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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味景观
街道空间品质的一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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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街道空间是人们对城市空间进行感知的最基础

关键词城市气味景观；北京旧城；气味追踪：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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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城市气味又是衡量街道空间品质的重要方面。

城市规划与设计

尽管如此，由于气味难以被测度与量化分析等原因，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城市气味景观至今尚未引起城市研究界的足够关注。

ａｓｐｅｃｔ

文章试将城市气味追踪实验与社交媒体数据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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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京旧城气味进行类别划分，分析旧城范围内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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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气味景观，绘制旧城街道气味地图，并通过社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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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及其语义分析初步检验气味景观地图的可靠性。在

ｆｏ

此基础上，以后海片区为重点，分析微观层面的城市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气味层次以及气味对片区发展的影响。最后，结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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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讨论城市气味景观研究在城市规划与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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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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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义的场所，并让人记住这个地方，但城市研究和设计

城的气味景观，并用新浪微博评论数据间接检验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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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往往会忽视这一点，这就部分导致了城市规划的均

景观的可靠性。在后海片区，将气味进行分层解析，

人有五感，即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

质化以及由于缺乏地方性特征而带来的疏离感０１。比

分两组人员进行气味的现场追踪，绘制后海片区的气

较于其他感官，在城市研究中嗅觉系统属于被轻视的

如有学者指出，随着全球化发展，典型的英国小镇或

味景观。笔者在文章的第四部分，对部分北京旧城街

感官之一。但事实上，经过漫长的进化，哺乳动物具

城市已成为“克隆”城镇：“将有个性的商店取而代

道进行气味分类、数据分析，得到旧城气味景观图，

备了惊人的气味感知以及气味记忆和学习能力。美国

之的是单色的全球和全国连锁店”，“克隆”城镇只能

分析旧城街道气味空间分布规律，并对后海片区进行

洛克菲勒大学的嗅觉研究表明，人类的嗅觉系统可以

提供均质的嗅觉环境”１。同时，气味也有助于构建一

气味追踪，借助对微博评论的语义分析间接检验气味

识别超过１万亿种不同的气味…。同时，神经生物学

个地方的社会经济身份，比如油腻的气味来自于快餐

景观图的可靠性。文章最后，探讨结合气味进行空间

家戈登．谢菲尔德（Ｇｏｒｄｏｎ 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也指出，嗅觉

店，往往与棚户区和夜间经济相关联。如此，气味成

干预的可能性。

涉及人脑中的很多区域，除记忆和情绪以外，还与语

为强调社会经济界限的一个无形标签。

言等更高级的系统相联系。气味有着引导人们在记忆

１．３文章框架

２已有研究综述

中瞬间时空穿越和定位的能力，它能够将匿名的空间

笔者在文章的第二部分，综述国内外城市气味景

转化为个性化的地方，正如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

观的研究进展：国外的城市气味研究重在气味分类、

国外学者较早意识到了城市气味的重要性，研究

特（Ｍａ ｒｃｅｌ

Ｐ ｒｏｕｓｔ）所说：“无形的嗅觉也许也是一

２．１国外气味景观研究

绘制城市气味景观，在诸多大城市都有实践ｉ而国内

以环境应激源为主，近年来，对城市气味的科学研究

种坚固的存在。”

