生产，对环
境的意识

规划良好的空间吸引地方资金和增加混合用途

交通系统

SDG 3.6.2, SDG 11.2, 

SDG 16.1.4

困境 缺少步行和自行车的空间，有限的体育活动，石油燃料引起的污染
缺乏步行与自行车的基础设施，危险的十字路口，缺乏应急
方案

缺乏有效的、覆盖全市的公共交通阻碍了服务的获取和市民
的参与

燃油汽车导致大量温室气体排放和污染 缺乏有效的交通选择，不便获取服务和就业

对策 积极的运动，使用清洁能源交通工具减少非传染性疾病 道路安全，十字路口安全，学校环境安全 动态交通和公共交通，儿童能独立行动 绿色出行，街道空气清洁
规划良好的街道吸引地方资金和增加混合用途，减少由交通
事故带来的公共医疗成本

用水和卫生管理系统

SDG 1.4, SDG 3.9, 

SDG 6.1/2/3/5

困境 不适用于儿童的水和卫生设施，公共空间的粪便污染 洪水（溺水），危险的供水系统，并非为儿童设计 在安全方面对儿童不适用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位置太远 不稳定的自然水系，水污染，水资源匮乏 负担不起的水和卫生服务

对策 适用于儿童的安全的和可负担的水和卫生设施，减少城市热岛效应
绿色基础设施能最大程度保证水的渗透，缓冲洪水带来的
危害

在公共空间可获取安全、可负担的水和卫生服务，引导取水
的标识有明显并有趣味性

水缓冲，雨水收集和循环使用，对环境和水的意识
负担得起的用水，减少对水和卫生服务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维
护的成本

粮食系统

SDG 2.4, SDG 12.3

困境 营养失衡引起的发育不良、消瘦和肥胖 粮食得不到保障可能导致骚乱
缺乏对健康食物系统的教育和技能，缺乏对粮食不足、沙漠
和沼泽的意识。

粮食系统导致对土地和水的过度开发，土地退化，污染，
高度资源消耗和温室气体

更高的食品价格，对全球市场价格的依赖

对策 当地健康的食品商店、市场和农场，肥料使用、健康的学校食品计划 食物和营养得到保障 负担得起的健康食物，当地生产 更少使用土地、水和能源，当地可持续的粮食生产 更多的当地农业，在食品生产和配送方面的教育和技能

废物循环系统

SDG 11.6, SDG 12.3

困境
尘土飞扬的街道，被污染的土地、空气和用水，有毒废物的燃烧；居住区
有垃圾填埋场

未采取防护措施的垃圾填埋场和废物处理站，靠近工业化学
用品，爆炸的危险

缺乏对废弃物危害和减少废弃物的意识 环境污染，资源的高消耗，洪水
废弃物管理不善给政府预算造成负担，对非正规废弃物管理
组织的认可

对策 干净的街道，城市垃圾管理降低健康威胁 安全的垃圾填埋场、废品站和污染区，缓冲地带 公共废品收集项目 减少资源的使用，清洁的废物循环
对正规 / 非正规利益相关方的监管，绿色经济市场，减少公
共废弃物管理的成本

能源网络

SDG 7.1, SDG 7.2, SDG 9.4

困境 不环保的能源生产（空气污染） 缺乏室内和室外光照，不安全的电力供应（煤油 / 石蜡） 缺少路灯和获取能源的途径，阻碍社会联系 不清洁的能源生产导致空气和水污染
更高的能源价格，对全球市场价格的依赖，缺乏可以阅读的
室内光线

对策 用清洁能源提供照明和电力 安全的电力供应，道路照明 公共空间有负担得起的能源，当地的电力生产 清洁能源，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更多当地能源生产，减少空气污染引起的公共医疗成本

数据和信息技术网络

SDG 4.4, SDG 9C, SDG 17.18

困境 缺乏提高儿童健康意识的信息系统 缺乏对儿童适用的警示系统 缺少获得可靠的公共信息和在线社区的途径 缺乏自然气候相关灾害的预警系统 未能使用信息通讯技术 / 数据发展谋生技能

对策 在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采用健康信息系统 在公共空间建立警示系统告知儿童风险信息 在公共场所提供 Wi-Fi 促进公民参与 减缓气候变化和预防灾害的支持系统 信息通讯技术 / 数据支持下的创新互动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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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和其对儿童的影响

城市环境的组成部分
健康

环境清洁——健康习惯

安全

安全的环境——风险提示

公民权

包容的环境——参与

环境可持续发展

绿色星球——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繁荣

体面的生活水准——生活技能

住房和土地

SDG 1.4, SDG 11.1

困境 室内空气污染、湿度、不卫生的空间、缺乏水和卫生设施、媒介传染病
低品质的结构，引发触电、烧伤、火灾和建筑坍塌的建筑材
料和设备

未得到正式承认、无法获得基本服务、无家可归
居住在有风险的地区，不清洁的能源消耗和不可循环使用
的材料

缺乏土地权属保障和投资动力、负担不起的住房

对策 充足的空间，照明，通风，健康的建筑材料 坚固的建筑和安全设备以防止火灾和疏散人群 混合利用的开发，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空间 雨水汇集，绿化屋顶，适当隔离 负担得起的住房，土地所有权，通过土地资产提高税收基础

公共服务设施

SDG 3.8, SDG 4A, 

SDG 6, SDG 8.6

困境 缺少全市普及的卫生设施 安全的游乐场、体育场、托儿所和课余活动的覆盖范围不够
缺少用于个人和集体表达意见的便利设施，把残障儿童排除
在外

居住在有风险的地区，不清洁的能源消耗和不可循环使用
的材料

缺乏便利设施来发展谋生技能

对策 全市范围的医疗、水和卫生设施、儿童照料和其它混合用途的项目 全市普及的教育设备、课余活动和其它项目 公共服务设施，一站式青少年俱乐部，和其它多功能项目 暴雨集水，绿化屋顶，适当隔离，险情预警 高级学习和课余活动

公共空间

SDG 11.7, SDG 16.1.4

困境 缺乏玩耍的场地和绿色空间，暴露于各种污染源 缺乏安全空间和多功能空间，引发性骚扰、街头暴力和洪水 社交公共空间不足，空间仅供特定群体使用，缺乏玩耍空间 城市空间破坏水和其它自然系统的稳定，减少生物多样性
缺乏混合用途的专门空间以发展当地经济，缺乏公共空间引
起资产贬值

对策 能过滤污染和减少热岛效应的绿色空间，能开展体育活动的运动场地
混合使用的公共空间改善社会治安，绿色空间和植被帮助
泄洪

混合用途活动的空间，基于社区的设计
绿化空间和植被减少污染，调节水资源，粮食生产，对环
境的意识

规划良好的空间吸引地方资金和增加混合用途

交通系统

SDG 3.6.2, SDG 11.2, 

SDG 16.1.4

困境 缺少步行和自行车的空间，有限的体育活动，石油燃料引起的污染
缺乏步行与自行车的基础设施，危险的十字路口，缺乏应急
方案

缺乏有效的、覆盖全市的公共交通阻碍了服务的获取和市民
的参与

燃油汽车导致大量温室气体排放和污染 缺乏有效的交通选择，不便获取服务和就业

对策 积极的运动，使用清洁能源交通工具减少非传染性疾病 道路安全，十字路口安全，学校环境安全 动态交通和公共交通，儿童能独立行动 绿色出行，街道空气清洁
规划良好的街道吸引地方资金和增加混合用途，减少由交通
事故带来的公共医疗成本

用水和卫生管理系统

SDG 1.4, SDG 3.9, 

SDG 6.1/2/3/5

困境 不适用于儿童的水和卫生设施，公共空间的粪便污染 洪水（溺水），危险的供水系统，并非为儿童设计 在安全方面对儿童不适用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位置太远 不稳定的自然水系，水污染，水资源匮乏 负担不起的水和卫生服务

对策 适用于儿童的安全的和可负担的水和卫生设施，减少城市热岛效应
绿色基础设施能最大程度保证水的渗透，缓冲洪水带来的
危害

在公共空间可获取安全、可负担的水和卫生服务，引导取水
的标识有明显并有趣味性

水缓冲，雨水收集和循环使用，对环境和水的意识
负担得起的用水，减少对水和卫生服务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维
护的成本

粮食系统

SDG 2.4, SDG 12.3

困境 营养失衡引起的发育不良、消瘦和肥胖 粮食得不到保障可能导致骚乱
缺乏对健康食物系统的教育和技能，缺乏对粮食不足、沙漠
和沼泽的意识。

粮食系统导致对土地和水的过度开发，土地退化，污染，
高度资源消耗和温室气体

更高的食品价格，对全球市场价格的依赖

对策 当地健康的食品商店、市场和农场，肥料使用、健康的学校食品计划 食物和营养得到保障 负担得起的健康食物，当地生产 更少使用土地、水和能源，当地可持续的粮食生产 更多的当地农业，在食品生产和配送方面的教育和技能

废物循环系统

SDG 11.6, SDG 12.3

困境
尘土飞扬的街道，被污染的土地、空气和用水，有毒废物的燃烧；居住区
有垃圾填埋场

未采取防护措施的垃圾填埋场和废物处理站，靠近工业化学
用品，爆炸的危险

缺乏对废弃物危害和减少废弃物的意识 环境污染，资源的高消耗，洪水
废弃物管理不善给政府预算造成负担，对非正规废弃物管理
组织的认可

对策 干净的街道，城市垃圾管理降低健康威胁 安全的垃圾填埋场、废品站和污染区，缓冲地带 公共废品收集项目 减少资源的使用，清洁的废物循环
对正规 / 非正规利益相关方的监管，绿色经济市场，减少公
共废弃物管理的成本

能源网络

SDG 7.1, SDG 7.2, SDG 9.4

困境 不环保的能源生产（空气污染） 缺乏室内和室外光照，不安全的电力供应（煤油 / 石蜡） 缺少路灯和获取能源的途径，阻碍社会联系 不清洁的能源生产导致空气和水污染
更高的能源价格，对全球市场价格的依赖，缺乏可以阅读的
室内光线

对策 用清洁能源提供照明和电力 安全的电力供应，道路照明 公共空间有负担得起的能源，当地的电力生产 清洁能源，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更多当地能源生产，减少空气污染引起的公共医疗成本

数据和信息技术网络

SDG 4.4, SDG 9C, SDG 17.18

困境 缺乏提高儿童健康意识的信息系统 缺乏对儿童适用的警示系统 缺少获得可靠的公共信息和在线社区的途径 缺乏自然气候相关灾害的预警系统 未能使用信息通讯技术 / 数据发展谋生技能

对策 在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采用健康信息系统 在公共空间建立警示系统告知儿童风险信息 在公共场所提供 Wi-Fi 促进公民参与 减缓气候变化和预防灾害的支持系统 信息通讯技术 / 数据支持下的创新互动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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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民权方面，除了对社区中心的投资和

规划，还可以投资和规划混合用途的社区

以增进社会交往，投资和规划公共空间以

便人们见面和交流；投资和规划城市农业，

共同种植各种作物；投资和规划废弃物管

理，营造清洁的环境。这些举措对儿童的

好处在于，获得市民的信任以及城市社会

的融入感和参与感。 

· 在环境可持续性方面，不仅要对水和卫生

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和规划，实现水的循环

利用和降低对水的需求，还要对废弃物的

管理和清洁能源管理进行投资和规划，以

减少废弃物和温室气体排放。这些举措对

儿童有很大的益处，让他们可以生活在拥

有自然生态环境的城市，并成为这颗安全、

绿色星球的捍卫者。

· 在繁荣方面，除了学校，还要对土地安全、

可负担的住房和交通、地方经济、高级学习，

以及信息通信技术 / 数据进行投资和规划。

这些举措对儿童的好处，在于拥有体面的生

活水准和必要的谋生技能以寻求就业机会。

儿童权利和城市规划原则

这五项利益和建成环境九个部分清晰显示了为

尊重儿童的权利和支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

什么要规划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以及要规划

怎样的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

将这些内容转化为 10 条原则，所有利益相关

方都可以参与和推动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的

规划。

原则 1 列出了城市规划有利于儿童并让儿童参

与其中的三个前提条件——以地域为基础（倡

导以人为本的设计和空间规划）、以过程为导

向（支持儿童参与与各利益相关方有关的行

动），和以依据为驱动（关注空间公平和以人

为本的决策）。

就提供城市用地、发展城市系统和整合城市网

络而言，其余的 9 项原则将一般原则 1 转化为

城市环境的建成环境组成部分，包括提供城市

场所、建设城市系统和整合城市网络。

十项儿童权利与城市规划原则呼吁城市能够：

以过程为导向
以依据为驱动

以地域为基础

儿童友好型
城市规划

原则 1  投入

尊重儿童权利，投入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确保儿童

享有安全清洁的环境，让儿童能参与基于地域的空间

干预、需要各利益相关方参与的行动、以及有依据支

持的决策，确保儿童从童年到青少年的健康、安全、

公民权、环境可持续和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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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过程为导向
以依据为驱动

以地域为基础

儿童友好型
城市规划

原则 2  住房和土地权属

为儿童和社区提供数量充足和符合购买力的住房，保

障土地所有权，让他们能够安全和有保障地生活、休

息、玩乐和学习。

原则 8  废弃物循环系统

发展零废物系统，确保可持续的资源管理，让儿童和

社区能够在安全清洁的环境里成长。

原则 5  交通系统

为儿童和社区发展主动交通和公共交通，确保他们能

独立出行，让他们有平等、安全的渠道获取城市提供

的所有服务和机会。

原则 3  公共服务设施

为儿童和社区提供健康、教育和社会服务的基础设施，

让他们能够成长并发展生活技能。

原则 9  能源网络

整合清洁能源网络，确保可靠的电力供应，让儿童和

社区全天都能享受所有的城市服务。

原则 6  城市供水和卫生综合管理系统

为儿童和社区提供安全的用水和卫生服务，确保城市

用水综合管理系统的运转，让他们有广泛和公平的渠

道获取安全和负担得起的用水和卫生服务。

原则 4  公共空间

为儿童和社区提供安全和有包容性的公共绿色空间，

让他们能够集体参与户外活动。

原则 10  数据和信息通讯技术网络

整合数据和信息通讯技术网络，确保儿童和社区能接

入数字网络，广泛获取可负担、安全和可靠的信息和

通讯。

原则 7  粮食系统

建立集农场、市场和销售商一体的粮食系统，让儿童

和社区能永远获取健康、可负担及可持续生产的食物

和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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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成年人和儿童在公园踢足球。公园位于伊

拉克郊区一个未竣工的住宅区。现在这个地方

已成为数千名来自库尔德斯坦地区无家可归的

伊拉克人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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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3
如何为儿童进行规划？

• 为儿童和社区规划好空间
• 让儿童和社区参与设计过程
• 用好儿童和社区的相关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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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不需要开发新的工具，只需

对现有的工具、策略和方法进行适当调整，使其聚焦

于儿童：

1. 为儿童和社区规划、设计和管理不同尺度城市空间

的工具

 城市规划师应确保“儿童权利和城市规划原则”中

的空间、系统和网络是从儿童角度进行规划、设计

和管理的，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样的规划、设计

和管理也应符合通用设计原则。

2. 为加强儿童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参与地方事务的能力

而设计规划过程的策略

 城市规划师应考虑是否已就儿童与社区的参与制定

了相关议程并明确了未来愿景。在利益相关方之间

建立联盟和调动资源将愿景转化为有意义的共同行

动以实现结构性的变革方面，是否存在一致性。

3. 通过数据制定基于依据的、以人为本的决策的方法

 城市规划师应主导以儿童为中心的评估，以确定一

个城市需要优先考虑的事项，建设基于 GIS 的开放

数据平台并为其提供信息，就如何将建成环境与儿

童的福祉结合起来提供专业意见；建立问责机制，

并加强有利于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的治理体系。

面对资源有限、人力有限和复杂的城市环境等现实问题，城市规划师应倡导并在技术

上支持模块化的规划，寻求城市改善儿童生活的多个切入点，并确定改善的第一步：

从细微之处开始规划，时间为一年（步骤 1）；在步骤 1 的基础上扩大规模，时间为三

年（步骤 2）；最后，让儿童友好在城市规划政策的各个方面成为主流（步骤 3）。

以过程为导向
以依据为驱动

以地域为基础

儿童友好型
城市规划

如何为儿童进行规划？

调整规划工具以设计空间，动员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使用可用的数据

图 21：城市规划工具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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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儿童和社区规划好空间

城市规划支持以地域为基础的城市项目，这些项目

能确保向儿童提供服务和维护儿童权利的建成环境。

同样，以人为本的设计和空间规划能确保包括儿童

在内的每个人，在规划、设计和建设等方面都被纳

入城市发展圈。在较小的尺度内，儿童友好型城市

环境的规划成效更为明显，比如，开发对儿童有明

显影响的项目，可以评估该空间对儿童是否安全健

康，儿童是否会使用，以及儿童是否有归属感。这

些项目较容易作为一项行动进行沟通，从理念到执

行都能得到儿童和社区的支持。

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的很多特征都取决于

小尺度的地方项目措施与更大尺度范围的

政策之间的联系。例如，如果儿童能够在

安全的道路上行走和呼吸清洁的空气，他

们会更健康、更安全和享受到更多的城市

权利。但这意味着更合理的土地利用、交

通网络和清洁能源的政策，这些政策应覆

盖整个城市或更大的范围。为了更好地应

对城市环境中儿童的需求和面临的挑战，

城市规划必须同时在不同尺度范围采取可

能的空间措施。

有两种方法可以同时解决推广的问题：1. 对城

市环境中的儿童友好措施进行战略性布局并逐

步推广（自下而上），2. 制定城市规划政策并

在各个地方全面执行（自上而下）

项目

建筑和基础设施法规 城市设计与基于地域的社区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 城市发展规划 城市规划政策

政策

步骤 1 步骤 2 步骤 2

建筑尺度

儿童友好的规范和标准 (安全

保障、便利、安全、健康)

儿童友好的设计指引（用途、

舒适度、创造机会）

儿童友好的影响评估（规划、

设计、建设阶段）

街区尺度

儿童友好的街区行动发展计划

城市儿童设计（多功能项目、通

用设计、战略性的空间干预）

基础设施项目和社区倡议的协调

（共同设计、共同行动、维护）

城市尺度

综合性空间发展策略（城市

系统）

韧性城市规划（自然、气候、

其它风险）

执行策略（财政的，跨部门

协作）

多层面尺度

立法和体制框架（所有政策

层面）

土地使用和财产登记（使用、

建筑权、土地价值和税收）

城市数据观察站（分级的、开

放数据、地理信息系统）

城市尺度

儿童友好的土地利用标准（可用

性、便利性、邻近性）

儿童友好的土地利用规划（分区

规划、路线规划、保护规划）

儿童友好的影响评估（规划、设

计、建设阶段）

图 22：用于规划、设计和管理不同尺度城市空间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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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友好的规范和标准 确保建筑和基础设

施在儿童安全保障、便利性、人身安全和

健康方面符合定量标准；

· 儿童友好的设计指引 就建筑和基础设施提

出建议，为儿童确保能更好的使用、更高

的舒适度，以及为儿童创造更多机会；

· 规划设计阶段的儿童友好影响评估 确保儿

童的利益最大化，（社区、环境和经济发展）

对儿童的负面影响最小化。  

通用设计就是“在最大程度上设计所有人可用的产品、环境、项目和服务，

而无需改装或特别设计”。

通用设计时常与无障碍环境和残障人士联系在一起。然而它其实涵盖了适用

于所有人的设计，包括全世界 10 亿残疾人。这意味着，通用设计有助于建设

对所有人都有用、可用的建筑、工具、空间、学习和通讯系统。通用设计倡

导安全、便于使用的设计，并适用于不同文化程度的使用者包括儿童。通用

设计有七项原则：公平使用、灵活使用、简单而直观、感应信息、容错能力、

低体力消耗、便于使用的适宜尺寸和空间。

通用设计原则 12

应用这些原则和目标领域，可以让设计能够被儿童和成年人、残疾人和无残

疾人士平等和不受限制地使用。通用设计的理念几乎适用于生活中的所有领

域，在以下三个关键领域尤其重要：

· 信息：网页、文档、电子通信和带字幕的视频的可获取性和可使用性

· 场所和空间的设计：建筑、游乐场、停车场和道路；

特定的硬件设备或家具的设计，例如灯的开关应容易打开和关闭，或者，水

龙头能被力气不大的儿童轻松打开和关闭。

建筑和基础设施法规——建筑尺度

巴西毛埃斯综合卫生项目中的住房项目

http://universaldesign.ie/What-is-Universal-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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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儿童设计的街区行动发展计划 儿童在其

社区的城市空间、系统和网络各方面的优

先权。

· 与儿童和社区的城市设计讨论会 确保项目

的多功能性和战略性，以通用设计原则和妥

善的空间布局选择为基础；

· 与儿童一起确定的共同行动倡议 确保儿童

能参与设计、执行和日常维护，将基础设

施（硬件）投资和人们的使用（软件）结合

起来。  

城市设计和基于地域的社区规划——街区尺度

土地利用规划——城市尺度

· 儿童友好的土地利用标准 在特定用途土地

的可用性、便利性和邻近性方面应以一般规

范和儿童利益为基础。

· 儿童友好土地利用规划 确保儿童能方便地

出入空间，或空间能安全地封闭。分区规划、

排列规划和保护区在地理空间层面和立法层

面进行明确界定，哪些区域可以安排一定的

建筑密度、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和城市空间，

哪些区域是受到保护和不能开发的（遗产、

自然、农业等）

· 儿童友好建设许可法规 确保从儿童的角度，

人的尺度，以及强调公共空间和社会管理的

角度来考虑建筑高度，建设空间和非建设空

间的协调，混合用途建筑，公共建筑和私人

建筑。  

哥伦比亚麦德林西班牙图书馆

加纳阿克拉市尼诺普兰普拉姆（Nino-Prampram）
扩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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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规划——城市尺度

城市规划政策——多级尺度

韩国釜山

乍得土地测量员

· 综合性城市发展战略 是对儿童友好的，因

为其建设、支持和协调儿童所需的所有城市

系统（如住房、水、卫生设施、交通、绿化、

公共空间、食物）；

· 城市韧性规划 是对儿童友好的，因为其综

合了灾害、气候和其它儿童风险的知识，建

立了培训和沟通机制 ( 应急规划、备灾、人

道主义应急 )，确保社区尤其是儿童对以上

风险有所防范和准备；

· 执行策略 从儿童的角度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为儿童确定所有可能的预算资源，从而预估

投资投入。强调全市范围的协作以增强对儿

童的影响（机构内部协作，公共用地开发，

私有土地增值，预算和金融监管协调工具）。

同时为建成环境中的集中投资而划定了特定

的规划区域（社区）。  

· 立法和制度框架 通过明确处理空间公平问

题，确保各层级机构的协作机制化、模块化

和灵活化，强调儿童权利承担者的职责和义

务（国家、父母、监护人、照料人）；

· 土地使用和财产登记 通过对所有权的确认

增强其稳定性和责任机制，为土地价值税提

供赋税基础，进而在社会收入再分配过程中

把公共投资向儿童空间的投资倾斜；

· 城市数据观察站 将收集的数据按照年龄分

类，更好地为儿童衡量、评估和制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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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让儿童和社区参与设计过程

城市规划是对城市空间、系统和网络的物质规

划和功能规划， 也是以过程为导向的实践。城

市规划推动利益相关方的参与，这种参与提升

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地方能力，并在儿童友好

型城市环境里将儿童放在公民参与、联盟组建

和共同行动的首位。通过强调建成环境是一种

公共利益， 城市规划可以提高其鼓励利益相关

方和社区组成联盟的能力，并在建成环境中取

得切实的共同成果。

儿童及其社区有助于提高洞察力和理解力。由

于他们参与了规划的整个过程， 城市规划可以

将他们关注的问题、意见和相应的解决办法转

化为技术可行、投资合理的规划方案。从愿景

到战略再到执行，儿童和青年将确保项目的过

程富有成效，并最终实现结构性的变革。另外，

共同行动让儿童在这一过程中感受到自主权和

主人翁意识，而成年人则更有可能继续发展儿

童友好的规划文化。从一开始，儿童参与城市

规划，无论就短期效果还是长远愿景来看，都

是最佳投资。

愿景 策略 执行

利益相关方参与 预算编制 逐步改变

步骤 1 步骤 2 步骤 3

联盟

儿童和其社区优先参与

建立儿童和共同利益群体间的

联盟

让专家确定儿童和其他利益相

关方的共同利益

共同行动

有儿童共同参与的临时或试点项目

聚焦于儿童的传媒（公共舆论、

媒体）

聚焦儿童的行动计划（后续计划、

建议）

资源

儿童友好的资源规划（估算、分阶段）

调动财政资源和资产（公有，私有，

土地价值获取、集资）

进行儿童友好城市规划的成本效益

分析

图 23：建立联盟、调动资源和利益相关方共同行动的策略

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社区合作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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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居署开发的逐块构筑项目和埃洛斯研究所开发的绿洲游戏等游戏化

工具可以对由社区主导的评估过程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形成有力的支撑。经

过精心设计的游戏项目可以提升传统的城市设计和规划实践。它们可以促进

沟通、交流和参与 , 并提升对空间参数、决策情景和相应结果的了解。

游戏技术作为工具 , 可以将复杂的问题形象化，从而促进设计过程中相关人

员的互动 , 尤其有利于促进和吸引儿童的参与，是一项应用前景广泛的社交

技术。

游戏方式的趣味参与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儿童的参与

乍得土地测量员

· 将儿童及其社区的参与放在利益相关方管理

的首位，让城市规划师了解儿童对其建成环

境和生活的独特看法，突出他们的优先事项

和考虑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

· 与有着共同利益的群体建立友好联系，让城

市规划师能够在当地“支持者” 和儿童之

间建立联盟，而这种联盟往往不是有形的联

盟，也不是口头联盟。一旦城市规划师认识

到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的目标和好处，就可

以进行更广泛的推动；

· 让专家参与，基于一定的依据和标准，以合

理确定儿童的利益。

· 基于现实的目标，计算儿童友好建成环境投

资所需的资源，将其纳入基础设施开发规划， 

可能需要分阶段实现，或从小到大、从临时

性到结构性地逐步实现；

· 筛选来自公共和私人领域的资金资源（赞助

商、开发商、社区、众包、捐赠、社会影响

债券、项目产生的现金流），采用适当的融

资方法 （市政投资规划、政府间转移支付、

公共土地价值优化、开发商增税）促进儿童

友好型城市发展；

· 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分析城市规划在建设和

维护方面的成本效益， 以及在儿童利益方

面的投资回报。 

· 儿童为主导的试点项目和临时项目，成本

低、建设速度快，便于儿童和社区的测试和

评估；

· 以儿童为重点的传播，以影响公众舆论和进

行媒体报道，让更多的人加入儿童友好的行

动议程，和呼吁进行结构性改革；

· 从儿童及其社区的利益角度分析试点的结

果，并根据这些证据就不同利益相关方提出

的改进和扩大规模的建议做出决定。

编制预算和调动资源 共同行动，逐步改变

肯尼亚内罗毕丹多拉社区开展的逐块构筑项目

https://blockbyblock.org/
http://institutoelos.org/en/jogo-o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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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好儿童和社区的相关依据

城市规划人员使用、提供和可视化主要来源于

GIS 的各种城市数据。数据支持社区研究的客

观性和透明度，以确定最弱势的儿童群体生活

在何处，支持以地域为基础的干预措施，通过

地图和数据可视化工具鼓励儿童和利益相关者

的合作。

通过监测和评估影响儿童福祉的建成环境、土

地利用和空间布局的数据和指标，城市规划师

得到相关部门的信任将规划工具纳入政策安排

和项目设计，并成为关键的参与者推动城市儿

童友好城市规划的知识交流和能力建设。通过

在不同的阶段使用城市数据，城市规划师也将

更有信心，制定基于地区的政策，解决最弱势

儿童群体面临的城市空间不均衡问题。

基于证据和以人为本的决策需要专业技术知

识，也需要儿童和社区本身的背景知识。自我

评估工具、公开听证和申诉机制是让儿童提出

重要意见和帮助制定改革议程的平台。当数据

运用得当，改革很容易得到公众和政府的支

持。无论是从信息通讯技术角度 ( 地理信息系

统、开放数据、在线工具 ) 还是社会角度 ( 共

同制图、知识共享、众包 )，实时模块和开放

数据的创新强化了依据收集、风险防范和决策

参与的能力。

城市状况分析

城市状况分析汇编各种知识和资源， 确定缺失

的信息， 评估城市发展潜力、明确优先规划

的事项和营造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的利益相关

方。状况分析总结了统计和数据的背景， 这些

数据和统计反映了城市的现状，是规划的前期

工作也是必要的规划资料。状况分析涵盖了不

同的城市尺度， 例如街道、社区和城市本身， 

重点在一个或多个尺度区域。利用审计、调查

和公开听证记录等工具， 这个过程是城市规划

师和社区之间的协作， 以进行城市状况分析和

跟踪监测和评价。儿童友好型城市状况分析包

括以下要素 :

· 与儿童和社区，尤其是最边缘化的群体共同

进行评估 通过自我评估，定量调查和其它

方式，收集关于城市环境所有组成部分的数

据和意见，包括空间形态，功能和一般的城

市议题。城市规划师帮助社区准确表达意见

和主张。

 
 

概况 措施 进展

城市状况分析 监测和评估 建立问责制

步骤 1 步骤 2 步骤 3

基准

与儿童一起自我评估（审计、

绘测、调查）

专家评估（空间规模、处理能

力、数据）

儿童权益优先事项图（危机、

机会）

政策

儿童为中心的公开听证会和参与

机制

儿童为中心的公共观察站和申诉

机制

儿童为重点的议程（研究、能

力、政治性的）

指标

城市环境的物质特征（供应、邻近

度）

结果特征（用途、获取渠道）和输

出特征（承诺）

对儿童特征的影响（对健康、安全、

公民权、环境和繁荣的益处）

图 24：通过数据进行基于证据和以人为本的决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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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孟加拉国达卡和巴里

萨尔的 20 名童工参加了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组织的摄

影培训班。为期五天的培

训课程教授了他们基本的

摄影概念和技术。培训完

成后，孩子们返回贫民窟

和他们称之为家的救助中

心。他们都希望通过数码

相机和新学到的新闻技能，

让大众了解他们经常被忽

视或误解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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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新增或已有的分析工具，一份由城市规

