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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广东省深圳市 22 个气象站 2013—2017 年共 5 年的逐时气象观测数据，计算了舒适度指数并

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结合天空开阔度和社会人口、经济数据对深圳各区分类，对比分析不同发展进程的 3 种典
型区域的舒适度指数以及舒适、不舒适日数和日变化等特征。结果表明深圳舒适度指数分布具有较明显空间
差异，舒适日数最多的地区是生态环境保护最好的东部。深圳的天空开阔度(Sky View Factor，SVF)空间分布
与夏季舒适度指数的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关联，夏季 SVF 数值较小的地区通常更趋向热不舒适。发达地区的舒
适度指数明显大于新兴发展地区和未发展地区，5 年的舒适度指数时间序列表明，新兴发展地区的夏季舒适度
指数变化幅度最大，这与近 5 年新兴发展地区发展迅速有关。3 种典型区域的舒适度指数总体上均呈上升趋
势，这与全球变暖和珠三角区域的快速发展进程关系密切。此外，发达地区和新兴发展地区的舒适度指数日变
化幅度明显大于未发展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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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城市化对局地气候的影响则更明显。作为

1 引

言

中国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城市，深圳地表的物理性
质改变十分显著，大量原有的农田植被在短短 40

自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的速度在全球范围

年内被城市建成区代替，估算表明城市化对深圳

内都急剧加快。城市地区高层楼宇的数量逐渐增

局地升温的贡献率甚至超过了 80% [8]，成为城市

多加密，从而显著改变城市下垫面的物理属性，进

气候环境变化的主要影响因子。

而改变了原有地-气间的物质能量交换过程，对局

局地气候变化对城市最直接的影响是改变了

地气候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叠加在全球

居住环境的舒适性。为评价气候环境的舒适性，

变暖的效应上，使得局地气候产生了十分显著的

人们通常使用舒适度指标来评价人体在不同气候

改变

[1-2]

。一般来说，气候变化研究更关注大尺度

的气候环境问题

[3-4]

条件下舒适感觉程度。与气候相关的舒适度在

，而城市气候研究更关注局地

1940 年代被正式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提出[9]，1966

尺度的问题，尤其是城市特殊地表和人为热排放

年 Terjung[10] 正 式 提 出 了 舒 适 度 指 数 (Comfort

作用下，城市热环境的变化特征和规律[5-6]。平均

index)的概念，如今舒适度已成为城市气候研究的

来说，城市化带来的增温在 1~3 ℃之间，但在某些

一项重要内容。国内对舒适度的研究起步相对较

静稳天气下，城郊之间的温差可达 10 ℃ 。而在

晚，直到 1990 年代才有了一些定性的研究，但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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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来舒适度的研究发展非常迅速，包括对舒适
度变化特征研究[11-14]，对舒适度开发应用前景的分
析

[15-16]