除了文学作品中的描绘，目前只有一次针对城市气味

也逐渐增加。目前关于气味研究的方法有以下三种：

１．２嗅觉与城市

景观的初步实验。笔者在文章的第三部分，重点介绍

一是通过嗅觉设备，对气味特征、强度、持续时间和

人类能够辨识１万亿种不同的气味，人的鼻子就

北京旧城城市气味景观研究（以下简称“北京气味研

频率进行科学测量；二是通过在线用户在地图上标记

是“气味大数据”的采集器。嗅觉和长期记忆密切相

究”）的方法：结合北京旧城的路网数据，以地图兴

气味；三是通过实验进行感官感知，组织实验员行走

关，更重要的是，气味能比视觉图像在人的大脑记忆

趣点（ｐｏｉｎｔ

感知是近年来国外学者采取的主流研究方法。

中保留更长时间”１。此外，嗅觉体验能对人的情绪心

反映城市气味源，并根据气味的扩散范围确定影响半

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挪威气味专家西塞尔．托

理产生影响，好的气味能够优化空间，让其成为有意

径，得到１０大类气味的空间分布，用以反映北京旧

拉斯（Ｓｉｓｓｅｌ Ｔｏｌａａｓ）就致力于收集不同形式的气味，

万方数据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以下简称“ＰＯＩ”）数据间接

她采集了７ ０００多种气味，包括人的体味和城市的气

京时所说的“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声音和光线被

味等，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气味博物馆”。托拉斯致

召回”，这些作品里，气味作为人们感知空间、记忆

力于把“气味”具体化，她的“城市昧景”项目搜集

城市的一个媒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在文学作

了斯德哥尔摩、伦敦和柏林等城市的气味，并制作了

品中对城市气味的描绘比较多，相较而言，对城市气

气味地图。

味的研究则鲜有进展。气味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于

英国的“感官艺术家”凯特．麦克莱恩（Ｋａｔｅ

空气质量和水体恶臭等，鲜有将气味作为人体空间

ＭｃＬｅａｎ）创立了气味系统分类轮盘，并对不同气味

感知的一个方面。只在近期，中国才有了一次实验，

进行颜色定义，将城市土地细分，定义城市中心和主

１５位实验员对南锣鼓巷展开“闻味儿实验”，绘制出

要区域气味的颜色，她曾带领志愿者在纽约的大街小

南锣鼓巷的气味地图３，研究的尺度较小，但却是很

巷进行气味探测（图１，图２），麦克莱恩的团队已经

有趣的尝试。笔者介绍的北京旧城城市气味景观研

在纽约、巴黎、新加坡等多个城市和地区进行了“感

究，则是在较大尺度上对中国城市气味景观进行的

官地图”的绘制（图３一图６）１

较早研究。

５１。

德国学者罗萨诺．希法耐拉（Ｒｏｓｓａｎｏ Ｓｃｈｉｆａｎｅｌｌａ）
及其团队对城市气味的研究则集中于分析在线用户在

３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社交媒体平台的数据。通过参与者实地调研，建立城

３．１研究数据来源

市的气味词典，运用社交媒体数据，探索全城气味，

北京气味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气味纳入

建立更加科学完善的城市气味分类系统，绘制体现主

到人体感知尺度的街道空间研究框架中。研究数据主

要街道气味分析、气味构成比例和行人心情感受的气

要包括路网、新浪微博评论和大众点评、地图ＰＯｌ。１）

味地图，并分析以上元素与城市规划等的关系。目前，

路网数据：考虑到研究的需要，北京气味研究所用道

他们对伦敦、巴塞罗那、马德里、纽约、波士顿等城

路为机动车能够通行的道路，由于原始路网数据细节

市都进行了气味地图的研究和绘制（图７～图１０）”１。

过多，经过制图综合与拓扑处理，确定参与计算分析

英国学者维多利亚．亨肖（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Ｈｅｎｓｈａｗ）对

的道路路段有４ ２７９条；２）新浪微博评论和大众点

认识和设计城市气味环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在《城

评数据：考虑到气味和人的主观感知相关，判断城市

市气味景观》（Ｕｒｂａｎ Ｓｍｅｌｌｓｃａｐｅｓ）一书中探索了嗅

气味种类和人们喜好程度的关联性则采用了微博评论

觉与个人特征，与周围建筑物、街道和周围活动等外

语义分析的方法（微博评论数据共２９１ ９１５条，大众

部因素的关系”１。通过参与者的反馈，定义气味模型，

点评数据共１０８ ９９５条），即通过分析语言中对于某

９．马德里综合气味景观

结合场所和空间气味进行城市设计。她与建筑师、城

种气味的情感倾向来确定人们对于城市中气味的喜

１

市设计师、规划师和工程师创建了关于气味和城市研

好程度；３）地图ＰＯＩ数据：根据简化后的街道，选

究的博客“Ｓｍｅｌｌ

取街道两侧街区内与城市气味相关的ＰＯＩ点位，共计

１实验员进行闻昧实验

２．实验员记录的城市街道气味信息
３巴黎城市气味景观
４．纽约城市气味景观
５．新加坡城市气味景观
６．阿姆斯特丹城市气味景观
７伦敦综合气味景观
８．巴塞罗那综合气味景观