划师完成的专业城市状况分析包括：
○ 空间、功能和社会经济分析，使用有关

儿童的数据（住户调查、行政数据、GIS

数据）
○ 利益相关方分析，确定能够代表儿童或与

儿童有共同需求的群体，和能在知识和资

源方面支持城市规划的群体。城市规划师

应努力地让规划的各个阶段都有利益相关

方的参与。
○ 以儿童为中心的风险评估，以地图形式反

映儿童面临的多重风险；
○ 政府和利益相关方在可能的措施方面的规

划能力和投资能力；

· 儿童优先事项地图

○ 基于地域：标注风险暴露程度最高的居民

区或社区。
○ 基于系统：将能提升建成环境（场所、系

统、网络）和加强各方能力（政府、资源）

的儿童友好措施形象化。3

在监测和评估城市规划措施时，以一定的标准

作为参考来衡量目标是否实现非常重要。这个

监测和评估的过程也叫“成果管理”。它以衡

量儿童福祉要素的投入、活动、产出、成果和

影响的成果链为基础。它可用于评估城市规划

对儿童影响的有效性。某些指标的收集可能会

比较困难。可以把重点放在与儿童和社区的协

作，或现有的数据和信息通讯技术平台，通过

这些途径会进行收集会相对容易。

指标也称为关键绩效指标，通常用于城市规划

法规、土地利用标准和城市发展规划。关键绩

效指标可用于不同的尺度：项目、社区、城市。

如果应用在城市尺度，应避免使用平均值，需

注意研究城市内部的差异。

以下四类指标可用于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 :

衡量成效

场所标准工具是一个帮助构建关于场所对

话的简单框架，由苏格兰政府、苏格兰医

疗服务局和苏格兰建筑与设计学会创建，

目的是为了营造更好的场所。它可以让参

与者从物质（如建筑、空间和交通联系）

和社会（如人们在决策中是否有发言权）

两种角度来看待场所。它可以评估已经建

成的场所、正在建设的场所和仍处于规划

阶段的场所。该工具有助于进行自我评估，

以确定特定地区各类人群的优先事项——

社区、公共部门、第三方（社会组织、非

营利组织）和私营部门。这项工具可用于

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目的，让人们能跨越

部门和边界，开展高效、持续的合作。

场所标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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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lacestandard.sc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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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和质量相关的指标，用以衡量质量和功

能特征， 如儿童对场所的有效使用、无障

碍设施的实用度、不同时间 ( 白天、夜间、

工作日与周末 ) 的活动类型。这些指标提供

了数量以外的信息， 能揭示空间或基础设

施何时无法使用，何时对儿童和其社区来说

过于昂贵或者不适用；

· 影响力相关的指标，用以衡量干预措施在一

段时间内对儿童利益的影响。这些指标为营

造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的重要性提供了依据；

· 过程相关的指标，用以衡量政策的执行情

况，以及责任相关方， 特别是公共部门，

为履行其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相关责任而开

展活动的程度。

根据儿童权利和城市规划原则，为了真正衡量

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的成果或规划过程，必须

有清晰界定的具体指标：例如儿童人均绿地和

公共用地面积，儿童步行上学的比例，交通事

故中儿童伤亡的比例，以及为主动交通基础设

施预算的比例。

南非开普敦卡雅利沙镇的 UT 地区规划

· 实物和数量相关的指标， 用以衡量数量特征，收集关于与儿童友好空间和基础设施 ( 如表面积、

覆盖面、分布 ) 邻近度的信息 ; 

数据面板是一种以可访问格式整理和传播数据的工

具。面板帮助城市规划师制定政策的优先事项、监测

进展、鼓励合作、传达决策、加强问责制和儿童的发

声权利。开放数据研究所和伯纳德 - 范里尔基金会发

数据面板帮助城市提升早期儿童发展 4

表了一本白皮书，为切实有效地提升儿童早期发展，白皮

书中明确了数据面板的若干特征。许多有意义的案例都从

以下方面进行了分析：

· 战略：数据收集的目的、受众、访问级别；

· 选择指标：指标的选择过程和目标；

· 设计和维护的容易程度；

· 服务团队需要具备领导力、文化和数据素养；

· 对有关隐私的法规和明确准则的遵守。

https://bernardvanleer.org/app/uploads/2017/12/ODI-BvLF-Dashboard-Report-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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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问责制

数据质量越高，政策就越精准有效。为了最大

限度地发挥数据的价值， 城市规划师可以在工

作坊或公开听证会等场合支持儿童及其社区，

提出他们关心的问题和优先事项，并用数据予

以证实。城市规划师应创造更多参与的机会， 

并支持儿童获得这些机会。儿童友好城市规划

的优点显而易见，同时城市规划师具有专业知

识的优势，因此城市规划师也可以影响研究计

划和政策制定。 

· 儿童友好的公开听证会和参与机制为儿童和

社区提供了发表意见、支持同类观点、通过

预备性讨论会做好准备的机会。要确保关于

建成环境干预措施的参与机制是强制性的，

并注意参与的方式和时机。

· 儿童友好公共观测站和申诉机制应便于使

用，沟通良好，并接入透明的开放数据观察

站，以收集全市范围的数据，让这些数据能

够方便地被人们尤其是儿童查询和使用。

· 参与研究和政策议程的制定。保持关注：追

踪新的研究、政策和专业会议，用数据和有

效实践影响议程。

参考资料

已有的指引、工具和文献

· 儿童友好型城市最佳实践汇编 ( 国家城市事

务研究所 )

· 富有生机的城市：为城市童年而设计 (ARUP 

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

· 城市 95 初学者工具包 ( 伯纳德 - 范里尔基金

会 )

· 与儿童和家庭一起建设更好的城市 (8-80 个

城市 )

· 数据面板如何帮助城市提升儿童早期发展  

( 开放数据研究所 )

· PASSA 青年——提高安全住房和住区意识的

参与式方法 ( 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联合会 / 仁人

家园 )

· 监测和评估儿童参与的工具包 ( 拯救儿童组织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 场所标准 ( 苏格兰政府 )

· 动态设计指南 ( 动态设计中心 ) 

· 社区动态设计工具包 ( 动态设计中心 )

· 了解城市 ( 世界宣明会 )

· 儿童的城市：城市贫民窟的声音 ( 世界宣明会 )

· 以儿童为中心的城市韧性框架 (ARUP 国际发展

有限公司 )

· 通过城市改造预防暴力手册 (VPUU)

· 城市环境分析工具包 ( 更强大的城市联盟 ) 

· 城市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协调 ( 更强大的城市

联盟 ) 

·人居三，《新城市议程》（联合国人居署）

· 写给城市领导人的城市规划（联合国人居署）

相关网络和平台

· 儿童友好型城市倡议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 欧洲儿童友好型城市网络

· 儿童友好型智慧城市 ( 国家城市事务研究所 )

· 城市 95 倡议 ( 伯纳德 - 范里尔基金会 )

· 儿童平等 ( 新学校 )

· 儿童环境研究小组——CERG

· 了解你的城市 ( 贫民窟居民国际联盟 )

· 城市联盟

 

https://bernardvanleer.org/publications-reports/compendium-of-best-practices-of-child-friendly-cities-2017/
https://www.arup.com/en/perspectives/publications/Research/Section/Cities-Alive-Designing-for-Urban-Childhoods
https://bernardvanleer.org/app/uploads/2017/10/BvLF-Citylab-StarterKit-DIGITAL.pdf
http://www.880cities.org/wp-content/uploads/2017/11/BvLF-8-80-Cities-Report-Final.pdf
https://bernardvanleer.org/app/uploads/2017/12/ODI-BvLF-Dashboard-Report-WEB.pdf
http://passa.ifrc.org/
http://passa.ifrc.org/
https://resourcecentre.savethechildren.net/document-collections/toolkit-monitoring-and-evaluating-childrens-participation
http://www.placestandard.scot/
https://centerforactivedesign.org/guidelines/
https://centerforactivedesign.org/communityguide
http://www.wvi.org/urban-programmes/publication/just-cities-children-voices-urban-slums
http://www.plan.org.au/-/media/plan/documents/reports/curf_brochure2016v8.pdf
http://vpuu.org.za/success-story/vpuu-manual/
http://pubs.iied.org/10819IIED/
http://pubs.iied.org/10821IIED/
http://nua.unhabitat.org/
http://unhabitat.org/books/urban-planning-for-city-leaders/
https://childfriendlycities.org/
http://www.childinthecity.org/tag/european-network-for-children-cities/
https://cfsc.niua.org/
https://bernardvanleer.org/solutions/urban95/
http://equityforchildren.org/
http://cergnyc.org/
https://knowyourcity.info/
http://www.citiesallia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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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域

原则 2
住房和土地权属

（见第69页）

原则 3
公共服务设施

（见第83页）

原则 4
公共空间

（见第97页）

原则 5
交通系统

（见第109页）

原则 1  

投入

公共机构 私营部门  民间团体
 

专家

Part
2

步
骤

  1

儿童权利和城市规划原则清单

如何一步步地参与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

1. 为儿童和社区规划好空间 ( 见 51-54 页 )

建筑和基础设施法规——建筑尺度

儿童友好的建筑、基础设施规范和标准，

在儿童的安全保障、无障碍、人身安全和

健康方面满足定量要求。

儿童友好的设计指引为建筑和基础设施提

出建议，确保儿童能更好地使用、有更高

的舒适度和以及为儿童创造更多机会。

规划设计阶段的儿童友好影响评估确保儿

童利益最大化和负面影响最小化。

以儿童制定街区行动发展计划，为儿童在

城市空间、系统和网络各方面设立优先权。

与儿童和社区的城市设计讨论会，确保项目

的多功能性和战略性，以通用设计原则和妥

善的空间布局选择为基础。

与儿童一起确定的共同行动倡议，确保儿

童能够参与设计、执行和日常维护，将基

础设施投资和人民的使用结合起来。

城市设计和基于地域的社区规划——街区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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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域

原则 2
住房和土地权属

（见第69页）

原则 3
公共服务设施

（见第83页）

原则 4
公共空间

（见第97页）

原则 5
交通系统

（见第109页）

原则 1  

投入

公共机构 私营部门  民间团体
 

专家

Part
2

步
骤

  1

 

 原则 8  原则 9 原则 7 原则 10 

步
骤
  

2
步
骤

 3

原则 6
城市用水和卫生综合管理系统

（见第123页）

粮食系统

（见第137页）

废弃物循环系统

（见第149页）

能源网络

（见第161页）

数据和信息技术网络

（见第173页）

土地利用规划——城市尺度

在特定用途土地的可用性、可获取性和

邻近度方面，应以一般规范和儿童利益

为基础。

儿童友好土地利用规划确保空间对儿童可

用，或空间能安全地封闭。

儿童友好建筑许可规定从儿童的角度，人的尺

度，以及强调公共空间和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考

虑建筑高度、建设空间和非建设空间的协调，

混合用途建筑，公共建筑和私人建筑。

综合城市发展战略从儿童的角度界定、

支持和协调所有城市系统。

城市韧性规划为儿童整合了灾害、气候和其

它风险的知识，建立了训练和沟通机制，确

保社区尤其是儿童，对危险情况有所防范和

预备。

儿童友好的执行策略预估财政投资、强调

全市范围的协作和需要优先采取干预措施

的区域（社区）。

城市发展规划——城市尺度

立法和制度框架通过明确处理空间公平问

题，确保各层级机构的协作机制化、模块

化和灵活化。

土地使用和财产登记通过对所有权的确认增强

其稳定性和责任机制，为土地价值税收提供赋

税基础，进而在社会收入再分配过程中把公共

投资向儿童空间倾斜。

城市数据观察站收集按年龄分类的数据，

推动儿童相关政策的衡量、评估和制定。

城市规划政策——多级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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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骤

 1
步
骤

 2
步
骤

 3

过程导向

公共机构 私营部门 民间团体 专家
如何一步步地参与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

2. 让儿童和社区参与设计过程 ( 见 55-56 页 )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联盟的组建

在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中把儿童和社区的参

与放在首位，了解儿童对建成环境的独特

看法 , 突出他们的优先事项和考虑他们提

出的解决方案；

动员其他有共同利益的参与者，建立儿童

和地方领导者的联盟。

让专家参与，基于一定的依据和标准，

合理确定儿童的利益。

基于现实的目标，估算项目所需的资源，

可能需要分阶段，或从小到大，从临时性

到结构性地逐步实现。

选择来自公共和私人的资金资源，采用适

当的融资方式促进儿童友好型城市发展。

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分析城市规划在建设

和维护方面的成本效益，以及在儿童利益

方面的投资回报。

预算和调动资源

以儿童为主导的试点项目和临时项目，成

本低、建设速度快，便于儿童和社区的测

试和评估。

以儿童为重点的传播策略，以影响公众舆

论和进行媒体报道，让更多的人加入儿童

友好的行动议程和呼吁进行结构性改革。

从儿童及其社区的角度分析试点结果， 并

基于这些依据，就不同利益相关方提出的

改进和扩大规模的建议做出决定。

共同行动，逐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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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骤

 1
步
骤

 2
步
骤

 3

可用的依据
3. 用好儿童和社区的相关依据 ( 见 57-61 页 )

城市状况分析

在城市规划专家的支持和配合下，进行儿

童及其社区的自我评估。

城市状况的专业判断，包括空间、功能和社会

经济基本情况，利益相关方分析，以儿童为中

心的风险评估，以及投资评估和能力评估。

儿童面临的风险和优先事项示意图。

使用关于儿童友好型城市空间、

系统和网络的关键绩效指标，

衡量其数量和可用性。

使用关于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

的关键绩效指标，衡量其质量

和功能。

使用关键绩效指标衡量对儿

童的影响（脆弱性、利益）。

衡量成效

使用和优化公开听证会和参与机制，让儿

童充分表达意见，提出有证据支撑的观点

和相应的建议。

建立基于开放数据的、易于使用的公共

观察站和申诉机制，让儿童能方便访问

和参与。

利用掌握的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的知识、

数据和优秀案例，参与研究、政策和专业

会议的议程制定。

建立问责制

使用关键绩效指标衡量儿童

友好型城市规划、城市项目

和政策的执行过程。



为安顿大量叙利亚难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新建了 4 所学校，

为 17 个非正式帐篷住区内超过 1100 名儿童提供正规教育、心

理咨询和基本计算读写能力训练。在设计方案经过广泛征询住

区儿童意见后，建起了这个名为 IBATSEM 的游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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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权利和城市规划原则的本地化4
我们为什么投入？

我们要规划什么？

我们如何规划？

参考资料

· 城市空间

 ○  原则 2 住房和土地权属
 ○  原则 3 公共服务设施
 ○  原则 4 公共空间

· 城市系统

 ○  原则 5 交通系统
 ○  原则 6 城市用水和卫生综合管理系统
 ○  原则 7 粮食系统
 ○  原则 8 废弃物循环系统

· 城市网络
 ○  原则 9 能源网络
 ○  原则 10 数据和信息通讯技术网络

第二部分



智利伊基克昆塔蒙罗伊增量住房项目。这个多套住宅

项目对可负担住房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构思。建筑师

和居民家庭按照严格预算共同建设了这种住房结构，

即为居民提供最基本的‘一半’房屋，然后由居民根

据自身条件逐步扩展和定制其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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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
在发展中国家，每三名儿童中就有一名以

上没有足够的居住空间。 1

原则 2

所有城市都应通过城市规划为儿童和社区提供负担得起

的、适当的住房和土地权属保障，让他们能够安全和安

定地生活、休息、玩耍和学习。



70 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手册：为孩子营造美好城市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我们为什么投入？

当前的挑战

70% 的城市土地用于住房。显然，提供住房是

解决城市化问题优先考虑的问题。儿童大部分时

间都是在房子里度过的，特别是在婴幼儿时期。

尽管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减少贫民窟并大规模地

提供新建住房，自 1990 年以来，全球贫民窟

的数量仍在逐年增加。2016 年，2 约 8.8 亿城

市人口没有适当的住房。尽管私营部门对住房

的投资基本保持稳定，但这些投资并未投向低

收入家庭负担得起的住房。全球可负担城市住

房的缺口约为 3.3 亿户，预计到 2025 年将再

增加 30%，达到 4.4 亿户或 16 亿人。3 住房

的普遍短缺导致过度拥挤、无家可归、疾病甚

至死亡。

在很多国家，土地登记系统或国家城市规划政

策很不完善：贫民窟问题得不到解决，贫民窟

居民无法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房屋的非正式

地位和土地的法律权属纠纷是城市投资建设经

济适用住房的主要障碍，也让儿童不得不生活

在不健康和不安全的住房中，没有适当的空间

玩耍、学习和成长。贫民窟危险的居住状况影

响了儿童的生理和情感发育，容易产生焦虑、

失眠和敌对行为。  

即使有适当的住房，也不一定能保证享受到相

应的城市基本服务。很多居住区功能单一且位

于城市周边，儿童看护人只能长距离通勤，不

得不把儿童单独留在家中无人照看。在人口密

集的城市地区，房屋的套型和大小不适合有孩

子的家庭。在多家庭住房的开发中，没有提供

足够的家庭集体聚会和娱乐的空间。

尼日利亚阿布贾的一个贫困居民区，一名妇女带着一个孩子穿过房屋废墟。穷人正在搬迁，富人的房子在远

处拔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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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童和社区的好处

· 综合性住房和社区社交项目（儿童看护、学

前教育）可增强不同年龄群体的凝聚力和交

流互动。

· 位于城市中心地带或通过公共交通即可通达

城市中心地带的住房让儿童能方便地参与所

有的城市活动，这有助于他们参与决策、锻

炼生活技能，从而成为全面参与其所在城市

事务的公民。

· 设计适用于所有人群的住房既可满足儿童的

特殊需求，也适用于其他人群，比如老人。

适当的住房也意味着居民不仅能享有自有住

房，还能参与公共生活，进而参与社区事务。

· 环保高效的住房通过采用雨水收集系统、废

水利用和延缓排放系统（绿化屋顶、存储空

间、未建设区的渗透）等进行综合用水管理。

· 通风条件好，自然光线充足，地面、屋顶和

屋外保护层品质良好的住房，以及清洁的用

水、能源和卫生条件为儿童的生活、玩耍、

学习和与家庭成员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干爽、

明亮和具有启发性的环境，这将改善他们的

健康状况并延长他们的寿命。4

· 综合性住房和社区社交项目（儿童看护、学

前教育）有助于儿童认知能力和社会情感能

力的发展。

适当的住房让儿童健康、茁壮地

成长。

· 结构稳固、不受天气影响且配备相应设施的

住房能降低风险，确保儿童安全地生活，并

在紧急情况下（如地震或其它自然灾害、火

灾、冲突等）有准备地撤离。

· 合理规划的住房开发应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

带（河漫滩、滑坡易发区域）、被污染的地

区和易受危险活动（军事目标、排放危险化

学品的工厂）影响的地区。

适当的住房保障儿童安全并对风

险有所准备。

适当的住房提升儿童的公民意识

适当的住房让儿童生活在可持续

和不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环境中

· 使用回收或可回收材料、修筑紧密的建筑围

护结构、采用可再生能源或低能耗系统，可

以让住房基础设施达到碳平衡。以太阳能、

风能和生物质能为动力的小型个人和公共能

源系统可以补偿能源的消耗。

· 权属保障让儿童及其家庭居住在不受驱逐威

胁、不会失去收入来源的社区，让儿童有更

多的时间在学校学习、锻炼生活技能，以及

享受社区生活；也让儿童有更多机会就业、

未来获得更高收入，以及提升其长期谋生的

能力。

· 可负担的住房意味着儿童及其家庭能把其收

入用于改善健康和福祉，例如购买更健康的

食物（更多新鲜水果和蔬菜）、基层医疗、

必要的预防性医疗支出。

适当的住房确保儿童及其社区的繁

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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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非正式住区和贫民窟——非正式住区指具

有一项或多项下列特征的城市地区：1）住房

结构质量差；2）过于拥挤；3）供水不足；4）

卫生设施和其它基础设施配备不足；5）居住

环境无保障。5 非正式住区通常没有市政服

务，如垃圾收集、容易到达的学校、诊所；或

没有供儿童玩耍和社区聚会交流的安全空间。6

贫民窟是非正式住区中条件最差、最被排斥的

一种形式，其特征是贫穷，大量破败不堪的房

子集中建在城市中的危险地带。

可负担住房计划——适用于极低收入至中等收

入家庭。可负担住房的定价较低，只有这样这

些家庭才能够支付其它基本生活费用，例如吃、

穿、行、医疗和教育。“可负担”通常被定义

为每月标准支出净额不超过家庭收入的 30%。

由于穷人负担不起市场定价的住房，很多政府

都出台了可负担住房政策，如公共住房建设、

私有住房融资系统，私有住房开发中的包容性

住房计划等。

土地权属保障——只有土地权属得到保障，不

论是作为租赁者还是所有者，居民才会投资建

设适当住房。土地权属保障让居民受到法律保

护，免受驱逐、骚扰和其它威胁。土地权属包

括租住房、合作住房、出租房、自住房、应急

住房，非正式住区包括居民拥有的土地或房

产。7

我们要规划什么？

定义和概念

孟加拉达卡米尔布尔的帕罗比贫民窟 巴西，亚马逊州，普罗萨米，伊格拉普·德马努斯的

社会环境项目

肯尼亚马坚戈的参与式贫民窟改造项目

http://www.iadb.org/en/news/webstories/2013-03-04/brazils-manaus-sanitation-and-urbanization-program,10346.html
https://unhabitat.org/urban-initiatives/initiatives-programmes/participatory-slum-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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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社区主导的贫民窟改造——这种方式通常

被认为是解决现有贫民窟问题的最经济和最能

产生社会效果的选择。这种方式将城市和国家

在物质、社会、经济和制度方面的政策结合起

来，可以确保土地权、住房和公共设施、小额

投资和就地改造等。除非确实存在严重的环境

或安全问题，否则不会搬迁。

支持可负担租房政策——对租赁住房市场的支

持是政府满足人们住房需求的一项有效策略：

向租房者提供补贴，向开发商和业主提供融资

担保，完善法律和合同制度以维护租房者和房

东的权利以及避免歧视妇女和弱势群体。租赁

房屋也可设计成混合式的，在租住一段时间后

最终拥有所有权。

支持集体住房项目——为了加快并扩大适当和

可负担住房的建设，对集体住房的规划、设计、

建造和融资进行创新，是针对公共资金有限和

人们需求增长这一经济现状的应对措施，例如

增量住房、临时安置和灾后重建住房、合作住

房以及社区土地信托等。

印度普纳叶瓦达贫民窟改造 新加坡武吉巴督的可负担住房 中国广州土楼形社会住宅

http://www.designother90.org/solution/yerwada-slum-upgrade/
http://www.hdb.gov.sg/cs/infoweb/about-us/our-role/public-housing--a-singapore-icon
http://www.archdaily.com/24210/tulou-housing-guangzhou-urbanus-architects-by-iwan-ba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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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曼孔社区改造项目解决了可负担和适当住房

问题。这个项目在开发过程中听取了居民的意

见，改善了非正式住区居民的生活。它把贫困

社区放在决策的中心，让当地居民参与到该贫

民窟改造项目的每一个步骤。政府资金直接用

于社区委员会和每个家庭，用于泰国非正式住

区居民的土地保障和住房改善。该项目使当地

儿童受益，得以享受改善的生活条件，生活在

更强大和更有凝聚力的社区中。 

昆塔蒙罗伊项目从空间着手，采取了多户住房

的安排，它对可负担住房的概念进行了重新构

思，同时保留了已有社区。一个由建筑师和工

程师组成的团队保留了该社区在一个小城中的

社会和经济联系。严格按照预算，项目公司仍

做到了把有近 100 个家庭的几十年老旧的非正

式住区变成一个中产阶级标准的住区。建筑师

和居民们共同设计了一种住房单元结构，即为

居民提供最基本的‘一半’房屋，然后由居民

根据自身条件逐步扩展和定制其余部分。仅一

年之后，该地房产大幅升值，居民们仍希望继

续在此居住、继续改善住房并加强社区建设。

维安维德住区项目促进了南布朗克斯区的复

苏。这一针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综合开发项目把

都市农业引入了可负担住房实践。维安维德项

目把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聚集到一起，共同参

与社区的市政管理。该项目通过开展教育活动，

如开办社区园艺俱乐部、运动和营养课程、环

境和循环利用教育等，形成了健康的生活方式。

该综合开发项目强化了社区参与社会活动以及

就地食品合作供应。

优秀的实践案例

泰国班曼孔住房项目 智利伊基克昆塔蒙罗伊增量住房项目 美国纽约布朗克斯维安维德住区项目

http://www.odi.org/sites/odi.org.uk/files/odi-assets/publications-opinion-files/9669.pdf
http://www.archdaily.com/10775/quinta-monroy-elemental
https://casestudies.uli.org/via-v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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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策框架的支撑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SDG1.4 到 2030 年，确保所有男女，特别是穷人和弱势群体，享有平等获取经济资源的权利，享有基

本服务，获得对土地和其他形式财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继承遗产，获取自然资源、适当的新技术和

包括小额信贷在内的金融服务。

适当住房权

《国际人权法》规定人人都应享有适当生活水准的权利，包括适当住房的权利。《儿童权利公约》也

规定了适当住房权。适当住房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保障土地权属，确保得到法律保护以免受驱逐、骚扰和其它威胁；

· 可享受服务、材料、设施和基础设施；

· 可负担，其它基本需求不受影响或不被压缩；

· 适宜居住，为居住者提供适当和健康的空间；

· 适用于所有人，包括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

· 位置适中：能够获得就业、卫生保健服务、学校、儿童保育中心和其它设施；并确保远离污染源

和被污染地带；

· 适当的文化环境，尊重和考虑文化认同和多样性的表达；

100 多个国家在其宪法中确认了国民拥有获得适当住房的权利，并将其转化为国家立法。有些国家已

经详细制订了推动住房建设的具体政策、制度和管理框架。

《新城市议程》

第 31 段……承诺推动国家、国家以下和地方

各级的住房政策，这些政策应能为逐步实现

人人享有适当生活水准权所含的适当住房权

提供支持；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暴力，防

止任意迫迁；着重满足无家可归者、处境脆

弱者、低收入群体和残疾人的需要，同时便

利社区和相关利益攸关方参加和参与这些政

策的规划和执行，包括根据国家立法和标准，

支持社会合建住区。

第 32 段……承诺在所有部门，特别是就业、

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会融合部门并在各级政

府推动制定顾及年龄和促进性别平等的综合

住房政策和方针，一方面提供适当、负担得

起、便利、节约资源、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

连通顺畅和位置适宜的住房，另一方面特别

重视就近因素，加强与城市结构和周围功能

区之间的空间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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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规范和标准，确保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

无障碍的住房和安全设施。
○ 技术保障：确保儿童的稳定、保护和疏散

（例如：阳台、外部消防出口和楼梯的通

道和扶手要安全牢固），确保使用良好的

建筑材料和建造方法，从而在紧急情况时

能够起到保护居民的作用；
○ 便利：规定最小的台阶和楼梯数量及台阶

最大高度；通道尽量平坦；高层住房配备

电梯；楼梯较宽，楼梯间不上锁，门廊和

走道没有障碍物，宽度足够婴儿车和轮椅

通过；在多户住宅楼为残障人士提供

住房；
○ 安全与健康：规定地板的质量；使用防霉

材料；每套住房都有安全的饮用水、卫生

设施和电力供应；每套住房内部或附近都

配备烹饪设备；规定每套住房和房间的最

小面积；自然通风和房屋遮光；所有卧室

的然光线应充足；楼梯醒目且容易通行，

便于三层或以下楼层居民上下楼使用。

· 设计指南 提升儿童及其家庭对住房的居住

体验：
○ 舒适性：为儿童提供单独的房间，儿童房

应有充足的自然光和通风，如果无法实现，

则提供一个供学习和玩耍的公共空间；建

筑物的空间和布局具备以儿童为中心的可

见性和可读性；每套住房都可直接观赏户

外景观、绿地或接近安全的公共户外

空间；
○ 多功能性：建筑物模块化且具有灵活性，

方便进行可负担的简单改造；建筑内的儿

童集体设施（儿童看护、玩耍区、学校、

学习室、卫生间）主要位于底层，便于与

室外空间交互，尊重文化或当地隐私习惯；
○ 启发性活动与体育活动：专门用于体育活

动和玩耍的空间；在多套住房的住宅楼中

规定大户型住房的比例和 / 或最低的数量

要求，以吸引有儿童的家庭；将大户型住

房集中配置，以加强有儿童家庭之间的互

动；把有儿童家庭居住的大户型住房设置

在较低楼层，以保证快速疏散、被动监督

和靠近底层公共设施；预留宽敞的大厅入

口，以促进社会交往，并将其设置在能够

直接通达运动场或玩乐空间，以及集体设

施的位置；为自行车和其它主动交通工具

提供停车空间；预留社区便利设施，以开

展聚会和社交活动；  

· 住房开发规划和设计阶段进行影响评估 如

何对儿童及其家庭带来最大收益和最小负面

影响。

我们应如何规划？

规划好空间

建筑和基础设施法规——建筑尺度

美国纽约阿尔博住房项目

https://centerforactivedesign.org/awards/blueseadevelopment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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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区住房计划，其目的是规划居住区必需的

服务和设施（游乐场、青年中心、特定群体

的安全空间、学校、图书馆、托儿所、公园、

可持续交通连接）；规划更为多样化的住房

存量，有不同的住房类型、创新的类型以及

针对特定需求的住房，如移民或孤儿居住的

过渡房等；

· 召开以儿童为主导的多单元住房改造讨论

会，旨在提升集体空间的安全保障、可达

性、安全性、舒适性、综合用途以及体育

活动等。

城市设计和基于地域的社区规划——街区尺度

土地利用规划——城市尺度

· 土地利用标准 根据既定标准和具体需求（人

口预测、公共交通换乘和服务设施的邻近

度、地理条件、文化传统）对住房密度进行

量化。

·土地利用规划 为有儿童的家庭增加可负担住

房的供应和分配，这些住房应位于环境安全

的区域，便于使用各类城市服务设施，还有

通往全市范围的便利交通：
○ 预留住房或综合性开发用地 使综合性开

发最大化，包括可负担住房和普通住房的

混合建设，住房与其他城市设施，如公共

服务设施、当地经济和服务设施的混合

建设；
○ 限定建筑高度，保持低层和中层建筑的

密度。
○ 划定隔离区域 规定不得在受污染或风险

易发地区和有害基础设施（暴露于声音和

空气污染、靠近交通基础设施、受污染地

区、垃圾场、高压电、工厂等）附近建设

住房。

· 建筑许可法规 确保为有儿童的家庭最大限

度地提供和分配可负担住房，这些住房与城

市服务设施和新的私人开发项目之间有较好

的通达性。
○ 一般城市规则 确保可负担住房的建设（奖

金制度、房屋租金管控范围、包容性住房

计划）；
○ 具体的总体规划和分配计划 包括详细的

密度系数、新的大型私人开发项目中针对

带儿童家庭的大户型住房的位置和比例；

最大化配置安全、可通达的室外空间和娱

乐设施。

加拿大多伦多的儿童成长：垂直社区儿童规划

垂直社区是许多城市的主要住房类型，以适应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多伦多市制定

了适用于全市范围的多户住宅楼建设指南，以满足不同家庭特别是有儿童家庭的需

求。该指南的内容涵盖三个层面——住宅区、住宅楼和住宅，每个层面都能对生活

在垂直社区的每个家庭的居住体验产生积极影响，上述分类正是基于这一认知。  

加拿大多伦多的“成长”项目

http://www.toronto.ca/city-government/planning-development/planning-studies-initiatives/growing-up-planning-for-children-in-new-vertical-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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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市范围的住房战略 根据人口增长预测和

