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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0城市气候领导联盟已经成立了11年，联系着
全球80多座最大的城市，代表6亿多人口和四分
之一的全球经济。C40由城市创建和领导，致力于
推动城市温室气体减排、降低气候变化风险、应对
气候变化，同时提升市民的健康和福祉，增加经济
机会。www.c40.org 
 
 
C40城市气候领导联盟对温室气体减排和降低气
候风险的关键领域制定了一系列良好实践指南。
指南概述了具体气候行动的主要好处，同时列出
城市可以采用或有效扩大规模的方法和战略。这
些指南的制定是基于C40城市的经验教训，以及
参与这些领域的龙头组织和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
和建议。这些良好实践方法对参与C40网络的城
市以及世界其他城市均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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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城市地区因多个原因而比农村地区的温度高 5-9℃（9-16℃）。人造环境会发射热量，i城
市地表会比自然地面吸收更多阳光和热量，而且城市地区也缺乏植被通过蒸发降低温度。
这种现象被称为‘城市热岛效应’，会引发建筑能耗的增加和加重空气污染，同时降低城市
生活质量并增加城市健康问题和提高死亡率，特别是在热浪和非正常高温期间，情况更为
严重。 

 
表面降温在解决城市热岛效应和热浪问题上能够实现显著的效益。表面降温通常简单易行，
具有成本效益，在全球各地均可应用。屋顶和路面占城市表面的 60%（屋顶通常占 20-
25%，路面占 40%），阳光同这些表面接触后，有 80%被吸收，然后转为热量。ii除了引
入屋顶和路面表面降温外，城市还可以利用剩下的地表面积开发公园或其他绿色景观。 

 
本良好实践指南重点为成功启动和实施表面降温方案的几大关键因素，使得城市获得更好

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成果：这些良好实践方法包括： 
 
 

 

 
C40 凉爽城市网发起于 2012 年，和全球凉爽城市联盟 iii合作，旨在增加 C40 城市对城市
热岛效应的理解并支持表面降温方案的启动和实施。 

 
本良好实践指南旨在总结出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传播的凉爽城市良好实践的关键因素，

突出表现 C40城市在规划和实现表面降温解决方案中的成功。 

• 为房产业主进行低温表面的商业论证 	  
• 将降温方案融入到其他大型/长期基础设施项目中 	  
• 公众宣教和意识提升 	  
• 确认降温的综合效益并和相关项目对接 	  
• 为实施降温方案提供鼓励措施 	  
• 制定要求降温元素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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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目的  

 
C40 城市气候领导联盟对温室气体减排和管理气候风险的关键领域制定了一系列良好实践
指南。C40 良好实践指南对具体气候行动的主要好处进行概述，同时列出了基于 C40 城
市成功实施的活动和战略的良好实践原则。这些指南是基于 C40 城市和 C40 具体网络合
作得来的经验教训，而且吸收了参与这些领域的龙头组织和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和建议。 

 
以下的良好实践指南重点为成功启动和实施表面降温方案的关键方法，使得城市获得更好

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成果。这些方法取自于参与 C40 凉爽城市网的城市的经验而且和全
球各地的城市都有一定关系。 

 
1.2 引言  

 
城市地区因多个原因而比农村地区的温度高 5-9℃（9-16℃）。人造环境会发射热量，iv

城市地表会比自然地面吸收更多阳光和热量，而且城市地区也缺乏植被通过蒸发降低温度。
而且，包括车辆使用、工业和空调等在内的城市活动产生了更多的热量。这种现象被称为
‘城市热岛效应’，会引发建筑能耗的增加和加重空气污染，同时降低城市生活质量并增加
城市健康问题和提高死亡率。全球的主要城市都在经历越来越多的城市热岛效应以及因全
球变暖和天气模式变化引起的极端热事件，通过降温技术和战略处理这些危害是让在城市
适应气候变化的同时又直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和补偿全球气温上升的关键方法之一。 

 

2 表面降温和气候变化  
 
2.1 为什么要降温？  

2014年，C40城市中每 5座城市中有 3座（60%）向 CDPv报告，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城市

热岛效应或者更多热天，属于严重或极端严重的气候变化效应。这些热相关的关注在 C40
城市面临的气候变化效应中排名第二和第三，随后还会有更频繁的热浪和更热的夏季。 

 

