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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城市约占全球温室气体（GHG）排

放量的70％。同样在德国，城市的碳排放占了国家

碳足迹的很大一部分，城市也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

化影响。在城市环境中，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率增

加，包括风暴、洪涝或热浪，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物

理、经济和社会影响。因此，为了创造气候适应型

城市，地方政府需要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法，同时

考虑气候减缓和气候适应措施。

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德国城市的主要行动是最大

限度地减少建筑物的能源需求，交通行业减少碳排

以及改善紧凑型社区的土地利用规划。为应

对气候适应的挑战，地方政府必须制定全

面的适应战略，并将其纳入现有的城市

发展规划中。为了识别风险并制定有针

对性的行动计划，气候风险分析对于提供

明智的决策、增加成本效益统筹至关重要。

它们整合现有的气候数据和预测，同时还考虑

环境因素和社会经济挑战。不过城市灾害风险管理

（DRM）的整个领域还包括在紧急情况期间和事后

实施的预防措施，准备和应对，并涉及多个行政级

别的各种利益相关者。

地方政府的气候政策受到联合国（UN）、欧盟

（EU）以及德国联邦和州政府的框架和战略强烈影

响。一些其他组织，如德国城市协会，则进一步影

响地方政府的气候政策。德国联邦政府最重要的政

策框架是2008年德国气候变化适应战略（DAS）

，2011年通过的适应行动计划（APA），以及适应

进展报告，包括APA	 II计划，进一步详细说明2015

年的时间计划和财务计划。基于APA	 II，气候行动

的六个主要领域是水、土地、基础设施、工业、健

康以及区域规划和民防。为了识别德国与气候变化

相关的风险和潜在灾害，联邦政府建立了脆弱性网

络，这是一个由若干联邦机构和科学专家组成的研

究网络。自DAS和APA颁布以来，至2017年，大

约90％的拥有超过10万居民的德国城市，已经制

定了完整的适应战略，或在其发展规划中制定与气

候相关的综合行动计划。自2011年德国建造法典

（BauGB）更新以来，地方政府需要考虑土地利用

规划和基础设施发展的总体气候适应战略。

联邦政府提供了一些支持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措

施的计划。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

（BMU）的气候变化适应计划，为气候适应

的项目提供资金，包括方案编制、教育计

划和示范项目。区域可持续气候变化计划

（KLIMZUG）在2008年至2014年期间

提供了资金援助，它目标制定七个示范区

域的气候适应战略。BMU的国家气候倡议

（NKI）是另一个针对公共和私营利益相关者的

气候减缓和适应战略，以及对项目的支持计划。	 虽

然NKI专注于德国境内的项目，但BMU的国际气候

倡议（IKI）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为了降低城市环境中气候影响的风险，所谓海绵城

市的新概念是通过建立分散的绿色基础设施来提

高城市适应力的一种形式。基于分散雨水收集的原

则，它通过整合城市发展规划中的将于、蒸发，增

高和减低水位来支持自然水平衡。对于保险行业而

言，极端天气事件和相关风险的频繁发生，导致其

风险评估的不确定性增高。为了使保险方案可行，

提出气候保险是激励目标群体实施气候适应措施的

工具，以实现适当的风险覆盖，并将消费者的潜在

免赔额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

0.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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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主要的碳排放源，同时也十分显著地容易受

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城市环境中，由于人口众

多，建筑密度和基础设施密集，极端天气事件，如

风暴、洪水或热浪，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物理、经济

和社会影响。因此，城市在制定适应气候变化影响

的专项行动计划时，在减缓温室气体（GHG）排放

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在力。1

为了创造气候适应型的城市环境，地方政府需要将

自己作为温室气体排放者，它们需要考虑在气候变

化影响方面的脆弱性，以及城市发展中的其他变革

挑战。 2	 在其发展战略中，为了降低气候变化的风

险，需要采取行动实现温室气体减排和城市对气候

变化的适应性。为了识别风险并制定有针对性的行

1  EEA (2016): Urban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in Europe 2016. Transforming cities in a changing climate. Luxembourg. Source: https://
www.eea.europa.eu/publications/urban-adaptation-2016

2  Jolk, Anna-Kristin (2015): Gut kombiniert: Klimaschutz und Klimaanpassung in Kommunen. In: Klimaschutz & Klimaanpassung. Wie 
begegnen Kommunen dem Klimawandel? Köln. Source: http://edoc.difu.de/edoc.php?id=OTSJ58R4

3  Difu (2018): Die nächste Hitzewelle kommt bestimmt: Wir müssen handeln! In: Difu-Berichte 4/2018. Source: https://difu.de/
node/12282?fbclid=IwAR0zXhwC-mAfkgmdabTqK_mscJx6Aw6tm-MikHV1Pig6fcHX4X8AifuOg3Q

动计划，进行气候风险分析将至关重要，它将帮助

在制定潜在战略时做出明智的决策，并知晓成本效

益。

虽然对于德国的许多城市而言，近年缓解气候变化

措施和战略的制定已经处于最前沿，但气候适应性

在其城市发展议程中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自20世纪

50年代以来，温度高于30°C的天数逐渐在增加（见

图01）。最近，2018年的夏天表明德国城市在长时

间的高温期间已经面临挑战。温度接近40°C，导致

连续高温的夜晚、干燥的绿地和公园以及对民众健

康的危害。	3

1. 背景

图01: 德国在30摄氏度以上的天数（平均）（Deutscher Wetterdienst / UBA, 2018, 由BuroHappold公司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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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德国城市的温室气体减排

在全球范围内，城市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70

％，而城市面积仅占全球表面积的3％。4	 同样在德

国，城市地区在实现该国的气候目标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德国的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广泛的碳中

和。5	因此，德国城市需要以最小化其二氧化碳排放

量的方式，改善其城市结构，消耗更少的能量，产

生更少的微型颗粒物和废物。在德国，此类措施尤

其包括增加现状和新建筑的能源性能，支持可持续

的城市交通方式以及气候保护型的土地利用规划。6

在德国，建造业约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三分之

一，约占总能耗的40％。7	 	 因此，最大限度地减少

建筑物的能源需求和排放是该国气候战略的重要支

柱。这包括不断提高新建筑的标准，以及改善现状

建筑物。

交通行业约占德国最终能源消耗的30％，其中约90

％来自化石能源。交通占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8％左

右。 8	 因此，交通行业的碳中和不仅对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至关重要，而且对减少城市环境中的各种污