适当住房原则提供住房，包括全市贫民窟改

造计划、可负担住房计划和城市扩展规划；

与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原则结合并考虑

宜居性，以避免城市的无序蔓延、未经规划

的住区建设和过度拥挤；

· 支持地方公共住房开发机构 进行可负担住

房的土地征用、建设和管理，使之适合家庭

和儿童居住。

· 向合作住房协会 提供技术和法律程序上的

支持，以获取土地（租赁或购买）、建设并

管理集体住房项目，如社区土地信托、

公寓。

城市发展规划——城市尺度

城市规划政策——多级尺度

· 制定和修订支持贫民窟改造和儿童（及其家

庭）优先可负担住房的立法和制度，例如土

地登记、长期土地租赁、租房家庭获得租金

优惠、获得房屋所有权、房屋改善设施安

装等；

· 支持针对特定群体的包容性住房政策：移民

（过渡或临时住房）、无成人陪伴的儿童、

大家庭（面积更大的住房）、有残障人士的

家庭（无障碍住房）。避免隔离性区划，不

得限制某个特定社区对某些土地类型的

使用。

· 完善和实施土地利用法规，确保可负担的土

地价格，例如开发权转让、特殊评估区、综

合性开发、交叉补贴计划以及土地入股等；

· 住房数据观测站 使用分类数据和地理信息

系统（GIS）-- 绘制地图，内容包含儿童及

其家庭可获得的可负担住房的数量、质量、

密度和存量等信息。  

吉布提塔朱拉的 SOS 儿童村

http://www.sos-childrensvillages.org/where-we-help/africa/djibouti/tadjou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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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萨青年”（增强安全住房和住区意识的参与式方法）10

设计好过程

 

设计好过程

· 让儿童和社区参与对其住房和居民区的评

估，以确定在安全和可达性方面的问题。特

别是在贫民窟地区，风险意识评估对于开展

社区主导的贫民窟改造和重新安置计划至关

重要。

· 与“自助业主”、“合作住房组织”、“老

人”等具有共同利益的主体合作，在征用土

地，争取房屋建设和改造的资金和技术资源

的过程中形成共同目标。

· 与“贫民窟居民协会”和社会工作者合作，

了解无家可归儿童的数量和暂居地点，找出

根本原因和解决办法。

· 支持针对房屋租赁和交易市场中低收入群体

的住房融资计划，帮助他们通过政府住房补

贴获得新的住房或改善住房条件，不仅可以

满足基本的住房需求，还可以获得低成本的

节能系统和技术以改善居住条件。

· 支持贷款工具，以较低的交易成本，为贫困

人口提供用于住房、服务和商业发展的贷

款，用于新房建设和旧房改建；

· 通过 房地产领域的公私合作 开发儿童友好

的住房和儿童优先的包容性住房综合项目。

· 支持自建社区群体和公民规划、建设集体住

房项目，以儿童友好的住房为重点。

· 在居住区组织以儿童为中心的活动，利用集

体空间，让儿童交换、分享玩具和游戏设备。

· 向政府机构、房屋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提出

房屋简单改造的建议，说明对儿童的好处和

预期成果，提出成本低廉的改进措施，例如

用实心地板替换脏地板或安装隔热通风

设备。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联盟的组建 共同行动，逐步改变预算和调动资源

“帕萨青年”是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与“仁人家园”合作发起的一种与安全住房和住

区安全有关的减少灾害风险的参与式方法。根据

一项网络数据调查，青年是其所在社区变革的第

一响应者和推动者，特别是在城市暴力预防和社

会包容方面。“帕萨青年”支持地方和城市两级

的应急计划等备灾工具，以提升住房安全。“帕

萨青年”强调‘软件’（即社区内的知识和技能

发展）和‘硬件’（着力于住房和基础设施的物质

提升）两个方面。在志愿者的协助下，青年领导

人通过识别风险和薄弱点、分析原因、确定改进

策略的优先顺序，并制定计划和实施建议，提升

了对社区住房安全问题的认识。在整这个过程中，

“帕萨青年”小组得到了建成环境专家和数字化

专家的指导。

哥斯达黎加“帕萨青年”培训

http://passa.if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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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依据

全面的城市状况分析应以住房为重点，并涵盖

城市规划、利益相关方、资源（resources）

和优先事项等的所有数据。

· 进行制度分析，了解住房政策环境；

· 评估当前住房需求，预测未来需求和不同目

标群体的最低需求；

· 根据土地和基础设施的供应，分析住房供给；

· 评价现有法规对住房领域的影响。

通过各种指标，包括客观性指标和主观性指标，

可以衡量和评价向儿童及其家庭提供适当住房

的进展。相关指标示例如下：

· 实体相关指标：每平方公里住房密度；当前

和预计的城乡人口增长率；贫民窟增长率；

按照弱势群体和有特殊需要群体等分列的人

口需求；不同类别住房（业主自住或出租、

居住者为单身、夫妇、家庭还是多个家庭）

的比例；量化住房缺口比例；

· 功能和质量相关指标：通风隔热良好以及铺

装了地板的适当住房的比例；“经改善的”

（定义为已加强了房屋结构韧性、热 / 冷适

应性、能获取安全饮用水、改善了卫生设施、

电灯、低排放，有足够通风条件的高效采暖

/ 烹饪方式）城市贫民窟住房的比例；方便

残障人士进出的新建和已有住房的比例（足

够宽的门、坡道）；

· 可负担住房指标：平均房价与收入比率；家

庭住房支出低于其平均可支配收入 30% 的

儿童所占比率；社会福利住房、可负担住房、

优先住房的比例；抵押融资体系的资本可

用性和市场渗透率（针对低收入、低信用度

和其它边缘性借款群体）；用于特殊需求群

体的社会福利住房和服务；社会福利住房预

算占国家政府总预算的比例；可获取的补贴

类型；二级抵押市场和住房小额信贷的可用

性； 

· 影响力相关指标：可持续发展目标第 1.4.1

条，其家庭可获得基本服务的人口比例；可

持续发展目标第 1.4.2 条，按性别和所有权

类型分列，拥有可靠的土地所有权、拥有法

律承认文件而且认为其土地权利受到保障者

在总成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可持续发展目

标第 11.1.1 条，居住在贫民窟和非正规住区

内或住房不足的城市人口比例；每 10 万人

中无家可归者的数量；

· 过程相关指标：低收入住区中居民区改造

项目的覆盖率；已获批准的城市扩展（以

容纳人口）实体项目数量；已规划的新建住

房数量；国家住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禁止

制定隔离性住房政策的程度；针对无家可归

和弱势群体的政府预算；可持续发展目标第 

11.C.1 条，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就地取材建造

和翻新可持续、抗灾和资源节约型建筑的财

政资助的比例。

城市状况分析

衡量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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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问责制

·帮助儿童及其社区，特别是青年，在地方和

国家一级的公开听证和政治决策过程（例如

关于住房和城市发展规划的批准程序）中界

定并行使土地权利，包括有保障的土地所有

权和财产权。

·支持地理空间测绘和城市状况分析，从整体

和区域两个层面了解有儿童家庭对可负担的

适当住房的需求；

· 支持住房政策的改革和对现行城市规划法规

的调整从而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制定可能的人

口集中和住房供应战略。支持研究住房与对

儿童影响之间的联系、可负担住房的标准、

以及社区主导的住房快速建造机制。 

建立问责制

参考资料

已有的指引、工具和文献

· 监测城市中的使用权保障（联合国人居署）

· 为贫困人群设计的土地记录系统（联合国人居署）

· 性别化土地工具（联合国人居署）

· 土地对青年意味着什么（联合国人居署）

· 社会福利住房中的绿色建筑（联合国人居署）

· 发展中国家租赁住房政策指南（联合国人居署）

· 住房和城市发展中的公私合营（联合国人居署）

· 为所有人提供住房：可负担性、可获得性和可持

续性的挑战（联合国人居署）

· 设计和实施以街道为中心的全市范围贫民窟改造

项目：培训模块手册（联合国人居署）

· 全市范围贫民窟改造项目设计、规划和实施实用

指南（联合国人居署）

· 街道是贫民窟实现城市转型的工具（联合国人居

署）

· 直面南半球的城市住房危机（世界资源研究所）

· 可负担住房的可负担设计（积极设计中心）

相关网络和平台

· 参与式贫民窟改造项目（PUSP- 联合

国人居署）

· 贫民窟居民国际协会（SDI）

· 城市联盟

·非洲可负担住房金融中心（CHAF）

· 国际合作住房（COOP）

· 国际住房和规划联合会（IHPF）

· 积极设计中心

http://unhabitat.org/books/monitoring-security-of-tenure-in-cities/
http://unhabitat.org/books/designing-a-land-records-system-for-the-poor-secure-land-and-property-rights-for-al/
https://unhabitat.org/books/gendering-land-tools/
http://unhabitat.org/books/what-land-means-to-youth/
http://unhabitat.org/books/green-building-interventions-for-social-housing/
https://unhabitat.org/books/92177/
http://unhabitat.org/books/public-private-partnership-in-housing-and-urban-development/
http://unhabitat.org/books/housing-for-all-the-challenges-of-affordabilityaccessibility-and-sustainability/
http://unhabitat.org/books/designing-and-implementing-street-led-citywide-slum-upgrading-programmes-a-training-module-companion/
https://unhabitat.org/books/a-practical-guide-to-designing-planning-and-executing-citywide-slum-upgrading-programmes/
http://unhabitat.org/books/streets-as-tools-for-urban-transformation-in-slums/
http://www.wri.org/publication/towards-more-equal-city-confronting-urban-housing-crisis-global-south
https://centerforactivedesign.org/affordablehousingcosts
http://www.mypsup.org/
http://sdinet.org/
http://www.citiesalliance.org/
http://housingfinanceafrica.org/
http://www.housinginternational.coop/
http://www.ifhp.org/
https://centerforactivedesig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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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设施

“
全世界有 6100 万小学适龄儿童失学，6000 万初中适

龄学生失学，1.42 亿高中适龄学生失学。（2016）1

原则 3

通过城市规划，所有城市都应为儿童和社区提供健康、

教育和社会服务基础设施，使他们能够在此成长、锻炼

生活技能和相互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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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投入？

当前的挑战

城市化造成了城市土地缺乏，城市土地主要用

于满足住房和经济发展需求。如果未对学校、

健康中心等公共设施的土地利用进行规划和规

范，土地征用和建设等开发成本高昂，覆盖面

往往也不均衡。预留土地时，健康中心、游乐

场和社区中心的规划、设计和管理——好比社

区中的灯塔——常常被忽视。当学校和卫生诊

所在城市环境中超越了传统的学术和基本卫生

服务角色，公共服务设施范围内和范围外的创

新项目和基础设施则变得更为重要。

玩耍是儿童成长的基本权利。但是在城市发展

过程中，游乐场和儿童娱乐场所往往缺失。在

过去十年间，早期学习和学前教育入学率有所

提升，但仍有 1.59 亿儿童（超过 3 至 6 岁儿

童的半数）未接受此类教育。这些儿童是最需

要早期学习的边缘化儿童。12

对更大一点的儿童来说，教育并不只是学习学

校课程。学校还是一个学习和参与公民发展、

提高经济包容性、社会凝聚力和环境可持续性

的地方。经济转型、全球化和创新的快速转换

需要进行更高层次的终身学习，促使未来的学

校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创建智慧社区和实现城

市变迁的平台。  

穷人居住区、贫民窟和受冲突影响地区的儿童

无法享有城市服务，他们每天生活在城市暴力

影响下，导致很多健康和社会问题。被限制或

没有渠道享用学校、社区中心和图书馆等公共

设施反映出公众的漠不关心或公共投入的不

足。这会导致希望破灭和不满，让孩子们觉得

除了暴力之外别无选择，往往他们只能选择成

为帮派成员或足不出户。

最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难民危机的加

剧，面对压力，城市不得不提供公共服务。城

市掌握的人口数字不准确，当前的服务提供系

统已经不堪重负。这导致本地人口与后来者之

间关系紧张，并形成仇外心理。

在巴基斯坦，一名阿富汗男孩走在拉合尔的街道上寻找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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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服务可通过使用环保材料或回料、修筑

紧密的建筑围挡、采用可再生或低能耗系统

等达到低碳水准。还可通过采用单体式或集

中式的邻里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源系统

补偿能耗。

· 环保高效的城市服务设施可通过采用雨水收

集系统、废水利用和延迟排水（生态屋顶、

储水空间、渗入未建成区域）等进行综合排

水管理。

对儿童和社区的好处

· 具有足够的城市安全网点，如儿童看护、游

乐场、安全空间、课外项目或一站式青年中

心，有助于保证儿童的安全，防止儿童被独

自留在家中或街头。

· 拥有步行可达或通过公共交通可方便到达的

公共服务设施，将增强不同年龄群体间的凝

聚力和互动。

· 如果城市服务设施位于邻里中央，儿童就能

够参与所有城市活动并增长见识，这有助于

儿童参与决策。

· 通用性城市服务设施确保有特殊需要的儿童

也能享受，其他人群（例如老人）也可享受。

· 当学校、图书馆和其它公共服务设施战略选

址配置完成后，将呈现与犯罪率的负相关

性。13

· 拥有通风和自然采光良好的基础设施，可获

得安全清洁用水、能源和卫生设施，这些条

件使儿童能够在干燥、明亮和有启发性的环

境中生活、玩耍、学习，并与同龄人、看护

人和社区成员交往，从而更健康成长并拥有

更长的寿命。

· 城市服务步行可达将有助于儿童认知能力和

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

足够的城市服务基础设施有助于

儿童健康、茁壮成长。

· 结构良好、不受天气影响和配备齐全的城市

服务能降低儿童面临的风险，使他们能够安

全地生活并在紧急状况（自然灾害、火灾、

冲突等）下有准备地安全撤离。

· 合理规划的城市服务应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

带（泛滥平原、滑坡风险区域）、受污染地

带或可能将儿童暴露在有害活动之下的地区

（军事目标、排放危险化学品的工厂）。

充足的城市服务基础设施确保儿

童安全地生活并对风险有所准备。

足够的城市服务基础设施有助于

儿童形成公民意识。

· 足够的城市服务设施便于进行更高级的学习

和生活技能锻炼，可提供能源、信息通信技

术和信息。这将确保儿童能够学到技能并顺

利进入劳动力市场。

· 可负担的城市服务可使儿童及其家庭把收入

花在改善健康和生活条件上。

足够的城市服务基础设施确保儿童

健康成长及其社区繁荣发展。

足够的城市服务基础设施确保儿

童生活在可持续和不受天气变化

影响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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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幼儿保育——幼儿保育是儿童

成长中经常被忽视的一环。幼儿

保育提供者是儿童的第一个老师，

在幼儿教育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专业的保育工作者在保育中

心工作，包括日托中心、幼儿园

和学前班，或者家庭式幼儿园。

为儿童规划安全空间——在发生危

机期间和度过危机后，儿童需要教

育设备和设施恢复学习、社交和娱

乐活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它

以儿童为中心的组织为儿童提供安

全空间，有时还为曾经历冲突或灾

难而情绪受挫的儿童提供社会心理

支持。 

提倡社会的城市化——又被称为

“城市针灸”，这种参与式城市

规划主要在欧洲和拉美现有的非

正式住区和贫穷社区实施。它通

过空间设计和参与社区活动释放

身体和社会压力。注重经过战略

选址的小规模社会基础设施，力

图解决暴力、不良教育和社会联

系被割裂带来的城市挑战。14

我们要规划什么？

定义和概念

肯尼亚内罗毕基贝拉小石早期儿童发

展中心

利比亚班加西一个已关闭学校的篮

球场

哥伦比亚麦德林圣多明各·萨维亚幼

儿园

巴西圣保罗在回收工厂接受培训的青

少年

推广“从摇篮到就业”的教育方

法——基于儿童的成功需要社区

力量这一信念，该方法为教育帮

助计划提供了更多的补充项目，

以解决毒品使用问题、暴力犯罪

问题和长期健康问题等。教育计

划由非赢利性组织、基金会、商

业机构和政府共同管理，以期打

破代际贫穷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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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克洛班市的青年中心为青少年提供“一站式

服务”，使青少年能够获得卫生健康、咨询、

运动、娱乐、艺术、研讨小组和培训等一系列

服务。该地区 30% 的人口是 10~24 岁的青少

年，但目前没有足够的教育和娱乐设施满足他

们的需要。该中心包括两个半永久性船用集装

箱，有一个健康诊所、一间办公室、几个研讨

小组会议室、城市花园和由当地轮滑者和越野

自行车手设计的该市第一个滑板公园。这是儿

童和青年进行社会联络的安全平台，由塔克洛

班市几百名青年设计，他们奉献了美术和壁画，

制作了户外家具，并美化了空间景观。

孔堤社区灯笼项目是一个社区主导型的空间改

造项目，为生活在曼谷典型贫困地区的儿童和

家庭而设计。这个地区以通道狭窄、错综复杂

似迷宫而出名。项目经过长达一年的筹备，包

括专题讨论会，采访居民，与社区领导人开展

讨论，在设计过程中整合社区居民的具体需求，

例如非露天式的运动场和照明充足的公共区

域。整改后的社区空间为儿童提供了一个更安

全、更有吸引力的运动场，配备有篮球架，还

建造了可以进行演出和公众集会的舞台，以及

攀岩练习墙。此外，项目的主要建筑使用了简

单、耐久、可重复的方法设计，让孔堤的社区

居民能根据不断变化的需求来改造公共空间，

同时保留为儿童建造游乐场的初衷。

这个农场幼儿园是个大型学前教育中心，坐落

在一个正在快速城市化的社区，但历史上这里

是农村。幼儿园的特色是拥有连续的绿化屋顶，

为儿童提供食物、绿地、宽阔的游乐场和户外

学习环境，让孩子们在了解可持续教育和设计

的重要性的同时，还与大自然建立了密切的联

系。特别是，该建筑采取了创新设计，为孩子

们最大限度地展现了环境和教育成果。一笔画

出三重环型，创造出绿化屋顶，孩子们可以在

屋顶种植蔬菜进行农业教育，同时又围出三个

院子作为安全的游乐场，孩子们可以在那里做

运动和开展社交活动。其它建筑和机械的可持

续设施包括太阳能热水器和将附近工厂的废水

回收用于灌溉绿植和冲厕所。

优秀的实践案例

菲律宾塔克洛班市青年中心 泰国曼谷的孔堤社区灯笼项目 越南同奈农场幼儿园

http://ww.unicef.org/philippines/media_24631.html#.W1njYdVKiM8
http://www.archdaily.com/212214/klong-toey-community-lantern-tyin-tegnestue-architects
http://www.dezeen.com/2014/11/11/farming-kindergarten-vo-trong-nghia-architects-vietnam-vegetable-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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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塔克洛班市青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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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策框架的支撑

拥有健康的权利

获得卫生医疗的人权意味着人人都可平等享受医院、诊所、药物和医生服

务等优质服务（如有需要）。它基于以下原则：

通用性：每个人都必须能够得到同等优质和全面的卫生保健。

公平性：资源和服务必须根据人们的需要并基于“我们得到我们所需的，

我们给出我们能给的”这一前提进行分配和使用。

问责：医疗保健系统必须对其所服务的人群负责。

透明性：卫生医疗系统必须公开其信息、决策和管理。

参与：卫生医疗系统必须就影响人们获得卫生医疗权利的所有决定达成有

意义的公众参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到 2030 年，确保所有男女，特别是穷人和弱势群体，

享有平等获取经济资源的权利，享有基本服务，获得对土地和其他形式

财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继承遗产，获取自然资源、适当的新技术和包

括小额信贷在内的金融服务。

可持续发展目标 3.8 实现全民健康保障

可持续发展目标 4.a 建设和改造针对儿童、残障人士和不同性别的教育设

施，为所有人提供安全、非暴力、包容性和高效的学习环境。

获得教育的权利

教育本身既是一项人权，又是实现其它人权不可缺少的一种途径。作为一

项赋权权利，教育是经济上和社会上被边缘化的成人及儿童能够提升自己

摆脱贫穷并获得完全参与社区活动途径的主要方式。各种形式和级别的教

育都应体现以下相互关联的基本特征：可得性、可达性、可接受性、可适

应性。 

《新城市议程》

第 34 段…确保…无歧视地为所有人提供可持续的基本物质和社会基础设

施，包括可负担的服务性土地、住房、现代的和可再生的能源、安全的

饮用水和卫生设施、安全的营养和足够的食物、废弃物处理、可持续机

动化、医疗保健和计划生育、教育、文化和信息以及通信技术……承诺

确保这些服务符合……儿童和青年……以及其他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的权

利和需求

第 56 段…适当提高经济生产力，为劳动力提供创收机会、知识、技能和

教育设施，促进创新发展和有竞争力的城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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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服务设施的规范和标准确保以儿童为中

心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确保针对儿童

及其家庭的安全设施：
○ 技术保障：确保设施的稳定性、保护性和

疏散儿童功能（例如：阳台、外部消防出

口和消防楼梯的通道和扶手要安全牢固），

使用结构稳固的建筑材料和建造方法，从

而在紧急状况发生时能够起到保护用户的

作用；
○ 便利性：确定最少的台阶和楼梯数量以及

台阶的最大高度；确定水平通道的最长距

离；高层楼房应配备电梯；楼梯较宽，楼

梯间不上锁；门廊和走道无障碍物，宽度

足够婴儿车和轮椅通过；
○ 安全与健康：地板质量；使用防霉材料；

能获得安全的饮用水、卫生设施和电力供

应；确定公共房间的最小面积；自然通风

和遮光；所有公共房间自然光线充足；楼

梯醒目并容易通行，便于三层或三层以下

楼层居民上下楼使用。  

· 公共服务设施的设计指南，改善儿童及其家

庭的使用体验
○ 舒适性：建筑物的空间和布局，从儿童视

角出发，方便观察和阅读；可直接观看户

外景观、绿地或接近安全的公共户外空间；
○ 多功能：建筑模块化且具有灵活性，便于

进行可负担的简单调整；各种项目混合以

增加公众一周七天、每天24小时的可达性；

安排适合多代人参与的项目以增强不同年

龄人群之间的互动、利益共享； 

○ 鼓励体育活动：设定专门用于体育活动和

玩耍的空间；宽敞的大厅入口以促进社交

互动并能方便地通达游乐场、玩耍空间和

集体设施区；安全的自行车和类似交通工

具停车场；设施以社区为导向，既具备室

内聚会和社交互动空间，又具备室外聚会

和互动的公共空间（庭院、花园、露台、

屋顶、广场等）。

我们应如何规划？

规划好空间

建筑和基础设施的法规——建筑尺度

印度残障儿童可达性

耶路撒冷舒珐难民营女子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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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街区的社会基础设施规划确定什么样的

创意设施能够共同嵌入公共服务基础设施，

例如卫生医疗设施、学校、社交安全空间等。

这种固定的基础设施可与流动的中心互为补

充，在短期内扩大服务覆盖范围。示例：
○ 混合型、一站式市民中心，儿童可在此玩

耍和学习，社交和文化活动可在此开展，

社区居民也可在此会面交流信息，分享健

康和营养之类的话题；

○ 儿童保育中心开设适合多代人的活动项

目，这样可以让看护者知道孩子处在安全

照顾之下，从而放心地去工作；
○ 儿童和青年共同的学习与协作空间，增强

知识交流和协作。

○ 城市农场与创客空间、“创造实验室

（FabLabs）”、回收中心和公益生活产

品维修站 (Repair Café) 搭配，人们可在

此学习制造、回收和修理产品，优化资源

的使用。

· 召开以儿童为导向的公共服务设施研讨会共

同制定方案，影响设计和管理，提升安保、

可达性、安全性和舒适性；

城市设计和基于地域的社区规划——街区尺度

土地利用规划——城市尺度

· 土地利用利用标准根据全球标准、既定规范、

本地环境和确定需求（人口密度、人口预测、

公交换乘和服务的就近程度、地理条件和传

统标准等）对城市和邻里公共设施进行量化。
○ 供地和可用性的最低标准：单位儿童占

所建基础设施和户外空间的面积 / 人口密

度；
○ 量化有效可达性和就近性的最低标准：公

共服务设施的就近性，采用距离或儿童步

行到达所需时间来表示；根据距离区分公

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的类别。 

· 土地利用规划保护和确保面向有儿童家庭的

公共服务设施的有效供应、平等分配和归

类，确保公共服务设施在全市范围内通过主

动交通工具和公交可通达，确保公共服务设

施位于环境安全区域；
○ 预留和界定公共服务设施域如果不妨碍公

共服务设施的主要功能，可允许配置次要

项目（住房、其它公共设施、小型商业用

途和服务等）；
○ 指定排除区域规定不得将公共服务设施配

置在受污染、风险易发和靠近有害基础设

施的区域（噪音和空气污染、受污染场地、

垃圾场、高压电和工厂等）

· 建筑许可法规 确保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

的最佳供应和分配，确保公共服务设施位于

综合开发区域，选址良好，醒目且方便到达。
○ 一般的城市规则 在新的或改造的私人开

发项目中配置和确保公共服务设施（奖金

制度、强制性公共服务设施面积 / 总开发

面积比率）；
○ 具体的总体规划和供地计划新的大型私人

开发项目有具体的排列安排和公共服务设

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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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市范围内的公共设施战略 根据当前需要和人口增长预测提供公

共设施，与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原则完美结合并考虑宜居性，

并明确实施的优先区域；

· 当地公共服务设施管理机构 对征用土地、建设和管理公共设施提

供支持。  

· 制定并修订贫民窟更新改造和公共设施项目

的法规和法律框架，优先满足儿童及其家庭

的需要贫民窟改造例如儿童保育中心、学校、

针对儿童的安全空间、卫生医疗中心等；

城市发展规划——城市尺度

城市规划政策——多级尺度

· 优化并执行确保公共服务设施的土地价格可

负担的土地利用相关政策，例如土地开发权

的转移、特别估价地区、混合利用开发、交

叉补贴方案和土地共享等土地利用；

· 公共服务设施数据观测站配置分类数据和

GIS 系统——对面向儿童及其家庭的公共设

施的数量、质量、密度和供需缺口进行勘查。

比利时布鲁塞尔学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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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好过程

· 请儿童和社区居民自主参与针对公共服务设

施和环境的评估，明确安全和可达性方面存

在的问题，增加风险意识，确保对风险有所

准备；

· 与老人、基于社区的组织和妇女团体等选民

团体合作，在取得土地、寻求建设或更新的

资源、寻求行政和技术的支持以及日常管理

的过程中制订共同目标；

· 引入儿童保育工作者、青年工作者和其他健

康、教育、儿童保护和社会保护方面的专家，

在他们的协助下，理性明晰为儿童配置的公

共设施的益处。

· 筛选公私资金来源（开发商、社区、社会影

响债券、项目产生的现金流）的财政资源，

并采用适当的融资方法（市政投资计划、政

府间转移支付、国有土地价值优化、开发商

收费）进行儿童友好型城市开发；

· 通过与房地产领域的公私合作伙伴合作，确

保把面向儿童的公共服务设施纳入综合性开

发项目。

· 支持自发形成的社区团体和公民规划、建设

并管理以儿童为中心的公共服务设施；

· 在邻里中组织以儿童为中心的活动，提升集

体空间的使用率，让儿童们交换、分享玩具

和游戏设备；

· 向政府机构提出简单的公共服务设施改进建

议，提出低成本的干预措施，如通过增加辅

助功能使功能多样化，为残障儿童通行进行

技术改造，提升室内环境的健康与安全性

（撤离设施、实心地板、照明、保温和通风）。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联盟的建立

预算和调动资源

· 计算建设儿童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所需投入的

资源，将其并入城市开发和改造项目（特别

是贫民窟改造项目）；

共同行动，逐步改变

位于肯尼亚城市贫民窟的 KIDGO 幼儿保育教育中心

www.kidogo.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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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依据

全面的城市状况分析应以面相儿童的公共服务

设施为重点，并涵盖各个方面的城市规划、利

益相关方、资源和优先事项等方面的所有数据。

它把儿童和社区居民的自我评估与专家诊断结

合起来：

· 面向儿童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和功能覆盖：

卫生医疗设施、教育和生活技能培训中心、

儿童安全中心、儿童保育中心、图书馆和社

区中心；

· 基于社区居民的要求、邻里的薄弱点、对未

来需求的预测和目标人群在全部儿童和社区

居民中的范围，对社会基础设施的需求进行

评估；

· 进行利益相关方和制度性分析，以确定利益

相关方、法规和投资能力环境；

· 基于需求、已有的相关标准和好的实践惯例，

制订一个面向儿童的公共服务设施优先需求

地图。  

通过各种指标，包括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可

对面向儿童及其家庭的公共设施 / 服务进展进

行评估。举例如下：

· 相关指标：每 10 万人所占有公共设施的数

量（按卫生医疗设施 / 学校 / 儿童和青年中

心 / 图书馆 / 儿童保育中心细分）；能够在

规定距离或时间内步行或骑自行车到达公共

服务设施的儿童比例；

· 功能和质量相关指标：残障儿童可到达的公

共服务设施的比例；可负担公共服务设施的

比例；可持续发展目标 4.a.1 具备以下条件

的学校比例：（a）通电；（b）有用于教学

的互联网连接；（c）有用于教学的电脑；

（d）有为残障学生改造的基础设施和教材；

（e）有基本的饮用水；（f）有区分性别的

城市状况分析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面向儿童的公共服务设施优先需求交互式地图

衡量成效

http://belediye.istanbul95.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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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设施；（g）有基本的洗手设施（根据

