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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我国城市规划的重心从增量规划转为存量规划，收缩城市的研究显得愈加重要，街道作为城市的基本要素之一，其空间品质的变化

应是衡量收缩城市变化的重要参考。本文以腾讯街景图片为载体，评判了齐齐哈尔中心城区在2013～2015年的街道空间品质变化。研究发现，
齐齐哈尔的街道空间品质总体呈变好趋势，但其迅速变化的底商却显示出经济式微的迹象，基于此，文章提出中国收缩城市的“人口—经济—
空间下行滞后”现象，来描述收缩城市在收缩过程中的人口、经济和空间品质的变化模式。
关键词 收缩城市；空间品质；街景图片；识别
Abstract As the focus of urban planning in China converts from incremental planning to stock-based planning, researches concerning
shrinking citie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Street being one of the basic elements of cities, the changes of spatial quality of it are essential
to the evaluation of the changes of shrinking cities. This study uses street views from the Tencent Maps to evaluate the changes of quality
of street space in the central districts of Qiqihar from 2013 to 2015.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quality of street space of Qiqihar is getting
better while the rapid change of commercial real estate under residential buildings suggests a decline in economy. Based on this finding, the
"Population-Economy-Space Decline Lagging Phenomenon" is proposed to illustrate the change mode of population, economy and spatial
quality during the shrinking process of cities.
Keywords

shrinking cities; spatial quality; street view picture; recognition

一、引言

某些街道的品质从2012年到2015年的变化。

收缩城市的核心特征是人口的减少，这一点在学界已得到较多认可。

图像是常见的记录街道空间特点与人的活动的载体，例如，张择端的

除人口外，城市收缩还常伴随着经济、空间等维度的变化。经济上，西方

《清明上河图》、梵高的《夜间咖啡馆》等，都展现了特定的街道空间，

国家的收缩城市中有呈上升趋势的转型城市和呈下降趋势的降级城市 ，

但限于当时的技术手段 ，这些图像只能展现局部的街道 ，无法概括整个

[1]

而中国的多数收缩城市经济仍在增长，如齐齐哈尔 。空间上，国外收缩

城市的特征。伴随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谷歌、百度、腾讯等各大地图软件

城市普遍经历过中心城区衰败的阶段 ，如美国底特律 、德国莱比锡等 。

推出越来越全面的街景功能 ，使大批量 、全覆盖的街景图片研究成为可

[2]

而中国收缩城市的空间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龙瀛 [3] 提出中国收缩城市

能，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利用街景图片研究城市街道空间，如 Run-

以“圈饼型”与“全域型”收缩为主，杨东峰等 [4] 指出中国收缩城市存在

dle[10]、Zamir[11]、唐静娴[8]等。

“人口流失与空间扩张”的现象。在更微观的空间品质上，收缩城市有时

近年来，腾讯地图等服务商推出了街景图片时光机的功能，用户可以

会出现建筑空置、基础设施闲置、街道破败的景象，以美国锈带地区的底

看到同一街道在不同时间的街景图片，这为研究街道的变化提供了可能。

特律、匹兹堡等为典型代表，中国的收缩城市也有比较高的建筑空置率，

本文将利用腾讯地图的街景图片及其时光机功能，比较齐齐哈尔市区街道

并且建筑质量及环境在变差，如吉林延边龙井县 ，但目前未出现大量基

在2013年和2015年的空间品质，研究齐齐哈尔街道空间品质的变化。

[5]

础设施闲置状况 ，也未出现街道大规模衰败的情况。
[6]

对空间品质的评价，根据研究侧重点有不同的标准。周进 [7] 从使用、
形象、保障三大类出发，细分出一系列衡量要素。唐静娴 [8] 把街道划分为
建筑、道路、底商等要素，并分别做出评价。评价的方法也有多种，如客
观评价、主观评价、二维数据分析等。一些研究者在对品质做出评价的同

二、方法
1．研究范围
本次研究的范围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心城区，主要为建华区、铁
锋区、龙沙区所辖区域，面积约为88 km2（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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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 ，齐齐哈尔市辖区（ 含龙沙区等 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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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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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细分为剖面位置是否有变化和品质是否提升两个维度，并评判出北京