０．纽约综合气味景观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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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ｔｙ”２，探讨在城市设计与

２．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ｓｍｅｌｌｎｏｔｅｓ

管理中如何使城市气味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团队对谢

４７

３

菲尔德、纽约、曼哈顿等城市进行了气味研究，并发

３．２旧城气味分类

Ｓｍｅｎ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Ｐａｒｉｓ

４．Ｓｍｅｌｌ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起了招募气味调查员等线下活动８１。

５．Ｓｍｅｌｌ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２中国的气味景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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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７６４个。

由于每个城市的生产生活环境、空间格局各不相
同，其气味的构成、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程度以及人们

从《离骚》中的“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

对这些气味的在意程度也不尽相同。北京气味研究在

艾也”，到大家耳熟能详的“长亭９１、，古道边，芳草

亨肖对欧美城市气味的分类４基础上，结合北京的具

碧连天”，再到《城门开》中北岛提及他记忆中的北

体情况，为突出旧城内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较大的气

２０时代建筑Ｔｉｍ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２０１７／６

表１．气味分类调整表
Ｔａｂｌｅ １．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ｏｌｄ ｃｉｔｙ

原气味类别

调查分析

食物

对于油炸食物、烤制食物、内脏料理等刺激型且传播较远的气味，讨厌与喜欢的

食物大类中分为温和型与刺

比例接近３

激型食物两个中类

草

分类调整

１；对于蒸煮食品、咖啡、茶、甜品和乳制品等较为清淡且传播距离

确定研咒问地

较近的气味，讨厌与喜欢的比例约为４：１
自然

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表示喜欢．并有约３０％的被调查者认为北京二环内缺少这样的

前朋删研阶段

原分类沿用

味道
微眦敏制挖掘

生活排放

垃圾、卫生间、厨房油烟、污水、燃烧的橡胶——一致的负面评价：１／５的受访

｜豳

将香火、香水、香熏统一归

者喜爱香火的气味，相近的是，１１３的受访者喜爱香水、香熏的气味

为人造香气

分机处理

城市建设

１０％的人认为二环内的城市建设对生活影响较大

原分类沿用

动物

讨厌与喜爱的比例基本为３：２

原分类沿用

ｌ

汽车尾气

近９０％的被调查者表现出了负面情绪，２２％的人认为对其生活造成影响

原分类沿用

医药

医院和药店的气味评价接近

原分类沿用

烟草

近４０％的人表示讨厌，对人们生活造成较大影响

单独分为一类

其他

受访者对城市街道中的书籍气味没有反馈，故而删去：有三位主动提出“雾

保留皮具的分类

ＰＯＩ’ｏ气咔什ｍ
叫城七域’ｔ嶂景碰

々迤成艰仆析’ｏ检验

ｌ
线；！｛｝规划Ｉ Ｊ活ｄＪ镱划诤议
１２

霾”，但是由于雾霆是对整个城市造成基本相同程度的影响，不将其作为二环内
城市气味的研究对象
表２气味分类与对应的ＰＯＩ数据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２．Ｓｃ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ＰＯＩ ｄａｔａ

气味分类

ＰＯＩ数据类型

食物

甜品店、茶馆、咖啡馆、卤煮店、烤肉店等

自然

公园、湖、花园、果园

生活排放

垃圾中转站、处理厂、废品收购站、公共卫生间、污水处理厂等

城市建设

施工场地

奇街棚唾峨

动物

动物园、宠物店、宠物用品店

汽车尾气

长途车站、公交车站、道路交叉１：３、加油站等

凳蔷譬

医药

医院、药店

烟草

烟草专卖店、景区等

人造香气

香水店、寺庙、道观等

其他（主要为皮具味）

皮革店

器，
”．北京旧城城市气味类别
１

２．北京旧城城市气味景观研究技术路线

１ １．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ｏｌｄ

ｃｉｔｙ

１２．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ｓｍｅｌｌｓｃａｐｅ ｓｔｕｄｖ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ｏｌｄ