有 21 座 C40 城市都把变热作为一项重要关注，他们正在集体合作，通过凉爽城市网
（C40 和全球凉爽城市联盟的合作产物）解决城市热岛效应和极端热事件。凉爽城市网旨
在帮助城市设计实施以解决方案为中心的方法通过降低城市温度和共享降温的好处来推动

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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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为什么重点是表面解决方案？  

 
屋顶和路面占城市表面的 60%（屋顶通常占 20-25%，路面占 40%），阳光同这些表面接
触后，有 80%被吸收，然后转为热量。vi，根据不同城市而定，还可以利用剩下的地表面
积开发公园或其他绿色景观。水的出现和利用是表面降温设计部署的另一个重要考虑项。 

 
表面解决方案往往是全球各地都可以使用的技术，容易部署、简单易行而且具有成本效益。

C40 城市中的‘表面冷却良好实践设计’可以归为两个主要类别：屋顶之上和地面之下。各
个层面上的解决方案彼此对照。在某些情况下‘凉爽’反射或以其他方式的非植被解决方案
是 好的，在其他情况下，植被方案却更有效而且能带来其他好处。无论使用哪种方案，

水的出行和应用都是一个重要考虑事项，因为有时候水能带来其他的降温效果，有时候又

会增加热量。 
 
2.3 屋顶  

 
清凉屋顶：清凉屋顶既要具有高反射性，又要具有高排放性，从而将接收到的阳光转换成的

热量 小化并将排出的热量 大化。现有的大多数屋顶都是黑色的，反射的阳光不超过 20%，
而新装的白色屋顶可以反射 70-80%的阳光。因此，新的白色屋顶通常为 28-36℃（50-65℃），
比黑色屋顶的温度低，而老化的白色屋顶则要低 20-28℃（35-50℃）。除了节省空调费用外，
清凉屋顶还可以提高屋顶寿命和屋顶设备的性能，如太阳光伏板的使用。vii 

 
绿化屋顶：绿化屋顶是安装在屋顶表面上的多层植被景观。用一层遮挡建筑材料的植被
覆盖屋顶，可以吸收热量，达到降温的效果。岁同土壤中蒸发，植物通过根部吸水从树叶
蒸发而产生蒸散作用，从而实现降温，这种过程利用环境热量 终达到降低周围温度的效
果。绿化屋面的另一种降温设计特点是在屋顶和植物直接留一条缝隙，让热空气向上移动，
通过对流排出建筑物，达到被动降温。viii 

 
除了能够降温外，绿化屋顶还可以提供多种好处。绿化屋顶可以管理和清洁雨水，清洁空
气中的污染物，通过保护屋顶薄膜不受太阳辐射而延长使用寿命，可以创造和保留生物多
样性，还可以提供更多的开放空间和/或食物生产空间。有人还发现绿化屋顶可以增加房
产的价值 ix。 

 
2.4 地面上  

 
凉爽路面：传统路面材料在夏季 高温度可达 50-65℃（120-150℃），所以接近地面的
空气温度也会升高。x 有许多路面材料颜色更浅，能够制成更具反射性的路面。而且，包
括加固嵌草路面在内的可渗透路面也可以通过存储在路面中的水分降低道路表面温度。 

 
公园和其他绿色景观：种植维护城市树荫是另一种给城市降温的方式。树木遮挡住地面
和周围构筑物，同时通过蒸散效应给城市降温。研究表明，小树林比周围的空旷地面温度

低 5℃（9℃）。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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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考虑水资源  

 
在某些情况下，利用水可以通过蒸发和改善植被蒸散进行降温。城市一般在炎热季节采用

水资源（喷泉和水池）或路面喷水系统或活动给居民降温。但是，在其他情况下，死水或

过多蒸发的水分会增加湿度，实际上让人感觉温度更高。关于地下水位和热量关系的研究

正在进行，或许能够为水位高低不同的城市提供一些信息。 
 
2.6 降温的好处  

 
全球凉爽城市联盟的研究凉爽屋顶和凉爽路面实践指南 xii 指出降温有以下几个关键好处，
并通过 C40城市的经验得到确认： 

 
降低夏季热岛效应：如果城市在炎热季节温度能够得到下降，则城市更宜居，居民更健
康。美国城市调查发现，在较热的夏季，如果全市都按照凉爽屋顶、路面并栽树，环境大
气温度可以降低 2-4℃（4-9℃）。 
 
