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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视角下历史街区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 

 

许熙巍  杨林   

（天津大学，天津 300072） 

 

摘要：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低碳建设已经成为衡量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历史

街区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节点，低碳化的保护与更新也成为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本文从低碳视角出发，将历史街区中的碳源分为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在说明各自计量

方法后，探索历史街区碳排放的影响要素，包括街区规模、街区空间形态、建筑布局、土地

利用、能源传输方式、建筑维护模式、绿地碳汇、碳捕捉等。然后详细探讨历史街区的保护

方式、土地利用、空间形态等各影响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发现合适的整修材料和改造

方案的选择、较高的街区可达性、适宜的建筑密度等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街区碳排放。

最后在总结现有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以控制碳源为出发点，提出历史街区在降低建设能耗、

控制交通能耗、低碳旅游开发以及降低生活能耗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关键词：历史街区；可持续发展；碳源；碳排放 

 

1 低碳理念与历史街区保护的关系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低碳建设已经成为衡量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

则。“低碳”一词最早出现在“低碳经济”概念中，放置于城市背景下，其核心

是“以城市空间为载体来发展低碳经济，实施绿色交通和建筑来转变居民消费观

念，创新低碳技术，从而达到在城市中最大限度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1]。发

展低碳理念、促进节能减排，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至关重要。

低碳理念的发展，也为城市各个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为建设生态文明城

市探索了新的道路。 

历史街区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节点，低碳化的保护与更新也成为其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在我国古代城市的建设中，就已经出现了低碳理念，比如窄

路密网的街巷肌理有利于减少交通碳排量、低层中密度的城市形态有利于微气候

调节等。另外，历史街区中的传统生活方式拥有相对较少的碳排量，也有利于低

碳业态的形成。因此，在低碳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将历史街区作为其重要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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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仅有利于历史街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助于实现整个城市的控碳目标。

厘清历史街区碳排放的内在机制，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节能减排。 

历史街区的低碳化发展势在必行。本文通过分析历史街区中主要的碳源、碳

汇，构建历史街区碳流动和影响历史街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间关系的分析

框架。然后详细探讨历史街区保护方式、土地利用、空间形态等各影响因素对碳

排放的影响机制。最后在总结现有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低碳历史街区的可持

续发展策略，为历史街区的保护更新提供理论支持。 

2 历史街区碳排放构成及影响因素研究 

2.1历史街区碳排放构成 

碳排放是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总称或简称，按照碳源的结构和类型来分，

可分为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直接碳排放指街区中的活动直接耗能产生的，

具体指照明取暖、燃气消耗、汽车排放等。间接碳排放一般指产品或者服务在生

产、运输到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碳排放，具体包括建筑建设、商业活动、居民

消费等方面。虽然两者的碳流动途径有所差异（图 1），但都应算作历史街区碳

排放的一部分，依据历史街区的特点，对其进行分类治理。 

 

图 1 碳排放来源结构 

历史街区不同于一般街区，碳排放主要源头也有所差异。由于历史街区的建

成环境大多年代久远，出于对历史风貌的保护，对其维护修缮的频率也相对较高，

因此这一过程中的碳排放不可忽视
[2]
。另外由于历史街区风貌的特殊性，其旅游

观光属性会使其商业活动明显多于一般街区，游客在游览过程中的吃住行都会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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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碳排放的产生。针对历史街区的特殊性，对其碳源情况进行总结，主要包括：