2 资料与方法

等。舒适度指标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包

括旅游、健康、城市规划等领域都开始关注舒适度

2.1 资料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气象资料来自深圳市 22 个气象

问题。
深圳的舒适度问题引人注目，这主要是因为

站 2013—2017 年共 5 年的逐时常规观测数据，包

深 圳 的 城 市 化 进 程 远 远 快 于 北 京 、上 海 和 广 州

括气温、相对湿度、风速，以及日最高气温、日最低

——1980 年深圳还只是个常住人口约 33 万的边

气温。全市 10 个区(新区)至少选取一个站，为了

陲小城，城市建成区面积不足 13 km ；而根据最新

便 于 对 比 分 析 ，22 个 气 象 站 的 海 拔 高 度 均 低 于

的《深圳统计年鉴-2018》和《2017 年城市建设统计

100 m，采用相同型号(维萨拉 MAWS301)的观测

年鉴》数据显示，2017 年深圳常住人口达到 1 253

设备采集的数据(图 1)。本文所用的社会经济数

万，建成区面积超过了 900 km 。并且随着一系列

据主要包括生产总值 GDP 和人口数据，均来自深

重大战略的推进与落实，深圳仍以很快的速度在

圳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深圳调查队联合编制的

推进发展，城市的变化仍然称得上日新月异。在

《深圳统计年鉴》，这些数据被用来分析深圳不同

快速发展进程中，深圳的不同区域出现了发展水

地区的发展程度。此外，本文还用到了在 22 个气

平不同的现象，尤其是在 2010 年以前，深圳存在着

象站采集的 SVF 数据，为获取这些数据，先通过鱼

原特区内和特区外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的二元化发

眼相机逐站采集基础图像数据，再经过 RayMan 软

展问题。尽管这一问题在过去 10 年得到了巨大改

件处理获得 SVF 的数值[17]。

善，但由于发展基础不同，不同区域发展水平不同

22.9°N

2

2

的现象仍然客观存在。这实际上为舒适度研究提
供了一个天然的试验场，有助于理解不同发展水

22.8°N

平程度城区的舒适度特征、进而深入理解人类活

22.7°N

动如何影响舒适度。近年来，尽管已有研究探讨

22.6°N

了深圳的舒适度问题，但对于“城市发展水平”与
“舒适度”的关系却未有涉及。
鉴于此，本文利用深圳近 5 年的气象观测数
据 、社 会 经 济 数 据 以 及 天 空 开 阔 度 (Sky View
Factor，SVF)数据，分析了全市的舒适度特征，并探
讨了城市不同发展水平对舒适度的可能影响，以
期为城市规划发展中的气候环境保护提供科学的
理论支撑。

22.5°N
22.4°N
113.7°E

113.9°E

图1

114.1°E

114.3°E

114.5°E

114.7°E

深圳市 22 个气象站分布

2.2 计算方法
本文用的舒适度指数是以李源等[18] 提出的计
算方法为基础，详见公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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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式中，Tf 为舒适度指数，Ta 为小时平均气温(℃)，TM

较差的影响，比单纯用气温更适合描述人体的舒

为日最高气温(℃)，Tm 为日最低气温(℃)，RH 为小

适感受。房小怡等[19]对该方法的优点进行了详细

时平均相对湿度(%)，u 为小时平均风速(m/s)。该

说明并将其用于北京的舒适度研究，此外，这种方

方法综合考虑了气温、相对湿度、风速以及气温日

法在武汉、北京和深圳都得到成功应用[18-20]。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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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匹配的等级标准详见表 1。为有所区别，

建成区覆盖，人口密集，人类生产生活活动活跃，

本文将利用公式(1)计算得到的结果称为“舒适度

故舒适度指数相对偏高，体感在全市范围内偏热；

指数”，而利用表 1 映射得到的结果称为“舒适度等

而东部是山区和生态保护区域，以自然环境为主，

级”。舒适度指数值越大，表明体感越趋向热，反

比中西部偏冷。图 3 为深圳市 5 年平均的舒适度

之则越趋向冷；舒适度等级越高越不舒适。重新

等级为 0 和 1 的日数占比分布图，可看到总的来说

定义舒适度等级是为了强调太冷、太热都属于“不

全市沿海地区舒适日数较多，舒适日数占比均在

舒适”的范畴，本文在分析结果时，会综合使用公

46% 以上，越往内陆舒适日数占比越小，舒适日数

式(1)和表 1 的标准进行讨论。

最多的地区是生态环境保护最好的东部，这与山

表1

林和海洋对微气候环境的调节作用有关。

舒适度等级划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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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站的上述统计数据基础上，利用克里金插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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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的空间分布图。从图 2 可看出，全年平均舒适

22.5°N

度指数在 24.5~26.2 之间，舒适度等级为 0，表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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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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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5 年平均的舒适日数占比分布

34.3 之间，舒适度等级为 2，属于较不舒适；而冬季
舒适度指数最低在 14.3~16.4 之间，舒适度等级为

3.2 深圳不同区域的划分

1，属于较舒适的范围。东、西部的舒适度有较明

SVF 指标是描述天空被周围阻碍物遮挡程度

显的差异，东部比中西部舒适度指数偏低。舒适

的参数，其数值大小在 0~1 之间，数值越大表明天

度指数的空间分布与深圳地理环境及城市建设特

空可见程度越高，即未被遮挡的程度越高。一般

点有关，中西部沿海地区地势较低且主要为城市

来说，城市建筑物越高、越密集，该区域 SVF 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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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图 4 给出了罗湖区、光明区和大鹏新区各一个