对热死亡更具抵抗力：在热浪期间的降温对降低死亡风险非常重要。热浪在美国、法国、

俄罗斯和印度等地已经夺去数以千计的生命。城市热岛效应相关的高温和较高的污染水平

会产生普遍不适、呼吸困难、热痉挛和热衰竭、中暑、食物腐败造成的肠道疾病以及热死

亡，对人体健康造成很大影响。城市热岛效应让热浪的影响加剧。儿童和老年人以及病人

等易受影响的人群尤其容易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xiv 

 
在美国，平均每年直接和热相关的死亡人数为 400 人，xv因中暑加重病情死亡的人数更多，

估计为 1800 人。xvi芝加哥 1995 年热浪事件中，其中有 739 例死亡人员几乎都是在有黑
色屋顶的建筑物顶层死亡的。xvii 美国每年平均因高温造成的死亡率远超其他任何自然灾
害。哥伦比亚区也容易受极端高温事件影响，由于在夏季时候城市地区往往比周围农村地

区的温度要高，这使得其对健康的影响加剧。1948-2011 年间，平均每年有 285 人因高温
导致死亡。2014 年，全球凉爽城市联盟和迈阿密大学米勒医学院合作进行的一项研究发
现，在热事件期间，如果城市表面反射率增加 10 个百分点，平均死亡人数会上升 6%。
如果给增加的反射率加上 10%的植被覆盖，则平均死亡率可降低 7%。 

 
改善空气质量：由于臭氧层或‘烟雾’在热天形成更快，所以降温还有利于改善城市空气
质量。臭氧层污染是呼吸疾病的罪魁祸首，世界卫生组织预计，到 2030 年，臭氧层污染
将会成为导致死亡的第三大杀手。xix 洛杉矶进行的一项模拟发现，全市部署浅色表面和

树荫可以降温并因此降低 10%的烟雾浓度。xx 

 
提高舒适度：在没有安装空调的建筑物内，用白色屋顶带头黑色屋顶可以降低建筑物顶
层温度 1-2℃（2-3℃）xxi，让这些建筑物顶层在热浪期间更加舒适和安全。温度较低的屋
顶还可以用作炎热气候时的生活空间（特别是在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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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和温室气体排放：城市表面降温给安装有空调的建筑物带来的主要效益之一是降低

空调装置的能源开支以及因能耗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在美国的城市中，估计城市热岛效

应导致全城用电需求为 5-10%。在全球范围内，由于室内温度上升，空调需求市场不断增
长，在印度和中国等急剧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空调是一种能源密集型的降温策略，

费用很高，用电量大，而且往往在总体上产生更多的热量。低温屋顶和路面是比较廉价的

方案，要强于购买空调。例如：一个平房的低温屋顶可以节省空调成本 20%。xxii 

 
高峰用电需求降低：在极端热事件期间，对空调的过多需求会让供电系统超载，造成停
电或灯火管制。xxiii研究表明，在阈限值 15-20℃时，每上升 0.5℃（1.8℃），高峰用电需
求会增长 2-4%。xxiv低温表面可以通过在高峰炎热期间降低对空调的需求，提高电力公司
容量利用率，降低输电线路堵塞，避免高峰收费并免除针对高峰发电容量的其他投资必要
性。洛杉矶的一项研究发现，通过低温表面降低 3℃（5.4℃）可以降低高峰用电需求 1.6
千兆瓦，每年节省 1.75亿美元（按 1996年能源价格）。xxv 

 
全球温室气体减少的潜力：用高反射材料代替全球各地的屋顶和路面有一劳永逸的降温
效果，相当于从大气排出 440 亿吨二氧化碳，这一数量约等于全球一年的人为排放。xxvi

如一般汽车每年排 4 吨二氧化碳，用高反射性材料更好全球的屋顶和路面则具有联合的
‘补偿’潜力，也就相当于 20年内路上消失了约 6亿辆汽车 xxvii。 

 
他们的研究结果获得多个案例研究以及 C40城市的样例支持，其中某些案例详述如下。 

 