ｃｉｔｙ

味类型，直观反映气味对人们生活和空间品质的影响，

知特点，对城市气味进行分层鼹析：１）基础性气味：

到进一步提升，首先整理微博文本数据，去掉空值和

将气味分类调整为食物、自然、城市生活排放、城市

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持续的、背景性的、较为稳定的、

符号后其准确率可达８５％～９０％：继而使用“ＰＹＴＨＯＮ”

装修建设、动物、尾气、医药、烟草、其他共９大类；

不易随时间变化的气味，如河道的湿气、空气湿度、

语句进行打分，文本情感极性判断在０－０．５之间判断

并设计调查问卷（附录１），在北京ｌＥｌ城寻找常住人

辛辣食物的香味等；２）短时性气味：这些气味可反

为负面，Ｏ．５—１之间判断为正面，最终将评价情绪值

群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１００份，获取有效问卷９８份），

映地区特质，通常比较固定地出现于一定区域，如鲜

分成三类（正面、负面、中性），进一步分析街道上

分析北京旧城的气味特征，根据问卷调查情况调整气味

鱼、鲜花、油炸食品、药品的气味等；３）临时’眭气味：

影响人们情绪的气味单因子。

分类（表１），最终将旧城的气味调整为１０大类，并适当

指在场所内短暂存在、被无意或有意注意到的城市气

３．５妙用气味的空间干预

细分出中类和小类（图”），与ＰＯｌ数据进行对应（表２）。

味（其他人或在其他时间都未必会闻到的气味），如纸、

将城市气味景观纳入城市设计进行考虑，通过有

３．３旧城气味景观分析

路人身上的香水、金属、油画、棉花糖、二手书的气

效利用气味景观对人体空间感知的积极影响，实现定

对于整个北京旧城城市气味景观的识别，借鉴希

味等。为获取后海地区三个层次气味的构成和持续时

义地块主题、提升街道活力、增加幸福度等目的，同

法耐拉团队分析社交媒体平台数据的方法，北京气味

间、气味强度等参数，了解后海地区城市气味景观特

时还可进一步将城市气味作为城市的重要识别特征用

研究以微博数据和ＰＯＩ数据这些线上数据间接反映城

征，研究小组参考麦克莱恩的研究设计了气味追踪测

于城市运营，达到增强城市意象、提高城市空间品质

市气味源，并根据晴天无风、无遮挡物的情况下各类

量表（附录２），实验员带着测量表对后海片区进行

的效果。

气味一般的扩散范围确定影响半径，进而得到各类气

实地调研和记录，分析并绘制后海片区气味景观图。

味在街道上的空间分布。

图１２是北京气味研究的技术路线。

借鉴希法耐拉团队所绘制的气味地图以及其对气
味构成比例和行人心情的分析，北京气味研究利用人

４案例研究

由于线下数据的获取需要实验员进行实地的气味

们在微博评论信息中的各种情感色彩和情感倾向性，

４．１案例地区概况

追踪，限于时间与人力，北京气味研究选取在ＩＥｌ城内

如喜、怒、哀、乐和批评、赞扬等，通过自然语义分

北京气味研究范围为北京二环内１１３城片区，面积

气味层次最为丰富、受人们喜爱程度最高的后海片区，

析的方法，分析评价者和他的情感倾向。再通过以情

约６２ ｋｍ２，它被梁思成先生称为“世界都市计划的

分两组人员进行气味追踪实验，检验大数据反映城市

感得分指标来量化定性数据的方法，把人们的情绪值

无比杰作””１。研究旧城独特的气味景观、寻求街道

气味的可靠性以及从微观尺度上深入了解北京旧城气

联结空间进行可视化分析，最后与气味图进行叠加来

品质的提升是旧城发展与保护的关键，也是北京迈向

味景观的构成，阐释该研究在城市规划与设计中的应

分析气味与行人情绪的关系。针对微博评论文本的提

世界城市的重要工作。北京历经元、明、清三朝７００

用前景。在对后海地区进行气味研究时，根据人体感

取，为了使正负面情感分析准确度（８０％一８５％）得

余年，城市气味景观经过时间积淀与发展变迁存留了

３．４后海气味景观分析

万方数据

１３．北京旧城街道气味浓度地图

１ ３．Ｓｃｅｎ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１４．旧城食品气味浓度分布图

１４．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１５．北京旧城城市气味分布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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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为人反感的气味分布地图