RayMan 软件处理后的图片和计算得到的 SVF 值，

站的示例，给出了 3 个典型站点的鱼眼照片、经

量化描述了天空被遮挡的程度。

(a)

图4

(b)

深圳 3 种发展水平地区的典型站点 SVF 情况

(c)

a. 发达地区罗湖区(SVF=0.44); b. 新兴发展地区光明区(SVF=0.64);

c. 不发达地区大鹏新区(SVF=0.87)。

深圳市的 SVF 空间分布见图 5，可明显看到深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冬季城市建成区能耗比夏

圳市中部的罗湖、福田等地区 SVF 值最小，意味着

季要少(深圳地区夏季建筑制冷能耗大，冬季则几

这些地区的天空被遮挡最严重，建筑物密集且高

乎没有取暖能耗)，故对室外开敞空间的气候环境

耸；罗湖、福田周边的南山、龙华、盐田等地区都有

影响也更小，所以 SVF 不能很好地被用于解释冬

大面积 SVF 低于 0.7 的区域。总体上 SVF 值以罗

季舒适度的分布情况。在冬季，舒适度指数的空

湖、福田为中心逐渐向四周递增，在大鹏、龙岗北

间分布更适合用地理条件解释，在内陆和高海拔

部等地区以及西部沿海的开阔地带 SVF 值逐渐增

地区，舒适度指数较低，趋向较冷不舒适。

加到 0.8 以上。将图 5 与图 2、图 3 进行对比，发现

22.9°N

夏季舒适度指数的空间分布与 SVF 数值的空间分

22.8°N

布相关性较好，负相关系数为 0.56，通过了 0.01 的

22.7°N

显著性检验，说明在天空开阔度越小的地区，夏季

22.6°N

舒适度指数通常越高，在深圳来说，越趋向热不舒

22.5°N

适。这意味着，在夏季尽管高密度城区由于建筑
物的遮蔽减少了太阳直接辐射，但由于建筑物本
身所排放的人为热以及对风的阻尼减小作用，使
得这些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容易偏高，易导致体感

22.4°N
113.7°E 113.9°E 114.1°E

图5

114.3°E

114.5°E

0.92
0.84
0.76
0.68
0.60
0.52
0.44
114.7°E

深圳市 SVF 值的空间分布

分析深圳的人口密度和单位面积 GDP 得知，

炎热，从而导致不舒适感受。但在冬季，舒适度指

福田、罗湖和南山区近 5 年的单位面积 GDP 均大

数 与 SVF 的 相 关 性 则 较 差 ，相 关 系 数 仅 为 -0.1。

于其他区，该三个区的 GDP 总值占全市的 50%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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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福田、罗湖区是人口密度最大的两个区，南山