染也很重要。其中的策略包括加强公共交通，增加

骑车和步行出行方式的占比，以及支持汽车共享和

电动交通方式。

城市地区的土地利用规划结合了一系列减少碳排放

的措施。例如，高密度城市环境中的公寓住宅建

筑，比独立式住宅具有明显更好的能源性能。一般

4  BBSR (2017): CO2-neutral in cities and neighbourhoods – the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Bonn. Source: https://www.bbsr.
bund.de/BBSR/EN/Publications/OnlinePublications/2017/bbsr-online-10-2017-dl.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3

5  BMU (2016): Climate Action Plan 2050. Principles and goals of the German government’s climate policy. Berlin. Source: https://www.bmu.
de/fileadmin/Daten_BMU/Pools/Broschueren/klimaschutzplan_2050_en_bf.pdf

6	  Deutscher Städtetag (2012): Positionspapier Anpassung an den Klimawandel. Empfehlungen und Maßnahmen der Städte. Köln. Source: 
http://www.staedtetag.de/imperia/md/content/dst/positionspapier_klimawandel_juni_2012.pdf

7  BMU (2016): Climate Action Plan 2050.
8	  BMU (2016): Climate Action Plan 2050.
9  Weiland, Ulrike (2018): Stadt im Klimawandel. In: bpb - Dossier Stadt und Gesellschaft. Source: http://www.bpb.de/politik/innenpolitik/

stadt-und-gesellschaft/216883/stadt-im-klimawandel

而言，公寓的建筑面积明显小于独立式住宅，也拥

有更为紧凑的建筑设计。这降低了对一次能源的需

求、整体生态足迹以及建造基础设施的成本。此

外，紧凑型城市的原则并缩短不同土地功能之间的

出行距离，也减少了对私人机动车出行方式的需

求。

1.2 德国城市对气候变化的应对

高密度的城市环境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同样在德国，城市中的不透水表面和建筑表面，在

夏季加剧了对过热社区的影响，并且由于缺乏自然

排水区域和运河系统的排水能力而导致洪水泛滥。

为了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地方政府需要制定全面

的战略并将其纳入现有的发展规划。此外还必须考

虑到，许多德国城市因为不断增长的居民数量，正

经历着住房需求增加、额外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所带

来的转型。

在所有行动领域，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将地方、区域

和地方规划层面纳入进程中。在许多情况下，地方

政府已经被纳入了区域的气候适应战略。此外，城

市发展相关部门和（市政）基础设施公司之间的协

同作用也可以支持气候适应项目的实施。9

在城市发展规划中，措施包括例如，考虑现有城市

结构内的可用建筑用地，减少使用绿地进行建设开

发。为确保城市内的自然通风，在规划过程中应考

虑冷空气走廊。在建造新的社区和基础设施时，应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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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潜在的洪水区域以减少洪水造成的损失。其他

措施包括考虑现有和新的易受影响的公共设施的配

置，如医院、老人院、儿童保育中心或发电厂。在

意外事件发生时，这些设施需要特别注意物理预防

措施和应急计划。10	 最重要的是，统一规划和考虑

所有参与方，公共利益相关方，和其他的城市建设

参与者是很关键的，要确保全面地实施气候适应措

施。

10  Deutscher Städtetag (2012): Positionspapier Anpassung an den Klimawandel. Empfehlungen und Maßnahmen der Städte.
11  Weiland, Ulrike (2018): Stadt im Klimawandel.

1.3 气候风险评估和管理

德国城市在应对气候变化时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和风

险，具体取决于当地和区域的情况。因此，脆弱性

和风险分析是评估其具体危险性、行动领域和确定

当前优先事项的重要手段。气候模型、灾害图和标

注易发生灾害地区的风险图（例如法兰克福市气候

规划图集），是评估和将当地情况可视化的重要手

段。11	 由于气候适应策略和项目往往需要长期高额

收集和整合与气候相关事件的科
学知识、趋势、2030/2050年

情景分析和预测

确定问题和目标
（例如气候变化的潜在可能，

和影响系统结果的变化）

 检测和评价
实施的行动

明晰可行的解决方
案和实施的行动

否？

否？

 
否？

 
是？

评估风险
（事故发生的概率以
及后果的严重程度）

制定决策标准
（例如效用最大化，
成本最小化，降低故
障率，减少最严重的

损失）

评估不同的选择
（潜在的适应措施，
可行性，成本收益）

制定和部署决策支撑

私营部门
选择并鉴定实施的选项，问

题是否被正确定义了？
气候信息有效吗？

是否满足决策标准？

气候风险
评估

图02：气候风险评估循环（W. Travis, B.C. Bates, 2014，由Büro Happold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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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投资，因此必须考虑气候的不确定性，以防

止资源的错误分配。12	 	因此，要求城镇应该进行风

险评估，并将其纳入综合管理构架中，以提高其气

候适应能力。

在联邦层面，德国气候变化适应战略（DAS）从

2008年开始促进了脆弱性网络的建立，这是一个由

若干联邦机构和外部科学专家组成的研究组织。脆

弱性网络分析了整个德国不同地区和行业对气候变

化影响的脆弱性。它为地方政府开展自己的气候风

险评估提供了宝贵的基准。13	 这个网络利用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脆弱性概念。IPCC

将脆弱性定义为“一个系统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程

度，并且系统无法应对其影响，包括气候变化产生

的不确定性和极端事件”，以及“系统暴露于气候

变化和变化中的特征、程度和变化指数，其敏感度

和适应能力“。14	 网络的重点评估是关于气候变化

的潜在影响，从2021年至2050年的近期和近期情

景，以及2071年至2100年的较长远未来。此外，它

还分析了德国公民的适应潜力和实施气候适应措施

的政府结构。15

一般而言，进行气候风险评估的目的，是检验气候

变化影响形成的脆弱性，并识别潜在的危害。分析

12  Brasseur, Guy (Ed.) et al. (2017): Klimawandel in Deutschland. Entwicklung, Folgen, Risiken und Perspektiven. Springer, Berlin. Source: 
http://oceanrep.geomar.de/34663/1/bok_978-3-662-50397-3.pdf

