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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香港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高温高湿，冬季较为温和。其三面

环海、多山地，由于受到地形的影响，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城市发展一

直以来都采用集约高密度模式。香港现有土地达1 104 km2，其中只有大约

24%的土地开发为市区或建设用地，[1]生活着约730万人口。[2]因此香港的

市区以高密度闻名于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密度高，平均人

口密度为6 554人/km2，而市区人口最密集的地方——观塘区平均人口密度

超过55 204人/km2 ； [2]二是建筑密度也高得惊人，容积率平均为5～6，最

高可达12，根据2009年的统计数据，全港平均建筑高度为60 m。[3]与此同

时，香港城市空间的土地分类属于多种混合型，即商业、社交、住宅甚至

有时工业也混杂在同一地块或地区中。这意味着人类活动直接影响着市区

中每一平方米的土地、空气和环境。

2000年以来，香港市民逐渐意识到在已完成的房地产建设项目中存

在“过度开发”和“低劣设计”的现象。为了最大化地获得海景收益率，

开发商倾向于最大限度开发所拥有的建筑用地，致使用地上的建筑一字排

开，好似“万里长城”般。这些建筑项目被市民称为“屏风楼”。由于高

而阔的连排高层建筑遮挡了海风向内陆的渗透，影响了城市内部密集区域

的空气对流与交换，使得城市热岛效应加剧，夏季热负荷的情况也随之增

加，空气污染的扩散能力减弱，城市室外环境也就变得不舒适了。

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在香港爆发，短短两个月内近300人死

亡。其中淘大花园社区从3月中旬开始7人感染，到4月中旬超过300人受到

传染，政府不得不关闭该小区，同时隔离疏散居民。香港社会曾一度造成

恐慌，政府不得不搁置一切其他活动，集中政府主要人员，组成以特首为

组长的“全城清洁小组”，调查及检讨SARS快速传播的原因。随后在5月

末政府公布的《全城清洁小组报告——改善香港环境卫生措施》中特别针

对建筑物设计、城市设计及公共屋邨管理进行检讨，并指出虽然无法确定

城市设计与SARS的传播是否有直接关系，但需要引进“空气流通评估”来

确保良好的城市规划，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环境。

摘要 由于受到土地和天然地形的制约，香港一直以来采用集约高密度模式的城市规划。多层立体式城市开发带来了高效与便捷，混合用途的

土地利用模式也产生多元化和活力城市空间，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诸多城市环境问题，给市民的生活品质带来了不少影响。在2003年非典型

肺炎事件后，城市风环境及空气流通状况引发市民高度关注。 随后香港政府规划署开展《空气流通评估》的顾问项目，并颁布相关技术通告。

其研究结果亦被纳入《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逐步影响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本文针对香港过往的气候空间设计实践与经验，展开了详细讨

论，为中国快速城镇化中高密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中风环境评估与应用提供可借鉴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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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气流通评估

1．研究目标与评估重点

2003年，通过竞标机制，香港政府规划署委托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系

吴恩融教授所率领的跨学科的国际研究团队开展了“空气流通评估可行性

研究”。[4]顾问队伍首先就香港市区所存在的环境问题进行评估，其研究

结论与意见的重点如下： [5]

（1）对主风道及风道的整体网络缺乏周详考虑，未能配合盛行风；

（2）高楼大厦林立，形成一道“切切实实”的防风体，阻挡风流向背

后的市区建筑群；

（3）建筑物高度近乎一致，导致天然风在楼顶轻拂而过，无法绕入

市区建筑群；

（4）街道紧密而狭窄，未能配合盛行风的流向，加上两旁高楼林

立，形成深深的都市峡谷。

同时根据香港天文台所收集的气象资料可知，香港受季风气候影响，

夏季盛行风向以西南为主，风速较全年与冬季弱，约4～5 m/s。利用通风

改善污染物扩散的问题较为复杂，除汽车尾气排放外，香港的主要污染源

来自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区，因此污染并未纳入该研究范围。研究重点主要

放在城市规划的问题上，在探讨夏季风环境评估系统的可行性上来改善香

港城市规划的宜居性和可持续性，令都市结构有更高的“透风度”。[5]