新兴发展地区和未发展地区的 2.2 倍和 22.9 倍，常

区从 2015 年后的人口密度也有较大的提升；龙华、

住人口密度分别是新兴发展地区和未发展地区的

光明和坪山区是近几年新兴发展的地区，其两项

4.5 倍和 26.6 倍。新兴发展地区处于中游，变化幅

社会数据均处于中间位置；而大鹏新区以生态保

度不如发达地区，可见虽然新兴发展地区发展趋

护为主，开发区域不大，因此人口密度和单位面积

势较好，但从单位面积的总量上仍与发达地区有

GDP 均为最低。

差距，未发展地区的值最小。为了对比 3 种区域同

综合考虑天空开阔度和深圳的人口、经济数

比变化情况，计算了其同比增长率(图 6c、图 6d)，

据，将深圳分为 3 种典型区域，分别是发达地区(以

增长率变化幅度较大，从 GDP 同比增长率可看出，

福田、罗湖和南山区为代表)、新兴发展地区(以龙

新兴发展地区的 GDP 增幅非常明显，2014 年以后

华、光明和坪山区为代表)和未发展地区(以大鹏新

即超过了发达地区，5 年平均 GDP 同比增长率为

区为代表)，也代表了粤港澳大湾区的 3 种典型区

12.1%，超 过 了 发 达 地 区 (10.1%) 和 未 发 展 地 区

域。其中发达地区对应的 SVF 为 0.44~0.68，属于

(8.2%)。需要说明的是：由于 2012 年部分行政区

Stewart 等 定义的 LCZ1 和 LCZ2 密集高耸和密

的 GDP 数据未分开统计，故新兴发展地区和未发

集 中 耸 建 成 区 (LCZ 为 Local Climate Zone 的 缩

展地区 2013 年的增长率包含宝安和龙岗区的总的

写)；新兴发展地区对应的 SVF 为 0.63~0.71，属于

增长率数据。未发展地区的增长率变化较大，与

LCZ5 开阔中耸建成区；未发展地区对应的 SVF 为

该地区的发展政策的不断调整有关。从人口同比

0.78~0.87，属于 LCZ B 分散树林区。

增长率可看出，2013 年和 2014 年 3 种典型区域的

[21]

增长率非常接近，从 2015 年起变化增大，发达地区

分析，从图 6a、图 6b 可看出发达地区、新兴发展地

和新兴发展地区均在这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

区和未发展地区的单位面积 GDP 和人口密度均呈

长，除了 2015 年，其他年份新兴发展地区的人口增

现显著差异，发达地区不论是单位面积 GDP 还是

长率均超过了发达地区，随着人们对居住环境品

常住人口密度均遥遥领先，且近 5 年有明显的上升

质要求的提升，2016 年未发展地区的人口也出现

趋势，发达地区 5 年平均的单位面积 GDP 分别是

大幅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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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不同地区的舒适度特征

上，也是可以被观察到的。

对 3 种不同发展程度地区内的所有站点进行

将舒适度等级为 0~1 的自然日作为舒适日，

计算，并取平均值，得到舒适度指数在近 5 年的变

舒适度等级为 2~5 的自然日根据舒适度指数的数

化情况。图 7 表明，近 5 年 3 种典型区域的舒适度

值分别表述为冷不舒适日(舒适度指数小于 13)和

指数总体上均呈上升趋势，这或许与全球变暖和

热不舒适日(舒适度指数大于等于 30)，分别统计

整个珠三角区域的城市化进程有关。就舒适度指

近 5 年 3 种典型地区的舒适日数和不舒适日数(图

数的年平均值而言，3 种典型区域的舒适度等级均

8)。图 8 表明，发达地区和新兴发展地区的舒适日

为 0，属于舒适范围，发达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始终

数和热不舒适日数的年际变化特征大体相近，而

高于其他 2 种典型区域，未发展地区数值最小，其

未发展地区在这两个指标上则与它们相去甚远。

5 年平均舒适度指数分别为 25.9、25.4 和 24.6。在

值得注意的是 3 种典型区域的热不舒适日数总体

夏季，发达地区的舒适度指数最大值和新兴发展

上均呈上升趋势，而冷不舒适日数均呈下降趋势，

地区接近，而未发展地区的舒适度指数远小于前

表明在气候变暖背景下，深圳近 5 年气候环境仍

两者。但在冬季，发达地区的舒适度指数最小值

然 朝 着 热 不 舒 适 的 方 向 在 变 化 ，令 人 担 忧 。 此

远高于新兴发展地区和未发展地区，后两者的数

外，时间序列的线性趋势分析表明，新兴发展地

值相当接近。

区热不舒适日数的增幅和冷不舒适日数的降幅
的舒适度改变最明显，在 3 种典型区域中最值得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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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指数在近 5 年的变化十分明显，在 2015 年之前

展对舒适度的影响，哪怕是在仅仅 5 年的时间尺度

40
30
20
10
2013

一致或略低于发达地区，而在 2015 年之后已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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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 5 年舒适度指数的日变化特征(图 9)可看

这可能与新兴发展地区的特殊下垫面条件有关

出，3 种典型区域的舒适度指数年平均值、夏季平

——这些地区虽为城市，但建筑物不如发达地区

均值和冬季平均值的日变化趋势大体一致，且大

密集，SVF 数值并不小，长波辐射难以在楼宇之间

致与气温的日变化特征基本相同，下午 13—15 时

多次反射，使得白天存储的热量容易快速散失；而

(北京时间，下同)出现舒适度指数的日最高值，而

未发展地区由于林木较多、土壤含水量较高，比热

在凌晨 05—07 时出现舒适度指数的最低值。值得

容也较大，故舒适度指数的下降速度和幅度反倒

关注的是，发达地区和新兴发展地区的舒适度指

不如新兴发展地区。

数的日较差比未发展地区要大，就平均舒适度指
数而言，未发展地区的舒适度指数日最高值要比

4 结论与展望

发达地区和新兴发展地区低 1 个等级。

平均舒适度指数

28

夏季舒适度指数

结合天空开阔度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将深
圳分为发达地区、新兴发展地区和未发展地区，对
比分析了不同发展程度地区 2013—2017 年的舒适