１ ６．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ｐｕｌｓｉｖｅ 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

ＢｅＵｉｎｇ

ｏｌｄ ｃｉｔｙ

１

７．受人喜爱的气味分布地图

１７．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ｏｌｄ ｃｉｔｙ

１８．北京ＩＥｌ城街道综合气味地图

１ ８．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ｍｅｌｌｓｃａｐｅ ａｌｏｎｇ ｓｔｒｅｅｔｓ ｉｎ

１９旧城街道食品分布地图

１９

２０．旧城街道食品种类分布地图

２０．Ｆｏｏｄ

２１．旧城污染分布地图

２１．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２旧城自然分布地图

２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

２３．旧城宠物店、动物气味集中分布地图

２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ｎｓｅ ｐｅｔ ｓｔｏｒ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ｉｍａｌ ｏｄｏｒｓ ｉｎ

２４．旧城垃圾、建设气味集中分布地图

２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２５．步行感觉舒适惬意的街道地图

２５．Ｓｔｒｅｅｔｓ ｐｌｅａｓａｎｔ ｔｏ

２６．环境品质不佳的街道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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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２７．后海短时性气味景观

气２０温１６年卜１ｗ１月ｃ１９＿北Ｒ赢３臻．‘蠡质量昆

２８后海瞬时性气味景观

２７，Ｓｍｅｌｌ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ｓｈｏ ｒｔ—ｔｉｍｅ 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 Ｈｏｕｈａ