2．评估方法

由于国际上并未有一套针对弱风状况下的室外通风环境评估标准，因

此研究团队认为必须结合实际需要发展一套简易的设计“指标”，便于设

计师与规划师评估及改良其建筑设计。此评估方法采用风环境测试（风洞

测试或者电脑数值模拟）来证明设计是否符合相应的表现标准和要求，以

风速比（VR W
）作为评价指标（图1）。[5]风速比等于各方向的风速比乘以

该风向的比率之总和。一般而言，风速比越高，对香港的风环境越有利。

高风速比代表该地区的建筑设计取得较高的通风值。此外，风速比值越

高，该发展项目的设计对通风程度的影响便越小，因而对总体风环境所造

成的影响也会越小。

                                     
  

式中：V∞表示边界层顶部的风速，即风梯度位置处的风速，不受地表

粗糙度（建筑物或地盘环境）影响，其高度受城市冠层高度影响；

V P表示地上2 m行人层的风速，此数值会受到建筑物形成的地表粗糙

度影响；

VR W表示受地区四周建筑物的影响造成的行人层通风状况。

                                
 

式中：V pi代表该位置内从ｉ方向吹来的行人路上的风速；

V∞i代表从ｉ方向吹到该地盘的风速；

VR i代表从ｉ方向吹过该地盘的风速比；

Fi  代表风从ｉ方向吹向该地盘的比律，16个风向均须考虑；

VR w代表风速比。

此评估先要选取该地盘内最高的建筑物高度为H，以H 为半径的范围

之内须作为“评估范围”，2H 为半径的范围则为“四周环境”。图2当中

所示的红线范围表示一个需要进行风环境评估的建筑地盘，在模型上设

置一定数目的测试点，而测试点所得的结果可显示出该设计对风环境的影

响。需要注意的是测试点应被放置于较多行人聚集的位置。[4，6]

通过分析收集到的香港天文台气象数据（设置于横澜岛），再通过计

算机软件模拟技术或更理想地利用风洞实体地段模型，产生源自 16 个方

向的风廓线及风湍流密度廓线，同时亦须记录其强度及出现的比率。通过

从全部外围测试点所得的地盘空间平均风速比（SVR w
），可以有效评估地

盘的空气通风情况，而报告的内容亦可显示出一个发展项目对其邻近地区

的风环境情况所造成的影响。通过从整体测试点及外围测试点而得的局部

空间平均风速比（LVRw
），可以有效评估地域性的空气流通情况，而报告的

内容亦可显示出一个发展项目对地区性的风环境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图3）。

3．技术通告与城市设计指引

2005年该研究项目完成后，香港政府的房屋与规划地政局和环境与

运输工务局也于该年联合颁布了技术通告第1/06号《香港发展项目进行空

气流通评估方法技术指南》①，明确指出规划及土地发展委员会同意政府

应该带头将“空气流通评估”应用到政府大型建筑项目中。涉及的项目类

型包括公共屋邨发展项目、新发展区（NDA）规划、新市镇规划项目、综

合发展区用地（CDA）项目，以及规划图则的修改。同时鼓励公营法定机

构（如市区重建局）和私人机构在自愿和有需要的基础上开展“空气流通

评估”。该技术通告是由发展局公布，因此发展局下设的九个署级政府部

门，当其开展的政府大型发展项目符合该技术通告的要求时，均须依据该

技术通告开展相关的“空气流通评估”。

香港政府规划署还将相关研究结果于2006年纳入《香港规划标准与准

则》第十一章“城市设计指引”[7]当中。城市设计指引中也推荐了对涉及

地区与地盘尺度的空气流通指引（表1）。

图1　风速比（图片来源：2009年第7期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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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估流程

在该技术通告附件中，对项目进行空气流通评估分为三个实施阶段：

专家评估（Expert Evaluation）、初步研究（Initial Study）及详细研究

（Detailed Study）。

专家评估为第一阶段，可为设计及设计方案选择、辅助确定问题和议

题提供意向性指导。在初步研究阶段，会进一步细化并深入之前专家评估

的建议及研究。详细研究阶段（可基于初步研究之后或独立开展）会对研

究地盘有结论性且精确量化的空气流通评估结果。

因此，根据该技术通告的实施阶段，相应的空气流通评估的顾问服务

类型主要分为三类：空气流通评估合约顾问服务甲类——专家就空气流

通评估提供的合约咨询顾问服务；空气流通评估合约顾问服务乙类——

以计算机流体动力学进行空气流通评估的合约顾问服务；空气流通评估

合约顾问服务C类——以风洞实验进行空气流通评估的合约顾问服务。而

顾问团队可以为研究机构、设计顾问公司或联合团队。各个署级部门开展

空气流通评估的合约顾问服务采用委托或招投标来选择顾问团队。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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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香港发展项目进行空气流通评估方法技术指南》，网址：http://www.