26

舒适

度变化特征，得到了一系列有意义的结论。

25

(1) 深圳舒适度指数分布具有较明显空间差

24

异，以生态保护为主的东部比建设相对成熟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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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不舒适

洋的调节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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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圳的 SVF 分布同样具有明显的空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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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中部城市建成区是 SVF 最小值区，意味着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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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西部舒适度指数偏低，全市沿海地区舒适日
数占比较内陆地区大，舒适日数最多的地区是生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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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遮挡最严重，SVF 数值以中部地区为中心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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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逐渐增大，表明越到深圳的边缘地区越开阔。
SVF 的空间分布与舒适度指数的空间分布存在显

(c)

著关联，尤其在夏季，SVF 数值较小的地区通常更

较舒适

19

趋向热不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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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种典型区域的舒适度指数总体上均呈上

16

升趋势(趋向热不舒适)，这与全球变暖和珠三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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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与未发展地区所在的地理位置有

域的快速发展进程关系密切。发达地区的舒适度
指数明显大于新兴发展地区和未发展地区，5 年的
舒适度指数时间序列表明，新兴发展地区的夏季
舒适度指数变化幅度最大(趋向热不舒适的速度
最快)，这与近 5 年新兴发展地区发展迅速有关。

关——深圳未发展地区主要位于大鹏半岛，周边

(4) 舒适度指数存在明显的日变化特征，发达

皆为热容量较大的海洋，故气温的日变化比更靠

地区和新兴发展地区的舒适度指数日变化幅度明

近内陆的发达地区和新兴发展地区更小，导致舒

显大于未发展地区，这与它们不同的下垫面物理

适度指数的日变化也更小。深圳夏季总体较不舒

属性有关。未发展地区周边皆为海洋且下垫面由

适，仅有未发展地区 02—06 时处于较舒适范围，冬

于植被覆盖含水量较高，使得其比热容较大，舒适

季平均 24 小时均处于较舒适范围。此外，还有一

度指数的日变化幅度相对较小。新兴发展地区和

点值得关注，冬季新兴发展地区舒适度指数在后

发达地区下垫面则大面积硬化，比热容较小，舒适

半夜至早晨(01—07 时)时段要小于未发展地区，

度指数的日变化幅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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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表明，即使在深圳这样一个土地面
积并不大的城市，舒适度也会因为各个地区的发