13  adelphi / PRC / EURAC (2015): Vulnerabilität Deutschlands gegenüber dem Klimawandel. Umweltbundesamt. Climate Change 24/2015, 
Dessau-Roßlau. Source: https://www.umweltbundesamt.de/sites/default/files/medien/378/publikationen/climate_change_24_2015_
vulnerabilitaet_deutschlands_gegenueber_dem_klimawandel_1.pdf

14  Parry, M.L. et al. (2007):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Source: http://www.un-documents.net/ipcc-ar4/wg2-spm.pdf

15  adelphi / PRC / EURAC (2015): Vulnerabilität Deutschlands gegenüber dem Klimawandel.
16  Travis, W., Bates, B. (2014): What is climate risk management? In: Climate Risk Management 1. 1-4. Source: https://www.sciencedirect.

com/journal/climate-risk-management/vol/1

现有的与气候有关的数据和预测，同时整合环境因

素和社会经济挑战。脆弱性及其风险得到识别和审

查。随后要评估适应措施的备选方案及其成本和潜

在效益，并最终协调一致。为了简化流程，重要的

是要在纳入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下，就预先定

义的决策标准以及在预计目标的共同基础之上进行

协调。在精心设计的风险评估中，支持决策的体系

将进一步提供额外的好处，并监控整个过程（见图

02）。16

准备应对灾害和引导相关业务的全部范围称为灾害

风险管理（DRM）。	 虽然DRM通常从评估气候相

关风险开始，但DRM还包括在紧急情况期间和之后

实施预防措施，适当的准备和应对。此外，全面的

DRM规划涉及多个层面的利益相关者和受影响的目

标群体。

由GIZ和慕尼黑气候保险倡议（MCII）实施的推进

气候风险保险（ACRIplus）计划形成了DRM的方

法，在气候灾害发生之前、期间和之后将不同阶段

衔接起来。如下所述，这一概念特别关注风险转移

机制，包括气候保险，以防止灾害的潜在不利经济

影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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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综合气候风险管理（ICRM）

ICRM周期基于现有的国际DRM架构，涉及管理气

候风险和影响的几个阶段。它包括五个阶段，从预

防阶段开始：

1. 预防，包括风险评估、分析脆弱性，有关地区、

部门和目标群体的脆弱性、漏洞和危害。此外，

它还包括开发项目中，防止与气候变化有关灾害

的选项。

17  MCII / GIZ (2017): Increasing Resilience through Integrated Climate Risk Management. Source: http://www.climate-insurance.org/
fileadmin/mcii/pdf/ACRI_/ACRI__ICRM_Factsheet_final.pdf

2. 保留和转移，包括成本效益计算，确定实施灾前

应对措施和/或气候保险的具体方案，以及后果

对财务可能的影响。

3. 准备，目标是在发生灾害时建立适当的响应结构

和机制。这包括培训和建立专门的警报和应急程

序、计划和应对团队。

4. 响应，包括灾害发生后的紧急应对措施，并确保

足够的资金。响应机制高度依赖于前一阶段的投

资。

5. 恢复，包括实施重建和恢复计划。这里要考虑“

更好地重建”的方法，将已建立的防灾系统的漏

洞和脆弱性纳入重建过程。17

预防 保留和
转
移

准
备

响应

恢
复

风险分析

减少风险
的措施

灾前
融资

应急管理

减压

灾后融资

复兴

更好地
重建

弹性

图03：灾害风险管理周期（GIZ/MCII,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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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管架构

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行政边界，地方

气候行动被嵌入了多层级的治理中。地方政府的

气候政策由联合国（UN）、欧盟（EU）以及德国联

邦和州政府的架构和战略定型。此外，德国城市

协会等组织也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气候政策。1

在过去十年中，德国联邦政府采取了若干战略和构架，

旨在将气候适应措施纳入若干部门和相关立法中。	

DAS以及随后的适应行动计划（APA）旨在为地方政

府提供与其适应战略相关的指导。

2.1 德国的气候适应战略和行动计划

2008年，德国联邦政府通过了DAS，建立了适应国内

外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中期架构。该战略包括对气候

变化影响的展望和预测，并描述潜在威胁并确定了应

对行动的行业，如建筑行业和区域及空间规划。DAS

概述了一个系统的风险评估过程，旨在降低已确定的

重点领域的脆弱性。此外，它还指导了地方政府与其他

公共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范围。2

随后2011年制定的行动计划APA	 I进一步规定了德国

在气候适应方面的措施，并强调了目标和行动。该行

动计划概述了联邦政府与德国州政府共同实施的专门

行动。这包括气候影响评估和监测系统、合作网络的

发展、协同方案和有针对性的措施，以及补贴计划的确

立。APA	I建立在四个战略支柱之上：

• 提供知识、信息并使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联系，

• 联邦政府支持建立指导框架和财政援助，

1  Deutscher Städtetag (2012): Positionspapier Anpassung an den Klimawandel.
2  BMU (2008): German Strategy for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Source: https://www.bmu.de/fileadmin/bmu-import/files/english/pdf/

application/pdf/das_gesamt_en_bf.pdf
3  BMU (2011): Adaptation Action Plan I; Source: https://www.bmu.de/fileadmin/bmu-import/files/pdfs/allgemein/application/pdf/

aktionsplan_anpassung_klimawandel_en_bf.pdf
4  BMU (2016):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Initial Progress Report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n Germany’s Adaptation Strategy. Berlin. 