街边小食摊位
散发出糖葫芦
等舌甘品的竦道

茶馆散发出清；炎茶香，
由于周围环境昧道不浓

厚．龇茶吾黧教较远

银淀桥两删
的炸鸡，烧
垮门面散发
昧造浓￡！Ｉ且
持久。

２茎蓑孙嚣翁曩蜚

公卫可的 共生闻厕｜蕈．到所 所近轻嵊 被处微遒

自然气味

２７

Ｔ。１５１９．ＢＣ北赢墨盔．。墨质量＆

●流濡荆气味●漕新荆气昨

气？Ｏ温１６ｐ￥Ｆ
气温卜１４．北风卜啦．空气质量良

甲打霪糕黎嗽
ｆｆ誊凳霪萧缸嚣

路上行人手中食物
的气昧，鞍差且持
续时间较长。

出较 的重

黜：｝撇◆

申道时 的．问 汽但较 车｛苎短 发遵。

鲁水酥

黄包车帆油昧

棉花■甜嘛

麓螬气酥

●袖画味ｉｌｌ

▲

路边艺术家油
画的味道．味
道很淡．
身边路过姜女的香水
味道．昧道浓淡程度

０

＿婆鏊ｉ！鸯脚

２篙薯髫震管

学磬徽回。。鬻黼

不一．持续时间调■

潮舅黝述叼黼口埘
历史的印记和独特的气味，这些气味能让人回忆起胡

题等也对市民生活造成了影响。污染形成了旧城气味

街区街道，相较而言，后海、南锣鼓巷、西单、王府

同里的热闹与繁华、街道旁的树荫与花香。

背景的第二个层次（图２１）。

井、天坛等地区具有适宜的步行空间和丰富的街道气

４．２气味景观分析
４．２．１城市气味空间分布规律

（３）自然：旧城少绿，旧城集中绿地与公园设施
分布分散

味（图２５）。
（２）反感的气味

在前述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根据气味分类绘

道路上的线性绿化设施未能良好地与集中绿地相

将气味细分到中类，筛选旧城中令人反感的气味

制旧城内的气味地图（图１５）与城市气味浓度地

联系，传统旧城中人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模式遇到了

（图１６），散发这些气味的地区影响了旧城的街区品

图（图１ ３）。旧城中气味源多，各种ＰＯＩ都对城市

挑战，旧城的树木与房屋的共生关系遭到了破坏。零

质。其中，车辆尾气排放、城市中的装修行为、交通

的街道产生了影响，每条街道都有着丰富的气味层

碎的绿地系统是旧城气味叠加的第三个层次（图２２）。

枢纽的人流密集处都是降低街道气味景观品质的主要

次（图１８ ｏ进一步分析街道上的气味，综合评价主
要的气味门类，研究气味单因子影响下的城市街道体
系，形成旧城主要的五个气味层次。
（１）食物：旧城好吃，各色餐饮云集，是人群活
动的集中地，活力源
美食构成了旧城气味地图的基底，旧城内共分布
各色餐饮店面６ ７１９个，遍布旧城街道。在满足居民
与游客的生活服务的基础上，一些特色的餐饮街区，
如：南锣鼓巷、后海酒吧街、西单小吃街、前门小吃
街等，成为了人群聚集和高活力的地区，也是反映旧
城美食特色的集中区域（图１４，图１９，图２０）。
（２）污染：旧城失陷，污水、垃圾需要处理，尾
气排放制约环境品质提升
旧城内部街道和胡同宽度有限，随着城市私家车

（４）生物：旧城失调，传统旧城人与动物和谐相
处的模式逐渐淡化
核心的旧城不再体现一种微循环的共生关系，蝉

因素（图２６），它们限制了人们在街道空间里的停留、
交往与互动。
４．２．３重点区域分析

鸣乌叫少了。来旧城观光的游客更希望旧城的内部街

对于选定的片区，主要采取气味追踪

区里保留传统的生活氛围与邻里模式，保持一种慢生

（Ｓｍｅｌｌｗａｌｋｉｎｇ）５的方法进行分析。实验员通过在街

活节奏。旧城里集中的宠物店、动物园构成了气味叠

道中步行，识别不同气味并记录其位置，将气味类别、

加的第四个层次，这种气味受欢迎度低（图２３）。

气味来源、气味强度、持续时长、闻味感受等描述记

（５）修复景象：旧城失格，旧城稳定的演变节奏
受到了不合理拆建的影响
传统的工匠技艺逐渐消失，粗放的建设模式影响
了旧城环境的协调，持续拆建与加建释放出的气味与
扬尘以及生活垃圾的随意堆放构成了旧城的第五个气
味层次（图２４）。
４．２．２城市气味景观地图绘制

录在随行笔记中，并最终将其落实在气味地图上。相
较于麦克莱恩的气味追踪方法，北京气味研究在绘制
重点区域的气味景观时，更关注人的情绪随着感知气
味的变化而产生的变化。
后海片区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至新街口大街，
南起平安大街，北至北二环，总面积１４６．７ ｈｍ２，其
中水域面积３４ ｈｍ２，绿地面积１１．５ ｈｍ２。这里曾是

数量增加，道路上尾气排放日益严重，人们反感道路

（１）喜爱的气味

北京城内７００年前元大都时期的古老水域，从元代起

的拥堵以及尾气排放，大气环境污染制约了旧城环境

将气味细分到中类，筛选旧城中令人喜爱的气

就是大都城的繁华商业区，沿岸处处是酒楼歌台、商

品质的提升。此外，在街道环境方面，一些商业店面

味，散发这些气味的地区能够体现旧城的特色，对于

肆作坊。人们在这里不仅能体验有山有水的自然风光，

的污水排放、垃圾的肆意堆放、个别卫生问的卫生问

旧城品质与活力的展示具有代表性（图１７）。对应到

还能体会周边王府和名人故居带来的老北京味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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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不仅有安静闲适的酒吧，还有隐藏在胡同中的各色