WASH 指标 的定义）；具备好的地面材料、

通风保温、高效节能设备的公共服务设施的

比例；暴露于外界空气污染中的公共服务设

施比例或儿童数量；

· 影响力相关指标：可持续发展目标 1.4.1 在

可得到基本公共服务的房屋中居住的人口比

例；可得到保育服务、基本卫生医疗、基础

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图书馆、社区

中心和青年中心等服务的儿童比例；在公共

空间受到攻击伤害的减少程度；儿童在社区

活动时安全性增加的程度；

· 过程相关指标：可持续发展目标 3.8.1  基本

医疗服务的覆盖面；低收入社区改造规划的

区域覆盖范围；已通过批准的儿童公共服务

设施规划数量；儿童公共服务设施获得公共

融资的比例。

· 帮助儿童及社区居民在公众听证会和政治决

策过程（如地方和国家级的城市发展规划批

准公示过程）中立项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并促

成投资。

· 通过地理空间制图和城市状况分析，支持从

总体上和按区域掌握面向有儿童家庭的公共

服务设施需求的相关知识；

· 支持社会政策、公共融资和对当前城市规划

法规做出调整，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促进公共

服务设施配置。支持对儿童公共服务设施带

来的相关影响进行研究，对新的公共服务设

施项目、融资和管理进行研究。
建立问责制

参考资料

已有的指引、工具和文献

· 儿童友好型学校手册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开发儿童友好型空间的实用指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让残障儿童能够进入学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即将推出的可达性工具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设计和实施全市范围以街道为主的贫民窟改造项目：培训模块手册（联

合国人居署）

· 全市范围贫民窟改造项目设计、规划和实施实用指南（联合国人居署）

· 积极设计：幼儿环境布置脚本（纽约市卫生局）

相关网络和平台

· 全球教育伙伴关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

· 教育不能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参与式贫民窟改造项目 - PUSP（联合国人居署）

· 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贫民窟居民国际协会 

· 城市联盟

· 积极设计中心

1  译者注： WASH 是一个由“水”(Water)、“卫生设施”(Sanitation) 以及“个人卫生”(Hygiene) 组成的集合词。

http://www.unicef.org/publications/index_49574.html
http://www.unicef.org/protection/A_Practical_Guide_to_Developing_Child_Friendly_Spaces_-_UNICEF_(2).pdf
http://unicef.in/Uploads/Publications/Resources/pub_doc119.pdf
http://unhabitat.org/books/designing-and-implementing-street-led-citywide-slum-upgrading-programmes-a-training-module-companion/
https://unhabitat.org/books/a-practical-guide-to-designing-planning-and-executing-citywide-slum-upgrading-programmes/
http://www1.nyc.gov/assets/doh/downloads/pdf/environmental/active-design-playbook.pdf
https://www.globalpartnership.org/
http://www.educationcannotwait.org/
http://www.mypsup.org/
http://uil.unesco.org/lifelong-learning/learning-cities
http://sdinet.org/
http://www.citiesalliance.org/
https://centerforactivedesig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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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乐场、广场和公园

“
最新估计显示，因不能到达休闲场所造成的步行能力差

和身体不活动导致的死亡人数占全球总人数的 3.3%。

原则 4

通过城市规划，所有城市都应为儿童和社区提供安全、

包容性的公共和绿地空间，在那里他们可以聚会和参与

户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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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投入？

当前的挑战

随着城市化而来的是更高的人口密度和更紧缺

的土地。建成地的土地价值高于未开发用地，

往往缺乏公共空间和绿地土地储备。在全球范

围内，公共空间比例正在下降。16

在贫民窟，公共空间和绿地基本上不存在，因

为贫民窟没有土地登记系统，无法界定哪些土

地是建筑用途，哪些是公共空间。结果，儿童

被迫在不健康和不安全的地方玩耍，比如在沿

着水堤和陡坡等偏远且不安全的地带玩耍。

在经过规划的城市地区，公共空间也可能不安

全和不宜人，因为它们大部份被小汽车和商业

活动挤占，成为功能用地。周围的建筑物底层

也可能缺乏综合性项目和社会管控，使儿童在

公共空间遭受身体和性骚扰的风险增大。

在无法提供免费可通达公共和绿地空间的城市

中，儿童最终只能呆在私人空间或家中，不容

易与社区建立联系、聚会或社交，无法从城市

生活中获益或参与决策。在集中建有健康、安

全的公共空间的城市，儿童中的弱势群体，如

残障儿童又可能无法到达。  

在寒冷的冬日，一名儿童站在巴勒斯坦拉法市附近沙博拉难民营窄小的巷子中

* 自 2012 年 11 月 29 日起，巴勒斯坦国成为联合国非会员观察国。参考文献：2012 年 11 月 29 日通过的联合国大会第 A/RES/67/19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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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确保儿童生活在可持续

且不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环境中。

· 绿地和公共空间具有环境价值，它们能够减

少污染、调节水流、提供食物并增强生物多

样性。20

· 绿地和公共空间缓和了极端天气情况，比如会

导致食物和水缺乏的旱灾和导致洪灾的暴雨。

· 绿地降低了空调和供暖的能源需求。

对儿童和社区的好处

· 公共空间是儿童可以自由地表达观点、参与

决策和从城市生活中学习的场所。

· 以社区为主导的公共空间项目创造了人人共

享的空间。这些公共空间是人们聚会和社区

营造的交往场所，使居民能够产生社区归属

感并团结一致。

· 公共空间网络通常是城市的骨干，体现了一

个地方人们的共性身份、文化和历史。绿色

空间网络把自然环境引入城市，它们拓宽了

儿童的视野、增加了他们对城市公共领域以

及大自然价值的尊重。

· 游乐场和儿童友好型公共和绿地空间能促进

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这些空间创造了互动

机会，建立了儿童、看护者和城市环境之间

的亲密连接。

·公共和绿地空间增加了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

机会，对各年龄层次的人的健康都会产生积

极影响。18

·全市范围的绿化过滤了空气污染。树木和植

被减少了城市噪音。结合水面和透水土壤，

绿植减低了城市热岛效应（让空气湿度和温

度下降）和干燥的危险。

公共和绿地空间有助于儿童健康、

茁壮地成长。

· 合理规划的公共空间吸引儿童和其他人群长时

间参加多种活动，加强了社会制约和安全性。

· 照明良好的公共空间在夜间也安全。准确的

公共信息和应急装置都有标示，形成风险防

范措施。

适当的住房保障儿童安全并对风

险有所准备。

公共空间使儿童形成公民意识。

· 绿地空间和城市森林有益于公共健康，减少

了卫生医疗成本。21 公共和绿地空间增强了

企业对本地经济的投资，因为经济依靠这些

高质量空间和从这里频繁和密集过往人群。

它们还使周围房产升值，增加了周围商业活

动带来的收益从而增加了政府收入。22

· 通过在更贫穷的城市区域投资建设公共空

间，政府机构解决了不平等的问题。

· 绿地空间降低了卫生医疗、废水处理、建筑

能源和二氧化碳封存的成本。

公共空间确保儿童健康成长以及社

区能够繁荣发展。

· 结合水面和透水土壤，绿植还减少了洪水和

淹水的风险（排水缓冲、渗入地下，降低了

洪水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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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规划什么？

定义和概念

     

规划公共空间——有三种类型的公共空间：1）

与流动性相关的空间，如街道、广场、通道和

其它此类公有空间；2）休闲娱乐空间，如公

园、游乐场和其它此类公有空间；3）向所有

人开放的公共建筑，如市民中心和公共体育

设施。23

为儿童规划开放空间——定义为专门用于街道

和林荫道的城市建成区总和（包括步行道、路

边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以及专门用于公园、

公共广场、休闲绿地、公共游乐场和公共用设

施开放区的区域。24

规划绿地——定义为城市地区的公共和私有开

放空间，主要由植被覆盖，直接（如休闲娱乐

或休憩放松）或间接（如对城市环境有积极影

响）供用户使用。25

科索沃米特罗维察步行街 比利时布鲁塞尔弗莱格广场 阿尔巴尼亚地拉那湖泊公园的玩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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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绿色走廊——这一概念促成了全市范围内

的公共和绿色空间网络战略，包括大面积的绿

地、线性公园和街道绿化，并整合到更大的绿

色和蓝色网络计划中，以保护生态用地、落实

更好的雨水管理、区域自行车道和步行道以及

城市农业预留用地。

支持场所营造——这种方法鼓励人们集体重新

设想并重新创造公共空间作为每个社区的核

心，通过加强人们与其共享的地方之间的联系

来改善社区、城市或地区。场所营造是一个集

体合作的过程，该过程重新塑造公共领域，以

实现最大化的共享价值。

国际政策框架的支撑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可持续发展目标 11.7  到2030年，向所有人，

特别是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普遍

提供安全、包容、便利、绿色的公共空间。

可持续发展目标 16.1 在全球大幅减少一切

形式的暴力和相关的死亡率。

《新城市议程》

第 67 段……促进建立和维护连接良好、分

布良好的开放、多用途、安全、包容性、可

达、绿色和优质的公共空间网络，提高城市

抵御灾害和气候变化（包括洪水、干旱风险

和热浪）的能力；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身

心健康、家庭和环境空气质量；减少噪音，

促进有吸引力和宜居的城市、人类住区和城

市景观，并优先养护特有物种。

菲律宾圣胡安市厄密塔诺线性公园 美国纽约皇后区科罗纳广场场所营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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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实践案例

该规划通过采用城市规划战略，改善了低收入

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该规划旨在创造可持续

的社区，为儿童提供安全的环境，鼓励他们参

与社交和教育活动，并与社区建立更牢固的联

系。通过与当地社区领导的合作，VPUU 项目

团队建立了一个加强社交互动和管控的平台，

特意把位置靠近游乐场和教育设施。在那里，

通过整合当地社区发出的信息，共同制定了城

市规划战略，把社会参与引入政府部门的干预

行动，该项目由此大幅减少了犯罪。通过改善

公共空间的可达性，提高照明和能见度，沿着

人行道和步行交通建立社交和商业中心，提升

了社区监督能力和社会凝聚力。

非洲玩耍时光计划把以儿童为导向的多功能室

外和室内空间引入了阿克拉。快速的城市化进

程使城市居民无法享受公共绿地空间，但该项

目为儿童提供了一个创造性的小空间。非洲玩

耍时光计划为儿童创设了安全的室外空间供他

们聚会、玩耍、学习并进行创造。该计划结合

世界各地的最佳实践案例并与当地情形相融

合，制定出以儿童为焦点的空间开发战略。通

过加纳本土专业人士、当地社区成员和国际专

家的协作，该计划制定了把一块两英亩的地块

转变为城市绿地的战略。这个绿地公园将作为

一个学习艺术和手工艺、识字、园艺、科学以

及舞蹈和戏剧等活动的中心。

基贝拉公共空间项目位于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

之一，项目为儿童提供健康、安全和有趣的环

境，提升环境意识、决策和市民管理。水域被

清理干净，河岸成为玩耍和社区聚会的地方，

垃圾被用来堆肥。场地内有一个多功能亭子、

一个公园、一个游乐场、一个带水龙头使用雨

水供水的卫生中心、一个日托中心和一座新桥。

设计方向的专家与社区、当地承包商和新创立

的微型企业合作，开发了一套干预措施和装置。

当地居民参与了整个项目，了解了流域问题、

提出了方案并参与了设计过程。

肯尼亚内罗毕基贝拉公共空间项目 南非开普敦卡雅丽莎通过城市改造项目防止暴力

（VPUU）

加纳阿克拉佐乌鲁的非洲玩耍时光计划

https://www.kounkuey.org/
http://vpuu.org.za/
https://mmofraghana.org/our-work/playtime-in-africa-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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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如何规划？

规划好空间

· 公共空间和绿地的规范和标准确保儿童可以

安全出入：
○ 技术保障：确保稳定，例如，没有坑洞或

沟渠对儿童构成危险；防护措施，例如，没

有深水区，防止儿童溺亡；便于疏散儿童；
○ 便利性：路面平整，无障碍物，足够宽敞，

可供婴儿车和轮椅通过；路线安全，距离

最短，十字路口最少；
○ 安全与健康：以儿童为重点，具有可见性和

可读性，优先考虑妨碍公共利益的要素和限

制私人长期使用的要素（公共性）。  

○ 多功能：保证日夜能用的设计与规划，适合

各个季节，各年龄段，各种微气候，在人

行道两侧安装公共照明装置，配置游戏区域，

以便夜间进行体育锻炼，为公众提供免费

的饮用水、电力、Wi-Fi 以及开放数据；
○ 激发：设计能激发身体活动、发现、探险、

想象和冒险的要素与自然地形；公共艺术

装置。

· 公共空间和绿地的规划设计阶段的影响评

估，实现儿童及其家庭利益最大化，并尽可

能降低负面影响。

· 设计指南促使儿童及其家庭更好地使用公共

空间和绿地：
○ 舒适性：适合儿童的遮蔽处（荫凉处）、

厕所、有固定间距的座椅和自动饮水机；

建筑和基础设施法规——建筑尺度

城市设计和基于地域的社区规划——街区尺度

智利圣地亚哥雷科莱塔区二百周年纪念公园

· 街区公共空间和绿地规划明确未用空间的需

求、潜在危险和机会，以促进儿童更好地连

接为目的，提供更多、更安全及连接更为紧

密的公共空间和绿地。

· 空间创造工作坊由儿童主导，从确定项目到

设计、执行、日常维护和运营，利用信息通

讯技术的支持，在线协作和视觉互动。

· 针对建成空间的建议保证公共空间和绿地周

围配套建筑齐全，促进整个邻里的经济活动，

提高安全性。相邻建筑物内可开展活动，公

共空间配备照明装置，接入信息通讯技术

网络。  
中国重庆公共空间公共生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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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标准根据国际标准、约定准则、当地环

境和确定的需求（人口密度、人口预测、年

龄组构成情况、公共交通和服务的邻近性、

地理环境和传统风俗），量化城市和邻里的

公共空间和绿地：
○ 供应性和可用的最低标准：每个儿童或每

个已建成环境区域的游乐场、公共空间和

绿地用地；绿地、游乐场、运动区及其他

日常需要的公众活动场所用地 / 市区总

面积；

土地利用规划——城市尺度

美国纽约市派利公园私人所有的公共空间

使用面积最低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城市应为每个人提供 9 平

方米的绿地。

鹿特丹儿童宜居城市建议遵循以下标准：

· 街道一侧适合玩耍的人行道宽度至少为 3

至 5 米（10 到 16 英尺），最好是在阳光充

足的一侧。

·每个面积为 15 公顷以上的住宅区，运动及

游戏场地最少占地 5，000 平方米。在面积

小于 15 公顷的街区，单个综合运动及游戏

场地面积最少为 1，000 平方米；

· 在中心运动及游戏场地 300 米内，须有另

一处面积至少为 1，000 平方米的运动及游

戏场地。  

○ 保护规划确保儿童远离污染、废弃物、高

压电力、危险水域等危险场所。

· 建设许可法规，增加私人新开发项目在不同

规模类型和主要公共用途方面的供给、平等

分配和区分度：
○ 城市一般规则在新的私人开发项目内兴建

开放空间，保证公众可以进入；
○ 具体的总体规划和供地计划新的大型私人

开发项目有具体的排列安排和公共服务设

施配置。

一些社区游乐场的最低标准

考虑到年龄段和独立活动能力，儿童所需的游

乐场大小须遵从相关标准。

在城市规划指南中预估新开发项目中指定为游

乐场的面积：

· 整个邻里面积的 3%

· 正规游乐场所需的面积 = 房屋单元数 x 10

平方米

○ 量化有效的可达性和邻近性的最低标准：

邻近游乐场、公共空间和绿地，以适合儿

童的距离或步行时间来表示；根据距离区

分面积和主要功能。

·用地计划保护和确保不同规模在类型和主要

用途方面的有效供给、平等分配和区分度：
○ 区划划定绿地、公园、游憩区、自然区、

农业区和其他保护区。这些区域是公共空

间和绿地网络的组成部分，或构成城市区

域的界限；
○ 排布计划确定建筑物的分布，确定公共土

地，专门建设绿地或儿童友好的公共空间

或街道（见城市交通系统第 109 页原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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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空间和绿色网络规划全面覆盖整个城市

并不断扩展，包括生态系统的稳定；

· 开放空间绿化策略减少热岛效应，最大限度

地增强土壤渗透性，提高整体气候适应性；

· 地方的公共空间管理局负责采购、规划和管

理，包括制定一个城市游乐场规划。  

城市发展规划——城市尺度

城市规划政策——多级尺度

加纳阿克拉市尼诺普兰普拉姆扩建规划

绿地的最低标准 26

《英国绿地标准》将最小的绿地面积与距离

联系起来：

· 面积最少两公顷，离住宅直线距离不超过

300 米（步行 5 分钟）；

· 在住宅两公里内最少有一处面积 20 公顷

的绿地；

· 在住宅五公里以内有一处面积 100 公顷的

绿地；

· 在住宅 10 公里内有一处面积 500 公顷的

绿地；以及

· 每千人口最少拥有 1 公顷自然保护区。

西班牙巴塞罗那“Superilla”项目旨在降低

道路等级，为绿色网络和游戏区域提供空间

· 搭建允许公共机构和私人购置土地建造公共

空间和绿地的机制，包括鼓励私人业主参与

建造和维护开放及公共空间的机制（私人土

地会议、奖励制度及选区）； 

· 将公共空间和绿地政策纳入其他相关政策的

协调机制，比如交通、环境和卫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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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好过程

·项目将建造儿童及其社区日常使用的场所，

吸引家庭、学校或青年组织在熟悉的空间参

与活动；

· 对公共空间和绿地有兴趣的居民，如邻里住

户、老人、当地企业和环保人士；

· 认为公共空间和绿地有益的选民，例如公共

卫生专家和儿童成长专家。

· 市政财政预算：为开放空间或公园分配资源

（购置、建造、维护及日常管理）；因私人

使用公共空间获得市政收入（公共空间的停

车费、广告费、商业用途的授权）；获得公

共空间附近的土地衣架；

· 直接私人融资和资源——众筹、自然资源保

护及其他社区主导的机制；

· 将公共空间项目纳入大型基础设施和城市发

展规划，通过国家和国际计划获得资金支持；

· 基于建设和维护成本的公共空间和绿地成本

效益分析，以及儿童福利的投资回报率。

·与关注游戏与聚会的儿童和家庭一同改造公

共空间与绿地，如城市游戏设施；

· 在公共空间和绿地开展儿童活动：植树、简

单的维护工作、讲故事、音乐会、运动和比

赛。组织一系列活动，收集关于空间的意见；

· 就公共空间和绿地的简单改善措施，向政府

当局提出建议。

用好依据

城市综合情况分析应以公共空间为中心，包括

城市规划规模、利益相关方、潜在资源和优先

事项等数据：

· 社区主导型评估绘制公共空间和绿地地图，

确定不足和机遇，收集用户的意见和建议（即

儿童、父母、商业所有者、政府当局）；

· 与主要利益相关方的深入访谈确定公共空间

和绿地规划工具、能力和资源方面的可能性

和局限性；

· 优先级地图根据需求、现有标准和成功经验，

新设计或改造公共空间。

为儿童建立公共空间和绿地的进展可以通过各

种客观和主观指标来衡量和评价，例如：

· 实物及数量相关指标：可持续发展目标 11.7.1

城市建设区中供所有人使用的开放公共空间

的平均比例，按性别、年龄和残疾人分列；

每 10 万人口拥有的绿化面积（公顷）；可

使用的公共空间和绿地；人均（或每个儿童）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联盟的建立

预算和调动资源

共同行动，逐步改变

阿富汗和平志愿者在喀布尔植树

衡量成效

城市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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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的游乐场面积；在 300 米范

围内拥有公共空间、绿地或游乐

场的儿童比例；受保护地区 / 水库

/ 水路 / 公园与总土地面积的比例；

树木覆盖率中位数与城市面积和

儿童人口的比例；每 10 万人口拥

有的树木数量；

· 功能和质量相关指标：儿童在一

天和一周的不同时间在公园的使

用模式；配备免费供水设施、公

共厕所、免费 Wi-Fi 的公共空间、

绿地及游乐场的比例，步行至适

合儿童玩耍的公园或开放空间的

平均距离 / 时间；

· 与影响力相关的指标：可持续发展

目标 11.7.2 过去 12 个月中遭受身

体骚扰或性骚扰的受害人比例，

按性别、年龄和残疾情况及发生

地点分列；特定公共空间使用者

报告该空间安全的比例；体育活

动的健康结果；

· 过程相关指标：市政预算用于公

共空间和绿地的购置、建设、维

护和日常管理的比例；公共空间

和绿地政策的实施过程。

· 在公共空间或附近召开公众听证会，允许所

有人参加，讨论对空间和改善建议的共同看

法和评价；

· 将儿童对公共场所的意见和调查集中在可公

开访问的观测站，张贴在网上或社区中心的

公告板上；

· 建立儿童可参与的公共空间和绿地的申诉机

制，解决可达性、使用、安全和舒适等方面

的问题。

绝佳场所的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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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esigncouncil.org.uk/resources/guide/spaceshaper-users-guide
http://unhabitat.org/books/streets-as-public-spaces-and-drivers-of-urban-prosperity/
https://gehlinstitute.org/wp-content/uploads/2017/08/PL_Complete_Guide.pdf
https://www.pps.org/category/placemaking
http://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e068e0d9-0c97-41c7-a856-05556a1bd10b/
http://publications.naturalengland.org.uk/publication/65021
http://www.designcouncil.org.uk/resources/guide/creating-open-space-strategy-guide-best-practice
http://tacticalurbanismguide.com/
http://ww.uclg.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_space_policy_framework.pdf
http://www.euro.who.int/en/health-topics/environment-and-health/urban-health/publications/2016/urban-green-spaces-and-health-a-review-of-evidence-2016
https://thecityateyelevel.com/
https://bernardvanleer.org/solutions/urban95/
http://www.pps.org/
https://www.thecityofplay.co.uk/


单车径（Ciclovía）是波哥大市政府自 1976 年以来推

出的一项官方计划，它激励了许多其他城市在周末和

假日期间禁止汽车在主要街道上通行。哥伦比亚：这

一计划使人们可以在街道上步行、跑步或骑行，也可

以组织各种表演和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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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及公共交通

“
全世界每天有 3000 多名儿童和青少年在道路交通中死

亡或严重受伤，这相当于两所大型学校的学生人数。1

原则 5

通过城市规划，所有城市都应该制定非机动车交通和公共

交通制度，确保儿童和社区居民能够独立出行，使他们能

够平等、安全地享受其所在城市的所有服务和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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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投入？

当前的挑战

街道和公共交通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

分。道路不仅为人口流动提供保障，而且通常

会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一个城市 30%

至 35% 的土地面积应预留给这一重要的城市

基础设施，使非机动车交通和公共交通得以优

先发展。2 由于没有街道，贫民窟在社会和经

济方面都很薄弱，与城市其他地区也缺乏联系。

在城市地区规划中，街道空间的分配和设计可

能不均等地侧重于非机动车交通和公共交通、

儿童及其家庭所依赖的出行方式。

在许多国家，街道上以小汽车和其他私人交通

工具为主。通常，空间分配不均和薄弱的交通

运输政策会影响儿童及其家庭在邻里或其他城

市地区活动的安全和健康。燃油交通工具会给

城市环境，尤其是城市街谷，造成空气污染和

噪音污染，往往会给儿童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

涉及儿童尤其是青少年的交通事故伤亡人数居

高不下，其原因包括危险的驾驶行为、糟糕的

街道设计、基本基础设施和交通安全保障措施

不足，如人行道、人行横道和路灯等。3 最近

的预测还显示，全球 3% 人口的死亡源于体育

锻炼不足，原因是步行环境差和缺乏休闲娱乐

的地方。4  

不安全和不健康的交通方式和街道设计限制了

儿童独立出行，他们只能由成年人带领外出或

留在家中。公共交通的缺乏也切断了城市贫民

与外界的联系，限制他们享受城市社会和经济

方面的基础设施，如学校、图书馆、工作、商

业、公园和娱乐活动。交通工具效率低下，行

驶时间延长，导致儿童被单独留在家中或街道

上的几率增加，致使他们更容易产生暴力行为，

从学校辍学，与社会服务和城市活动脱节。

尼日利亚拉各斯的空气污染和城市主要交通干道上交通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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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交通系统确保儿童生活

在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中

· 城市发展非机动车和绿色公共交通能减少空

气、水和土壤污染，更好地保护环境。

· 发展非机动车和绿色公共交通，是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和降低环境风险的

有效策略。

对儿童和社区的好处

· 城市在街道或地下为自行车道和公共交通留

出空间，提高全市交通的效率和安全性，为

人们提供更好的参与城市活动的机会。

· 非机动车交通网络和停靠站网络促进儿童独

立出行，进而产生带来自由出行和风险评估

的机会。

· 为非机动车交通设计的街道鼓励儿童开展体

育活动，由此可以减少肥胖和其他与心脏有

关的疾病。

· 鼓励低能耗和清洁能源的城市交通政策可以

改善城市街谷的空气质量，减少呼吸道疾病

和癌症的威胁。

可持续的交通系统促进儿童健康

茁壮成长

· 旨在保障道路安全的安全体系可减少道路交通

事故伤害，该体系的基础设施设计侧重安全运

动和执法的非机动车交通。

· 街道上行人增加会产生更多的人际互动，加强

社会控制，降低骚扰和暴力的发生率。

可持续的交通系统确保儿童安全

和具有抵御风险的能力

可持续的交通系统使儿童享有公

民权

· 适宜步行的紧凑城市会让更多的行人走上街

头，这为本土企业和楼房底商带来了经济繁

荣。6

· 随着交通事故伤亡人数的减少，城市家庭受

伤的风险以及由此导致的疾病成本、再就业

和失业风险也会降低。

· 城市发展多种交通方式，可增加人们公平享

有就业、就学和其他城市设施区的机会。7

可持续的交通系统保障儿童的发展

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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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机动车交通规划——也被称为“主动交通”

或“人力交通”，非机动车交通包括步行、骑

行或其他小型轮式交通工具，适用于相对较短

的距离。儿童以及无法承担其他交通工具的公

民，依靠安全的非机动车交通基础设施出行。 

公共交通规划——又称公共交通运输或“大众

运输”，公共交通是指由公共实体经营、供公

众使用的各种交通方式。非正式的共享交通系

统涵盖范围很广，包括嘟嘟车和公共出租车，

还包括对传统基础设施的创新利用，如自动扶

梯、缆车、快速公交、有轨电车和轻轨。技术

发展完善了共享交通体系，发展出多模式综合

交通体系。

我们要规划什么？

定义和概念

巴西福塔雷萨优先发展骑行和步行交通 巴西库里蒂巴的快速公交系统 在德国弗莱堡沃邦生态街区，步行和骑行优先

促进儿童独立出行——儿童的独立出行依赖于

现有非机动车交通行为，这些行为增进儿童健

康，促进儿童活动，培养其独立出行所需的技

能、习惯和信心。儿童独立程度取决于其年龄、

认知能力和受教育程度，而且可能还需要父母、

看护人或同龄人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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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道路连通性——“道路连通性”是描述一

个城市道路网的接线密度和直接接口的词语。

一个连接良好的道路网会有许多短的连接道路

和十字路口，很少有死胡同。儿童依赖于道路

连通性，因为这也是可步行性的一个指标。道

路连通性好，出行距离就会缩短，路线选择和

出行方式也会增多——这会提升人们的健康状

况，增加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并提高生产

力。8

提高儿童可步行性，改善道路安全状况——这

是衡量一个地区步行适宜性的一个指标，分析

是否有步道、人行道或其他行人通道，以及质

量、交通和道路状况、土地利用模式、可达性

和安全性等等。可步行性是可持续城市规划中

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健康和城市经济方面的文

献中也有提及。9 10 

中国广州柳云小区住宅楼弃用停车场后，大街小巷

变得自由畅通

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通过街道设计改善了道

路安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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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大道”通过包容性的城市规划推进哥伦

比亚麦德林市的复兴，这被称为“社会的城市

化”。在过去的 25 年里，这座城市从世界上

最危险的城市转变为最包容的城市之一。这座

城市的成功来自于包容的城市发展方式，这种

方式通过公共空间方案和基础设施投资解决城

市暴力、贫困等社会问题。这种方法提高了社

会公平性。这条机动车道被改造成一个热闹的、

适合步行的公共散步场所。再加上缆车连接人

口密集的邻里，改造后的公共空间、街道照明

使这条街道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区域，商业和

社会活动也明显增加。

几十年来，繁忙的交通和过度拥挤的城区已

经使全球城市陷入瘫痪，人们根本没有机会

充分融入自己的城市。开放街道日（Raahgiri 

Day）是一项多个城市参与的倡议，旨在将街

道归还给居民，让居民可以在公共空间集会，

充分享受城市生活。每周的“开放街道日”，

在印度参与此项倡议的城市中，主要道路都变

成了步行街，人们可以在户外尽情放松身心，

或者参加骑行、跑步、舞蹈、瑜伽、露天戏剧

表演等活动。

道路交通事故是全球第十大死因，但因交通事

故导致的死亡往往是可以预防的。“道路安全

保护规划”是圣保罗对联合国全球道路安全十

年规划的回应。该规划通过立法和创新街道设

计，例如降低车速限制和重新设置十字路口，

解决行人安全问题。自 2013 年推出以来，圣

保罗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在 2014 年至 2015 年

间下降了 20.6%。随着公众道路安全意识的

提高和车速的降低，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减少了

30%。为了确保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该规划通

过多次专题讨论会创建了一个讨论和学习的

平台。

优秀的实践案例

波哥大 - 麦德林 107 大道 印度的无车日活动 巴西圣保罗道路安全保护规划

https://globaldesigningcities.org/publication/global-street-design-guide/streets/streets-informal-areas/recommendations/case-study-1-calle-107-medellin-colombia/
https://www.slideshare.net/EMBARQNetwork/raahgiri-day-impact-embarq-india-amit-bhatt-may-2014
http://www.cetsp.com.br/consultas/programa-de-protecao-a-vida-ppv.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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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可持续发展目标 3.6 到 2020 年，全球公路交

通事故造成的死伤人数减半，可持续发展目

标 11.2 到 2030 年，向所有人提供安全、负

担得起的、易于利用、可持续的交通运输系统，

改善道路安全，特别是扩大公共交通，要特

别关注处境脆弱者、妇女、儿童、残疾人和

老年人的需要。

《新城市议程》

第 113 段……改善道路安全，将其纳入可持

续的出行和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和设计。……

特别关注……儿童和青年……强制执行……

促进行人安全和骑车出行的政策和措施……

按照《儿童权利公约》推动把每个儿童安全

和健康地到达学校作为优先事项。

我们应如何规划？

规划好空间

· 道路基础设施规范和标准确保以儿童为中心

的可达性、舒适性、安全性和多功能性：
○ 便利性：宽度最小，无障碍的空间，行人

十字路口和安全岛的路缘齐平，公共交通

枢纽配置自动扶梯 / 电梯，供婴儿车及轮

椅进出；
○ 舒适性：座椅、饮水机、洗手间和非机动

车交通基础设施；交通工具与使用者相分

隔，停靠站的空间、遮蔽处、座椅和资讯；
○ 安全与健康：针对儿童的标牌，带有鼓励

步行的信息（目的地、距离、时间、卡路

里标示）、低速区、提高能见度的措施；
○ 多功能性：白天和夜晚，公共照明集中在

人行道和十字路口，娱乐性和艺术性相结

合，鼓励步行，为公众配备免费 Wi-Fi 和

开放数据。  

· 街道设计指南优先考虑儿童的独立出行能力：
○ 空间布局：保证非机动车交通通道（人行

道、自行车道）及公共交通通道有足够的

宽度及适当的比例，尽量减少车辆的行车

道及空间；
○ 十字路口：对稳妥可靠的地面解决方案进

行投入，推行非机动车交通和机动车减速

措施。避免建造对行人，特别是儿童、妇

女、老人及残疾人造成不利影响的天桥及

护栏；
○ 便利性：市区范围内所有街道两侧均设有

平整及宽阔的人行道。

国际政策框架的支撑

建筑和基础设施法规——建筑尺度

巴西茹伊斯迪福拉，“行人优先”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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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设计指南增加基础设施和交通工具的连