Source: https://www.bmu.de/fileadmin/Daten_BMU/Pools/Broschueren/fortschrittsbericht_anpassung_klimawandel_en_bf.pdf

• 将适应措施纳入政府拥有的基础设施和基础设施

项目中，

• 考虑德国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对气候适应的责任。3

联邦政府每四年发布一份关于DAS实施的进度报告，

并更新德国气候适应的工作范围。2015年进度报告包

括更新的行动计划APA	 II，也定义了具体的时间表和

财务计划。此外，还强调了六个主要的气候行动领域：

• 水，聚焦水资源管理、沿海地区保护、海洋生物以

及渔业，

• 土地，重点是土壤管理、农业、森林和生物多样性

管理，

• 基础设施，包括建造行业、能源供应、运输和交通

出行，

• 产业，包括旅游业、金融业、商业和工业制造业，

• 健康，涉及人们的健康

• 区域规划和公共安全，旨在通过跨行业空间的区域

和城市发展规划纳入适应措施，以及在极端天气

事件中采取公共安全行动。4

为了识别德国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和潜在危害，联

邦政府建立了上述脆弱性网络，这是一个由若干联邦

机构和科学专家组成的研究联盟。该网络建立了气候

预测和特定区域脆弱性的展望。

脆弱性网络2015年进展报告中，确定了德国面临的主

要挑战，应对它们需要采取专门的预防行动和战略。

确定的挑战包括（i）城市群的高温压力，（ii）水管理，

包括高温热浪期间的水资源短缺，（iii）暴雨和洪水，

（iv）河水泛滥，（v）沿海地区的破坏，（vi）	对生物多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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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和自然发展的影响。5	 几乎所有已确定的问题都

与城市环境高度相关，并且可以通过有关物理的发展

规划和建筑环境适应措施来应对。

2.2 德国城镇的气候适应战略和发展规划

自德国DAS和APA颁布以来，许多德国城市制定了具

体的气候适应措施。到2017年，大约90％的超过10万

居民的德国城市已经制定了完整的气候适应战略，或

把聚焦气候的综合行动融入发展规划中。6

在制定城市制定气候适应方案、战略和规划之后，地

方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计划措施的实施。在许多

情况下，巨大的利益相关者网络、不同的联络点、不同

的理解和利益诉求可能会妨碍计划实现。个别利益相

关者短期的经济利益、高昂的前期成本和过长的资金

回笼期，可能甚至会把志向高远的气候适应方案拦腰

截断。在此方面，制定行动计划时的高透明度，包括受

计划影响公众的信息提供和公众参与，可以减少这些

潜在的障碍。

尽管在联邦、州和地方层面都制定了高瞻远瞩的战略，

但最重要的领域仍然是街区或社区层面。通过透明的

过程制定、信息透明和公众参与，增加了直接受气候影

响和规划措施影响的居民、企业对地方的职责承诺。

与此同时，在社区或街区一级，气候适应战略有时抽象

和概念的设计将被分解为具体和有形的措施。7

5  BMU (2016):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6	  Christian Kind and Katharina Sartison (2017): Wie deutsche Städte sich an den Klimawandel anpassen. Source: https://www.

umweltbundesamt.de/themen/wie-deutsche-grossstaedte-sich-an-den-klimawandel
7  IC Ruhr (2014): InnovationCity. Leitfaden Klimagerechter Stadtumbau. Bottrop.  
8	  EEA (2016): Urban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in Europe 2016. 
9  BBSR (2016): Klimaresilienter Stadtumbau. Bilanz und Transfer von StadtKlimaExWoSt. Bonn.
10  Baugesetzbuch (BauGB).
11  BBSR (2016): Klimaresilienter Stadtumbau. Bilanz und Transfer von StadtKlimaExWoSt. Bonn. 
12  VV Städtebauförderung 2018. 

2.3 德国提高气候适应能力的城市规划工具

气候变化同时影响到各个城市行业，它被认为是一项

系统性的挑战。8	 虽然德国城市也需要应对其他转型

趋势，例如人口结构变化、人口增长、住房供应和基础

设施改善，但它们也需要同时考虑与气候变化相关的

规划。	随着许多城市行业，如建造业、交通运输、城市

交通出行、工业生产和商业开发等，都正在影响温室

气体排放，它们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气候变化后果的影

响。9	 因此，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的手段已被纳入德

国的建筑规范、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更新的立法构架

中。

指导地方政府空间发展规划最重要的法规是德国建造

法典（BauGB）。BauGB包括法定的德国规划和分区

的法律条文、发展规划的规定，并规定了环境影响的评

估。10	 自2011年修订以来，地方政府必须考虑土地利

用规划和基础设施发展的综合气候适应战略。此外，

还要考虑城市重建和更新措施中对气候适应的各个方

面。因此，BauGB现在也将不利的气候影响视为城市

重建行动的正当理由。11

除此之外，德国城市更新的补贴构架、城市发展管理

协议（Verwaltungsvereinbarung	 Städtebau）也强

调了有关减缓气候变化和气候适应的措施。减缓气候

变化和气候适应被认为是一个跨学科问题，需要在所

有联邦城市更新的补贴计划中予以考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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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财政激励和补助

德国联邦政府提供了一系列补贴计划，以应对气候

变化带来的挑战。针对气候适应措施的计划以DAS

框架为基础。为短期项目以及包括区域和城市发展

规划在内的长期方案提供财政援助。1

3.1 气候变化适应的联邦计划

2012年，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

（BMU）推出了气候变化适应计划，专门资助适

应气候变化效应的措施。它向德国的地方政府、企

业、教育机构协会或类似机构发放财政援助，以帮

助它们建立适应方案、教育计划或示范项目。

例如该计划支持一些城市和区域（例如不来梅	 -	 奥

尔登堡、基尔等地区）的综合气候适应战略、气候

适应工具和规划工具的研究（如降雨或洪水灾害

图）或教育计划	 （例如旅游行业、农业或卫生部门

的适应措施）。根据两个步骤的筛选，符合条件的

项目将获得100,000至300,000欧元的资助。2

3.2 让区域的气候变化可持续	–	  
KLIMZUG计划

区域可持续气候变化计划（KLIMZUG）在2008年

至2014年期间，为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发起的气候适

应项目提供了财政援助。	 KLIMZUG的目标是制定

七个示范区域的气候适应和应对极端天气的战略。

然后将适应战略纳入现有的区域和城市规划构架

中。

1  BMU (2016):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2  Projektträger Jülich (2018): Förderung von Maßnahmen zur Anpassung an die Folgen des Klimawandels. Source: https://www.ptj.de/

folgen-klimawandel
3  UBA (2016): KLIMZUG – Klimawandel in Regionen zukunftsfähig Gestalten. Source: https://www.umweltbundesamt.de/themen/klima-

energie/klimafolgen-anpassung/werkzeuge-der-anpassung/projektkatalog/klimzug-klimawandel-in-regionen-zukunftsfaehig
4  BMU (2018): Nationale Klimaschutzinitative. Förderprogramm Kommunalrichtlinie. Source: https://www.klimaschutz.de/

kommunalrichtlinie
5  BMU (2018) Nationale Klimaschutzinitiative. Zahlen und Fakten. Source: https://www.klimaschutz.de/zahlen-und-fakten