3 表面降温的良好实践方法  
 
3.1 佳实践的类别  

 
在凉爽城市网中，指出了几个相互补偿的方法来利用低温绿化屋顶和路面降低城市热岛效

应。一个城市采用哪种组合策略来达成目标取决于以下因素： 

• 城市是否有权力控制建筑规范或其他建筑规定 
• 建筑类型和所有制结构 
• 公众的兴趣和政治意愿 
• 市政府的经验程度、能力和资源 
• 对项目潜在综合效益的兴趣（经济回报、节能、健康和死亡率、舒适度） 

• 长期对比短期城市发展规划的程度 
• 气候条件/季节变化 
• 市场上是否有可用的城市降温技术和服务 
• （降温）能源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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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和实现有效的降温效果，C40 城市突出强调了一些关键的 佳实践方法，

其中包括： 
• 为房产业主进行低温表面的商业论证  
• 将降温方案融入到其他大型/长期基础设施项目中  
• 公众宣教和意识提升  
• 确认降温的综合效益并和相关项目对接  
• 为实施降温方案提供鼓励措施  
• 制定要求降温元素的立法  

 
C40已经找出以下案例，并分别进行了归类来展示凉爽城市网的 佳实践。 

 
3.2 为房产业主进行低温表面的商业论证  

 
如果某一降温项目能够为建筑物或基础设施业主或住户带来经济回报，而他们对潜在回报

的机会不了解或不确定，则为私营部门的行动进行商业论证是一个有效的策略。商业论证

对私有房产业主和管理人是一个特别有用的手段，因为可以通过降低空调能耗、延长屋顶

或建筑设备寿命和性能，和/或增加生活空间或财产价值来创造经济回报。 
 
采用这种方法，市政府可以直接进行机会审查，或同第三方合作评估单个案例中引入低温

表面解决方案的商业论证潜力。 
 
案例研究：伦敦 xxviii-经济开发区绿化  

 
总结：大伦敦政府（GLA）目前正在和位于伦敦中心的经济开发区（BIDs）合作确认并
实现增加绿色覆盖面的机会。‘经济开发区绿化’项目旨在推动伦敦中心的城市绿化，已经
支持了 15 个绿色基础设施审计和部分资助的示范项目。这有利于实现增加绿色覆盖面缓
解城市热岛效应和应对举办地表水涝的市长目标，同时提升伦敦的市容市貌。 

 
结果：该项目对 500 公顷以上的面积进行了审计，其中 300 处雨水花园、200 处绿化墙和
100 公顷以上的绿化屋顶以及花盆和窗箱等其他小型干预设施均有潜力。这些审计发现，
有可能增加 100 万 m2的绿色覆盖面。经济开发区绿化项目已经成功引起对城市绿化的关

注和意识。这就会鼓励公司企业投资绿化设施，作为其长期整修和再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成功的原因：该项目的成功是在于将绿化的综合效益放在 前面，表明‘绿化有利于事业’。增
加绿化基础设施不仅让地区对企业更加吸引力——对工人和客户/顾客都有吸引力，而且能够
让房产升值以增加租金，同时帮助城市区域对极端天气事件更具适应力，从而有利于保留经济

可持续性。该项目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项目从经济价值而不是环境影响的角度出发，项目实

施者花时间进行了确认：在启动项目以前，经济开发区管理者寻求的是价值。 
 
什么时候/为什么一个城市可以应用像这样的方法：如果城市对建筑规范的控制权力有限，
或者公众对绿化（包括降温）的综合效益不支持或不了解，则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同时还

要求政府有较高的执行审计或和第三方合作进行审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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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将降温方案融入到其他大型/长期基础设施项目中  

 
将低温基础设施方案和其他大型或长期基础设施项目整合可以为制定低温方案带来很好的

机会。这样就不需要单独为低温解决方案和融资进行商业论证。 
 
案例研究：东京-热障涂层和蓄水型路面  

 
总结：东京市政府（TMG）目前正在东京中心重点区域采用热障涂层和蓄水型路面设施
作为道路维护施工的一部分来推行低温路面。为了即将到来的夏季奥运会，东京市政府已

经将这些创新型路面沿运动场马拉松跑道和会场周围铺设。由于都市道路正在改造，所以

该市把这种路面整合进来作为道路维护施工的一部分。对于市区道路，市政府为热障涂层

路面提供补助。 
 
结果：该项目支持了长达 84 公里的低温路面，65 公里长的热障涂层路面及 19 公里长的
蓄水型路面。东京市政府计划每年扩建 10公里，到 2020年低温路面长度达到 136公里。
热障涂层降低地面温度， 高可比普通沥青路面温度低 8℃。 