devb.gov.hk/filemanager/technicalcirculars/en/upload/15/1/JTC-2006-

01-0-1.pdf。

②规划尺度：有关香港规划系统与尺度参见图5。

③香港特区政府规划署“空气流通评估登记册-政府项目”的官方网页：

http://www.pland.gov.hk/pland_sc/info_serv/ava_register/government.

署为例，每隔3年就需要顾问团队进行资质申请，规划署开展审查和批核，

最终形成自己内部空气流通评估项目适用的顾问团队名单。之后名单上的

顾问团队会不定期收到空气流通评估的合约顾问服务邀请。通过报价招投

标后，被选中的顾问团队才可以协助规划署开展相关的空气流通评估的合

约顾问服务。根据项目具体要求，合约顾问服务配合开展相关空气流通评

估，因此期限长短不定。

该技术通告也指出规划署负责每 3个月收集自己和其他署级部门所

开展的空气流通评估项目资料，并在规划署网站的“空气流通评估登记

册——政府项目”③公布。信息包括：项目位置、项目详情及空气流通评

估最后报告（图4）。

5．空气流通评估在城市规划与设计实践中应用

自2006年起“空气流通评估”已在香港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实践中应用

了近十年，主要实施的项目为政府大型建筑项目、分区计划大纲图的更新

修编、涉及修改规划图则的大型建筑基地开发项目，以及新市镇的规划项

目。在推行该评估方法时，香港政府才用先行表率的引导政策，鼓励私人

机构也开展该项评估。近几年来，私人机构也会积极在递交楼宇发展项目

相关文件时，提交空气流通评估报告给城市规划委员会评审。同时该项政

策也有效规管了楼宇立面，避免出现“屏风楼”效应。在香港绿色建筑议

会的《绿建环评》中，也将空气流通纳入考虑。

三、小结

规划程序方面：想要改善城市的气候问题，政府就必须具备长远视角

和策略，各部门协作与资源共享，政府主导分阶段系统地开展相关研究，

并逐步推行城市气候研究成果，在实际规划中考虑具有指导性、鼓励性和

法制性的应用方法。

工作流程方面：空气流通评估采取的应用评估方法，有的放矢地投放

人力与资源，具有灵活性，配合不同设计层面的需要。“产、学、研”一

表1 《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中空气流通的意向设计指引
规划尺度② 空气流通意向指引

地区 (1) 地盘布局

(2) 主风道/风道

(3) 街道布局的定向、模式及扩阔街道

(4) 海旁用地

(5) 高度轮廓

(6) 休憩用地及行人区的绿化和分布

地盘 (1) 平台建筑

(2) 建筑物的排列

(3) 建筑物的透风度

(4) 建筑物的高度和外形

(5) 园景美化设施

(6) 外伸的障碍物

(7) 冷质物料

html（截至2016年7月8日一共有105个政府项目开展了相关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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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都市气候图和香港的规划框架（图片来源：任超编著的《城市风环境评估与风道规划——打造“呼吸城市”》一书）

图3　空气流通评估方法
（图片来源：2009年第7期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图4　空气流通评估在香港政府内部的运作与实行（以规划署为例）
（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图2　空气流通评估的评估范围和四周环境
（图片来源：2009年第7期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 发展局的前身是香港特区政府前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和环境运输及工务局，在2007年后两局并改为发展局。

**市区重建局是于2001年成立的法定机构，以便加快市区旧区重建和落实政府制定的《市区重建策略》。在涉及市区重建与更新的规划工作时，市区重建局

会与规划署根据法定条文进行协作，以改善旧区环境。

***城市规划委员会是负责本港法定规划的主要组织。

体化，回馈社会。

法律法规支撑：政府顾问研究项目应用实施时必须颁布相应的技术通

告、导则、指引、行业规范等，可以在不同设计尺度下进行系统且有科学

依据的风环境评估和风道规划，确保城市风道在不同城市尺度间的连贯性

和有效性。

（本文基于《城市风环境评估与风道规划——打造“呼吸城市”》一

书的第六章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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