KLIMZUG的七个示范区域涵盖了不同的地形和气

候要求。这包括海岸线以及山区或内陆城市群。例

如，为德国北部汉堡市、德国波罗的海沿岸、柏

林	 -	 勃兰登堡地区或位于易北河畔的德累斯顿周边

地区（见下文）开发并实施了气候适应战略。此

外，KLIMZUG鼓励建立区域性的支援网络，以实现

长期合作、能力建设的模式和提高对气候变化的敏

感度。通过KLIMZUG的模型方法，示范了战略和项

目，旨在将其扩展到德国及其他区域等。3

3.3 国家气候倡议

BMU的国家气候倡议（NKI）是一项旨在实施

温室气体或气候变化适应措施的支持计划。自

2008年以来，NKI为德国各地的各种公共/政府

和私人利益相关者提供财政援助，并不断改变主

题重点。目前的NKI计划包括通过地方政府指南

（Kommunalrichtlinie）架构为地方政府的气候缓

解/适应项目提供财政支持，建造自行车基础设施，

建立温室气体减排的政府示范项目，或开发小型热

电联产的工厂。

地方政府的气候行动，特别是那些通过NKI地方政

府指南提供资金的行动，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该计

划对地方政府和市政公司就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

气候行动计划的制定以及实施管理提供初步咨询。4 

自实施以来，NKI资助了超过25,000个项目，总金

额约为7.9亿欧元。通过NKI的支持，对与气候行动

相关项目累计投入了25亿欧元。	 由此减少了超过

600,000吨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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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国际气候倡议

国际气候倡议（IKI）是BMU的另一项计划，是专门

针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项目。自2008年以

来，IKI为以下项目提供资金支持：（i）减缓温室气

体排放;（ii）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iii）保护天然

碳汇;（iv）保护生物多样性。有资格获得IKI资助的

机构是德国联邦的执行机构（如GIZ）、国际和非政

府组织、企业、开发银行或研究机构。6

截至2017年底，IKI已启动了600多个项目，并实

现了大约27亿欧元的财政支持。超过一半的已发

放资金用于气候缓解项目，另有20％用于气候适应

措施。7	 	 IKI支持的项目包括中德城镇化伙伴关系或

ACRIplus计划。

3.5 资助气候变化中的创新和研究

除了针对具体战略和项目的制定和实施的补贴计划

外，其他计划侧重于研发，以及设计应对气候变化

减缓和适应的新的创新措施。

6	  BBSR (2018): ExWoSt Forschungsfelder – Klimaresilienter Stadtumbau. Source: https://www.bbsr.bund.de/BBSR/DE/FP/ExWoSt/
Forschungsfelder/2017/klimaresilienter-stadtumbau/01-start.html?nn=430172

7  BMU (2018): 10 Years IKI – Facts and Figures. IKI funding volume by funding area 2008 – 2017. Bonn. Source: https://www.international-
climate-initiative.com/fileadmin/Dokumente/2018/10IKI_Facts_Figures_NEU.pdf

8	  BBSR (2018): ExWoSt Forschungsfelder – Klimaresilienter Stadtumbau. Source: https://www.bbsr.bund.de/BBSR/DE/FP/ExWoSt/
Forschungsfelder/2017/klimaresilienter-stadtumbau/01-start.html?nn=430172

9  European Institute of Innovation & Technology (2018): EIT Climate-KIC. Source: https://eit.europa.eu/eit-community/eit-climate-kic
10  Climate-KIC (2018): Climate-KIC. Source: http://climate-kic.de/%C3%BCber

比如联邦政府的实验住房和城市发展计划

（ExWoSt）支持研究、开发示范项目和样板案例。

关于气候适应问题，该计划目前包括专注于气候适

应型城市重建的研究，并通过联邦的城市重建计划

提供资金。高密度城市地区更新过程中的规划、合

作和沟通模式会接受严格的审查。在这里，研究包

括案例研究基础上的开发，其中包括了柏林或多特

蒙德等城市。8

欧洲创新与技术研究院（EIT）发起的另一项计划

是Climate-KIC，这是一个欧盟范围的研究网络，

旨在实现零碳排未来和提高气候适应能力。EIT的

Climate-KIC计划将公共和私人利益相关者与研究、

工业和商业联系起来。它支持创新的想法和初创的

企业，并提供教育和培训计划。该计划有四个主

题重点领域，（i）城市转型，（ii）可持续生产系

统，（iii）可持续土地利用，以及（iv）决策指标和

融资。9	自2010年启动以来，Climate-KIC支持的初

创企业已经吸引了超过5亿欧元的投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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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4：绿色莫阿比特区 © Benjamin Janecke (Source: https://de.wikipedia.org/wiki/Datei:BerlinHauptbahnhof.jpg)

4. 最佳实践
4.1 绿色莫阿比特区-柏林的智能和可持续街区发展规划

案例分析

绿色莫阿比特是柏林莫阿比特西区的城市发展规划。

各种形式的工业是该地区的特征。其超过一半的区域主

要是工业区，其他区域主要是住宅区。到2030年，莫阿

比特区预计至少增长24,000位新居民，从而产生了对住

房的额外需求。因此，该区需要增加现有的住宅存量，

并避免房产市场高档化的影响。此外，区的目标是在

2050年之前达成联邦政府的气候目标，实现碳中和，实

施所有行业的能源效率措施。仍在使用的现有工业设施

对2050年的气候目标构成了重大挑战。在整个发展规

划中，莫阿比特西区整合了气候缓解和适应措施。1

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绿色莫阿比特”的城市发展

规划是在城市规划师、公共管理部门、通信专家和专注

于能源、水、交通和循环经济的其他专家的协同下制定

的。在创建绿色莫阿比特时，评估了环境保护、减缓温

室气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几个可能性，特别是结合该地

区工业来进行塑造。分析还包括现有建筑和基础设施，

将它们作为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专家组确定了具体的可

1  EIT Climate-KIC (2018): Moabit West, Berlin. Source: https://www.climate-kic.org/success-stories/moabit-west-berlin
2  Senatsverwaltung für Stadtentwicklung und Wohnen Berlin (2018): Stadtteilentwicklungskonzept Green Moabit. Source: https://www.