 

另一方面，蓄水型路面通过水分蒸发 高可抑制路面升温 10℃。 
 
成功的原因：该项目的成功是因为将低温路面的环境效益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结合在一起。

将低温路面整合到奥运会开发计划中并为市政道路提供补助让项目更容易得以实施。大大

降低了低温基础设施商业论证的负担，有助于确保融资，否则单个的降温项目不一定能或

得资助。此外，蓄水型路面等先进技术的可用性也是让项目取得成功的因素之一。 
 
什么时候/为什么一个城市可以应用像这样的方法：如果城市有在建或拟建的大型/长期基
础设施项目，且城市对这些项目的技术和采购决策有控制权，则可以采用这种方法。还要

求有技术入口来实施各种解决方案。 
 
3.4 公众宣教和意识提升  

 
通过示范项目或传播降温指导方针和标准‘方法’进行公众宣教和意识提升，推动公众自愿
接受。 

 
案例研究：墨尔本 xxix-绿化指南  

 
总结：墨尔本于 2014 年 2 月发布了《绿化指南》以推动建造绿化表面并就绿化屋面、墙
体和幕墙设计、建造和管理提供技术建议，为建筑物业主和广大社区提供长期综合效益。

该指南的制定是墨尔本的第一次政策响应，墨尔本未来 30 年会面临人口翻倍，而且城市
热岛效应更加严重，因此未来会处于热死亡的高危状况。 

 
结果：目前整个墨尔本已建造 50 面绿化墙、100 个绿化屋顶和多个绿化幕墙——这些数
量还在不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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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原因：墨尔本通过公众会议进行了广泛的公众意见咨询，并和市民分享了指南。同

时留出了审核期让各类利益相关者提出意见。向公众公布《指南》而且并不先入为主强加

于人。 
 
什么时候/为什么一个城市可以应用像这样的方法：拟引入热缓解政策的城市可以制定出
指导方针分享一系列研究、现实建议和模式来实施其市内的植被覆盖。这一战略适用于多

种情况，但是在没有法律规范或其他公共指南和资源时尤其有效，但是还需要以其他方式

让公众能够而且愿意进行表面降温处理。为了产生效果，该战略要求政府和公众的高度沟

通能力或第三方的协助。如果不能进行商业论证或其他综合效益不能确立，则公众参与可

能是 有效的办法。如果对建筑物的法规监管有限，这也是一直较好的解决方案。 
 
3.5 确认降温的综合效益并和相关项目对接  

 
确认某一降温项目的综合效益是提升热情和政治意愿的绝佳战略，而且也有助于确立实施

项目的财务资源。例如：如果可以清楚表述降温策略带来的健康、水资源管理、节能和创

造就业的机会或其他好处，则有可能实现跨机构合作和资源共享。 
 
案例研究：纽约 xxxi——纽约低温屋顶计划  

 
总结：纽约低温屋顶计划 xxxii 鼓励并支持通过私营设施‘自我降温’以及公共建筑自愿者和
绿色工人计划实现纽约市屋顶的降温。xxxiii这些建筑物以其他方式是无法获得节能的。 

 
结果：纽约低温屋面计划发起于 2009 年，采用白色反射性涂层覆盖了 570 万平方英尺
（约 53 万㎡）的屋顶（626 栋建筑），补偿了城市热岛效应，从而达到给城市降温的效
果。这项计划直接为建筑业主节省降温成本 10-30%，被证明是应对城市热岛效应和温室
气体减排的有效方法。 