通性：
○ 功能性：配置最大的建筑街区尺寸和四通

八达的步行道，以减少整个城市网格的步

行距离，增强连接性；
○ 安全性与舒适性：促进底层商用、要求提

高透明度等激励措施，以激活街道环境，

提高社会安全性和可步行性

○ 优先顺序：在建筑物内配置单车泊车位；

在建筑物内配置最高比例的汽车泊车位，

尽量减少在街道上泊车，以减少车辆的

使用。

· 在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和设计阶段进行影响评

估，使儿童及其家庭获得最佳利益及最少负

面影响。

空间公平和街道景观

为确保在街道中为非机动车交通和公共交

通分配空间成为“大拇指规则”，城市规

划师和交通规划师们应：

· 非机动车交通至少占据街道宽度的

50%（建筑物入口、人行道、自行车道）；

· 如有需要，为快速公共交通（巴士、电

车、出租车）预留街道宽度的 25%；

· 其他可用空间供私人机动车辆（小汽车）

使用，包括车位。

城市设计和基于地域的社区规划——街区尺度

· 街区交通规划，鼓励儿童独立出行，保证儿童轻松到达目的地

及道路安全：
○ 确保儿童经常到达的目的地适合步行，例如学校、公共汽车

站、工作地点和住宅区，在学校五公里的招生地区范围内，

均可步行；
○ 在全市落实非机动车交通路线、公共交通覆盖、私家车泊车

规定等策略；
○ 营造安全的学校环境、安全的十字路口，扩展非机动车交通

的空间，配置标牌和采取其他保护措施，并鼓励非机动车交

通方式接送儿童。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保障学校环境安全并促进儿童健康的倡议

www.caminitodelaescue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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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标准确保根据国际标准、约定规范、当

地情况和明确的需求（人口密度、年龄组构

成情况），利用最少的土地促进儿童独立

出行
○ 建筑物开发的最低密度确保紧凑城市发

展，在步行范围内提供可享受的服务；
○ 建筑街区的最大尺寸和交错纵横的人行道

确保整个街道网格的连通性，尤其保证行

人在改良后的人行道上能够步行；

○ 市区规划范围内及附近的最大泊车数量规

定；尽量减少预留停车空间，尤其是在街

道上。

· 土地利用规划促进紧凑城市发展，限制机动

车出行和出行距离，为公共交通保护和确保

街道和基础设施的有效供应、平等分配和差

异化：
○ 街道排列规划在土地用途规划、城市扩展

规划及新分配规划中，明确街道和非机动

车及公共交通的公共空间，以及拟兴建或

扩展的私用空间；

○ 步行道和自行车道在土地利用规划中，按

照交叉口、用途和建筑密度的原则，在大

型建筑街区和绿地中配置专用非机动车

近道；
○ 密度区根据公共交通模式的邻近性，按照

公交导向发展原则，决定建筑物的最低及

最高密度；
○ 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线路及车站）预留区。

土地利用规划——城市尺度

城市发展规划——城市尺度

· 综合交通发展战略和规划，按照为大众提供

非机动车交通和公共交通、健康和安全的通

道以及公平分配的原则，注重多样化的交通

方式选择（安全的自行车道、共享单车系统、

快速公交、在紧凑城市布局中更好的覆盖，

发挥更大的作用）；

· 公共交通规划，按照公交导向发展原则，以

清洁能源为目标，包括便捷的车站网络和步

行距离多式联运的不同模式；

· 安全通道规划涵盖步行和骑行通道，旨在营

造更为安全的十字路口和安全健康的学校环

境，重视交通安宁政策，并为儿童、妇女及

残疾人士制定安全保障措施；

· 低交通量地区规划包括低排放区、低车速、

逐步完善的停车规则和停车位，注重降低空

气和噪音污染，重新获得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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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政策——多级尺度

· 根据“避免、转移和改进”原则，协调国家、

次国家和地方关于城市交通的政策，优先考

虑非机动车交通（NMT）和公共交通而非私

人机动交通：
○ 确保城市贫民能够负担得起乘坐公共交通

的费用；
○ 将汽车量少的地区、低排放区和全市公共

自行车系统合法化；
○ 收取拥堵费、污染费，对非机动车交通和

公共交通的使用者实行税收优惠，鼓励清

洁能源交通；

○ 针对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情况建立综合

数据观测站。

· 整合国家和地方在城市交通空间方面的协调

手段，特别是针对儿童及其家庭：
○ 在分区准则中推行以公交为主导的城市发

展；
○ 创建舒适便捷的公交站点及交通工具，并

为儿童及其看护者、残疾人士及长者提供

优先通道及座位。

· 制定国家和地方儿童道路安全行动规划，包

括街道设计测量、速度管理、执法、宣传运

动、教育培训以及更好的个人保护措施，如

使用儿童摩托车头盔。  

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初学骑自行车的儿童

可持续交通政策的六个 E

雄心勃勃的交通政策，如安全上学路线或零死

亡愿景，已在全球多个城市成功实施。它们的

成功在于采取了综合措施，解决了可持续交通

政策的六个“E”问题：

评估——良好的交通政策从批判性分析现状开

始，深入剖析焦点群体（例如，零死亡愿景关

注儿童，主要是青少年）；造成高速、安全空

间设计不足、执法不力等危害的原因；以及危

险或事故易发地点。评估数据用于监控和评估

政策实施效果，以确保获得批准。

公平——良好的交通政策注重公平，满足最弱势群

体（儿童和残疾人）的需要。对不平等的愤慨推动

了变革。

工程——通过工程改进改变建成环境是交通政策的

关键组成部分。最成功的方案包括对儿童及其看护

人的通行障碍进行全面的社区评估。

鼓励——特殊活动，如无车日或步行上学日，会让

儿童、家长、学校组织和官员提高交通安全意

识，也会激励他们采取行动。

教育培训——人们需要一个机会，学习法规和

接受风险评估技能培训，比如如何安全地过马

路或负责任地驾驶。鼓励特定人群选择新的安

全健康出行方式，如在骑车道上骑自行车。

执法——在学校和儿童居住的邻里附近，地方

执法十分重要。执法可以提高公众交通安全意

识，减少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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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及其看护人、学校、家委会、青年组织

和其他儿童计划参加安全通行到学校的运

动，评估日常的出行方式和危险性，制定结

构性改进措施，辅以通道沿线的时限性改

进措施：例如步行巴士倡议和街道通行守

护者；

· 以日常通道为基础的安全步行通道妇女组织

· 社区和地方政府临时封闭街道，如无车日、

夏季游街、季节性关闭、集市和考试交通

管制。

· 通过分配非机动车（步行、自行车）11 和公

共交通基础设施（购置、建设、维护和日常

管理）预算以及交通安全基金预算（基础设

施、激励措施、教育培训、执法）并采用对

穷人有利的收费，从而影响市政融资和预算

编制；

· 通过分配从商业街道使用和公共交通场所收

取的费用（广告费、特许经营费）以及私人

机动车交通收费（公共场所停车费、燃油税、

拥堵费、过路费），集中民间资金，为非机

动车交通提供更安全、更好的街道空间；

· 包括由国家和国际计划资助的大型基础设施

和城市发展规划的非机动车交通投资；

· 列出成本效益分析，说明为非机动车交通和

公共交通提供空间的成本效益，包括建筑和

维修费用及其投资回报。 

内罗毕在非机动车交通方面的优先投入 12

2015 年，内罗毕制定了非机动车交通政策，

确保至少 20% 的交通预算用于非机动车交

通和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和服务。年度道路和

交通改进项目预算包括计划性非机动车交通

干预措施相关费用，含开发和维修费用。

在公共财政中，独立分配非机动车交通和公

共交通是一种重要手段，特别是在参与式预

算编制过程中。

设计好过程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联盟的建立 预算和调动资源

共同行动，逐步改变

· 为儿童和妇女组织儿童教育培训及相关活

动，提高其对步行、学骑自行车益处的认识；

· 以临时街景为试点，推行少车组织和空间分

配，增加游戏、绿化和社交聚会的空间；

· 在街道和公共交通场所提供免费 Wi-Fi 和公

共信息，与促进健康、安全、公民意识、环

境和公平的社会公益意识紧密结合。

阿根廷图库曼的“第 95 号城市”婴儿车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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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依据

全面的城市状况分析应集中于儿童道路交通安

全和可步行性，包括城市规划规模、利益相关

方、资源和优先事项的相关数据。儿童及其社

区使用的自我评估工具可提供宝贵的信息来

源，对下列情况作出可靠的分析：

· 学校区域安全评估和改进；

· 可步行性和多式联运

评估

可步行性

你所在的邻里适合

步行并且安全吗？

多式联运

空间是否按交通方式

的强度成比例分布？

社区数据

( 绘图、调查 )

绘制路径图并标

出重点安全地区。

测量街道空间的尺

度和分布。计算不同

时间 (天、周 )选择不

同交通方式的人数。

信息通讯技术

产生的数据

( 地理信息系

统、移动数据 )

提供地理空间地

图，包括信息通

讯技术产生的有

关路径图的数据。

包括信息通讯技术

产生的有关交通强

度的数据。

政府数据

( 行政数据 )
使用事故或冲突

发生地点的信息。

包括官方交通统计

数据。

儿童可持续交通方面的进展可以用客观和主观

的多种指标来衡量和评估。举例如下：

· 实物及数量相关指标：已铺设路面比例；符

合当地通行标准的街道与人行道的比例；有

足够公共照明的街道的比例，保障行人安全；

非机动车交通安全路口的比例；自行车道占

街道总供应的比例；每 10 万人口拥有的高

容量公共交通系统公里数；

· 功能性和质量相关指标：可持续发展目标

11.2.1 可便利使用公共交通的人口比例，按

年龄、性别和残疾人分列；居住在公共汽车

站（300 米）/ 火车站（1000 米）步行范围

内人口的比例；采用非私人交通工具方式出

行的通勤人士比例；每年人均公共交通出行

次数；步行或骑自行车上学的儿童比例；可

安装免费 Wi-Fi 的街道和公共交通设施的比

例；设有儿童、带儿童的家长或残疾人士专

座的公共交通工具的比例；搭乘城市公共交

通工具 / 城市公交及骑单车 / 步行的人次 /

乘客公里数比例；每种交通方式的划分 / 比

例；平均通勤时间和成本。

· 影响相关指标：3.6.1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率；

每 10 万人口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行人和骑

单车人士死亡人数占总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

比例；每步行或骑车 1000 公里行人及骑行

者的死亡人数；

城市状况分析 衡量成效

衡量可步行性 13

多个组织已经开发出可步行性评估工具。个人、

团体和官员可以使用这些工具从不同方面确定

一个特定邻里的步行条件：连通性、土地利用

和城市便利设施的邻近性、交通安全、监控、

体验和绿地。

邻里可步行性模式的研究表明，交通安全和土

地利用是居民步行的重要动机。这种经验证据

表明促进儿童可步行性道路安全和综合性邻里

环境城市规划能保障儿童道路安全，增加体育

活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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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相关指标：市政预算用于非机动车交通

/ 公共交通 / 儿童道路安全 / 绿色交通政策的

比例；非机动车交通政策和儿童道路安全规

划的实施进程（零死亡愿景）；

· 在街道上或附近举办公众听证会和倡议活

动，允许所有人参加，讨论对城市交通和改

善建议的共同看法及评价，例如安全学校环

境倡议； 

· 就环境卫生（空气污染）、安全问题（道路

安全、公共空间社会安全）和连通性（通道、

覆盖范围），在可公开访问的观测站集中儿

童对交通的意见和调查材料；

· 建立儿童可参与的关于交通的申诉机制解

决可达性、使用、安全和舒适等方面的问

题。  
建立问责制

参考资料

已有的指引、工具和文献

· 城市可持续交通规划与设计（联合国人居署）

· 街道作为公共空间推动城市繁荣发展（联合国

人居署）

· 人居三议题文件 19 交通与出行（人居三）

· 优化基础设施：绿色经济的城市模式（联合国

人居署）

· 走向步行世界（英国奥雅纳工程顾问公司

（ARUP））

· 全球街道设计指南（全球城市设计规划，C40

城市气候领导联盟）

· 城市街道设计指南（美国国家城市交通官员协会）

· 交通街道设计指南（美国国家城市交通官员协会）

· 城市自行车道设计指南（美国国家城市交通官员

协会）

· 城市社区交通发展指南（EMBARQ、世界资源研

究所）

· 设计让城市更安全（世界资源研究所）

· 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一起踏上安全之路（联

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 保护儿童道路安全的十大策略（世界卫生组织）

· 车内及汽车周围的儿童（英国皇家事故预防学会）

· 校园车辆减速最佳实践（Radarsign）

· 学校附近车辆减速措施（安全路线）

· 行人安全：供决策者及实践者使用的道路安全手

册（联合国道路安全协作组织）

· 速度管理：供决策者及实践者使用的道路安全

手册（联合国道路安全协作组织）

相关网络和平台	

· 儿童健康规划（国际汽联基金会 / 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

· 共享道路——投资人行道和自行车道基础设施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汽联基金会）

· 联合国道路安全合作

· 全球道路安全合作伙伴

· 全球城市设计规划（美国国家城市交通官员协

会）

· 社会照明运动

墨西哥墨西哥城的步行上学情况

（Caminito de la Escuela）

www.caminitodelaescuela.org
www.caminitodelaescuela.org
https://unhabitat.org/books/planning-and-design-for-sustainable-urban-mobility-global-report-on-human-settlements-2013/
https://unhabitat.org/books/streets-as-public-spaces-and-drivers-of-urban-prosperity/
http://habitat3.org/the-new-urban-agenda/documents/issue-papers/
https://unhabitat.org/books/optimizing-infrastructure-urban-patterns-for-a-green-economy/
http://www.arup.com/perspectives/publications/research/section/cities-alive-towards-a-walking-world
https://globaldesigningcities.org/publication/global-street-design-guide/
http://nacto.org/publication/urban-street-design-guide/
https://nacto.org/publication/transit-street-design-guide/
https://nacto.org/publication/urban-bikeway-design-guide/
https://wrirosscities.org/research/publication/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tod-guide-urban-communities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41478
http://www.unece.org/index.php?id=41478
http://www.who.int/roadsafety/week/2015/Ten_Strategies_For_Keeping_Children_Safe_on_the_Road.pdf
http://www.rospa.com/rospaweb/docs/advice-services/road-safety/parents/children-in-and-around-cars.pdf
https://www.radarsign.com/wp-content/uploads/2014/01/Best-Practices-in-School-Zone-Traffic-Calming.pdf
http://library.ite.org/pub/e2661246-2354-d714-51ae-29605f57e234
http://www.who.int/roadsafety/projects/manuals/pedestrian/en/
http://www.who.int/roadsafety/projects/manuals/speed_manual/en/
http://www.childhealthinitiative.org/
http://www.unenvironment.org/resources/report/investment-walking-and-cycling-road-infrastructure
http://www.who.int/roadsafety/en/
http://www.grsproadsafety.org/
https://globaldesigningcities.org/
https://sociallightmovement.com/


玻利维亚（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拉巴斯附近的

7 区是埃尔阿尔托市最贫穷的邻里之一，这个

邻里的一个家庭安装了生态厕所和室外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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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用水和卫生综合管理系统 *

“
水资源短缺影响着全球 40% 以上的人口，预计还会增加。

目前有超过 17 亿人生活在用水超过补给的河流流域。洪水

和其他水灾害造成的死亡占自然灾害致死人数的 70%。1

原则 6

所有城市都应通过城市规划，提供安全管理的用水和卫生

服务，确保为儿童及其社区建立城市水源综合管理系统，

使他们能够享有安全和价廉的饮用水，并使每个人都享有

适当和公平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 本章主要研究城市区域建成环境的用水和卫生管理，包括排水和雨水管理、粪便污泥和

   废水管理。固体废弃物管理见原则 8“城市废弃物清洁管理系统”一章（见第 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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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投入？

当前的挑战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许多城市的守护神。邻近

可用水源决定了许多城市中心的起源和历史，

这些城市中心一般位于海边、河边、水井或地

下水层。用水和卫生设施对个人使用、粮食生

产和废弃物处理以及城市服务和地方经济的运

行都至关重要。几个世纪以来，城市定居地的

分布和增加与海平面、河流、干旱和洪水的季

节性变化等环境和气候因素息息相关。规划城

乡结合部获取水资源和其他资源。

随着全球城市化规模扩大、速度加快以及气候变

化，城市人口密集地区的用水安全以及环境卫生

和个人卫生都面临着压力。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改善卫生设施条件变得更为困难，由于拥挤，

安装卫生设施的空间越来越少。快速的增长率也

将影响现有卫生设施的使用、运作和维护。海平

面上升导致海水渗入，淡水无法饮用，日益极端

的气候条件致使洪水更为频繁，后果更为严重。

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影响那些经济脆弱的居住在低

海拔或高风险地区的人们。

在工业化城市中，淡水分配和废水排放是集中

统一进行的，被整合融入建筑和街道的建成环

境中，公私部门按照规定运营并管理管道基础

设施及装置。然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

只有少数人口使用管道供水和污水管网系统。

贫民区居民和他们的孩子还面临其他不利条

件。在快速发展的城市，非正规的邻里和土地

占有权是制约用水和卫生设施的瓶颈。理解并

考虑到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地权稳定性对改善全

市用水和卫生规划至关重要。2

就卫生方面来说，40% 的城市人口依靠非下

水道系统（坑式厕所，冲水或冲入化粪池或大

坑），通常情况下，在邻里外没有合适的粪便

污泥管理措施，也没有空间进行储存、排放和

处理粪便。粪便污泥被倒入雨水渠中，埋在后

院或露天水域和荒地，对环境和公共卫生造成

严重后果。3 粪便污泥没有安全的管理措施，

随地排便污染公共空间，对在这些地区玩耍的

儿童产生特别不利的影响。低收入国家的卫生

设施也面临着挑战。2015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只有 24% 的城市人口家中安装了可以用

肥皂和水洗手的基本设施。

城市贫穷社区的卫生往往依赖共用厕所，这是

一种文化习俗，也是针对人口密集地区空间和

经济制约所形成的一种应对机制。2015 年，世

卫组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监测规划估计，

全世界有 6 亿人与其他家庭共用改良后的卫生

设施。在 24 个国家中，至少有五分之一的人

共用卫生设施，城市地区共用卫生设施的人数

比例较大。4

共用厕所或公共厕所在设计或位置上通常不适

合儿童。取水或排队上公共厕所对孩子们来说

是一项挑战。定居点公用设施的位置也决定了

人们可能在夜间使用这些公用设施。5 6 非正式

住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如手摇泵或公共厕所，

往往不适合儿童使用。成年人可以在他们的工

作环境中使用水和卫生设施，但学龄前儿童没

有这种选择。

排水不畅或雨水泛滥以及容器中的积水是带菌

体的潜在滋生地，例如传播登革热（近年来发

病率不断上升）的伊蚊，以及寨卡病毒等其他

传染性疾病。7 由于身材矮小、力量有限、游

泳能力不足，儿童在洪水暴发时特别容易遭遇

危险和伤害，在开阔水域很容易溺水。此外，

儿童并不是总有机会能够从周围环境中获得安

全便宜的饮用水，而成年人则可能在其工作环

境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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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和卫生综合管理系统确保儿
童生活在一个适应气候变化的可
持续发展环境中

· 确保土壤和斜坡的稳定性、土壤肥力以及雨

水、灰水、废水的养分循环。

· 恢复地下水层中的水，加强生态系统，促进

生物多样性。

· 减少重型基础设施、能源和物流对水供应和

交通的需求。

对儿童和社区的好处

· 通过在公共空间配置绿色水利基础设施，水

清楚地展现在儿童面前，他们有机会了解水

循环的方式、水的价值、与水相关的风险，

以及他们作为儿童可以做些什么来确保水的

安全性、健康性和可用性。

· 儿童可以参与规划和监测其社区用水和卫生

系统的使用。

· 水教育课程可以提高对水资源短缺、暴风雨

的风险和卫生的认识。

· 预测城市发展及未来需求，确保所有儿童始

终能够公平获得安全价廉的饮用水和适当的

卫生设施。

· 这个系统包括饮用水安全存储设施和地下水

层保护规划。

· 包括全市范围的卫生服务，有效减少公共领

域的粪便污染。

· 利用绿色水利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地重复和

循环利用雨水，以应对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用水和卫生综合管理系统能够使
儿童在安全清洁的环境中健康茁
壮地成长

· 这个系统利用安全的、未开发的空地减少雨水

积蓄，防止洪水不受控制（溺水风险、饮用水

污染）。

· 使雨水实现最大限度的渗透，以减少危险的侵

蚀和滑坡。

· 使所有儿童用上安全、清洁、方便的卫生设施，

防止公共空间受到污染。

用水和卫生综合管理系统确保儿

童安全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用水和卫生综合管理系统使儿童

能够承担公民和社会责任

· 确保用水和卫生设施具有气候适应性，并位

于合适的安全地点，以避免遭受洪水和其他

自然灾害。

· 通过最大限度地重复利用、循环利用和能源

生产，降低了用水成本。

· 作为城市核心的蓝色和绿色网络吸引了当地

的企业和投资。

· 减少地表和地下水的污染，从而降低水处理

成本。

· 保证环境清洁，没有随地排便和粪便污染。

· 减少疾病负担，同时减少由于接入时间、过

早死亡、生产力损失和卫生医疗支出所造成

的经济损失。8

用水和卫生综合管理系统为儿童及

其社区带来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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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普遍公平地获得安全价廉的饮用水——通

过向学校和儿童可使用的其他公共服务设施提

供补贴，提供用水，同时向贫困家庭或有孩子

的家庭提供补贴费用。  

水、卫生设施、以及个人卫生规划空间 (WASH)

——很多发展组织对水、卫生设施和个人卫生

进行了统筹规划。这些组织旨在努力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 6.1 和 6.2：到 2030 年，人人普

遍和公平获得安全和负担得起的饮用水，人人

享有适当和公平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杜绝

露天排便，特别注意满足妇女、女童和弱势群

体在此方面的需求。卫生设施是一种控制、收

集、交通、处理和处置或再利用人类排泄物的

系统。  

发展再生水资源服务符合五项原则：1）补充

水体及其生态系统；2）减少水和能源的使用量；

3）重复利用水资源，回收能源，循环利用；4）

采用系统的方式，与废弃物、能源等其他服务

相结合；5）增强系统的模块化，保证多重选择。

我们要规划什么？

定义和概念

玻利维亚（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易科拉的一个女孩

在学校的室外水龙头旁洗手。

莫桑比克马普托，卡车水箱中的污水被排放到因富

淋污水处理厂

越南芹苴市八个盐度监测站的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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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城市水资源综合管理系统（IUWM），保

证获得用水和卫生基础设施及服务；管理雨水、

废水、雨水排放和径流污染；控制水传播疾病

和传染病；减少水害风险，包括洪水、干旱和

滑坡。城市水资源综合管理系统涵盖了城市集

水区的所有水源，其水质符合不同用户的需求：

蓝水（地表水、地下水、调水、脱盐水）、暴

雨水（雨水）、灰水和黑水（废水）。水的储存、

分配、处理、回收和处置在该系统中形成一个

循环。  

探索并改进分散的用水和卫生系统——考虑到

技术可行性、资金和能力以及成本回收，依照

用水和卫生系统的管理将城市划分为多个单

位。这就可以采取渐进的发展方式，例如在社

区建立的污水渠网络中增加污水处理设施，或

以家居设施代替共用设施。  

规划绿色水利基础设施——将生态功能引入建

成环境，在雨水到达灰水基础设施之前拦截雨

水。通过帮助雨水渗入地表、蒸发和暂时储存，

然后缓慢排放到下水道系统，可以减少流向灰

水基础设施的径流量，过滤污染物，保护水质，

降低洪水风险。除了在水文方面的作用外，绿

色水利基础设施还可以产生宝贵的协同效益，

比如缓解交通压力，美化城市景观。

南苏丹本提乌水处理厂的员工正在工作 一名粪便污泥处理员在一家社区组织工作，该组织

由“城市贫困人口用水与卫生”（WSUP）承包。

他的同事们在莫桑比克马普托清理完厕所的下水道

后，站在一户人家外面。

美国林肯市的百年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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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沿海地区城市化程度很高，由于气候变化

的影响，面临着洪水的危险。亚洲城市应对气

候变化网络在三个城市设立了气候变化协调办

公室（CCCO），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种方法。

从区域上看，CCCO 建立了省际水资源管理平

台。地方政府的任务是调整城市总体规划和土

地利用规划工具，以应对气候变化。他们开展

以社区为中心的项目，包括：岘港的防风雨住

房、芹苴的水盐度监测，以及归仁的洪水风险

控制。在归仁，一个预报中心负责收集洪水数

据来预报下游的洪水风险。这些数据通过短信

发送给社区成员，这样儿童和他们的家人就可

以在 40 分钟之内采取行动，寻找安全庇护所。

目前，孟加拉国首都有 5300 万人口，到 2030

年将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孟加拉国有 5000

个贫民窟，预计约有 400 万贫民，这些贫民

窟面临着 WASH 设施不足、获取安全用水的

费用高昂、个人卫生习惯和环境卫生状况不良

等问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达卡供排水管理

局（DWASA）合作，选择为 7 个贫民窟提供

WASH 服务。该方案包括卫生设施、供水、个

人卫生和社区动员、粪便污泥管理和固体废弃

物处置。这一方案已惠及贫民超过 15 万人，

使他们能够使用改善后的 1204 个水源、414

个公共厕所，并能接收个人卫生信息。由于能

够获得优质、价廉和可靠的 WASH 服务，贫

民窟居民积极缴纳水费，增加了达卡供排水管

理局的工作效益。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地区的无序蔓延，

墨西哥城的人均水资源利用率已经下降。Isla 

Urbana 项目通过雨水收集（一种收集、储存

和过滤雨水供以后使用的系统），促进墨西哥

水资源可持续供应。雨水收集系统能减少流入

下水道的雨水量，从而防止洪水暴发，降低与

抽水系统和水运相关的能源成本。该项目在全

年或部分时间向家庭提供可持续水源。有了饮

用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认识到水是一种自然

资源，学会节约用水，养成良好的习惯。此外，

获得饮用水能降低儿童患病几率，他们能够集

中精力学习、做作业和玩耍。

优秀的实践案例

越南岘港适应气候变化的城市总体规划调整及省际

水资源管理平台 
孟加拉国达卡的城市 WASH（水、卫生设施、个人

卫生）

墨西哥的墨西哥城收集雨水应对水资源短缺问题

http://www.acccrn.net/blog/stories-seven-years-pioneering-climate-change-resilience-building-vietnam
http://islaurbana.org/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手册：为孩子营造美好城市 129

享有用水和卫生设施的权利

享有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包括下列方面：用水和卫生设施的可用性、可达性、可靠性、可负担性

和质量。9 10 11 

国际政策框架的支撑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到 2030 年，确保所有男女，特别是穷人和弱势群体，享有平等获取经济资源

的权利，享有基本服务，获得对土地和其他形式财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继承遗产，获取自然资源、

适当的新技术和包括小额信贷在内的金融服务

可持续发展目标 3.9 到 2030 年，大幅减少危险化学品以及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导致的死亡和患病

人数

可持续发展目标 4.a 建立和改善兼顾儿童、残疾和性别平等的教育设施，为所有人提供安全、无暴力、

包容和有效的学习环境改造

可持续发展目标 6.1 到 2030 年，人人普遍和公平获得安全和负担得起的饮用水

可持续发展目标 6.2 到 2030 年，人人享有适当和公平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杜绝露天排便，特

别注意满足妇女、女童和弱势群体在此方面的需求

可持续发展目标 6.3 到 2030 年，通过以下方式改善水质：减少污染，消除倾倒废弃物现象，把危

险化学品和材料的排放减少到最低限度，将未经处理废水比例减半，大幅增加全球废弃物回收和安

全再利用

可持续发展目标 6.5 到 2030 年，在各级进行水资源综合管理，包括酌情开展跨境合作

可持续发展目标 6.b 支持和加强地方社区参与改进用水和环境卫生管理  

《新城市议程》

第 119 段……促进对水、个人与环境卫生、

污水、固体废弃物管理、城市排水、减少空

气污染和雨水管理的保护性、便利和可持续

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提供系统进行适当投资，

以提高水灾到来时的安全性；改善卫生；确

保人人享有和公平使用安全和负担得起的饮

用水以及人人享有适当和公平的环境和个人

卫生；消除随地便溺，特别注意妇女、女童

和弱势群体的需求和安全。我们将努力确保

这方面的基础设施能够适应气候，并成为综

合城市和区域发展规划的组成部分，包括住

房和机动化等要素，并以参与性方式加以落

实，兼顾具有创新、节约资源、便利、符合

具体情况和具有文化敏感性的可持续解决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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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和标准确保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儿童可

用的、便利的、安全的用水和卫生基础设施：
○ 技术保障和实用性：确保安全建造和安装

的私人和集体用水和卫生基础设施可以定

期清洁与维护；确保在楼宇及基础设施的

屋顶、集雨器及水箱收集雨水；
○ 便利性：公共空间和公共建筑内价廉的用

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使用饮水机）

和卫生设施（男女独立厕所）；按照通用

化设计原则，考虑儿童和残疾人的局限性，

在住房（包括出租房）中安装价廉的用水

和卫生设施；在家庭和邻里范围内装有卫

生设施，以便清空粪便污泥并将其运出

邻里；

○ 安全与健康：尽量增加开放空间（包括街

道）的天然雨水渗入量。减少矿物和不透

水材料的使用，以降低洪水、侵蚀和水涝

风险，缓解热岛效应。

· 设计指南改善儿童及其家庭的使用状况：
○ 多功能：在城市设计中关注用水和卫生设

施，将用水和卫生基础设施融入建成环境，

如街道上的绿色水利基础设施，以减少径

流、过滤污染物、保护水质、降低洪水风险；
○ 激励：在适当的情况下，建造娱乐性喷

泉，整合公共空间和绿地的用水；水基

础设施的某些部分清楚地展现在儿童面

前，从而向儿童讲授可持续资源管理的

知识。  · 在城市用水和卫生基础设施综合规划和设计

阶段进行影响评估，使儿童及其家庭获得最

佳利益及最少负面影响。

建筑和基础设施法规——建筑尺度

我们应如何规划？

规划好空间

哥伦比亚麦德林的生命的衔接单位（U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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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区用水和卫生设施规划为儿童在合理的距