stadtentwicklung.berlin.de/staedtebau/foerderprogramme/stadtumbau/D6-Green-Moabit.6368.0.html
3  Senatsverwaltung für Stadtentwicklung und Wohnen Berlin (2013): Stadtteilentwicklungskonzept GREEN MOABIT – Bericht. Source: 

https://www.stadtentwicklung.berlin.de/staedtebau/foerderprogramme/stadtumbau/fileadmin/user_upload/Dokumentation/
Projektdokumentation/Mitte/FG_Moabit_Nordring_Heidestr/D6_Green_Moabit/PDF/Green_Moabit_Bericht.pdf

4  EIT Climate-KIC (2018): Moabit West, Berlin. 

持续发展战略，重点是水、废物、能源、交通、公共和私

人空间、社会服务设施和环境管理。2

由此产生的绿色莫阿比特行动计划，包括几个具体的实

施项目。这些措施包括提高商业建筑的能源效率，实施

雨水收集并实现冷却及灌溉用途，增强交通系统和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例如增强公共交通、电动交通、多式联

运枢纽），通过热电联产工厂供热、太阳能发电厂以及

热回收系统的实施。绿色莫阿比特的另一个主要支柱

是建立新的绿色空间和更新现有绿地。通过种植树木、

扩大绿化面积、自然地收集雨水，创造能排放雨水的地

表。	各个项目的实施将一直持续到2024年。3

绿色莫阿比特的实施伴随着研究的启动，例如EIT的

Climate-KIC创新计划，旨在创建智能可持续发展区

（SSD）。通过专项资金和建立研究网络，SSD开发了规

划工具，并分析了该地区电动交通和低排放交通技术，

建筑物的能源效率和保温的潜力。作为柏林的试点区，

绿色莫阿比特正向该市的其他区展示一个示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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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5：埃森，2017年欧洲绿色之都 – 城市花园 © Wiki05

2017年，埃森被授予欧洲绿色之都称号，被认为

是气候适应型居住和可持续城市发展结构转型的示

范。埃森因其在改善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示范

性实践，以及减少用水量的努力而被选中。此外，

埃森多年来一直参与众多网络建设和倡议中，以改

善该地区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应变能力，实现持续

的减缓气候变化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

该城市位于德国鲁尔区，在过去的150年里经历了

重大的转型。自19世纪初以来，埃森的特点是大规

模的煤炭生产和重工业，这对该地区的环境产生了

负面影响。在20世纪下半叶煤炭和钢铁工业衰退之

后，埃森逐渐发展成为服务和金融中心。埃森的目

标是将气候变化缓解和适应的两个方面纳入其城市

发展战略中，转型成为气候适应型城市。与1990年

水平相比，埃森的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将温室气体

排放量减少40％。城市承诺每5年减少10％的排放

量。所以该城市设定的目标，已经超越欧盟、联邦

和州的目标。2

1  European Green Leaf (2016): 2017 EGCA Shortlist. Source: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europeangreencapital/applying-for-the-
award/2017-egca-applicant-cities/index.html 

2  City of Essen (2017): Essen 2017. Application for European Green Capital.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Source: http://
ec.europa.eu/environment/europeangreencapital/wp-content/uploads/2015/06/01_Application-EGC-2017_Climate-Change_ESSEN.pdf

该市的气候缓解和适应战略的一部分是一个工作团

队，组织实施行动计划和专门的措施。行动计划包

括160个单独的项目，这些项目已逐步实施。一些

计划的气候缓解项目包括提高能源效率的措施。

例如，通过节能LED和钠灯对公共照明进行了现代

化更新。此外，还努力在新建筑中实施被动房的标

准，并将现状建筑的翻新率提高到3％。一个城市

公共的机构klima/werk/stadt/essen，为建筑物的

业主在翻新和新建的节能措施方面，提供免费的咨

询服务。埃森市还参与了一项区域计划，叫做“老

房更新”（ALTBAUNEU），提供有关提高建筑能

源效率的信息，包括当地专家数据库，以及各种联

邦和州补贴计划的建议。其他的措施包括安装1400

多个光伏系统和一个生物质加热设备有助于分散式

发电。为了改变交通行业，为骑自行车者、行人和

公共交通工具改善了交通基础设施。此外，埃森市

还为公民提供服务项目，以获取有关节能行为的知

识，特别是针对低收入家庭。通过名为“节能服

务”（EnergieSparService）的计划，家庭每年能

案例分析

4.2 2017年欧洲绿色之都：埃森，鲁尔区

2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User:Wiki05


城市气候风险管理

够节省高达140欧元的能源开销，并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量约300公斤。3

埃森还参与了一项区域计划，即所谓的“百个气候

友好社区”（100	 Klimaschutzsiedlungen）的行

动，按照专门的规划指导方针开发住宅区，将社区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德国2009年颁布的“德

国节能规范”（EnEV	 2009）中规定的示范建筑物

的50-60％。目前，三个社区被归类为气候友好社

区。例如一个名为Essen	 West的开发项目，包括遵

循太阳能建筑规范的住宅建筑，优化其建筑朝向，

或在以前的市中心棕地上再开发其他项目等。项目

的方案预见了个人机动交通的减少，致力于整个社

区能够步行到达。热电联产装置的建立，优化了分

散式可再生能源的生产。4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埃森在开展公众参与过

程后，制定了气候适应战略，并分析了当地的风险

和脆弱性。作为该战略的主要支柱，该市的目标是

将城市一半以上的地表区域保持为绿地、开放空间

3  Klimawerkstadt Essen (2018): Persönliche Energiewende vor Ort. Source: http://www.klimawerkstadtessen.de/klimawerkstadtessen_
wohnenleben/klimawerkstadtessen_energiesparservice_essen/energiesparservice_essen.de.jsp

