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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系列案例皆有相应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

案例研究的背景脉络

本文概述了 REGREEN （中译为“重塑绿色”
）项目，就

生物多样性、社会共治、健康福祉、公众教育、水质改

善、海岸防洪、降噪、城市降温、空气质量改善、商业创
新和城市设计元素等主题，编制 13 份“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
（Nature-based Solutions，简称 NbS）应用案
例研究的过程、成果和里程碑。
全系列案例研究如下：

‣ 生物多样性：德国多特蒙德的传粉昆虫友好型食物
森林
‣ 生物多样性：
苏格兰爱丁堡的生态景观

‣ 社会共治：
德国汉堡的绿色屋顶战略

‣ 社会共治：
英国伦敦泰晤士米德的自然论坛
‣ 健康福祉：
意大利都灵的蝴蝶之旅项目

‣ 公众教育：
意大利桑特伊阿的
“一起建设学校花园！
”
项目
‣ 水质改善：
意大利伦巴第大区的 Gorla Maggiore 水
上公园
‣ 海岸防洪：
葡萄牙阿尔巴达的 ReDuna 项目
‣ 降噪：
德国萨克森海姆的绿化隔音屏障
‣ 散热降温：
奥地利维也纳的生态城

‣ 空气质量改善：德国斯图加特的绿色走廊

‣ 商业创新：西班牙马拉加的再生水灌溉 RichWater®
‣ 城市设计元素：德国路德维希堡的绿色客厅

编制此系列案例研究是 REGREEN 项目工作的一环，

旨在展示欧洲城市具有启发性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

案实践，作为项目活动中规划和实施类似方案的范
例。案例研究旨在突出具有启发性的实践、项目实施
过程中面临的障碍，以及所获取的经验借鉴。案例研
究的编制工作流程如下：

• 专家就‘启发性实践’之构成要素达成共识
• 确定案例的评估范围与流程

•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问，阐释具有启发性的实践
• 设计案例研究

>

专家就“启发性实践”之构成要素达成共识

本系列所选定和收录的案例研究主题，皆与 REGREEN
项目同样关注下列重点领域：

a. 社会、经济、技术、管理和财务方面的良好实践，以

及为恢复和新建的生态系统设计、建造、部署和监
测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驱动因素和障碍；

b. 促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实现多重或协同效益的
成功因素；

c.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成本效益因素；

健康福祉 :: 海岸防洪 :: 城市设计元素 :: 降噪 :: 散热降温 :: 商业创新
d. 如何通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改善人类的健康
福祉；
e. 如何将城市中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与教育推广相
结合；

f.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共创方式——即共同规划、
共同设计、共同实施和共同监测；
g.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相关知识平台，以及它们
可为“城市生活实验室”
（Urban Living Labs）提供
支持的潜力，使生态系统可为打造更宜居、更健康
和更具韧性的城市，提供相应服务；
h.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商业投资模式中，有利和
不利的因素。

各主题领域的首要任务，是在宜可城的统筹领导下，
与各领域专家合作，一同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
启发性实践”应包含的要素作出定义。在经过多次项

目会议和数轮电子邮件交流的共创流程后，各方合作
伙伴最终确定了可呼应项目需求的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主题，并在该基础上编制了本系列案例研究。

专家围绕“何种实践可谓具有启发性？”的提问，为各

主题制定了多项标准；而项目团队则在该标准的基础
上，对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实践进行了总体评估，并

挑选出适合收录在本系列中的最佳案例。除上述标准
外，团队也将项目的主要促成因素、实施过程中潜在
的障碍，以及导致项目失败的原因等方面纳入考量。

>

确定案例的评估范围与流程

在进入评估和编写工作前，项目团队先确定了案例的
筛选范围。团队选择通过堪称欧盟基于自然的解决方
案案例库的 Oppla 平台获取案例。
团队也曾考虑使用
Urban Nature Atlas 寻找案例，但由于 Oppla 平台在

欧洲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且团队须在有限时间内对该平台中约 300 份的案例进
行筛选，因此，团队最后决定聚焦使用 Oppla 平台中
的案例，并与平台团队开启了早期沟通。过程中，若项

目 团 队 成 员 发 现 了 其 他 重 要 案 例，或 发 现 登 录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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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la 平台上的案例信息与 REGREEN 项目的主题需