离内确定公共取水和卫生设施的地点，并利

用注重用水和卫生设施的城市设计确保应对

气候风险（如洪水）的能力。 

· 与城市规划和城市用水和卫生管理方面的所

有利益相关方一道，组织儿童友好的参与式

研习会，制定行动计划，以推动实现人人都

能公平获得安全和价廉的饮用水，人人享有

适当和公平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并确保

儿童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洪涝风险；

· 城市设计关于城市空间和体系的建议，涉及

综合用水和卫生基础设施，包括饮用水综合

供应，卫生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建筑、游

乐场、公共空间、公共市场（及其他城市食

品相关系统）、公园、街道、步行和骑行（非

机动车交通）道路的绿色水利基础设施的

应用。

城市设计和基于地域的社区规划——街区尺度

土地利用规划——城市尺度

· 用地标准量化城市水资源综合管理所需的土

地，如根据约定的规范和明确的需求（人口

密度、年龄组构成情况、评估），雨水积池

和缓冲、获取和存储饮用水、清洁不同类型

废水的污水处理厂等所需的土地和基础设施
○ 根据国际标准和当地具体情况，确定所需

供应 / 可用性的最低标准

» 收集水的空地 /水库作蓄水层补给之用；

» 灰水回收和重复利用、废水和粪便污

泥处理设施所需的地方；

» 雨水积池区。 

○ 量化实际便利性、邻近性和功能性的最低

标准：

» 邻近安全价廉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

» 污水处理厂的距离和类型。

· 用地计划保护和确保不同规模的有效供应、

公平分配和差异化：
○ 划定和保护湖泊、河流、绿地和湿地等自

然系统，以储存、保存和净化水资源（饮

用水库、废水处理厂、雨水积池区）；
○ 保护天然水源及易受水浸地区。

· 建设许可法规在新的私人开发项目中，增加

用水和卫生基础设施在不同规模中的供应、

平等分配和区分度：
○ 建筑物的一般城市规则，建筑配备饮用水

和卫生系统，在屋顶和水库布置可渗透的

空间用于收集雨水，并整合独立的灰水和

雨水系统。
○ 未建成空间的一般城市规则，在已建成和

尚未建成的地区，例如生物过滤花盆、生

物滞留沼泽、树木和可渗透路面的土壤 -

水 - 植物系统，整合绿色水利基础设施；
○ 具体总体规划和供地计划详细列明在大型

私人新开发项目中雨水积池、废水处理及

重复利用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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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市用水和卫生规划包括稳定水文学生态系

统及其他生态系统，考虑未来的人口增长、

用水和卫生设施的更大需求、未来的风险和

其他压力因素。城市发展规划应侧重于那些

还没有用水设施的的邻里，或依赖分散式的

/ 现取水的社区，以及容易面临水资源危机

和环境退化的邻里。

· 城市范围内未建土地的水资源综合战略减少

热岛效应，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壤的渗透性。

· 在空间方面进行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地方性合

作，涉及土地收购、基础设施的规划和管理，

基础设施可以优化淡水利用和最大限度重复

利用废水及雨水。

城市发展规划——城市尺度

城市规划政策——多级尺度

· 成本效益融资的协调工具，用于水和卫生基

础设施的改进、维护和日常管理及监督，特

别针对儿童及其家庭，注重减少资源的消耗

和损失，实现水的重复和循环利用，尽量减

少对生态环境的危害。

· 允许公共和私人行为者为用水和卫生管理收

购和开拓土地的体制包括一系列激励机制，

鼓励私人业主参与建造并维护建成环境，该

建成环境拥有安全廉价的用水和卫生设施以

及一部分绿色水利基础设施（私人土地会议、

分红制度及选区）；

· 用水和卫生管理的一体化机制应与其他有关

政策相协调，例如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和城

市设计）、交通政策（街道）、环境政策（清

洁河流、气候变化）、能源政策（人类废弃

物和废水再生能源）、公共卫生政策（环境

卫生）。

人人获得廉价的用水和卫生设施所涉及的城市政策

巴西《阿雷格里港市法律》第 219 段规定：

“居住在非正规定居点的居民有权享受市政公共服务。”

在法国巴黎，公共饮用水和卫生设施可以免费使用。无家可归或住房条件不足的人至少可以享受基本的

用水和卫生设施。公用设施网络包括公共浴室和淋浴间，其中一些配有洗衣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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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好过程

· 与儿童和社区建立联系，使用针对不同年龄

的具体技术，提高对已建成基础设施（包括

绿色水利基础设施）用水和卫生需求的认识。

通过学校、青年组织和其他儿童方案帮助儿

童，并在拥有用水和卫生基础设施的城市空

间开展步行和其他活动。

· 与志同道合者建立联系，共同努力，让社区

卫生俱乐部、非正式水供应商、非正式卫生

服务提供商（例如，非正式的粪便污泥处理

服务提供商（如便坑清理））、未享有饮用

水和卫生设施的老人和当地企业等所有各方

有机会获得安全和价廉的饮用水，并享有适

当和公平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 与公共卫生专家、儿童发展专家、气候变化

和城市适应能力专家等其他选民建立联系，

这些选民倡导人人都能公平获得安全和价廉

的饮用水，人人享有适当和公平的环境卫生

和个人卫生，消除随地排便现象。

· 通过设定用水和卫生设施（包括绿色水利基

础设施）的最低分配比例，影响用水和卫生

综合管理的市政融资和预算。

· 将综合用水和卫生基础设施纳入由国家和国

际项目资助的大型城市发展方案中，包括绿

色水利基础设施。

· 列出成本效益分析，表明更好的城市规划在

改善邻里和城市外延区、提供用水和卫生基

础设施（包括绿色水利基础设施和其他综合

设计措施）和建筑和维护费用方面的投资

回报。

· 与关注清洁、健康、娱乐和教育的儿童及家

庭共同制定变革性的绿色的雨水干预措施，

如建造集体雨伞和收集罐。

· 围绕蓝色网络组织儿童活动。举办一系列活

动，提高市民对节约用水、防止污染、减少

需求、循环重复利用的认识。

· 向政府当局就以下问题提出建议，在特定区

域使更多人能获得安全和价廉的饮用水，并

且每个人都享有适当和公平的环境卫生和个

人卫生，并说明儿童的利益和预期结果。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联盟的建立 预算和调动资源 共同行动，逐步改变

一个妇女用手摇泵取水。过去，鲁普纳加尔贫民窟

的居民只能从两公里外的孟加拉国达卡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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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水资源综合管理和排泄物处理的组成部

分，通过测绘和调查接入点和服务水平（水

流图和粪便流向图），向不同的用户和管理

者收集意见和建议：儿童、家长、经商者、

政府当局；

· 采访主要利益相关方，收集关于城市用水和

卫生设施规划工具的信息、能力和资源：供

水商、卫生设施运营商、政府部门；

· 根据需求以及相关的现有标准和成功经验，

确定需要新的或改进的用水和卫生基础设施

的优先事项。 

儿童用水和卫生综合管理系统的进展可以用多

种指标来衡量和评价。举例说明：

· 实物相关指标：可获得饮用水的土地面积，

人均可饮用水的蓄积量；饮用水贮存占地面

积、灰水清洁占地面积、雨水积池占地面积；

失水量占比（不明原因的失水）；

· 功能和质量相关指标：可持续发展目标 1.4.1

其家庭可获得基本服务的人口比例 4.a.1 能

获得以下资源的学校百分比：...（ e）基本

饮用水；（f）男女分开基本卫生设施；（g）

基本洗手设施；可持续发展目标 6.1.1 使用

安全管理的饮用水服务的人口比例；可持续

发展目标 6.2.1a 使用得到安全管理的环境

卫生设施服务比例；可持续发展目标 6.2.1b  

提供肥皂和水的洗手设施的人口所占的比

例；使用基本卫生服务的人口比例；露天排

便人口比例；平均每年每户停水时数；人均

用水总量（升 / 日）；可持续发展目标 6.3.1

安全废水处理的百分比；可持续发展目标

6.3.2 环境水质良好的水体所占百分比；非

饮用水用途的人均雨水再利用量；

· 影响力相关指标：表示能够获得安全和价廉

的饮用水并享有适当和公平的环境卫生和个

人卫生的儿童的比例；城市 5 岁以下儿童发

育迟缓患病率；腹泻和其他用水和卫生相关

疾病的发病率；在不受保护水域或洪水中溺

水的儿童人数；

· 过程相关指标：可持续发展目标 6.5.1 水资

源综合管理的执行程度（0-100）；可持续

发展目标 6.b.1 已经制定业务政策和流程以

促进当地社区参与水和环境卫生管理的地方

行政单位的比例；

用好依据

城市状况分析 衡量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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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附近或用水和卫生设施不方便的邻里举办公众听证会，就城市规划

相关的公私干预措施展开讨论，人人均可参加，并对目前的状况和改

进建议提出共同的看法和评价，提高人们对基础设施、服务水平、费

用以及水和卫生服务的运作和维护等事项的参与程度。

· 将儿童关于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信息、意见和调查集中在网上可公开访

问的观测站或指定的公共空间信息点。

· 支持关于水和卫生设施的申诉机制，包括儿童获得、使用水和卫生设

施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儿童直接向负责的利益相关方提出投诉，特别

是政府当局和服务提供商。  

建立问责制

肯尼亚内罗毕基贝拉的洪水和脆弱性分析

参考资料

已有的指引、工具和文献

· 卫生 21 条：改善全市卫生服务的规划框架 （德国联邦供水、废水处理与

水体保护研究所 - 瑞士联邦水科学与技术研究所卫生、水和固体废弃物促

进发展部 /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 国际水协会可持续卫生联盟）

· 社区主导的城市环境卫生规划（CLUES）帮决策者制定指导方针（可持续

发展卫生联盟 / 联合国人居署）

· 智慧水务城市的原则（国际水协会）

· 城市水资源综合管理，背景文件（全球水伙伴组织）

· 城市街道雨洪指南（国家城市交通官员协会）

· 实现用水和卫生的人权（联合国用水和卫生人权特别报告员）

· 渴望未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WASH（水、卫生设施、个人卫生）策略 2016-2030 （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

相关网络和平台

· JMP——供水和卫生联合监测规划（世界卫生组织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Susana——可持续卫生联盟

· WSUP——城市贫困人口用水与卫生

· 国际水协会

· 全球水伙伴组织

http://www.iwa-network.org/publications/sanitation-21-a-planning-framework-for-improving-city-wide-sanitation-services/
http://www.susana.org/en/knowledge-hub/resources-and-publications/library/details/1300
http://www.iwa-network.org/projects/water-wise-cities/
http://www.gwp.org/globalassets/global/toolbox/publications/background-papers/16-integrated-urban-water-management-2012.pdf
http://nacto.org/publication/urban-street-stormwater-guide/
http://www.ohchr.org/EN/Issues/WaterAndSanitation/SRWater/Pages/Handbook.aspx
http://www.unicef.org/publications/index_95074.html
http://www.unicef.org/wash/3942_91538.html
https://washdata.org/
http://www.susana.org/
http://www.wsup.com/
http://www.iwa-network.org/
http://www.gwp.org/


KOOKMET：比利时布鲁塞尔，在集市期间和

结束营业以后，孩子们和他们的家人学着在移

动炉灶上做出健康的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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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与花园

“
营养相关因素（主要是营养不良）是造成 5 岁以下儿童死

亡的主要原因 , 约占死亡人数的 45%，同时中低收入国家

目前正面临儿童期超重和肥胖增加的情况。1

原则 7

通过城市规划，所有城市应构建农场、市场和供应商三位

一体的城市粮食系统，这样才能确保儿童及其社区可永久

获得健康、实惠且可持续生产的食物和营养。



138 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手册：为孩子营造美好城市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我们为什么投入？

当前的挑战

城市化重点关注粮食系统，因为城市居民消费

更多含盐、糖和脂肪的加工食品，往往形成对

动物源食品的需求增加。城市化造成每年约

160 万至 330 万公顷的农业用地损失。2 向城

市供应食品的本地城乡联系会受到附近的农田

供应链、城市地区分销网，传统食物系统营养

到现代系统转变的威胁。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

城市需求越来越多地决定着种植种类。城市变

得脆弱，因为它所依赖的食品 80%-85% 不在

本地生产、转化和储存。3 气候变化也影响城

市人口的食品供应，长时间的干旱以及短时强

降雨都将影响农作物的生产，同时可能破坏关

键的食品生产、分配和储存基础设施。

尤其是生活在非正式住区的城市贫民，面临着

食品安全和营养相关的最大挑战。发展中国家

的贫困城市家庭将预算的50%以上用于食品，

并且他们容易受价格波动影响。4 如果此类家

庭无法获取负担得起的可靠能源用于烹饪和安

全饮用水，则无法自己做饭，只能依赖不健康

且廉价的快速加工食品生活。随着生活方式的

不断变化和营养不足的持续存在，导致营养不

良和饮食相关的慢性病增多，尤其是对儿童而

言，通常面临“营养不良和肥胖的双重负担”：

许多贫困地区儿童发育不良、消瘦、微量营养

素缺乏；越来越多的城市地区儿童出现超重和

肥胖。2014 年全球估计有 4100 万 5 岁以下儿

童超重，其中四分之一生活在非洲，近一半生

活在亚洲。5  

土地因素和营养转型使商店向更正规超市的转

变，超市由跨国贸易商和零售商设定标准并会

对采购方式产生影响。邻里成为了“食物沼

泽”，快餐和垃圾食品店的数量超过健康食品

店的数量。同时，儿童所在学校和其他公共空

间内部及周围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不健康食品。

因此，若要为城市儿童营造健康的食品环境，

必须进行综合规划和积极设计。

美国波士顿一家出售不易变质且营养成分和维生素含量低的典型街角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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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粮食系统确保儿童生活在可

持续环境之中

· 城市粮食系统可缩短从农场到餐桌的食品运

输距离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有助于实施气

候缓解策略。6

· 此外，城市粮食系统也是气候适应策略的“关

键因素”，通过推动绿色城市空间用于食品

生产和生态系统服务，从而使城市不易受到

气候变化的影响。

对儿童和社区的好处

· 充满活力的市场、社区花园和学校因有食品生

产、管理和烹饪，可增强地方认同感，同时也

是社区参与的重要途径。

· 在家庭、学校和其他公共空间，健康、可持续

的食品环境可以激励儿童学习食品生产、加工

和消费相关的生活技能。

· 通过积极地学习不同食品对健康和环境影响的

相关知识，儿童也可以更好地了解自然资源管

理并养成健康、可持续的习惯。

· 营养、均衡和多样化的饮食可在整个生命周

期内降低饥饿、营养不良和饮食相关的非传

染性疾病的影响。

·安全的食品供应、冷链储藏以及必要的水质

可确保食品环境安全，并降低传染病的风

险。

城市粮食系统支持儿童健康成长

· 当地可持续的粮食系统可降低食品紧张和食

品价格飞涨的风险，否则可导致社会动荡加

剧，造成乡村人口快速地、不受控制地向城

市迁移。

城市粮食系统确保儿童安全和风

险防范

城市粮食系统可提高公民意识，

增强儿童对健康食品的选择

· 乡村及城市外围地带的农业用地保护和可持

续管理有助于增强蓄洪能力或缓解气温升高

问题，进而减轻城市及乡村地区对气候变化

的脆弱性。

· 城市及乡村地区产生的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

可予以回收，用作能源和化肥，进而有助于

发展循环经济。7

· 儿童营养相关投资不但具有很高的回报率，

而且持久、不可剥夺，因为它们始终为儿童

所特有。

· 新鲜食品市场对于小企业十分具有吸引力，

可促进精细型经济发展，通过“更轻、更快、

更实惠”的方式支持、推动和增加经济活动。

· 城市食品合作社基于民间团体成立，可提供

就业保障并生产负担得起且可持续的文化相

关食品。

用水和卫生综合管理系统为儿童及

其社区带来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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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可持续城市粮食系统——粮食

系统包括食品生产、加工、分配、

制备和消费相关的所有因素（环境、

人员、投入、过程、基础设施、机

构）和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带来的

产出，包括社会经济和环境结果。

它将粮食系统中三个组成部分作为

营养的切入点，即：食品供应链，

食品环境，消费者行为。8

规划城市及城郊农业——据估计，

非洲有 1.3 亿城市居民，拉丁美洲

有 2.3 亿城市居民从事农业活动，

主要是园艺活动，旨在为家庭提供

食品或通过销售获得收入。9 城市

农业生产可帮助家庭缓解季节性或

流动性市场脆弱性的影响。此类活

动一般在城郊地区和低密度社区中

规模较大，但也存在于人口稠密地

区的小型社区和家庭花园中。

发展社区支持型农业——这是农业

的另一种社会经济模式，通过允许

消费者直接从农场订购食品（农场

到餐桌）从而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

消费者组织成立食品合作社，其成

员决定并组织当地有机和传统种植

农产品的生产和分销。

我们要规划什么？

定义和概念

规划学校健康的食品环境——学

校为儿童提供健康食品和营养重

要性的相关教育，学校也是每天为

儿童提供健康且可负担午餐的关

键场所，由当地农民和餐饮服务公

司通过公共采购方式选择相关食

品（从农场到学校）。此外，学校

还制定“学校花园”规划，种植蔬

菜、草本植物和果树，并在小范围

内为儿童提供园艺体验，这可为儿

童在学校和家庭的健康消费奠定

基础。这些学校及附近区域禁止食

用不健康的零食和饮料。

马拉维利隆圭的草卡市场 古巴哈瓦那阿尔玛有机苗圃工作的

工人

美国圣克鲁斯社区支持型农业 肯尼亚夏亚区，赤道学校的智力特殊

学生们一起享用学校农场生产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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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为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

新鲜的有机食品、营养以及环境教育。这是一

项大型倡议的一部分，旨在将未利用或未充分

利用的土地转变为社区花园，以供居住在圣保

罗东区贫民窟的人们使用。在那些被忽视和未

利用公共及私人土地上开发社区花园、学校花

园和农业大棚，旨在从社会关注方面提供就业

机会。通过开设职业资格课程和可持续农业项

目，鼓励公民成为社区园丁，改善其生活。

此外，学校花园项目还聘请家长和老师帮助儿

童学习和了解健康饮食和有机食品的重要性

并尊重环境。

主要的新鲜食品市场位于人口密集的中心区。

该市场最近拥有了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提供设

有顶棚的城市农场，为当地经营户的入驻提供

便利。卡尔特罕（Cultureghem）是一个非盈

利组织，负责围绕市场提供社区服务。目前，

它已经提出多项倡议，目的为让儿童及其父母

了解不同的饮食，同时也开放市场基础设施以

用作当地社区的公共空间。KOOKMET 邀请

儿童和市民一起上街买菜并准备食物。通过使

用移动厨房，这可让儿童及其父母集体学习如

何获得和准备可负担的健康食品。市场的剩余

食品被回收用于为最弱势群体提供免费膳食。

KETMET 将市场空间转变为城市内最大的设有

顶棚游乐场。

健康食品推车的运营解决了低收入社区内儿童

的食物沙漠和营养不良问题。尽管相当一部分

儿童营养不良，还接触到不健康饮食，但该项

目通过增强食品推车的质量和儿童友好性，让

更多儿童有机会获得有品质的营养来源。该项

目通过向雅加达市小微创业者赋权，从而解决

了营养不良和公平性问题。营养学家营造了可

负担的营养菜单，用以吸引众多家庭的关注。

五颜六色的推车和音乐激发了孩子们的兴趣。

此外，该项目还为食品推车供应商提供营养标

准和卫生，甚至营销方面的培训，以确保其商

业模式盈利并有助于当地经济发展。

 

优秀的实践案例

巴西圣保罗城市无饥饿学校花园项目 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卡尔特罕（Cultureghem）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我孩子的咖啡馆”

（简称 KeBAL：儿童美食餐车）

https://cidadessemfome.org/
http://www.cultureghem.be/en
http://www.mercycorps.org/articles/indonesia/kid-friendly-food-carts-take-child-malnutrition


142 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手册：为孩子营造美好城市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巴黎协定》（COP 21）

认识到保障粮食安全和消除饥饿的根本性优先事项，以及粮食生产系统特别易受气候变化的

不利影响。  

适足食物权

适足食物权（人权）确立了用于管理决策和实施过程的 PANTHER 七项原则：参与性、问责制、

不歧视、透明度、人类尊严、赋权和法治。 

国际政策框架的支撑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可持续发展目标 2.4：到 2030 年，确保建立可持续粮食生产体系并执行具有抗灾能力的农作

方法，以提高生产力和产量，帮助维护生态系统，加强适应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干旱、洪

涝和其他灾害的能力，逐步改善土地和土壤质量。

可持续发展目标 12.3：到 2030 年，将零售和消费环节的全球人均粮食浪费减半，减少生产

和供应环节的粮食损失，包括收获后的损失。 

《新城市议程》

第123段……倡导把城市居民尤其是城市贫困者的粮食安全和营养需求纳入城市和地域规划，

促进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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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规范和标准，确保从技

术稳定和可及性角度，将平屋顶和其他表

面用于城市农业。

· 建筑、基础设施和绿地的设计指南，旨在推

动实现城市农业的双重用途，让人们更容易

获得营养食品：将屋顶和空地用作城市农业、

娱乐和社区活动、社区花园，利用果树以及公

园和绿地中的其他可食用营养元素（坚果、可

食用叶子、糖浆）；使用食物垃圾堆肥；在学校、

卫生设施和其他公共空间加以利用。  

我们应如何规划？

规划好空间

建筑和基础设施法规——建筑尺度

设在美国纽约一个大型工业建筑物屋顶的布鲁克林农庄

城市设计和基于地域的社区规划——街区尺度

· 街区食品和营养规划，旨在规划健康的食品环境，禁止不健康食

品进入学校、诊所等公共空间内及其附近。

· 社区主导的食品网络，涉及生产、分销、零售环节，由区域城市

农业区、生鲜市场、社区花园、食品合作社以及餐馆构成。  

在结束营业后，食品市场变为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个大型游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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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利用规划，旨在保护和确保粮食系统用

地和基础设施的有效供应和平等分配，规范

农业用地的城市扩张并促进城市地区绿地和

未利用开放空间的协调使用：
○ 区划，旨在为城市及城郊农业划定土地，

保护农业用地和自然资源；
○ 分布规划，旨在定位生鲜食品市场的地点

以覆盖步行范围内的邻里。 

· 规范消费者附近食品和营养环境的区划和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

○ 食品供应点覆盖范围相关用地标准，旨在

评估是否存在食品沙漠；
○ 鼓励建筑业主使用屋顶和建筑的其他部分

以及基础设施用作城市农业，促进创新的

激励措施（在无自然光空间内的水产养

殖、水耕栽培和食品生产技术）；

○ 零售商设立超市的激励措施，旨在无法满

足覆盖范围相关土地利用标准时 ( 食品沙

漠 )，促进低收入地区健康食品的广泛选择；
○ 设立农贸市场和健康食品车的激励措施，

在低收入地区和学区出售营养食品；
○ 快餐食品零售商和垃圾食品店密度的管制

(“食物沼泽”)，在学校和其他公共空间

设置周界，让消费者无法获得不健康食品。

土地利用规划——城市尺度

城市发展规划——城市尺度

· 城市区域范围内的城市及城郊农业规划，旨

在全面覆盖健康食品供应（规划城市及城郊

农业、合作社）、分销（生鲜市场）和消费

（健康学校食品方案、餐厅）的土地和基础

设施需求，包括获取自然资源；

· 城市食物系统弹性规划，旨在确保城市粮食

系统能够承受干扰并从干扰中迅速恢复，同

时可积极应对人口变化、城市化和气候变化；

· 设立一个本地公共食品机构，旨在确保各部

门之间的跨部门治理与合作，并负责创造健

康食品环境的广义目标，查看食品生产和获

取、食品质量和适当消费习惯的评估。

城市规划政策——多级尺度

· 协调：国家和地方粮食安全相关协调工具，

通过将园艺业（家庭花园、社区花园）纳入

粮食安全议程之中，加强城乡联系并缩短从

农场到餐桌的距离； 

· 开发城市和区域规划工具和协调机制，旨在

发挥中小城市关键节点作用，将小农业经营

者与大城市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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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学校和社区的儿童互动，宣传母乳喂养的

意义以及营养和健康食品的益处，同时讲授

新鲜天然健康食品的生产和消费相关知识，

而不是加工食品；

· 与对健康粮食系统有共同兴趣的其他成员交

流，例如当地农民、种植者协会、妇女组织、

学校、酒店、餐馆、难民等；

· 与倡导健康食品和营养的其他成员交流，例

如教育专家和公共卫生与营养专家。

· 支持为健康食品生产者、农场主、经销商和

贸易商提供财务福利和就业培训，旨在推动

健康食品发展并消除不健康食品（税收优惠、

小额信贷、社会保障）；

· 推动学校和其他公共机构的公开采购，规定

食品必须健康且天然，同时要求小规模家庭

农户提供相应数量的季节性食品；

· 将城市水费 / 收入用于城郊和乡村流域的投

资和保护；

· 提供公共融资并支持公私合作，以确保实现

免费的幼托机构和学校供餐规划（早餐、午

餐、儿童日间露营）以及学校花园规划，为

儿童提供园艺体验。通过公共与私人融资为

儿童提供免费的健康食品。

· 支持儿童、学校和社区建立农贸市场、社区

花园、家庭花园；

· 激励受欢迎的餐厅提供健康且不贵的食品，

此类餐厅一般位于邻里中心，以便能够向居

民进行宣传；

· 针对更健康的食物环境提出建议，旨在更好

地利用开放空间以进行生产，同时加强监管

以避免出现食物沼泽。

设计好过程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联盟的建立

美国盐湖城“新根项目”

预算和调动资源 共同行动，逐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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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城市现状分析应包括社区食物评估 (CFA)，

一个系统地合作和参与过程，广泛检查社区食

品存在的问题和优点，使社区食品更加安全：

· 评估儿童健康食品的可用性和可获得性，将

与儿童、社区和用户的食品环境和管理模式

绘制成地图，从不同的用户和管理者（儿童、

父母、企业所有者、公共机构）那里收集意

见和建议；

· 采访主要利益相关方并收集使用工具、能力

和资源的相关信息，从而确保健康的食品环

境，尤其是学校内的食品环境；

· 在需要全新或合适的健康食品供应点（市场、

学校）时，定义优先顺序，基于需求以及相

关现行标准和良好实践予以确定。

儿童及其家庭适用的健康城市食物系统的发展

情况可通过使用多种指标（客观和主观指标）

进行衡量和评估。举例如下：

· 实物相关指标：超市数量 / 每平方公里邻里

社区中 / 城市边界；快餐连锁店和垃圾食品

店数量 / 每平方公里邻里社区中 / 城市边界；

生鲜食品市场数量 / 邻里社区中每平方公里

/ 城市边界 / 城市 - 区域；城市花园数量 / 邻

里社区每平方公里 / 城市边界 / 城市区域；

学校与第一家不健康食品店之间的距离；

· 功能和质量相关指标：可持续发展目标 2.4.1：

从事生产性和可持续农业的农业地区比例；

每 10 万人口的总城市农业用地面积；城市

有机废弃物在城市和城郊粮食生产中循环用

作营养来源或用作栽培基质的比例；受食品

沙漠和食物沼泽影响的人口；从事社区支持

型农业的家庭数量……；

· 影响力相关指标：营养不良儿童（发育不良、

消瘦、肥胖）的比例； 

用好依据

城市状况分析 衡量成效

· 过程相关指标：食品消费占健康食品生产 /

城市及城郊农业的比例；食品垃圾回收比

例；参与健康学校食品规划的儿童人数；

参与健康食品生产的学校数量；健康和可持

续的当地粮食采购比例；可持续发展目标

12.3.1：全球粮食损耗指数……；

西班牙巴塞罗那生鲜食品市场覆盖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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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儿童及其社区确定土地和基础设施，从

而实现基于社区的农业，这通过地方和国家

层面的公众听证会和政治决策过程实现，例

如城市发展规划、绿色空间发展以及建筑新

规范和标准；

· 在城市现状分析中使用地理空间测绘，生成

健康食品供应点（市场、商店、农业用地）

的需求和机会相关的区域性信息；

· 在健康食品供应点的邻里覆盖范围以及儿童

健康食品规划方面，支持研究儿童健康和营

养成果以及城市规划政策。

建立问责制

越南同奈的工厂工人子女在农场幼儿园

参考资料

已有的指引、工具和文献

· 为何要制定城市粮食政策？（国际学前教育学会）

· 全球粮食系统分析（世界自然基金会）

· 2017 年营养和粮食系统（粮食安全与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

· 城市地区粮食系统和食品废弃物管理（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 国际都市农业

基金会 -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相关网络和平台

· C40 城市气候领导联盟粮食系统网络

· EAT

· 绿色城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 推动可持续发展机构（国际学前教育学会）

· 米兰城市粮食政策协定（MUFPP）

· 国际城市农业资源和食品安全合作资源中心（国际都市农业基金会）

· 城市粮食行动平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http://www.ipes-food.org/cities
http://www.metabolic.nl/publications/global-food-system-analysis/
http://www.fao.org/3/a-i7846e.pdf
http://www.fao.org/3/a-i6233e.pdf
http://www.c40.org/networks/food_systems
http://www.eatforum.org/
http://www.fao.org/ag/agp/greenercities/en/GGCLAC/overview.html
http://www.ipes-food.org/
http://www.milanurbanfoodpolicypact.org/
http://www.ruaf.org/
http://www.fao.org/urban-food-actions/en/


在城市贫民区的狭窄街道和小巷中安排低成本

且环保的自行车队，使低收入社区有机会从废

弃物中获取价值，并通过激励回收计划清理其

社区（尼日利亚拉各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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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的城市废弃物管理系统 *

“
在全球范围内，垃圾量增速快于城市化速度。1

原则 8

通过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所有城市均应制定零废弃物系

统并确保可持续资源管理，从而保证儿童及其社区能够在

清洁和安全的环境中发展。

* 此原则重点关注城市固体废弃物管理的建成环境方面内容。城市规划标准以及用水和卫

   生综合管理（包括人产生的废弃物）的良好实践在原则 6“城市用水和卫生综合管理系统”

   相关章节中予以论述（参见第 123 页）。



150 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手册：为孩子营造美好城市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我们为什么投入？