4  Klimawerkstadt Essen (2018): Klimaschutzsiedlungen. Energetisch optimierte Planungsansätze in Essen. Source: http://
www.klimawerkstadtessen.de/klimawerkstadtessen_startseite_1/klimawerkstadtessen_klimaprojekte/klimaschutzsiedlungen/
klimaschutzsiedlungen.de.jsp

5  City of Essen (2017): Essen 2017. Application for European Green Capital.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6	  City of Essen (2017): Essen 2017. Municipal Green Areas that incorporate Sustainable Land Use. Source: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

europeangreencapital/wp-content/uploads/2015/06/03_Application-EGC-2017_Green-Areas_ESSEN.pdf

或水体。通过绿色屋顶、绿色外墙、内庭院和街

景，进一步增加城市内的绿色基础设施，增加自然

排水区域。此外，该市将有目的性的水体设计融入

其发展战略，开辟城市中心区的冷却走廊，使密集

的城区得到通风，避免热岛效应。在埃森的城市发

展方案中，气候适应被认为是与所有规划部门相关

的主题，并且也是与减排措施相关联的一部分。5

专项的总体规划包括改善和改造开放和绿色空间，

还包括埃姆舍尔景观公园的转型，通过国际建筑

展（IBA）从1989年开始至1999年（参见要旨论

文＃3：转型的城市），把以前的工业中心转变为

绿色区域和公园网络的项目。另一个计划侧重于水

体，重塑城市内的水体。埃森“绿色”战略的总

体目标是让居民能够在最远500米的范围内使用互

为连通的绿色空间。主要的休闲区包括鲁尔河谷、

埃姆舍尔河谷、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园区或Gruga公

园，体现了该城市复兴和重建以前受污染棕地的决

心。在这其中创造了绿色多用途的设施，将气候保

护与休闲相结合起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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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4.3 德累斯顿区域综合气候适应计划	-	REGKLAM

德累斯顿示范区域的区域综合气候适应计划

REGKLAM，是从2008年至2013年由KLIMZUG资助的

示范项目。REGKLAM包括制定德累斯顿周边地区和区

域气候适应的综合战略，也包括制定具体目标和措施。

此外，REGKLAM中包含的行动直接建立在DAS和APA

的框架中。1

位于易北河畔的德累斯顿市，预计到21世纪末，室外

平均温度将升高1.4至3.5°C，这将导致炎热干燥的夏季

和温暖的冬季。在1991年至2010年期间，与1961年至

1990年的参考期相比，年平均温度上升了0.6°C。2根

据预测，夏季热浪的发生可能会增加。1991年至2010

年间，温度高于30°C的天数与参考期相比平均增加了

3.4天，预计在2021年至2050年期间将进一步增加3.9

天，并在世纪末增加13.5天。缺乏绿色空间的高密度中

1  REGKLAM-KONSORTIUM (ed.) (2013): Risiken beherrschen, Chancen nutzen. Die Region Dresden stellt sich dem Klimawandel. 
Strategiekonzept zum Integrierten Regionalen Klimaanpassungsprogramm für die Region Dresden. Dresden. Source: http://regklam.de/
fileadmin/Daten_Redaktion/Publikationen/Strategiekonzept_130924_final_online.pdf

2  REGKLAM-KONSORTIUM (ed.) (2013): Integriertes Regionales Klimaanpassungsprogramm für die Region Dresden. Grundlagen, Ziele und 
Maßnahmen. Dresden. Source: http://regklam.de/fileadmin/Daten_Redaktion/Publikationen/Grundlagen_Ziele_Ma%C3%9Fnahmen_
v2.0_final_online.pdf

3  TU Dresden (2013): Faktenblatt Klimawandel Dresden. Signale für die Klimaentwicklung von Dresden. Dresden. Source: http://regklam.
de/fileadmin/Daten_Redaktion/Publikationen/130122_Faktenblatt_Klimawandel-Dresden.pdf

4  TU Dresden (2013): Faktenblatt Regionaler Klimawandel. Regionale Klimaszenarios für die Modellregion Dresden. Source: http://regklam.
de/fileadmin/Daten_Redaktion/Publikationen/130122_Faktenblatt_regionaler-Klimawandel.pdf 

心城区受影响最大，面临城市热岛的风险，并且白天和

夜间的气温将持续温热。3	 与此同时，预计会更频繁地

发生强降雨和洪涝灾害。1991年至2010年期间，与参

考期相比，年平均降雨量增加了45毫米。4 

为了应对这些威胁，REGKLAM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措

施，启动了重点项目，并联合了区域利益相关者网

络。REGKLAM专注于以下几个策略支柱：

• 建筑和城市空间结构，包括居住区的适应措施，

在融入高质量绿地和开放空间的情况下，更新现

有社区，在城市中心区域再利用棕地。

• 供水和管理，涵盖德累斯顿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态

系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对供水和污水

处理技术系统的研究。

图06：德累斯顿的易北河附近溢出区域© dronepicr (https://www.flickr.com/photos/132646954@N02/25248438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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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林业，包括保护生物资源的策略，在确认气候

风险管理的同时，提供作为区域重要经济支柱的

旅游休闲区。

• 自然保护，特别是重要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包括气候适应型景观的措施。5

5  Müller, Bernhard (ed.) (2013): Risiken beherrschen, Chancen nutzen. Die Region Dresden stellt sich dem Klimawandel. 

REGKLAM展示了如何制定和实施针对城市及其周边地

区的连贯、长期的气候适应策略。各个重点领域的调查

结果与整个德累斯顿地区的区域综合气候适应战略相结

合。该计划回答了气候不断变化中可预见发展的基本问

题，并讨论了社会和经济的适应要求，以及气候适应措

施中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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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趋势