通过在梳理阶段开展的评估，以及登录在电子表格中

完善。
例如，团队曾通过 ProGlreg 项目与意大利都灵

启发性的实践”的一或多个案例。

求存在落差，则会以从其他渠道取得的信息予以补充
市开展合作。该市在健康福祉方面的一项有趣案例，
很适合以案例研究的形式展示，并收录在 Oppla 平台

中。
而得力于 REGREEN 项目开展的工作，有超过十个

案例得以被添加收录在 Oppla 平台中。
通过此方式，

项目团队填补了特定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主题，与
相关具有启发性的实践和可行性的空白。

为对案例进行全面审查，项目团队设置了一张具备多
项筛选功能的电子表格，将各主题对“城市生活实验

室”的重要性和数据需求纳入考量。
接着，团队就 15 个

案例进行了适用性测试，以核实该表格中包含的单元
格和筛选功能，是否覆盖了所有信息。在与各议题专

家反复讨论后，项目团队做出了相应调整，为案例的

筛选工作设立了更清晰的评估标准和评分法。相关资
讯可在 REGREEN 项目网站上查阅。

的记录，团队得以为各主题挑选出有助于诠释“具有

项目团队成员也在评估阶段，将在为编制案例研究收
集关键信息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限制和挑战，登录在另
一份电子文档中，并与项目主题专家和 Oppla 团队，
通过视频会议就那些问题交流讨论。

各方在项目初期即以达成共识，就平台的用户友好性
提出反馈，对 Oppla 团队和整个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社群都大有裨益。项目团队将附有详尽说明的最终版
电子表格分享给 Oppla 团队，就该平台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的案例数据库提出了宝贵的反馈意见。例如，

为协助案例检索，并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建立关联索引，项目团队建议平台添加新的
筛选功能。

在梳理 Oppla 平台中案例的过程中，项目团队发现，

>

然的解决方案相关主题。因此，有必要寻找更多案例

详尽的探索。
REGREEN 项目中的专家和主题负责人，

平台上既存的案例并未包含所有项目选定的基于自
来展示具有启发性的实践。基于对相关主题的认识，
宜可城联系了数位过往和当前执行中案例的负责人。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阐释具有启发性的实践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项目团队对所选案例进行了更
为各主题拟定了多个通用和针对特定主题的指导性
问题，并在该基础上为各主题设计调查问卷，以收集

OPPLA 平台案例筛选和 REGREEN 案例编撰流程示意图
OPPLA 平台案例筛选流程
工作包负责人
引导讨论和识别主题

项目协调人和
工作包负责人确保
主题事项保持一致

比对 REGREEN 项目
的分类方法

制定筛选 Oppla
平台案例的格式

提供反馈文件给
Oppla 平台团队

最终格式

从优挑选符合
REGREEN 项目
主题的案例

筛选案例

联系案例所有者

选定案例

辨识与良好
实践间的空白

REGREEN 案例编撰流程
团队联系
案例所有者

时间轴

REGREEN
复审稿件

初稿

访谈

准备问题

共同创造

确定
案例格式

案例所有者
初审稿件

控制表单

排版设计

宜可城
终审稿件

项目所有者
最终确认

各主题负责人的意见和反馈。问卷调查旨在为呈现案

• 挑战

团队将问卷发送给各案例的所有者，并通过访谈对开

• 经验借鉴

放式问题作出澄清，取得图像素材，以及相关信息的使

用许可。访谈有助于团队进一步收集未能反映在调查

问卷中的信息，并为在分析问卷调查结果过程中浮现
的新问题寻找答案。

>

设计案例研究

通过与专家们的讨论，项目团队确定了案例研究的具
体架构，旨在体现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过程，所获取
的最相关、最有趣和最重要的信息。案例研究的内容
结构如下：

• 相应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 目标

• 项目简介

• 机会
• 启示

• 更多信息
项目团队将为各主题撰写的案例研究初稿，分享给各
案例所有者进行初审，适时增减稿件内容。而纳入了

案例所有者反馈、经修改后的二稿，则交由 REGREEN

项目内的专家和宜可城同事，就内容和语言方面进行

审核与校对。最终完成的稿件则交由平面设计师进行
排版设计，确保版面易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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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主题案例研究的工作就此完
成，而本文则概述了编制此系列案例研究的过程，和
所采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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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研究的主题内容，收集合适的定性和定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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