年的 136.59 万人，并预计今后几年内也将保持下降趋势，“年末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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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范围 —— 齐齐哈尔市中心城区
（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图2

多年街景点空间分布图
（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宽度为D

宽度D内有建筑

图3 街道空间分类（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指每年 12 月 31 日 24 时在城市里的总人口数，无论是否拥有户籍与是否常

度。建筑性质应衡量建筑拆除或新建前后的环境对比，包括建筑质量、整

住，其多年的变化趋势能较真实地反映城市整体人口的变化趋势，因此齐

洁度等。建筑立面主要考虑立面质量，对不同立面风格不做优劣比较。建

齐哈尔市市区在人口上呈收缩的趋势。按照“城市化地区的人口收缩”的

筑底商变化标志包括招牌质量、立面质量、进驻率。开敞空间性质衡量新

定义 [12]，齐齐哈尔市市区属于收缩城市。在经济上，近几年齐齐哈尔市的

建建筑的质量、环境整洁度。开敞空间品质变化标志有绿化数量、小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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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与质量、停车位数量及规范程度。

长5.2%。

主观评价需排除季节影响，因此评价内容不包括主观印象、停驻意愿

2．数据获取

等受季节影响较大的因素，仅是对物质空间的变化做出判断。建筑、道路

在研究范围内，首先获取全部街道中间隔 100 m 的点及其经纬度坐标

受季节影响很小，因此所有判别因子中会受到季节影响的只有绿化（存在

（并转换为火星坐标系），共计3 267个坐标点。在腾讯地图中，根据坐标

于人行道及开敞空间中），当比较两张图片的绿化时，会仔细观察每一株

搜索附近50 m范围内最近的街景地图，然后筛选出有时光机功能的街景地

植物，仅有冬夏形态区别不算作绿化变化，只有植株的数量变化或树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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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被修剪才会识别为绿化变化，确认绿化变化后，再综合其他小类的变化

月的街景图片，每点有前后左右四个方向，于是每个点共有8张图片，共获

给出该中类的品质变化。而两次街景图片中的空气质量相差不大，对主观

得街景图片9 728张，坐标点的空间分布见图2。

评价影响很小。

3．评价标准
首先，将街道空间按位置和建设情况分为三大类 ： 街道、建筑、开敞
空间（图3）。其中，若街道一侧与街道同宽距离内有建筑物，则该侧为建

每个点有4个方向的图片，两个时间点共8张图片，任一方向上有变化
即识别为客观变化，主观评价则是综合每个方向上的变化情况统一做出的
判断（图4）。

筑类，否则为开敞空间。每大类中根据需要评价的要素又细分为中类和小
类，如街道可分为车行道与人行道两中类，车行道又可分为铺装与车道两
小类。
对空间品质变化的评价有两种 ： 客观识别与主观评价。客观识别是

三、结果
各类型的主客观变化结果统计见表 2 及图 5（ 仅对中类进行主观评
价），其中，值得注意的结果有以下四种 ：

对每小类分别进行的，判断其是否有变化。主观评价是对每中类分别进行

第一，近一半的街景点在客观上发生了变化，建筑的变化最多，街道

的，由笔者根据主观感受，结合建筑学专业知识，从环境、质量等维度进

其次，开敞空间最后 ； 第二，底商招牌、人行道铺装、车行道铺装是变化

行考察，排除季节因素，综合各小类变化，判断其变好、变差或无差别，

最多的三个小类 ； 第三，总体上，主观评价变好的点远多于变差的点，主

分类及主客观评价标准见表1。

观评价变差的点的绝对数量很少 ； 第四，街道主观评价变好的比例较高，

其中，主观评价仅针对中类。因为小类太细，依次评判意义不大且对
品质变化的反映不够清晰，而各个中类指标差异较大又互相独立，若两个
中类的品质变化相反，很难综合评判一个大类或整个场景的品质是变好或
变差，因此不对大类及整个场景的品质变化做主观评价，所以对品质变化
的分析均以中类进行讨论。