187

道，确保城市在发展的进程中不丧失气候环境的
调节能力。

展程度不同而有着巨大的差异；同时，由于城市的

另外，本文所采用的舒适度指数计算方法是

发展速度迅速，使得城市地区舒适度的变暖趋势

一种较传统的方法，如何对舒适度指数计算方法

在 5 年尺度上也较明显。这对深圳的城市规划发

进行优化，尤其是基于无量纲化思想考虑多物理

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城

量对舒适度影响，以研制新的计算公式，是未来本

市的规划建设必须尽可能保留生态用地和通风廊

领域可以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参

考

文

献：

[1] GRIMMOND S. Urbanization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local effects of urban warming[J].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007, 173
(1): 83-88.
[2] MCCARTHY M P, BEST M J, BETTS R A. Climate change in cities due to global warming and urban effects[J]. Geophys Res Lett,
2010, 37(9): 232-256.
[3] 王欢, 李栋梁 . 气候变暖背景下全球海温对中国东部夏季降水年代际转折的影响[J]. 热带气象学报, 2019, 35(3): 398-408.
[4] 郑然, 刘嘉慧敏, 马振峰 . 西南地区冬季气温年代际变化及可能成因分析[J]. 热带气象学报, 2019, 35(3): 390-397.
[5] 王可心, 陈粲, 包云轩, 等 . 福建省晋江市城市热岛强度时空变化特征分析[J]. 热带气象学报, 2019, 35(6): 852-864.
[6] 何林宴, 简茂球 . 广西贵港地区极端高温日的时间变化特征及其环流背景[J]. 热带气象学报, 2019, 35(5): 694-708.
[7] OKE T R. Canyon geometry and the nocturnal urban heat island: comparison of scale model and field observations[J]. Int J Climatol,
1981, 1(3): 237-254.
[8] LI L, CHAN P W, WANG D, et al. Rapid urbanization effect on local climate: intercomparison of climate trends in Shenzhen and Hong
Kong, 1968-2013[J]. Climate Res, 2015, 63(2): 145-155.
[9] BRUNT D. Climate and human comfort[J]. Nature, 1945, 155(3 941): 559-564.
[10] TERJUNG W H. Physiologic climates of the conterminous United States: a bioclimatic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man[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66, 56(1): 141-179.
[11] 彭科曼，陈海凤，周博扬，等 . 贵阳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变化特征分析[J]. 中低纬山地气象，2018，42(5): 42-46.
[12] 金琪，孟英杰 . 1960—2016 年武汉城市圈人体舒适度变化特征[J]. 气象与环境学报，2017，33(6): 82-88.
[13] 王学林，靳青春，祝颂，等 . 气候变化背景下江南地区人体舒适度时空分布特征[J]. 中国农学通报，2017，33(16): 129-136.
[14] 朱卫浩，张书余，罗斌 . 近 30a 全国人体舒适度指数变化特征[J]. 干旱气象，2012，30(2): 220-226.
[15] 刘梅，于波，姚克敏 . 人体舒适度研究现状及其开发应用前景[J]. 气象科技，2002(1): 11-14.
[16] 刘少军，张京红，吴胜安，等 . 气候变化对海南岛旅游气候舒适度及客流量可能影响的分析[J]. 热带气象学报，2014，30(5): 977-982.
[17] MATZARAKIS A，RUTZ F. Application of Ray Man for tourism and climate investigations[J]. Annalen Der Meteorologie，2005，41(2):
631-636.
[18] 李源，袁业畅，陈云生 . 武汉市人体舒适度计算方法及其预报[J]. 湖北气象，2000(1): 27-28.
[19] 房小怡，李磊，杜吴鹏，等 . 近 30 年北京气候舒适度城郊变化对比分析[J]. 气象科技，2015，43(5): 918-924.
[20] 张立杰，张丽，李磊，等 . 2011 年深圳人体舒适度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子分析[J]. 气象与环境学报，2013，29(6): 134-139.
[21] STEWART I D, OKE T R. Local climate zones for urban temperature studies[J]. Bull Amer Meteor Soc, 2012, 93(12): 1 879-1 900.

188

热 带 气 象 学 报

第 36 卷

ANALYSIS OF CLIMATIC COMFORT CHARACTERISTICS IN AREAS WITH
DIFFERENT DEVELOPMENT LEVELS IN SHENZHEN
LAI Xin1, 2, 3, LU Chao2, 3, LI Lei2, 3, 4, ZHAO Chun-yang1, 2, 3, ZHANG Li2, 3, ZHANG Shu-ting1, 3,
ZHENG Qun-feng1, 2, 3
(1. Meteorological Bureau of Shenzhen Municipality, Shenzhen 518040, China；
2. Shenzhen National Climate Observatory, Shenzhen 518040, China；
3. Shenzhen Key Laboratory of Severe Weather in South China, Shenzhen 518040, China；
4. School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51908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hourly observational meteorological data from 22 automatic weather stations in
Shenzhe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13 to 2017, the climatic comfort indices in areas with 3 different
development levels are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comfort index in
Shenzhen has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ce. The area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comfortable days is the
eastern part of Shenzhen, which enjoys the bes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ky View Factor (SVF) in Shenzhe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mfort index. The
areas with smaller SVF values tend to be more unlivable due to high temperature in summer. The comfort
indices of developed areas are obviously larger than those of emerging and undeveloped areas. The fiveyear time series of the comfort index show that the comfort indices of emerging areas vary the most
drastically in summer,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se areas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comfort indices of the three typical areas are on a rise,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global warming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The diurnal ranges of the comfort indices of
developed and emerging areas are larger than that of undeveloped area.
Key words: comfort index; sky view factor; Shenzhen; urban development level; urban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