当前的挑战

在城市地区，资源被大量使用，进而产生废水、

城市和工业固体废弃物、食品废弃物以及危险

废弃物。即使在有适当城市废弃物管理系统的

城市中，也会产生大量既无法回收也无法分类

的废弃物。这既可以引发忽略废弃物环境影响

的资源低效管理，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可产生经

济价值的商品。已暴露于受污染环境的儿童承

担着资源低效管理的后果：因为他们将来必须

处理废弃物。

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适当的城市废弃物管

理系统或政策，露天倾倒成为一种普遍的废弃

物处理方法。2 这将形成受污染和不安全的环

境，这类情况通常在城市和城郊地区和人口密

集的非正式住区。此时，儿童会经常与被污染

的土壤和水接触，因为他们只能在肮脏的街道

和开放区域玩耍，而这些区域又会吸引传播传

染病的害虫和动物聚集。贫民窟地区的居民直

接将垃圾丢弃在自家房屋边，因为他们没有自

有住房。由于缺乏或不完全的废弃物收集设施，

雨水渠或河网等污水系统经常堵塞，进而造成

当地洪水、土壤富营养化和山体滑坡等情况。

当地发生洪水时，儿童更易受到伤害，因为他

们不太可能会游泳和保护自己。随着气候变化

的影响，洪水威胁日益增加。  

住在垃圾场附近并可进入垃圾场的儿童会遭遇

爆炸或失控火灾的风险。根据多项国家童工法

案的规定，拾荒是一种被列为禁止儿童从事的

危险工作形式。如果儿童拾荒者可从垃圾场收

集可回收物品，则他们更有可能辍学，在不安

全的垃圾场进行拾荒从而挣钱。这些孩子几乎

菲律宾奥隆阿波，男孩们在父母工作的垃圾填埋场玩耍

无法选择自己的教育发展，同时也不了解这项

非正规废弃物处理工作的健康和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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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废弃物管理确保儿童生活在

可持续和气候适宜的环境之中

· 通过厌氧消化过程，食品和人产生的废弃物

可作为生物质能量回收。

· 庭院和农场废弃物可循环用于堆肥。

· 产量减少、分类和回收增多，这可大体上减

少燃烧或处理的废弃物量，进而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量。

对儿童和社区的好处

· 通过让拾荒者协会、清洁工和自雇群体参与社

区主导的废弃物管理工作，有助于半、非正规

的谋生方式获得认可。

· 对回收废弃物行为收一笔押金（可以是按袋子

收或按物品本身收），使消费者认识到废弃物

具有价值。

· 基于激励措施的废弃物收集计划，例如用收集

和分类的废弃物换取现金、健康食品或交通票，

这可更好地向消费者宣传该计划，同时是儿童

及其家庭健康饮食或有可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上学和工作的一项重要支持。

· 清洁的公共空间可降低儿童患传染病和暴露

于污染和废弃物环境的风险中的风险。

· 清洁的公共空间可增加城市环境的趣味性，

并有助于儿童的发展。

· 废弃物的减少和再循环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废

弃物的焚烧，从而降低空气污染。

城市废弃物管理支持儿童健康成长

· 适当管理的垃圾场应设围栏围护，从而防止

直接进入和接触危险物、燃烧场地和爆炸

环境。

· 儿童不得从事拾荒工作，这是一种童工形式。

如果儿童从事拾荒工作，则可能暴露于废弃

物相关风险之中。

· 通过减少废弃物排放并适当管理，可减少卡

车运输量，降低空气污染和道路交通事故

风险。

城市废弃物管理确保儿童安全和

风险防范

城市废弃物管理增强儿童的公民

身份

· 通过承认废弃物是一种经济资源，社区可积

极地参与废弃物管理。

· 固体废弃物管理成本是市政预算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浪费减少、产量减少、分类和回

收增多，可节省成本；3

· 拥有清洁街道和公共空间的城市地区可吸引

私人对住宅项目的投资，进而促进当地经济

的发展。

城市废弃物管理确保儿童及其社区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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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城市固体废弃物管理（MSW）

——城市固体废弃物管理涉及家

庭、商业和机构固体废弃物（包括

食品废弃物）的生成、储存、收集、

转移、运输、加工和清理。它包括

在健康、经济、工程、保护、美学、

环境注意事项和公众态度等方面发

挥行政、财务、法律、规划和工程

的职能解决固体废弃物问题。4

规划废弃物基础设施——根据当

地情况，可能需要不同类型的基

础设施：建筑物和公共空间内的

处置站、转运站、废弃物变能源

设施、物料回收设施、填埋场等。

促进 5R 价值链发展——可持续废

弃物管理依赖于对 5R 的认识：

5R 分别是：拒绝我们不需要的；

通过适当的设计和生产减少我们

的制造；重复使用和维修而非一

次性抛弃；通过收集和分类方式

进行回收，获得最佳处理；将食

品废弃物腐烂在肥沃土壤中做成

堆肥。

我们要规划什么？

定义和概念

肯尼亚内罗毕丹多拉，一名年轻男子

在回收废弃塑料袋

加纳阿克拉电子垃圾回收服务 - 创客

空间模式

哥伦比亚麦德林公共空间中设置的回

收垃圾桶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废弃物回收点

推动生产者责任延伸——生产者责

任延伸是指给予生产者对消费后产

品进行（财务上的和 / 或实物上的）

处理或处置的责任。此类责任的分

配有助于防止在源头出现废弃物，

推进环境适用产品的设计，以及支

持实现公众回收和材料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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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交换”计划是一项全市范围的倡议计

划，居民用可回收材料交换生鲜农产品。使用

所收集的回收物品交换交通代用券，这一“垃

圾收购”计划，可推动使用可回收材料交换当

地农产品的贸易发展。学校则提供文具、玩具、

巧克力和音乐会门票作为交易商品。通过使用

该市环境部的预算，此计划可立即激励儿童和

社区创造一个更清洁、更公平的环境。此外，

这还涵盖环境可持续性、公民参与性和健康生

活方式以及消除饥饿和贫困相关的教育方面内

容。通过此计划，库里提巴的儿童养成了良好

的习惯，同时成为该城市整体环境和经济的共

同创造者。

在拉各斯，只有40%的城市废弃物得到了收集，

仅 13% 的城市废弃物会被回收。Wecyclers 是

一家发展迅速的本地初创企业，使用特别改装

过的自行车收集家庭和企业废弃物。该公司采

用的自行车由当地设计和制造，可以在无废弃

物管理且可能引起疾病传播、排水沟堵塞和洪

水泛滥的拉各斯非正式人口密集住区予以使用。

收集的废弃物将被出售给相应的回收厂，回收

厂粉碎废弃物以制造新产品。同时，鼓励家庭

回收废弃物，每公斤回收的废弃物将获得一定

的奖励，通过短信服务（SMS）赚取积分，然

后他们可以兑换电子产品、家庭用品或培训课

程。拉各斯废弃物管理局正在与 Wecyclers 合

作，扩大该初创企业，提供收集废弃物的空间

以及政策支持和建议。

玛萨瑞青年体育协会每周都会举办环境清理活

动相关的足球比赛。人口密集贫民窟的有限开

放空间堆满了未收集的垃圾和人产生的废弃

物。此计划将团体运动和环境活动相结合，旨

在为儿童提供一个更清洁、更安全的环境。除

每周末都举办比赛之外，玛萨瑞青年体育协会

团队还会清理周围的垃圾并植树以获得联赛积

分。通过使用手推车、耙子和铲子等简单设备，

这些青年人每周在指定地点收集垃圾。此计划

包括在公共土地上和当地学校内进行清理下水

道和种植树木。

优秀的实践案例

巴西库里提巴绿色交换计划 尼日利亚拉各斯的“我们回收废弃物”（Wecyclers） 肯尼亚内罗毕的贫民窟和环境清理项目

http://www.curitiba.pr.gov.br/conteudo/cambio-verde-smma/344
http://wecyclers.com/
http://www.mysakenya.org/mysa-environment-clean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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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策框架的支撑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可持续发展目标 11.6：到 2030 年，减少城市的人均负面环境影响，包括特别关注空气质量，以及城市废弃物管理等。

可持续发展目标 12.3：到 2030 年，将零售和消费环节的全球人均粮食浪费减半，减少生产和供应环节的粮食损失，包括收获后的损失。 

《新城市议程》

第 74 段……促进环境友好型废弃物管理和持续减少废弃物产生，减少、再使用和回收处理废弃物，最大限度减少垃圾填埋，在废弃物无法被

回收利用时，或为达到最佳环境效果，可将废弃物转化为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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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如何规划？

规划好空间

· 建筑物，尤其是公共空间的规范和标准，应

保证最小的收集废弃物的公共空间（室内、

门阶、处置点）的规范和标准；

· 废弃物管理基础设施的规范和标准，旨在用

于封闭垃圾场，防止未经授权的个人和儿童

进入；在受控区域施加污染控制（安装空气

和水的过滤器，在垃圾场底部配置一层防渗

层，以防止渗滤液渗入地下水）；

· 在废弃物管理基础设施的规划和设计阶段执

行影响评估，以便儿童及其家庭获得最佳利

益和负面影响最小。

建筑和基础设施法规——建筑尺度

住宅建筑设计注意事项

1 废弃物室：考虑面积、通风、照明和
标识。2.03, 2.10

2. 根据《建筑规范》第 1213.3 条规定，
对于≥ 5 层和≥ 9 单元的建筑，每层
楼应设垃圾槽和回收处理设施。

3. 考虑如何将废弃物垂直运送（通过垃
圾槽或者由居民或建筑物工作人员通
过使用常规 / 服务电梯运送）。2.02

4. 为所有废弃物流（包括有机物）提供
共同位置处理。考虑可能堵塞垃圾槽
的其他废弃物流，例如纸板、纺织品、
衣架等。2.08

5. 根据《建筑规范》第 1213.2 条规定，
对于≥ 4 层和≥ 12 单元的建筑，配置
垃圾压缩机。

6. 考虑废弃物控制路径以及工作人员所
需的时间。2.02, 2.05

7. 根据《建筑规范》第 1213.1 条或第 
707.13.4 条规定，配置废弃物存放室。
按照《房屋维护法》第 27-2021 条，
使用容器，房间为防火防鼠除外。考
虑容器所需面积、通风和清洗。2.01, 
2.03

8. 堆肥可在花园内现场制作和使用。2.23

9. 使用浅型冰箱和货架以减少“食品过
期破坏”，或使用智能冰箱。2.17

10. 使用拉出式橱柜，配有垃圾箱（所有
废弃物流）和台面有机物桶。2.08

11. 考虑建筑材料选择和施工过程的影响。
优化材料使用，考虑使用寿命。2.27-
2.35

12. 考虑减少材料消耗的便利设施（例如，
有玩具的儿童游乐区、共享商品库、
配真空吸尘器的清洁服务）。2.15

13. 在洗衣房内提供纺织品和塑料回收。
2.13

14. 考虑再利用的可能性，例如通过在线
公告板，以及捐赠冰箱。2.18

15. 向居民和工作人员提供废弃物生产相
关的反馈，旨在改变行为。考虑如何
将垃圾收费制在居民中实施。2.11

16. 在邮件室内提供纸张回收并在包裹室
提供纸板收集。2.13

17. 提供垃圾待运区，与街道、树木、家具、
路缘坡和入口协调。关于待运，请参
见《纽约市法规》。2.04

美国纽约市《零废弃物设计指南》之建筑法规

城市设计和基于区域的社区规划——街区尺度

· 街区废弃物计划，旨在规划和维护适当的废

弃物处置点，收集、分类和回收废弃物；规

划和维护社区花园和学校内食品废弃物现场

堆肥设施；在特定时间安排移动收集点以用

于危险品和住宅污染废弃物；提供教育、援

助和交换的社区空间（互换商店、创客空间、

维修点），用于维修、再利用和回收有价值

的商品和电子垃圾；

· 社区主导的废弃物管理，尤其是传统或官方

城市废弃物管理未涵盖的邻里，例如：实际

上无法进入的非正式住区或区域（小巷、陡

坡巷）；

· 由社区主导的垃圾场和填埋场周围缓冲区的

维护和规划，包括生产当地食品、游戏和娱

乐等活动。 

www.zerowastedesig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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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规划——城市尺度

· 土地利用规划，旨在确保废弃物管理基础设

施的供应、分配和安全，同时最大程度减少

重型卡车的运输需求；
○ 基础设施的区划（处置地点、转运站、堆

肥坑、填埋场），同时考虑地理、气象和

水文条件；
○ 大型垃圾场周围的保护区和缓冲区，此类

场所不允许进行居住和娱乐活动，防止儿

童暴露于污染环境中。

· 建设许可法规，这要求对新开发项目和新建

筑制定废弃物管理计划。

城市发展规划——城市尺度

· 综合的废弃物管理策略和规划，其中包括城

市废弃物系统的空间，遵循垃圾场定位和空

间整合的原则；

· 综合的废弃物管理和清洁能源计划，支持建

立一个材料市场，邻里社区规模的废弃物发

电设施，以及废弃物处理的创新创业方案；

· 关闭垃圾场的过渡计划，把太靠近住宅区的

垃圾场变为绿色景观。

城市规划政策——多级尺度

填埋场选址标准 5 

1. 远离人口密集区

2. 距离市区 10 公里范围内

3. 距离主道 0.2-10 公里

4. 距地表水 1 公里以外

5. 避免设在地下水易受影响的区域

6. 距离铁路线超过 500 米

7. 避免设在具有生态价值的区域

8. 距离历史悠久的景点超过 500 米

9. 避免占用肥沃的农田

10. 可被公众接受

· 协调国家、省级和地方关于城市固体废弃物

管理的政策，解决可持续性问题：
○ 公平与经济——认识到拾荒者在城市固体

废弃物管理中发挥的主要作用，建立城市

固体废弃物咨询委员会；
○ 环境——实施城市固体废弃物管理的最低

限度原则：分类收集，降低焚烧需求，禁

止露天焚烧；

○ 规模经济——废弃物区域可更有效地整合

资源。

· 制定财政和法律规范以支持有效的废弃物

管理：
○ 企业对其生产的材料负责的法律要求（生

产者责任延伸）；
○ 为以物易物形式的二手店和维修店的基础

设施改造免税；

○ 鼓励社区主导的废弃物收集和分类。

· 实施法律规范，保护儿童并促进废弃物方面

的行为改变：
○ 根据《国家童工法案》，对此类活动进行

处罚，禁止儿童拾荒。在过渡时期，为生

活在垃圾场附近的儿童提供教育；
○ 处罚固体废弃物相关违规行为；
○ 强制性回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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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儿童和青年俱乐部合作，开展活动并定期

清理街道；

· 与拾荒者合作社及其家庭合作，确定当前和

更好的城市废弃物管理；

· 与回收材料、资源生产和回收材料用户的企

业专家合作，减少垃圾产生并增加回收和再

利用；

· 与当地经济代表（商会）合作，为企业所有

者建立住宅废弃物管理制度。

· 影响城市融资和预算，规定将最低比例的预

算分配给城市固体废弃物管理，尤其要覆盖

贫困社区；

· 支持税收制度以获得收入，从而资助废弃物

管理，通过对每个家庭和企业产生的废弃物

征税（主要由生产者和污染者支付）实现；

· 包括为城市废弃物管理提供空间和基础设

施，例如大型城市发展规划中的回收和收集

空间，可借助国家和国际计划资助；

· 列出城市垃圾管理的成本效益分析，其中涉

及建设和维护成本以及其投资回报（健康、

用水管理、食品管理、安全）。 

· 在街道、公共空间和绿地举办活动期间与儿

童和社区合作，从而进行废弃物收集、回收

和分类，旨在提供健康而安全的空间；

· 在组织有 3R 原则教育计划的学校中，对通

讯和运动进行投资；

· 向社区宣传特定废弃物价值相关信息并创建

社区收集点，人们可在此处将废弃物换为现

金；

· 组织街道清洁相关的青年活动（“无垃圾

日”）。

设计好过程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联盟的建立 预算和调动资源 共同行动，逐步改变

印度浦那 KKPK 废弃物收集者贸易合作社的成员 南非德班的植树与布菲尔斯德拉伊垃圾填埋场社区

重新造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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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依据

· 编制城市废弃物流程图和评估，通过对儿童、

社区和用户调查并绘图，收集受污染的和脏

污的场所、来源、解决方案相关的意见和

建议；

· 采访关键利益相关方，例如拾荒者、当地代

表和当地企业代表，绘制线性流程图，便于

人们了解废弃物和回收系统；

· 使用地理空间数据检测露天焚烧站点和可公

开访问的废弃物站点并监控收集和运输系

统，从而确定干预的优先级和优化收集路线

的方法。  

儿童及其家庭适用的城市废弃物清洁系统的发

展情况可通过使用多种指标（客观和主观指标）

进行衡量和评估。举例如下：

· 实物相关指标：配备废弃物收集空间的房屋

所占比例；拥有固体废弃物定期收集点的儿

童人口（以居住地计算）；全市范围内的垃

圾和回收点（居民 / 行政区或城市地区）；

有保护措施的垃圾场数量；拥有每日门到门

衡量成效

垃圾收集服务的的家庭和本地商户所占比

例；人均产生的固体危险废弃物量；

·影响力相关指标：参与拾荒活动的儿童 / 家

庭数量；暴露于不安全的垃圾场的人数；

·过程相关指标：人均收集的城市固体废弃物

总量；收集 / 处理 / 回收的城市生活垃圾和

废水的人均产量；可持续发展目标 11.6.1：

定期收集并得到适当最终排放的城市固体废

弃物占城市固体废弃物总量的比例，按城市

分列；可持续发展目标 11.6.2：城市细颗粒

物（例如，PM2.5 和 PM10）年度均值（按

人口权重计算）；卫生填埋场内所处理城市

固体废弃物的比例；可持续发展目标 12.3.1

全球粮食损耗指数；

城市状况分析

秘鲁利马一个曾经的垃圾场被改造成幽灵列车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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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问责制

· 帮助儿童及其社区确定土地和基础设施，从

而实现废弃物清洁管理，这通过地方和国家

层面的公众听证会和政治决策过程实现，例

如城市发展规划、绿色空间发展以及建筑新

规范和标准；

· 在设有危险垃圾场且需要更多废弃物基础设

施（垃圾回收桶）的地区支持地理空间测绘

和城市现状分析；  

哥伦比亚麦德林第 13 社区贫民窟“7 月 20 日”儿童乘坐公共自动扶梯上楼，这里设有垃圾回收桶

参考资料

已有的指引、工具和文献

· 城市固体废弃物，发展中国家决策者的关键问题（联合国人居署）

· 全球城市的固体废弃物管理（联合国人居署）

· 废弃物：固体废弃物管理的环球评论（世界银行）

· 可持续固体废弃物系统（C40 城市气候领导联盟）

· 印度城市固体废弃物管理（印度全国城市事务协会）

相关网络和平台

· 全球拾荒者联盟 

· 全球废弃物管理伙伴关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可持续固体废弃物系统（SSWS）网络（C40 城市气候领导联盟）

·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http://unhabitat.org/books/collection-of-municipal-solid-waste-key-issues-for-decision-makers-in-developing-countries/
http://unhabitat.org/books/solid-waste-management-in-the-worlds-cities-water-and-sanitation-in-the-worlds-cities-2010-2/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17388?show=full&locale-attribute=en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17388?show=full&locale-attribute=en
https://pearl.niua.org/sites/default/files/books/GP-IN3_SWM.pdf
http://globalrec.org/
http://web.unep.org/ietc/what-we-do/global-partnership-waste-management-gpwm
http://www.c40.org/networks/sustainable_solid_waste_systems
http://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


圣马丁菲利普斯堡，儿童

在照明良好的步道上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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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网络

“
在 2012 年，全球城市地区有 1.31 亿人缺乏电力供应，

4.82 亿人使用固体燃料烹饪。1

原则 9

通过城市规划，所有城市均应将清洁的能源网络整合纳入

城市建成环境，并确保可靠的电力供应，从而确保儿童及

其社区可日夜享受所有城市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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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投入？

当前的挑战

城市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因此城市温

室气体（GHG）排放约占 60%-70%。住房、

食品和城市交通是上游排放的三个主要来源。1

建筑的能耗排放量占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四分之

一，如果如今的情形继续发展下去，预计这一

比例将上升。公路、铁路、航空和水运等交通

的排放造成周围空气污染，尤其在车辆数量不

断增加，但排放标准不严格或根本不存在的发

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

如果想要向低碳城市过渡，存在两个主要策略：

从化石燃料向清洁能源转变；降低城市能源消

费水平。低碳转型可以通过能效措施、行为干

预和形成碳汇（例如城市公园）从而实现。城

市及其能源系统应当能够在遭受自然和人为的

威胁后迅速复原。当今城市的能源系统越来越

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以及气候变化和

极端天气的影响。此外，城市能源系统直接影

响城市居民的健康和幸福。健康状况、经济竞

争力、文化吸引力以及社会、性别和种族平等

因素均受到交通、食品生产和水质等高能耗行

业的影响。  对于城市而言，尤其是贫民窟和城郊区域，获

得清洁且可负担的能源仍然是一个问题。全球

有近5亿城市居民使用高污染的固体烹饪燃料。

2 由于经常性供电不足，许多接入了正式电网

的家庭增加了木柴的使用。同时，石蜡等其他

剧毒能源仍在家庭、学校和医院内使用。

周围的空气污染是城市儿童一大主要的环境健康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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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确保儿童生活在可持续

的环境之中

· 清洁能源可从自然界得到补充，几乎用之

不竭。

· 通过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转变，清洁能

源网络不会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 清洁能源可减少由于生物质获取而造成的森

林砍伐以及森林和土壤退化情况。

对儿童和社区的好处

· 清洁能源网络是收集木柴和其他类型家庭燃

料的一种节省时间的替代方案，其中家庭燃

料通常由儿童负责获取，这使其没有更多的

时间和机会参与社区活动和教育。

· 获得可靠能源对于获取信息、通信和技术而

言至关重要。

· 清洁能源可用于防止环境和室内空气污染。

· 卫生中心需要可靠的能源和电力供应，从而

提供适当的服务，尤其是在夜间。获得安全

和清洁的水资源也依赖可持续能源，因为这

需要钻井、泵送、运输和处理。

· 能源效率，通过与适当保温和通风相结合，

可为儿童确保健康的室内气候。

清洁能源支持儿童健康成长

· 照明良好的街道对儿童，尤其是女孩而言更

安全。

· 清洁能源投资可降低气候变化（洪水、天气）

对儿童的危险影响。

· 清洁能源网络是家庭燃料的一种安全替代方

案，其中家庭燃料包括收集木柴，这通常是

女孩的责任且她们容易受到骚扰。

城市废弃物管理确保儿童安全和

风险防范

清洁能源增强儿童的公民身份

· 在天黑之后，儿童做家庭作业必需使用安全

照明设备。学校也需要使用能源，适当的照

明可以提高上课出勤率并改善学习成果。

· 可再生能源能够提供可负担的电力供应并能

够稳定能源价格。此外，它还可以提高未来

的能源安全性和生产力。

· 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所产生的每单位电力创

造的就业机会多于使用化石燃料创造的就业

机会。

· 在较紧凑的环境中，配置分散紧凑型网络具

有较低的连接成本。

清洁能源确保儿童和社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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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规划——清洁能源网络的发展要求向

可再生能源转变并提高能源效率。使用清洁能

源是遵守《巴黎协定》的途径之一。在可再生

能源相关创新和多样化技术的支持下，降低成

本和消除能源相关的碳排放可能实现。通过这

种途径，发展中国家将“跳跃发展”并摒弃效

率低下且污染更严重的技术。

清洁燃料和可再生能源投资——比较清洁能源

战略，改造和调试建筑的清洁能源供热和通风

设计，在住房中安装清洁的烹饪基础设施（燃

料、烹饪设备和通风），清洁能源的交通系统。

确保街道照明——街道照明，尤其是人行道的

照明，可以提高道路安全和街道的社会安全，

尤其是对妇女和儿童而言。在离网型发电系统

和小微电网中投资清洁的供电解决方案可降低

能耗、维修成本和出现设备缺陷的风险。

我们要规划什么？

定义和概念
     

中国湖北铁山，一个新住宅区配备的太阳能热水器 中国香港，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供电的路灯 南非开普敦蒙瓦碧斯公园非正规住区人行道的街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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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综合可再生能源战略鼓励在城市地区使用

分布式非化石燃料能源，这通常被称为“地区

能源”。这意味着需要促进供电基础设施的空

间和法规，重点关注分散供电、自主发电和备

用设备的安全性。能源可通过太阳能电池板、

风车、地热能源而产生，通常用于区域供热。 

探索分散式电网——详尽的地理空间模型分析

表明：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四分之三地区，离网

型发电系统与微电网中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分散

式系统是提供额外链接的最低成本的解决办

法。分散式电网是国家电网的延伸补充。两者

均需在国家和省级能源政策中进行协调。 

贫民窟电气化投资，旨在提高或改善城市 / 城

郊地区贫困人口的电力供应，改善生活水平并

保障更健康的生活，特别是使贫民窟更安全，

远离火灾。通过与社区对话，并处理好与利益

相关方管理层和私营运营商的关系，若是合法、

规范地接入电网并按时支付费用的家庭数增加

了，盗窃行为减少了，则可抵偿初始基础设施

投资和为低收入家庭降低的电费。

德国弗赖堡太阳能节能建筑 约旦扎塔里难民营的太阳能电池板 肯尼亚内罗毕玛萨瑞贫民窟的一条繁忙街道的电力

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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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实践案例

南非卡雅利沙的低成本城市住房能源升级项目

该项目对南非开普敦卡雅利沙的 2300 多个低成本住宅的太阳能热水

器、隔热天花板和节能照明进行改造。该项目利用清洁发展机制更有

效地为项目提供资金。据估计，这里 71%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32% 的住房使用多种燃料作为能源，包括石蜡。该项目为这个小镇提

供了更好、更清洁且更安全的能源。能效措施在冬季使得建筑热量增

加了 5%，在夏季使其减少了 5%。该项目被公认为是符合“黄金标准”

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

建在加纳老法达玛贫民窟的非洲太阳能合作社

老法达玛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垃圾倾倒场之一，这里的电力连接线十分

危险，可能引起电火灾和其他事故。儿童健康是社区的一大关切点，

废弃物焚烧处理已引发呼吸、心脏和神经系统疾病。为了向社区提供

清洁和现代化的能源，非洲太阳能合作社为学校和其他公共建筑提供

太阳能系统。非洲太阳能合作社实现了社区与其他燃料来源的经济独

立性，同时为儿童创造了一个更安全、更清洁的社区。作为联合国能

源获取从业者网络的组成部分，该合作社与政府、社会企业和民间团

体合作。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的零排放校车

就全球而言，运输部门的能源使用量占总能源使用量的很大一部分。越

来越多的车辆和公共交通转向使用混合动力或电动方式，但校车仍继续

主要使用由柴油或汽油作为燃料的外燃机。为确保儿童到学校的交通使

用清洁能源，阿联酋运输公司与公共汽车制造商合作调整应用设施（例

如空调）的效率，从而确保符合当地法规和规范。阿联酋将建造很多综

合公交发电站，可以在四小时内为汽车电池充电。 

http://i2ud.org/2012/09/kuyasa-clean-development-project-south-africa/
http://www.africansolar.org/
https://cleantechnica.com/2017/11/22/emirates-transport-launching-first-electric-school-bus-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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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策框架的支撑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可持续发展目标 7：到 2030 年，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可持续发展目标 9.4：到 2030 年，所有国家根据自身能力采取行动，改造基础设施，改进

工业以提升其可持续性，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更多采用清洁和环保技术及产业流程。 

《巴黎协定》（COP 21）

... 承认需要减少全球排放量是《巴黎协定》的规定，同时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

... 承认需要通过加强可再生能源部署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可持续能源普遍

获取。 

《新城市议程》

第 121 段……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和推广可持续的可再生能源，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可

靠的现代能源服务，支持国家以下和地方各级努力将其应用于公共建筑、基础设施和设施，

并酌情利用国家以下一级和地方政府对地方基础设施和规范的直接控制，促进住宅和工商

用建筑、工业、交通、废弃物和环境卫生等终端用户部门使用这些服务。此外，我们还鼓

励采用建筑性能规范和标准、可再生能源组合目标、能效标识、现有建筑改造和能源公共

采购政策以及其他适当的方式，旨在实现能效目标。我们也将优先考虑智能电网、区域能

源系统和社区能源计划，旨在改善可再生能源与能源效率之间的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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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如何规划？

规划好空间

· 建筑基础设施、公共空间和家用电器中所使

用清洁能源的绿色建筑规范，重点关注能源

效率、保温和安全绿色能源。

· 在能源基础设施的规划和设计阶段执行影响

评估，以获得最佳利益并最大程度降低对儿

童及其家庭的负面影响。  

· 土地利用规划，旨在确保清洁能源网络的供

应、分配和安全：
○ 在区划中将城市公园划为碳汇；
○ 基础设施规划将优先考虑安全的地下线

路，而不是地面传输。

· 建设许可法规，旨在将清洁能源基础设施

（太阳能、风车、地热）安装在建筑上或其

附近区域，同时为改造或新开发的项目和建

筑增加能源效率。

· 街区能源计划，旨在规划和维护区域能源网

络，为儿童免费提供清洁能源和照明，尤其

是儿童用公共服务设施和街道公共照明。确

定可用于清洁能源生产（太阳能电池板、风

车）的基础设施、填埋场、空地和被忽视的

地点；

建筑和基础设施法规——建筑尺度

城市设计和基于区域的社区规划——街区尺度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绿色建筑规范

土地利用规划——城市尺度

· 邻里清洁空气计划，旨在监测空气污染并规

划当地改进措施，例如减少学校区域的汽

车数量、出行方式转变为清洁能源交通、

住房能源类型转换（燃料类型、隔热材

料）。 

城市发展规划——城市尺度

· 综合清洁能源和气候行动计划，旨在确定贫

民窟电气化项目，扩大可再生能源并支持废

弃物转化为能源。

城市规划政策——多级尺度

· 投资建造土地利用地籍，登记建筑物和区域

的产权和功能，同时进行有针对性的能源审

查，因为不同的活动有不同的需求。这还有

助于实现需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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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好过程

· 要求儿童和社区参与清洁空气评估，告知他

们家庭、学校和街道的空气污染状况，配备

移动和固定监测设备，确定空气污染和健康

风险的水平。尤其是在城市街谷和相邻建筑

物中，当地的空气污染程度可能非常高。

· 与存在共同利益的成员合作，例如儿童保育

中心、医疗机构、学校、社区组织和老年人，

旨在确定空气污染的来源并设立减少空气污

染的共同目标。

· 让公共卫生专家、清洁能源和交通专家参与，

从而以合理的方式帮助明确儿童公共服务设

施的益处，确定来源和解决方案的优先级。

· 支持激励措施，帮助节能项目克服经济障碍，

例如先期成本和“激励分散”相关的措施。

此类激励措施包括赠款和退税、节能债券和

抵押融资、税收优惠、对有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的优先处理、楼面面积补贴、债券和抵押