而建筑和开敞空间主观评价变好的比例不高。
图 6 则反映了各中类主观评价结果的空间分布情况，其中，值得注意
的结果如下 ：
第一 ，所有类别里空间品质变差的只有极少数 ，并无连片的变差区
域，也不存在某个观察点各项指标均变差的情况 ； 第二，车行道与人行

主观评价的因素包括质量 、环境等方面 。具体来说 ，车行道品质变

道的变好点重叠率较高，呈现中心分布少，外围分布多的特点 ； 第三，建

化的主要标志是铺装质量、边界与道路标志线清晰程度。人行道品质变化

筑性质、开敞空间性质、开敞空间品质三类的变好点不多，且其分布位置

主要考察铺装质量、绿化数量、停车位数量及规范程度、街道家具完善程

同样是以外围为主 ； 第四，建筑立面和底商两类，变化但品质无差别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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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识别类型细分及主客观评价标准
大类
街道

中类
车行道
人行道

建筑

性质
立面
底商

开敞
空间

性质
品质

小类
铺装
车道
铺装
绿化
停车空间
街道家具
拆除
新建筑
色彩及材质
立面整治
数量
招牌
立面变化
新建筑

客观识别
变化记1，无变化记0
变化记1，无变化记0
变化记1，无变化记0
变化记1，无变化记0
变化记1，无变化记0
变化记1，无变化记0
被拆除记1，无变化记0
新建筑记1，无变化记0
变化记1，无变化记0
有整治记1，无变化记0
变化记1，无变化记0
变化记1，无变化记0
变化记1，无变化记0
新建筑记1，无变化记0

绿化
小品
停车空间

变化记1，无变化记0
变化记1，无变化记0
变化记1，无变化记0

表2 主客观变化结果统计

主观评价
变好记1 ， 无差别记0 ，
变差记-1
变好记1 ， 无差别记0 ，
变差记-1

大类 大类变化/个 中类
街道 251
车行道
（20.64%）
人行道

变好记1 ， 无差别记0 ，
变差记-1
变好记1 ， 无差别记0 ，
变差记-1
变好记1 ， 无差别记0 ，
变差记-1

建筑 367
性质
（30.18%）

变好记1 ， 无差别记0 ，
变差记-1
变好记1 ， 无差别记0 ，
变差记-1

开敞 97
空间 （7.98%）

多，尤其是底商，而且底商变化的分布呈现中心多外围少的特点。

立面
底商

性质
品质

中类变化/个
154（12.66%）
变好138，变差0
194（15.95%）
变好178，变差3

小类
铺装
车道
铺装
绿化
停车空间
街道家具
30（2.47%）
拆除
变好17，变差1 新建筑
126（10.36%） 色彩及材质
变好53，变差1 立面整治
272（22.37%） 数量
变好20，变差1 招牌
立面变化
83（6.83%）
新建筑
变好44，变差0
绿化
19（1.56%）
变好8，变差2
小品
停车空间

小类变化/个
126（10.36%）
50（4.11%）
170（13.98%）
36（2.96%）
24（1.97%）
94（7.73%）
13（1.07%）
17（1.40%）
92（7.57%）
68（5.59%）
37（3.04%）
268（22.04%）
17（1.40%）
83（6.83%）