5.1 海绵城市	–	通过绿地和保留区域应对气候
变化

特别是对于经历严重持续性降雨的洪水，以及夏季

长期干旱的城市而言，所谓的海绵城市概念是一种

与气候适应高度相关的战略。基于分散式雨水收集

原理，通过在发展规划中综合考虑降水、蒸发、增

加和减少水位来支持自然的水平衡。1

利用该原则的地方政府通过提供自然排水区域，来

考虑暴雨雨水的利益。充足的绿色地表吸收水、水

通道和应急排水区域，能够减少洪水的风险。此

外，它们还可以减轻地方政府污水管网的负担，将

多余的水直接送回自然水循环。应对热浪和由此产

生的干旱，已建立的绿色空间则产生天然水储存，

并通过未密封的地表和增加的植被为地区提供冷却

效应。

雨水收集的其他措施包括合适的储存设施、改善土

壤保护和植被的连续供水机制。这也有助于改善城

市微气候。	 因此，在提供排水区域和降低洪水风险

的同时，这一概念对城市环境的气候条件产生了积

极影响，避免了城市热岛，并提高了降温效果。此

外，它还增加了公园的功能，这些公园理想地融入

了整体的规划中，在整个城市形成了绿色网络，同

时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休闲的绿色和开放空间。2

1  Sieker (2018): Das Konzept der Schwammstadt (sponge-city). Source: https://www.sieker.de/de/fachinformationen/umgang-mit-
regenwasser/article/das-konzept-der-schwammstadt-sponge-city-577.html

2  UBA (2017): Dauerregen in Deutschland: Wie können wir vorsorgen? Source: https://www.umweltbundesamt.de/themen/dauerregen-in-
deutschland-wie-koennen-wir-vorsorgen

3  UBA (2011): Versicherungen. In: THEMENBLATT: Anpassung an den Klimawandel, Dessau-Roßlau. Source: https://www.umweltbundesamt.
de/sites/default/files/medien/364/publikationen/kompass_themenblatt_versicherung_2015_net.pdf

4  BMZ (2017): InsuResilience. Klimarisikoversicherungen für arme und verwundbare Menschen in Entwicklungsländern. Berlin / Bonn. 
Source: http://www.bmz.de/de/zentrales_downloadarchiv/klima_und_cop23/BMZ_Infoblatt_InsuResilience.pdf

5  MCII / GIZ (2018): Advancing Climate Risk Insurance Plus. Source: http://www.climate-insurance.org/projects/advancing-climate-risk-
insurance-acri/

5.2 在气候适应战略下的气候保险

在气候适应措施范围内，针对气候变化相关灾害影

响的保险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工具。在减少公共和

私人实体经济损失的同时，也激励目标群体的个人

气候适应措施。

对于保险业而言，极端天气事件和相关风险的频繁

发生会导致其评估的不确定性增加，从而挑战保险

的经济性。	 为了使保险方案可行，从而实现适当的

风险保障，并将消费者的潜在免赔额降低到可接受

的水平，就要敦促目标群体加大适应气候变化的力

度。例如，为了降低个人风险，保险公司可以在建

立高质量建筑结构时提供保费折扣，或者在城市扩

建或更新过程中认可区域洪水图的编制。3

同样在国际发展的背景下，气候保险正在增加发展

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弱势群体的气候适应能力。

例如，德国联邦政府正在支持保障复原力全球伙伴

关系（InsuResilience	 Global	 Partnership），旨

在为4亿贫困和濒危人口提供气候保险。4	 此外，由

GIZ和MCII实施的上述ACRIplus计划旨在与当地利

益相关者一起制定量身定制的保险形式，并鼓励适

应气候变化，降低个人风险，从而降低保费和财务

负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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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讨论

全球范围内，由于人为的气候变化，极端天气的发

生频率越来越高。同样在德国，预测结果表明，年

平均温度正在增加，降雨量发生着变化，伴随着长

时间的热浪、洪涝和风暴。农村和城市地区需要量

身定制的方法，减少在空间、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损

失，这取决于地区的地形、特定的气候条件、人口

密度和建筑结构的类型。

与农村地区相比，大城市和城市集聚区作为基础设

施、经济增长和各种创新的中心，是温室气体的主

要排放者，同时也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影响涉及大量民众和建筑结构。因此，地方政府对

气候敏感的发展需要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法，同时

针对气候变化减缓和气候适应措施，并且考虑其他

问题	 -	 例如人口增长，以及城市扩建、更新、棕地

开发等。这需要总体、全面和跨行业的规划战略，

以制定气候变化减缓和气候适应措施，而不是孤立

的单个行动，而是整合城市发展规划所有问题的挑

战。

制定有针对性的气候适应措施，需要预先对脆弱性

和风险评估，并纳入全面的气候风险管理战略中。

由于对气候适应型基础设施的投资通常是长期行

为，并且带来高额的财务责任和行政责任，风险分

析可以避免错误的决策，并确定相关目标领域的优

先事项。虽然联邦政府为整个国家提供了脆弱性分

析，但每个城市和城镇都需要根据当地情况进行单

独的评估。根据气候风险评估的模型显示，此类分

析不是一个静态过程，而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过程，

需要包含所有公共和私人利益相关者的反馈，以及

对条件变化和新发现的应对。

德国的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意识到气候

变化带来的风险日益增加。自德国气候变化适应战

略DAS于2008年颁布以来，已在德国各地制定并

成功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和战略。联邦计划专门针对

城市环境中的气候适应，支持地方政府实现具体项

目。虽然气候变化缓解措施和补贴资金已经成为整

个德国的主流，但气候适应行业也正在得到重视。	

尽管德国许多大中城市已经制定了气候适应型战

略，但项目的实现还需要进一步的推进。

为了有效实施战略，城市中最关键的地方是街区和

社区。正如德国博特罗普的气候战略等项目所表明

的，街区和社区层面决定了气候变化缓解和气候适

应型措施的成功。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气候变

化减缓措施方面，需要重新思考个人、当地居民的

心态，坚持无排放的交通模式，在自己家中实施节

能措施和行为，以及在他们的周围环境接受大规模

项目。此外，对于地方政府的气候适应项目，当地

公民的早期参与以及持续反馈的程度，对于长期成

功至关重要。

在许多情况下，气候适应措施需要建立或改变保护

性的基础设施，这往往需要改变现状的城市结构。

除了降低气候变化相关危害的风险外，对气候适应

措施的投资可以为当地居民创造额外的价值，从而

减少实施过程中的潜在障碍。例如，通过加强城市

社区的绿色基础设施，创造自然保留区，以降低社

区温度，并建立新的休闲空间，增强绿地的可达

性，从而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这种模式有助

于人们理解气候适应措施，因为这不仅是对气候变

化的反应，它们还将作为改善居民城市环境宜居性

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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