桥上人来人往，非机动车流量较大，因此站在银淀桥

京市中心城区的低碳生态景区深受大众喜爱。同时，

老北京小吃。在初期调查中，３５％的受访者最喜欢后

上会闻到比较多的瞬时性气味，包括路人的香水、人

负面情绪较高的地方，大多遍布在快速道附近，可以

海地区的气味，并表示：后海地区自然环境优美，人

力三轮车的机油气味等。穿过银淀桥胡同，走进后海

看出高峰交通拥堵地段、北京二环主要交通地段的气

文气息浓厚，是北京ＩＥｌ城内最适宜旅游休闲的区域。

南岸的北官房胡同，胡同北侧的几家酒吧在傍晚时分

味是人们不喜欢的。这些地方的大量汽车废气排放、

这里是前期调研中最受欢迎的片区之一。分析大数据

会散发出啤酒的气味，北官房胡同与小金丝胡同的交

垃圾堆积产生的气味困扰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使人们

气味地图，发现后海地区气味种类多，层次丰富，适

叉口处，有几间店铺正在装修，从胡同中走过可以闻

产生明显的情绪低下的反应。

于实地进行气味探测实验，因此选取后海地区作为重

到明显的油漆、木料的气味，这些气味虽然持续时间

点区域进行分析研究。

并不长，但却属于比较强烈的令人感到不愉快的气味。

上述分析说明，语义分析结果与气味地图分析结
果基本一致，并都反映出，一个让人愿意停留驻步的

实验员通过对后海片区的“实地闻味儿”，发现

综合分析后海气味景观，发现其受欢迎的一

后海地区的气味种类多样，且大部分为舒适宜人的气

个重要原因在于后海有着良好的自然环境一一身

味，基础性气味为各种食物的味道以及风中飘过的河

处后海公园和岸边的码头都可以暂时摆脱城市的

研究城市气味景观对于城市空间至少有以下几点

流的气味。公园内散发出谈淡的落叶和泥土的自然气

糟糕气味，这里四周弥漫着河水、树木的自然气息，

意义：首先，优化城市气味景观本身，能够提升区域

味：茶馆散发出清淡茶香，由于周围环境气味不浓厚，

尤其在春夏季节，会有大量人群愿意在这里停留

品质，通过气味地图，将区域内优质气味片区连接成

因此茶香飘散较远：而后海地区中气味最为强烈持久

休息。同时，复合多样的业态也是人们喜爱后海

网，结合街道文化、旅游项目等提高街道质量，吸引

的是银淀桥两边炸鸡烧烤等食物的气味。也存在一些

的主要原因。

行人前往，从而提升街道活力；其次，将城市气味景

不太受欢迎的气味，例如公共厕所、下水道等散发的

４．３情绪分析检验

观融入城市设计框架中，能够明确地区特性，定义地

地方应是气味宜人且气味种类不太混杂的场所。
４．４城市气味景观与空间干预

气味（图２７）。在后海片区，除了这些长期存在的“静

根据情绪评分图（图２９）可以看出，正面情绪

区主题，进而打造主题景观，营造主题氛围，策划主

态气味”，调查中还发现许多瞬时性气味，包括路上

较高地区主要集中于二环内东北区域，后海、恭王府、

题活动；同时，还可以将城市气味景观作为城市运营

行驶汽车的清新剂气味、路人的发蜡以及香水、棉花

北新桥、景山、阜成门等地段较为显著。而负面情绪

的要素之一，塑造美好气味环境，强调城市个性，强

糖等气味（图２８）。

较高地区则较为分散，主要分布在二环内南面、东北

化城市意象。

边缘、西面边缘等区域，东直门北桥、阜外大街、广

４．４．１城市设计：主题路线规划

结合实验员的调研感受，发现在后海片区的小石
碑胡同穿行时，最显著的气味来自街道两旁的各种烧

安桥、珠市Ｅｌ、幸福街等的评分明显较其他地方低。

烤炸串儿店铺，在小石碑胡同与后海北沿道路的交叉

将气味浓度图与情绪评分图进行叠加得出叠加分

（１）运动路线
为了配合运动爱好者在旧城里亦能有良好的户外

口，油炸烧烤食物的气味最为强烈，大多数年轻人喜

析图（图３０），看出正面情绪较高的地方，主要散发

运动场所，可以设计出适宜人们活动的运动路线地图

欢这种气味，但中老年人比较嫌恶。站在银淀桥上食

着自然、温和型食物等较受大家喜欢的气味，生态良

（图３１）。通过标出适宜进行运动的场所，例如公园、

物的气味逐渐消散，但银淀桥是后海重要的交通枢纽，

好，活力度较高，如后海公园绿化覆盖率达９１％、北

广场、体育场、公共体育设施等，继而参考舒适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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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气味地图，分析得出相对适宜人们进行运动的路线。
（２）观光路线
旧城拥有许多著名的游玩场所，更是游客在北京
的重点游览地区。通过标出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例如