发生变化/个
590
（ 48.52% ）
注：共1 216
个观察点

9（0.74%）
10（0.82%）
5（0.41%）

其次，齐齐哈尔市的街道空间品质并没有出现衰败趋势，反而有变好
趋势。仔细来看，对品质变好的贡献大部分来自街道的改善。这些街道的

四、讨论

改善表明，尽管人口在减少，但是城市市政没有停止投入用来改善街道品

1．空间变好与经济式微

质的资金。在建筑上，虽然变化较多，但多数为简单的底商变化，少数的

首先，齐齐哈尔市依然存在空间扩张的痕迹。笔者在比较评价街景图

立面整治和材料变化改善了空间品质，而极少有空间自然衰败的观察点。

片过程中发现，分布在外围的街道变好的观察点，多是从没有铺装的土路

此外 ，频繁的底商变更意味着经济活力不足 。统计数据显示 ，两年

升级成为铺装完好、人行道和车行道区分明确的道路，这也可以解释车行

内全城的底商换了两成有余（考虑到有些街景图片里不存在底商，变化的

道与人行道变好点重叠率较高的现象，因为街道是作为一个整体被改造更

底商占所有底商的比例实际更高），这些变更绝大多数是商家的变化，并

新的，而中心区的街道本已铺装完好，也无大的损坏，所以大部分没有变

不只是招牌的改善，并且这些变化的底商集中在较为中心的区域，这更能

化。建筑与开敞空间的外围变好点也多是由于新建的建筑、公园等提升了

反映出中心已建成城区所发生的变化 。底商的数量和变化趋势可以反映

空间品质。由这些发现可知，齐齐哈尔市市区的空间仍处在扩张之中，这

一个城市的经济活力，但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适量的商家变更代

也符合杨东峰等 提出的中国收缩城市“人口流失与空间扩张”的悖论。

表着一定的经济活力，但过于频繁的变化则预示着经济活力的缺乏。齐齐

[4]

客观变化类型：车行道铺装

客观变化类型：人行道绿化

客观变化类型：新建筑

客观变化类型：立面整治

客观变化类型：底商招牌

客观变化类型：开敞空间小品

主观评价：人行道变好 车行道变好 底商变好

主观评价：开敞空间品质变差

图4 客观识别与主观评价举例（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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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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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各中类主客观变化结果统计（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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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人口—经济—空间下行滞后（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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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各中类主观评价的空间分布（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哈尔市临街店铺变化较快 ，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人口的减少导致消费活力

“空间变好与经济式微”的现象。

下降，从而使做生意的难度增加，底商难以持久。但这种活力的缺乏并不

2．人口—经济—空间下行滞后

是非常严重，因为完全没有活力会造成底商数量减少，这在齐齐哈尔市没

结合本文的研究及笔者研究团队之前对中国收缩城市的研究 ，有望

有发生。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招牌变更意味着商家的更换，只有个

推断出齐齐哈尔市目前及可预见的未来内在人口、经济、空间的变化。首

别是同一商家改善了自家招牌，这与唐静娴 [8] 对北京居住区外围街道的底

先，齐齐哈尔的人口在下降，这是已经开始的变化，并且这种趋势在接下

商招牌变化评价有本质的不同 。对北京的研究虽然表明底商招牌变化率

来的几年内会持续下去 ； 其次，目前齐齐哈尔市的经济仍在增长，但从底

达 34%，但并不代表商家的更换，事实上，从其文中描述可推知此变化以

商的变化及人口的减少中我们已经感受到经济活力的式微，若无别的因素

“店主对底商店面的整改”为主体，即对自家招牌的改善，这与齐齐哈尔

干预，预测在不久的将来经济指标也会呈下降或停滞趋势。最后，目前的

市的特点不同，两者并无矛盾。

研究反映出空间品质仍在变好，并且极少有空间衰败的地区，但随着人口

总而言之 ，目前齐齐哈尔市的空间规模在扩张 ，空间品质在缓步提
升，但同时有迹象表明城市的经济活力式微，这构成了齐齐哈尔市目前的

24

的减少与经济的下滑，对空间品质改善的资金投入会变少，对空间品质的
维护投入也会变少，若无其他干预，最终将会出现空间的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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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三个指标的变化趋势放在一起 ，我们便会发现收缩城市的“ 人

口—经济—空间下行滞后”现象的适用范围。此外，对空间品质的评价不

口—经济—空间下行滞后”现象（图7），即人口先减少，随之而来的是经

限于对街景图片的主观打分，还可以融入人在街道空间中的实际感受，也

济的下滑，最后出现空间品质的下降。
关于下行滞后现象的原因 ，则与下行出现的诱因及反应延迟有关 。

可以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降低评价的主观性，使对空间品质变化的测度更
加全面、科学。■

通常来说，中小城市的吸引力比不上大城市，又没有足够的迁入人口，总
人口就会开始流失，人口流失的同时，原先处于发展中的经济并不会立刻
停滞，而是继续向上发展，随着人口流失带来的影响逐步扩大，经济会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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