融资、周转性贷款、专用信贷额度和风险分

担措施。

· 组织技术项目和活动，帮助激励建筑的利益

相关方。这包括高效建筑的当地合作伙伴关

系、“绿色租赁”指导和行为机制，例如竞

赛和奖励、媒体宣传、通过查询机或计算机

显示器提供用户反馈信息以及实施战略性能

源管理活动。

· 技术和金融服务提供商的参与可促进技能和

业务模型的开发，旨在满足和加快对效率的

需求。这包括技术人员培训、采购官员合同

履约教育、与金融部门交流以帮助规划投资

条款并降低交易成本、建立周转性贷款基金

或专用信贷额度以及考虑投资的公共 - 私人

风险分担设施。

· 支持基于社区团体和公民在其住房和交通方

面实施清洁能源转移。优先考虑的项目为安

全和负担得起的接入、需求和消耗（保温、

低能耗设备、行为、主动交通）的降低以及

向清洁燃料的转变，其中包括清洁能源生产

的离网型发电与微电网选项。

· 组织以儿童为中心的社区改进活动，旨在通

过在学校环境和街道上减少汽车数量从而提

高空气质量，获得清洁和安全的能源。

· 向政府当局提出有关提高能源效率的建议，

这涉及个人和政府拥有的建筑存量、污染工

厂和交通运输，其中需描述儿童福利和预期

结果，提出低成本干预措施，例如清洁烹饪

设备补贴、建筑保温和通风以及减少社区汽

车数量等。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联盟的建立

预算和调动资源

共同行动，逐步改变

美国博尔德太阳能系统可用的仪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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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依据

全面的城市现状分析应重点关注儿童相关的清

洁能源获取，同时应包括城市规划规模、利益

相关方、资源和优先顺序相关所有数据。它把

儿童和社区居民的自我评估与专家诊断结合

起来：

· 清洁能源的空间和功能覆盖范围：卫生设施、

教育和生活技能培训中心、儿童安全场所、

儿童保育中心、图书馆和社区中心；

· 评估当前的能源需求，这基于社区的要求、

社区脆弱性识别、未来需求预测、儿童和社

区中不同目标群体的门槛予以执行；

· 执行利益相关方和机构分析，旨在确定利益

相关方、法规、供应和分配以及关税结构、

投资能力环境；

· 清洁能源的优先顺序图，这提供可能解决方

案的概述（重要性与难度）。

儿童及其家庭用清洁能源网络的发展情况可通

过使用多种指标（客观和主观指标）进行衡量

和评估。举例如下：

· 实物和数量相关指标：人均电能使用总量

（kW/年）；每年公共建筑的能耗（kW/㎡）；

人均温室气体（GHG）排放量（吨），按来

源（建筑、交通）分列；

· 功能和质量相关指标：可持续发展目标

7.1.1：能获得电力的人口比例；可持续发展

目标 7.1.2：主要依靠清洁燃料和技术的人口

比例；清洁能源占总能耗的比例；智能计量

的普及；

· 影响相关指标：呼吸清洁空气的儿童比例；

· 过程相关指标：市政预算用于清洁能源的比

例；针对清洁能源存在国家 / 市政标准。

· 帮助儿童及其社区测量和监测空气污染并确

定优先事项，这通过地方和国家层面的公众

听证会和政治决策过程实现，例如：城市能

源规划和城市发展规划审批程序；

· 通过地理空间测绘和城市现状分析关于空气

污染浓度和污染物以及无照明街道相关的一

般知识和基于地区的知识；

· 支持当前城市规划法规的调整，旨在加快地

方和国家层面的清洁能源转移。支持研究空

气污染对儿童的影响，同时支持研究如何更

好地监测和提高能源效率。

城市状况分析 衡量成效 建立问责制

Curieuzeneuzen——社区领导的空气污染监测 - 比
利时安特卫普

http://www.curieuzeneuzen.e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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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拜特拉希耶市，法瑞斯在有电时上网 *

参考资料

已有的指引、工具和文献

· 可持续能源为何对儿童十分重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区域能源——良好实践指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C40 城市气候领导联盟）

· 电力供应状态报告（世界银行）

· 全球追踪框架（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 城市可再生能源（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 能源使用展望（国际能源署）

· 实现能源绩效战略和城市规划——STEP UP（欧盟）

· 全球南部城市供电（世界资源研究所）

· 人居三议题文件 18“城市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包括能源）”（联合国人居署）

· 可持续城市能源规划（联合国人居署 / 倡导地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

相关网络和平台

· 资源节约型城市全球倡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全球清洁炉灶联盟（联合国基金会）

· 100%可再生能源城市和地区网络（倡导地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

· 市场加速绿色增长（可再生能源及能源效率伙伴关系计划）

· 能源领域管理援助计划（易景地图）

· 能效城市案例研究数据库（易景地图）

· 建筑效率倡议（世界资源研究所）

· 区域能源倡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自 2012 年 11 月 29 日起，巴勒斯坦国成为联合国非会员观察国。参考文献：2012 年 11 月 29 日通过的联合国大会第 A/RES/67/19 号决议

http://www.unicef.org/environment/files/UNICEF_Sustainable_Energy_for_Children_2015.pdf
http://c40-production-images.s3.amazonaws.com/good_practice_briefings/images/1_C40_GPG_DE.original.pdf?1456788189
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energy/publication/sear
https://trackingsdg7.esmap.org/
http://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16/Oct/Renewable-Energy-in-Cities
http://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weo-2017-special-report-energy-access-outlook.html
https://www.stepupsmartcities.eu/ToolsandInspiration/STEPUPSustainableEnergyProjectsGuide/tabid/5250/Default.aspx
http://www.wri.org/publication/towards-more-equal-city-powering-cities-global-south
http://habitat3.org/the-new-urban-agenda/documents/issue-papers/
http://unhabitat.org/books/sustainable-urban-energy-planning/
https://resourceefficientcities.org/
http://cleancookstoves.org/
http://e-lib.iclei.org/iclei-100-renewable-energy-cities-regions-network/
http://www.reeep.org/
http://www.esmap.org/
http://www.esmap.org/node/231
http://www.buildingefficiencyinitiative.org/
http://www.districtenergyinitiative.org/


U-Report 是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创建的一个社交平台，

可通过短信、脸书和推特帐号登录，在这里年轻人可表达自己的观点

并成为其社区变革的积极推动者 - 科特迪瓦阿比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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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数据和信息通讯技术网络

“
全球约 29% 的年轻人不上网——大约 3.46 亿人。非

洲青年上网时间最少。全球约 60% 的人不上网，而

欧洲只有 4%。1

原则 10

通过城市规划，所有城市均应把数据和信息通信技术（ICT）

引入城市建成环境，并确保儿童及其社区的获得互联网数

据，从而确保通用的、经济、安全且可靠的信息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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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投入？

当前的挑战

城市需要技术，同时技术也需要城市。技术在

营造全球城市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支

持商业活动；金融、城市物流和电网、交通等

数据驱动型行业；基本服务的提供；环境管理

系统；政府运营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城市

已成为技术驱动创新的中心，因此，城市公民

的计算机技术认读能力和信息通信技术的获

取，是他能否获得服务和取得就业的最低条件。

因此，许多城市已采用智慧城市模式作为杠杆，

推动数据和信息通信技术的知识和使用，从而

提升城市服务的可得性并在全球经济市场中提

高竞争力。通信技术对于新兴市场而言尤为重

要，因为儿童和年轻人都是潜在用户。此外，

信息通信技术和数据网络的虚拟特征让它们比

卫生等基础服务设施推广得更快。

然而，尽管城市地区的信息通信技术和数据网

络十分集中，但数据和信息通信技术的连接基

本上仍分布不均衡，通常还不可负担、不可靠

或不安全。从基础设施的角度而言，信息通信

技术和数据取决于设备和能源的可用性，这在

最贫困的城市地区无法保证。与其他城市服务

类似，技术主要是私人服务，因此人们往往负

担不起。此外，许多技术创新都重点关注效率

和优化，这与通常不具备计算机技术认读能力

的穷人无关。虽然残疾儿童可以在技术创新中

受益良多，但往往无法获得符合无障碍标准的

设备和技术。

  

数据和信息通信技术也引发了网络身份、隐私、

权力控制和媒体相关问题。许多国家和城市在

监管方面都缺乏公共监督，无法确保儿童和青

少年在遭遇网上犯罪、网络欺凌、侵犯隐私和

网络成瘾时的身心安全。虽然连接性增强，但

信息可靠性、访问安全性和数据开放性无法得

到保证。

 

在马达加斯加，16 岁的夏梅拉的家庭无法负担送她去学校读书的费用。所以她把大量时间都花在了互联网上，

却在网上遭遇了有人向她提出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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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技术和数据网络确保儿

童生活在可持续发展环境之中

· 改进的环境监测可允许最佳地利用资源，

不耗尽资源，例如天然水源。

对儿童和社区的好处

· 信息通信技术和数据有助于更好地通信以及

获取免费和可靠的信息；

· 基于网络的规划机制允许居民参与地方政府

的决策过程，报告具体问题并与城市官员进

行更好的沟通；

· 基于社区的在线地图可确保更好地了解非正

式住区或在公共投资方面落后的区域；

· 众包（指由专人在网上分工并分发专业化任

务）和投资有助于促进个人和社区的思想交

流，便于整合能力和更好地合作；

· 为所有人提供易得的公共服务，制定绩效标

准，提高城市治理和基本服务的透明度和公

平性。

· 利用当地的传感器或遥感技术更好地监测空

气质量，同时允许地方政府、儿童及其家人

能够更好地了解情况并就接触污染物、保护

和行为做出决定；

· 个人健康状况的远程监测可确保更好的日常

工作和后续行动；

· 水系统中的传感器可帮助检测泄漏和污染情

况，同时可确保安全和清洁的水供应。

信息通信技术和数据网络支持儿童
健康成长

· 信息通信技术和数据允许儿童永久访问紧急

服务和预警系统，包括在线培训和指导；

·天气、气候和环境的监测可确保社区的稳定

性，同时有助于人们针对适应气候变化的基

础设施、灾害风险降低和投资以及灾后恢复

做出明智的决策；

·信息通信技术和数据有助于反馈和更新提示

系统，为公民提供不安全的经历和不安全城

市环境的相关信息。

信息通信技术和数据网络确保儿

童的安全和风险防范

信息通信技术和数据网络增强儿

童的公民身份

· 信息通信技术和数据可通过可能的互动学

习、在线学习平台可帮助改进基础教育和高

等教育内容；

· 通过智能计量、微电网和动态定价为客户定

制能源消耗量，这可带来直接的经济和环境

效益；

· 信息通信技术和数据支持生活和工作环境的

创新，包括非正式领域的创新。

信息通信技术和数据网络确保儿童

及其社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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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城市数据的国际标准》——

全球城市数据委员会编写，国际标

准化组织出版的《ISO37120：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服务和生

活品质的指标》是第一个有关城市

指标的全球标准。

支持开放数据社区——基于地理信

息系统（GIS）、信息通信技术（ICT）
和开放数据（OD）的平台，便于

社区居民上传和使用与人道主义

相关的在线城市观测站数据，这

些数据可用于改善城市规划和治

理，可用于提升风险防范和培训。

有几个行动已被证明是可靠的知

识与参与双系统，包括“人道主

义开放街道地图团队”（HOT）
和“了解你的城市”（贫民窟居

民国际协会） 

支持面向儿童的智慧城市方案——

很多城市都在寻求一种创新城市

发展模式，这种模式通过信息通

信技术和其它方式提高生活质量、

城市运行和服务效能以及竞争力，

同时满足当前这一代人和未来几

代人在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

方面的需求。2 最近，社会创新和

公民主体的重要性也被纳入了智

慧城市模式。

我们要规划什么？

定义和概念

全球城市数据委员会（WCCD），一个

为城市和城市数据所成立的国际机构

人道主义开放街道地图（HOT） 科特迪瓦阿比让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 报告回答者们 
面向所有人的智慧城市

支持面向所有人的智慧城市——信息

通信技术和数据创新对于消除残障人

士和老年人在每日城市生活中遇到的

障碍至关重要。“面向所有人的智慧

城市”工具包可支持与智慧城市有关

的一系列组织和不同角色主体，包括

政府管理者、政策制订者、信息通信

技术专业人士、残障人士权利倡导者、

负责采购的官员、技术供应商以及设

计智慧城市 app 和全民通达解决方案

的开发者。该工具包有几种工具专门

针对所有城市都面临的互联网包容性

挑战，有 10 种语言版本。

2  U- 报告是一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发的创新的社交通信工具，世界各地有近 400 万年轻人在使用，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向全世界的 U- 报告使用者发送了一系列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让他们发表观点。( 译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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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J 和 TECHO 这两个组织与谷歌合作，主动

把一些出名的邻里街区录入“街景”，有助于

这些邻里与城市其他地方融合。为缺乏基本服

务的社区整体增加曝光度，有助于这些居住区

的儿童享有一般公共服务。也给这些社区带来

这个城市其它区域居民已享有的技术成果，比

如灾难发生时可对公共避难场所的地理位置提

供参考，支持民众作决策。“街景”通常由一

辆装有追踪器的车来拍摄 360 度影像，这个项

目的独特点在于，由本地居民和青年志愿者背

着追踪器在邻里步行拍摄。

“逐块构筑” (Block by Block) 是由联合国人

居署和“我的世界（Minecraft）”（这是一款

用虚拟模块搭建东西的电脑游戏）共同开发的

软件，该软件可让社区居民（特别是年轻人、

女性和贫民窟居民）设计他们自己的公共空间。

该软件已在 30 个城市使用，它不仅对青年和

儿童极具吸引力，还推广了一个更好的参与过

程，产生了更切实的效果。为帮助城市规划和

发展完善的公共空间，该项目邀请当地社区成

员投入空间设计和管理。“我的世界”基于虚

拟现实提供可视化平台，该软件可提供更好的

地理空间参考，并加强了当地居民和全球来自

不同背景的多种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沟通。

与印度国家智慧城市的使命一致，该计划旨在

掌握和利用技术，为布班尼斯瓦的居民（包括

儿童和青年）创造出智慧成果。该城市在过去

数十年来历经飞速发展，已认识到建设更通畅、

更智慧的建筑基础设施对其居民的潜在好处。

因此，该项目旨在通过寻求利用数字和信息技

术、城市规划、公私合营、政策演变等一系列

方法为规划、运营和管理交通流、能源使用、

废弃物和水的管理、政府治理和服务提供智能

解决方案。它还制定了一项计划，把城市转变

为面向儿童和青年的信息通信技术和教育活动

中心。

优秀的实践案例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把邻里录入街景 墨西哥克雷塔罗 “逐块构筑社区” 场所营造 印度布班尼斯瓦智慧城市

http://www.caminosdelavilla.org/
https://blockbyblock.org/
http://www.smartcitybhubaneswar.go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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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策框架的支撑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可持续发展目标 4.4 到 2030 年，大幅增加掌握就业、体面工作和创业所需相关技能，包括

技术性和职业性技能的青年和成年人数。

可持续发展目标 9.c 大幅提升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普及度，力争到 2020 年在最不发达国家以

低廉的价格普遍提供因特网服务。

可持续发展目标 17.18 到 2020 年，加强向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提供的能力建设支持，大幅增加获得按收入、性别、年龄、种族、民族、移徙情况、

残疾情况、地理位置和各国国情有关的其他特征分类的高质量、及时和可靠的数据。

人权理事会

2016 年 6 月 30 日第 32 届会议通过“在互联网上促进、保护和享有人权”决议

《新城市议程》

第 157 段……支持科学、研究和创新，包括重点关注社会、技术、数字和自然为本的创新，

城市和地域规划、政策制定方面强有力的科学与政策对接以及分享和交流信息、知识和专

门知识的制度化机制，包括收集、分析、标准化和传播按地域由社区收集并按收入、性别、

年龄、种族、民族、移民情况、残疾情况、地理位置以及其他国家、国家以下和地方各级

情况特征分类的优质、及时和可靠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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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和基础设施法规——建筑尺度

我们应如何规划？

规划好空间

· 将数据和信息通信技术融入基础设施和公共

空间建设的规范和标准，强化社会福利，确

保上述针对儿童的基本福利，测量和收集与

儿童相关的数据，提醒、组织、回应儿童，

让儿童知晓更多。

· 在智慧城市计划和其它信息通信技术及数据

开发项目的规划和设计阶段进行影响评估，

对如何使儿童及其家庭收益最大和负面影响

最小进行评估，特别要确保儿童（尤其是残

障儿童）能够享有这些开发成果，尊重儿童

的隐私。

· 智慧社区通过公共接入点实现的覆盖范围

○ 在公共空间增加热点数量和覆盖范围，允许通过可靠途径免费访问

互联网及公共信息；
○ 扩大公共服务（包括学校、社区中心和卫生医疗设施）网络，使其

可以公开访问；
○ 为接入和覆盖有困难的邻里提供创新解决方案，例如可将 Wi-Fi 接

入公共汽车，使这些邻里的儿童从中获益。

·智慧楼宇项目既提供社区空间又提供网络连接，例如图书馆：
○ 儿童可远程访问在线图书馆（电子书、课本和视频）资源；
○ 公共图书馆和学校为建立联系、互联网接入、网上学习和技能发展

的中心。  

城市设计和基于地域的社区规划——街区尺度

海地格瑞斯尔向所有人开放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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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S（地理信息系统）制图和创新应用

○ 通过卫星、飞机或无人机遥感成像，形成

更完善准确的土地登记和区划；

土地利用规划——城市尺度

○ 可使用智能手机和其它设备操作的社区

主导测图工具，为官方数据提供支持与

补充。  

城市发展规划——城市尺度

· 全市范围的智慧基础设施规划，整合不同用

途的网络，为现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道路、

燃气、公交、电信、能源）同步安装光纤，

以使政府的成本最小化，并鼓励开发商和提

供商投资智慧城市或社区建设；

· 在交通系统（动态需求和交通控制）、水务

和其它环境系统、气候及灾害风险减低规划

中，实现数据和信息通信技术支持下的城市

规划和城市管理。  

城市规划政策——多级尺度

· 整合以人为中心的智慧城市框架，以符合国

家、地区和国际数据保护原则和标准，确保

公开透明性，规范当地政府与服务提供商之

间的合作关系；

· 推动服务提供商之间的竞争和市场营销以

降低连接成本，这是实现接入普及性的主

要障碍。

· 城市数据观测站和公共数据公告栏通过市民

可访问的数据公告栏与市民互动，以便详细

了解、传播、讨论并做出决策。

巴西“圣保罗基础”项目提供针对幼儿发展的公共

信息

在印度尼西亚梭罗，人们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和数据

实现社区参与制订预算

https://solokotakit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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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好过程

· 基于信息通信技术及数据的市民参与策略，

该策略包括市民参与程序，通过市民参与，

收集信息以确认他们的困难和机会，将他们

掌握的知识融入共享开放数据平台；

· 吸引其他享有信息通信技术和数据利益的主

体参与如残障人士、老人和流动人口；

· 利用在城市公共空间展示的社会福利相关可

靠信息，特别是在教育、社会援助、健康、

文化和休闲方面可以为儿童带来更好结果的

信息。

· 信息通信技术应用程序可促进技能培训和信

息传播，从而能实现“自己动手”的干预措

施，比如在建设、改造安全和健康的住房

方面。

· 与信息通信技术和数据网络供应商就免费提

供数据和信息通信技术（Wi-Fi）接入（比

如在商场内部及其周围）达成一致意见。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联盟的建立

印度尼西亚梭罗（Solo）社区参与制订预算

在世界城市化进程中为儿童而创新 3

根据其创新设计原则 4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编写了

一本用户手册，手册尝试列出了设计、技术和

社会影响等方面的机会，让社区成员共同实现

技术创新，改善城市中弱势儿童的生活。它强

调了在全球城市化加快这一背景下为儿童进行

创新的迫切需要，同时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聚焦的创新优先目标，提供了具体方法和原则

指导。提出了实现城市技术创新的 4 种方法：

1. 扩大现有技术规模

2. 改进现有技术

3. 发明新技术

4. 向社区居民提供工具以创造他们自己的技术

· 使用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工具进行参与式预

算编制，加强居民参与邻里即能决定和投资

的城市事务的意识；

· 使用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工具对国家基础设

施补贴进行最佳分配（住房、租房和节能基

础设施），分配时应考虑贫困家庭五分之一

群体的具体位置。增加了关于人口和建筑物

密度的知识，可对社会基础设施、土地征用

及建筑物需求进行更好更精确的量化。

预算和调动资源 共同行动，逐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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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通过在线、互动式数据平台来聚集已建成

环境的源数据（与儿童相关、能影响决策者的

数据，例如残障儿童的可达性、就近性、安全性、

气候风险和绿色空间的功能性等数据）。

用好依据

信息通信技术和数据允许更全面地分析城市状

况并以社区为主导：

· 以在线平台为工具，快速扫描评估数据和环

境地图，由社区居民输入和输出，特别适用

于缺乏数据和需要快速决策的情况（例如人

道主义）。

· 功能与质量相关指标：接受在线现代教育的

学龄儿童比例；残障儿童可访问的公共网站

和公共服务类网站比例；可接入足够高速宽

带的儿童比例；空气质量公共提示系统的覆

盖范围；水质报告的覆盖范围；天气报告 /

预警的覆盖范围；与城市服务相关并具有数

据通信能力的当地企业的比例；……

· 影响力相关指标：可持续发展目标 4.4.1 具

备信息通信技术技能的青年和成年人数比例

（按技能种类分）；参与在线市政治理互

动的人口比例；认为在线治理可靠的人口比

例；……

○ 过程相关指标：每年花在智慧城市创新

和计划上的市政预算比例；是否制定国

家 / 市级智慧城市标准；用于实现以下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市级支持：17.18.1 按照

官方统计基本原则在国家一级编制的就有

关目标做了全面分列的可持续发展指标的

比例；可持续发展目标 17.18.2 遵循官方

统计基本原则制定了国家统计立法的国家

数目；可持续发展目标 17.18.3 国家统计

规划有充分资金且正在执行的国家数目， 

按资金来源分列。

城市状况分析

衡量成效

通过多种指标（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衡量和

评价为儿童提供信息通信技术和数据接入的进

展。相关指标示例如下：

· 实物指标：可持续发展目标 9.c.1 移动网

络所覆盖的人口比例，按技术种类分列；

每 10 万人中连接互联网的人口数量；每 10

万人中手机上网的人口数量，每平方公里

（km2）民用 Wi-Fi 热点的数量；在家中有

互联网连接的儿童比例；

建立问责制

贫民窟居民国际协会“了解你的城市”活动

http://knowyourcity.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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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加德满都“加德满都生活实验室”

参考资料

已有的指引、工具和文献

· 创新设计原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 U- 报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在世界城市化进程中为儿童而创新（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

· 面向所有人的智慧城市工具包（包容式信息

和沟通技术的全球计划）

· 人居三议题文件 21 智慧城市（人居三）

· 连接城市和社区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国

际电信联盟 /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 提升可持续智慧城市的创新和参与（国际电信联

盟 /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 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 11 通过信息通讯技术连接

政策与城市规划实践（国际电信联盟 / 联合国欧

洲经济委员会）

· 利用物联网促进全球发展（国际电信联盟 / 思科）

相关网络和平台

· 国际电信联盟（ITU）

· 世界城市数据理事会（WCCD）

· 人道主义开放街道地图团队（HOT）

· 可持续智慧城市联合会（国际电信联盟 / 联

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 了解你的城市 ( 贫民窟居民国际协会 )

· 面向所有人的智慧城市 - 公民数据使用案例

概述（哈佛大学）

www.kathmandulivinglabs.org
http://www.unicef.org/innovation/innovation_73239.html
http://www.unicef.org/innovation/innovation_73239.html
https://issuu.com/unicefdesignstories/docs/_pages_urbanisation_handbook_18.09.
http://smartcities4all.org/
http://habitat3.org/wp-content/uploads/Habitat-III-Issue-Paper-21_Smart-Cities-2.0.pdf
http://www.itu.int/en/publications/documents/tsb/2017-u4ssc-deliverable-connecting-cities/mobile/index.html
http://www.itu.int/en/publications/Documents/tsb/2017-U4SSC-Enhancing-innovation/mobile/index.html
http://www.itu.int/en/publications/Documents/tsb/2017-U4SSC-Implementing-sustainable-devt/mobile/index.html
http://www.itu.int/en/action/broadband/Documents/Harnessing-IoT-Global-Development.pdf
http://www.itu.int/
http://www.dataforcities.org/
www.hotosm.org/
http://www.itu.int/en/ITU-T/ssc/united/Pages/default.aspx
http://knowyourcity.info/
https://datasmart.ash.harva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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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语
以下内容基于技术定义，但使用简洁语言描述

以便非专业人士阅读：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该行动议程于

2015 年由联合国通过，包括 17 个可持续发展

目标（SDG）。有了这些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的

新目标，各国将动员一切力量进行各种形式的

扶贫、消除不平等、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同时

确保一个不少。虽然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具有法

律约束力，但预计各国政府将在后续行动和审

查目标执行进展方面发挥主动权，并为实现 17

个目标建立国家框架。1

建成环境 : 指为人类活动提供场景的人造环境，

其范围从建筑物到基础设施再到开放空间。涉

及实物和功能方面，明确人们每天是如何生活、

工作和消遣的。2

《儿童权利公约》: 这是一项承认儿童（未满

18 岁的人）人权的国际条约。该公约在国际法

中规定，各缔约国必须确保所有儿童（不受任

何歧视）都能享受专门的保护措施和援助；享

有教育和医疗等服务；能够充分发挥其人格、

能力和才能；在一个充满幸福、爱和理解的环

境中成长；并以一种可获得和积极的方式了解

并参与实现他们的权利。3

城市 : 一个大型的人类住区，通常拥有住房、

交通、卫生、公用事业、土地利用和通信系统。

城市密度促成了人、政府组织和企业间的互动，

在此过程中有时会为相关各方带来好处。4

紧凑度：城市形态（形状、密度和土地利用）

的特征，它减少了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增加

了经济聚集并为邻近地区的居民带来好处。它

是根据建成区和人口的密度以及城市功能集中

度来衡量的。

地理信息系统（GIS）：一种用于采集、储存、

运算、分析、管理、呈现空间或地理数据的

系统。5

非正式住区和贫民窟：非正式住区指具有一项

或多项下列特征的城区：1）住房结构质量差；

2）过于拥挤；3）供水不足；4）卫生和其它

基础设施配备不足；5）居住状态不安全。此外，

非正式住区往往没有市政服务，例如垃圾收集、

容易到达的学校和诊所、儿童玩耍或社区居民

聚会交流的安全空间。非正式住区包括贫民窟、

长期难民营和境内流离失所者长期住区。贫民

窟通常则指最贫困和最被排斥的一种非正式住

区，其特征为贫穷、由处于危险城市地带的危

房群落组成。

土地利用规划 : 城市规划实践的一部分，目的

是以高效和道德的方式规范土地利用，例如公

共医疗用地、安全和可持续用地。这意味着需

要进行土地利用分区，该分区规定了某一特定

土地上可容纳的活动类型，以及用于这些活动

的空间和建筑面积的数量。土地利用规划本质

上是政府机构的一项责任。为使规划有效果，

土地利用规划依赖于住区土地信息系统，即登

记变化和重叠的土地权属系统。

《新城市议程》: 一份旨在指导至 2036 年城

市增长和发展的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文件，于

2016 年由联合国住房和可持续城市发展大会

（Habitat III）通过，用作城市建设的指引，是

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实现城市繁荣并建成文化和

社会福祉中心的动力。该议程为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提供了指导，并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

坚实的基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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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居住区：指城市环境中的地理或行政单

元，其规划、建设和管理遵循以下 5 个原则：

1）有足够的街道空间和高效的街道网络；2）

高密度；3）综合利用土地；4）社交活动混合；

5）有限的专门化土地利用。8

场所营造：是一种从多方位规划、设计和管理

公共空间的办法。它利用当地社区的资产、灵

感和潜力，旨在创造促进人们健康、幸福和福

祉的公共空间。9

土地权属保障：指与住房和土地有关的一系列

关系，通过法定或习惯法或非正式或混合安排

确立，使人能够安稳、和平和有尊严地生活在

自己的家中。它是适当住房权的组成部分，是

享受很多其它民权、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

权利的必要组成部分。所有人都应拥有一定程

度的土地权属保障。土地权属有以下不同的类

别：占有权、使用权、租住权、终身所有权和

集体安排。在权利重叠时，也可以有多种形式

的个人和集体权属。10

可持续发展：基于三个支柱（又称为 3E）的

发展。支撑生态系统和最小化使用自然资源的

环境责任；支撑创新型经济发展以创造就业的

经济力量；支撑对每个人都公平的包容性社区

的社会公正。11

通用设计：产品、环境、方案和服务的设计最

大限度地为所有人所用，无需适应或专门设计。

通用化设计时常与无障碍环境和残障人士联系

在一起。而且，事实上它包含面向所有人的合

理设计，包括全世界 10 亿残障人士。12

城市（区域）：“城市”的定义因国家而异，

隔一段时期被重新分类定义，在一个国家内城

市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就使得

直接比较变得有些困难。城市区域可由以下一

项或多项指标定义：行政标准或政治标准；某

个人口规模临界值；人口密度；经济功能或城

市特征的存在（如铺有街道、电气照明和污水

处理）。城市区域的定义由各国自行决定。城

市的定义需要辨证地看待：经常有大量人口密

集生活在城市但位于城市区域之外的情况，如

生活在城市周边区域。为此，通常采用城市集

聚区指标从地理上确定哪些人生活在城市。13

城市环境：一个以建成空间为主、人们进行形

式多样和强度不一活动的环境。

城市系统 : 城市可以定义为城市资源系统的地

理载体，它有三个组成要素：供应链、人与资

源系统相互作用的环境和消费行为。这些资源

系统分布在城乡连续的区域内。14

可步行性：用以衡量一个区域步行舒适程度：

分析步行道、路边人行道或其它行人通行权是

否存在；分析步行交通和道路条件的质量；分

析土地利用模式、建筑物可达性和安全性等。

它是可持续城市规划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会

在医疗卫生和城市经济相关文献中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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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 儿童友好型城市环境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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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基于很多个人和组织提供的文件，介绍了一系列优秀的城市规划实践。这些实践旨在根据当地情况，通过由社区主导的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来启发并说明什么是可能的和可以实现的。但是，把这些案例纳入本手册并
不表示它们得到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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