（２）街道嗅觉识别系统的建立

姆斯特丹等都已有关于各自城市气味景观的研究，并

建立街道气味存库，以此设计嗅觉识别系统，进

且被很好地用于增进人们对城市的了解、增强城市意

行街道设计分析，改善街道的气味景观品质。

象和进行城市运营；相比之下，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

（３）文艺展演与气味的协同创作

直到２０１６年才有了一次小范围的尝试，笔者介绍的

故宫、景山、天坛、恭王府等受欢迎的景点，继而参

将气味视为一种艺术创作的媒材，以此来进行展

研究则是在较大尺度上对中国城市的气味景观进行的

考舒适惬意的气味地图，分析得出适宜观光旅游的路

演空间的气味设计，协助艺术工作者把气味融入自己

较早研究。由于人力和时间的制约，北京气味研究存

线（图３２）。

的创作。

在一些不足之处：１）研究范围限于北京旧城，未能

（３）文化路线

完成整个城市的气味追踪实验；２）目前绘制的气味

旧城蕴含着许多悠久的历史文化，亦存有丰富多

５结语

景观地图尚未反映气味强度随距气味源距离远近的变

彩且有趣的文化场所。可以标出这些重要的文化场所，

北京气味研究总结了国内外对城市气味景观的研

例如博物馆、文化中心、美术馆等设施，再参考舒适

究，结合北京实情，提出了一套适合北京的城市气味

惬意的气味地图，以及咖啡厅、茶馆、酒吧等的气味

分类方法；利用微博数据、ＰＯＩ数据等对北京旧城范

有了新数据的支撑，我们能够证明传统的北京城

地图，分析得出文化路线，让体验者以文化气味来拾

围内的气味源进行标识，根据各类气味的扩散范围和

除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外还充满着多元的气味，过去关

回文化记忆（图３３）。

影响程度，绘制出各种气味在北京旧城的空间分布与

注到的消极的气味仅仅是这些庞大的气味集合的一小

４．４．２城市运营：主题活动策划

化；３）目前的研究不能模拟天气状况对城市气味景
观的影响。

浓度变化；为了获取线下数据，由此更精确地反映城

部分。通过感知和了解城市气味的分类，构建旧城独

气味随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与情绪。可以创造独

市微观气味景观，研究选取后海片区进行气味追踪实

特的气味地图，提出针对消极气味的解决措施，以及

有的气味作为媒材，强化城市气味景观，打造独特的

验，绘制详细的气味景观图；利用微博评论数据，通

针对积极气味的引导方案，对于营造中心城的特色具

城市感知体验，提高城市空间的识别度。对于气味在

过语义分析，了解人们在各种气味空间中的情绪变化，

有深远的意义。

主题活动策划中的应用，有如下几点展望：

间接检验上述城市气味景观研究的可靠·眭；最后，探

（图片来源：图１一图６来自ｈｔｔｐ：／／ｓｅｎｓｏｒｙｍａｐ５．ｃｏｒｎ／，图７一图

（１）商业空间气味的规划

讨了将城市气味景观研究融于城市设计和城市运营的

依据商业空间形态与形象设计专属的气味，藉以

可能性。

１０来自ｈｔｔｐ：Ｉ／ｇｏｏｄｃｉｔｙｌｉｆｅ．ｏｒｇ／ｓｍｅ¨ｙｍａｐｓ／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其余图片
由作者自绘）

优化空间体验。

国外的大城市如纽约、巴黎、伦敦、新加坡、阿

附录１．城市气味预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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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气味研究中，通过气味模型体现人们感知的城市气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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