 
成功的原因：纽约低温屋面计划的成功部分是因为在安装期间，低收入、非盈利和公共建

筑的业主不承担成本或管理费用。除了环境效益外，还有因独一无二的社会设计协调了热

心公益的自愿精神带来的社会效益，并提供了绿化就业培训。即使当监管部门对建筑行业

监管权力有限（不过在纽约并非如此）时，这种部署仍然是有效的。 
 
什么时候/为什么一个城市可以应用像这样的方法：如果城市没有专项降温预算，但是有
自愿者或培训计划等其他资源可以动员并和建筑物业主对接，则可以采用这种解决方案。
匹兹堡市 xxxiv和凤凰城 xxxv都发现了这种方法的好处并已经引入了低温屋面志愿者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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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为实施降温方案提供鼓励措施  
 
如果商业论证不够有力或融资出行障碍，则可以提供（经济或非经济）鼓励。经济鼓励可

以采取补助或拨款等直接方式，或返利等间接手段。如果某一项目经济回报低于成本，但

是提供额外的补助让项目持平或以其他方式对房产业主具有吸引力，则可以采用融资战略。

当私有地产开发商和房产业主希望获得开发红利时可以采用对可建造面积给予额外津贴等

非经济鼓励措施。 
 
案例研究：多伦多 xxxvi——生态屋面鼓励计划  

 
总结：多伦多市于 2009 年启动了生态屋面鼓励计划 xxxvii以鼓励建筑业主接受生态屋面，

让建筑物更加可持续，并促进就业。该计划为建筑业主提供拨款安装新型屋面材料——带
植物的绿化屋面和反射太阳热能的低温屋面，以提供环境效益和打造适应性。有资格的建

筑物包括现有的住宅、工业楼、商业和机构大楼以及不受《绿化屋面制度》管治的新建筑 
（否则要求新施工绿化屋面在 2000㎡以上）xxxviii. 

 
结果：由于 2009 年引入的生态屋面鼓励计划，已经避免了 160 吨温室气体排放，并建立
起 23.3万㎡（250.7991平方英尺）的生物屋面空间（低温+绿化） 

 
成功的原因：该项目属于自维持性质，资金来自开发商按《绿化屋面制度》政策现金支付。
成功的其他原因包括，纳入了《绿色屋面制度》未做要求的小面积建筑（2000 ㎡以下），
否则这些小建筑还要遭受生态/绿化屋面的成本。同时还和屋面处理行业进行了咨询，以
提升对拨款计划的意识。 

 
什么时候/为什么一个城市可以应用像这样的方法：如果城市有提供经济鼓励的预算或者
采取创新的补偿方案，把那些不能满足绿化要求的单位的收费或罚款补助给那些能够满足

绿化要求的单位，则这种方法特别有效。规划权力不足或针对受限于生态/绿化屋面成本
的现有建筑或小型建筑的城市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3.7 制定要求降温元素的立法  
 
如果城市有足够的立法权力，则可以将某些降温要求加入到建筑规范、能源规范或其他法

令、规范和法规中。如果在市政府的权限之外，则可以利用省或地区立法机关作为大型地

区战略引入绿化、绿化屋面、低温屋面或低温路面。 
 
案例研究：东京 xxxix——自然保护条例  

 
总结：自 2000 年以来，东京市就一直在采取措施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包括为降低
建筑物表面温度而采用绿色覆盖屋面和墙面。为了深化这些工作，东京市政府于 2001 年
通过了《自然保护条例》，要求所有新建筑和现有的整修建筑对建筑物屋顶和墙面以及地

面都进行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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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建筑行业正在遵照地方政府按照绿化屋面的要求。由于《条例》的实施，5700 栋
新旧建筑已经增加了 180 公顷（180 万㎡）的绿化屋顶。促进现有建筑物的绿化被证明是
应对热岛效应的有效措施。2004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应用到既有建筑物的轻型绿化屋顶
可以将表面温度降低 25℃，即使在有隔热装置的条件下，也可以让天花板温度降低 1-3℃。 

 
成功的原因：在这一案例中，强有力的监管权力促成了实施绿化屋面的强制性要求，让建

筑部门遵照执行。东京市政府也进行了媒体宣教，广泛宣传《保护条例》和合规要求。 
 
什么时候/为什么一个城市可以应用像这样的方法：如果城市对建筑部门有较强的立法权
力和执行能力，则 适合采用这种方法。此外，类似措施要取得成功，必须要有强有力的

监管权力来确保对规范的采用，如有必要还要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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