交通、生活、建筑建设和商业活动，而碳汇则主要来源于街区中绿地植物的吸收。

厘清历史街区中的主要碳源碳汇活动，有助于分类测量把控，从而实现低碳目标。 

2.2历史街区碳排放计量方法 

对于历史街区的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往往采取不同的计量方法。直接

碳排放一般采取碳排放系数法，主要指将历史街区中人们活动所产生的能源消耗

量乘以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得到。其中街区能耗数据一方面可以根据相关部

门提供的区域整体数据按照一定比例分摊核算，另一方面可以使用直接调查数据

核算。这种方法较为简单易操作，碳足迹计算器也是利用了这一原理，可以帮助

居民直观得到自己的碳排放数据，从而加强低碳环保意识。但是对于不同能源类

型、不同地区、不同标准，碳排放系数有所差异，因此如何选择碳排放系数也是

决定结果准确与否的重要因素。 

间接碳排放的过程较为复杂，因此计算方法也较为复杂，目前尚未形成统一

标准。经常使用的方法包括生命周期分析法、投入产出法和消费者生活方式法。

生命周期分析法是一种考虑到街区全生命过程碳排放量的一种方法，由于其范围

广、涉及因素多、数据获取困难，一般都结合其他方法一起使用。投入产出法和

消费者生活方式法都是基于生命周期的一种方法，投入产出法主要指各宏观产业

部门间投入与产出的依存关系。消费者生活方式法则是投入产出的微观应用，主

要从消费角度出发，结合了碳排放系数和投入产出法，用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乘以

消费项目的单位产值碳排放强度计算出各项消费支出的碳排放量[3]。有些学者认

识到这些单一方法的不足，因此综合多种方法对其进行改进，例如形成经济投入

产出-生命周期评价、混合生命周期评价等方法。 

综合来看，各种测算方法有利有弊。针对历史街区的碳源特点，可以分别采

取不同方法计算。对于建筑建设和交通出行碳排放，可以采取碳排放系数法，选

择合适的碳排放系数；商业活动和生活碳排放则可以采取消费者投入产出法。但

是数据的获取、系数的选择等仍然是目前支撑研究结果亟需突破的问题。 

2.3历史街区碳排放影响要素 

已有研究表明，街区中的各种空间、非空间要素虽不与碳排放产生直接关联，

但却都对街区碳排放有较大的影响，对于历史街区来说亦然。相关的空间、非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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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要素包括街区规模、街区空间形态、建筑布局、土地利用（业态形式）、能源

传输方式、建筑维护模式、绿地碳汇、碳捕捉等。本文基于上述要素与碳排放的

关系，在研究相关学者对街区碳流动总结的基础上，构建历史街区碳排放影响要

素分析框架（图 2），揭示街区碳排放的深层次影响机制[4]。 

 

图 2 历史街区碳排放影响要素研究框架 

基于此方法，下文主要针对保护方式、土地利用、空间形态几个方面对历史

街区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展开深入讨论。 

3 低碳历史街区各影响要素的作用机制 

3.1不同保护方式的碳排放量不同 

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方式包括修缮、维修改善、保留、整修改造、拆除重

建等，不同方式产生的碳排放量会有所不同。街区的传统风貌保护应该是历史街

区保护更新过程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在评估建筑、确定保护方式的过程中，

可以对不同改造方式产生的碳排放量进行评估测算分析，从而选择有利于街区可

持续发展的最优方案。 

学者对不同的改造方式造成的碳排放量差异也有一定的研究。在建筑单体改

造方面，姚佳[5]通过测算新建和整修两种方式改造历史建筑外立面的碳排放量，

得出新建产生的碳排放量大概为整修改造的 230倍，并且不同的建设材料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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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也不相同，比如粘土砖在生产、运输、建造、拆除、废旧建材运输全生命周期

内，是粘土多孔砖的碳排放量的两倍。在街区改造方面，高畅[6]等对天津五大道

某一示范地块的三个不同规划方案进行碳排放量测算，发现以最小地块划分、以

最小体量建筑与周边契合的方案碳排放量最低，并被选为最终方案。对方案碳排

量的测算可以作为历史街区改造方案评估的一部分，有利于促进历史街区的可持

续发展。 

3.2土地利用对历史街区碳排放的影响 

土地利用与功能整合对街区交通碳排放有很大的影响，通常是通过影响城市

的可达性来影响交通情况。从城市角度来讲，路网密度、道路形式、用地混合度、

用地密度等因素都会在不同方面影响街区的可达性[7]。比如，通畅的路网组织形

式、方便的公共交通站点设置可以方便居民出行；合理的街区功能组织，生活圈

范围内配置足够的公共服务设施，在一定范围内解决居民各种需求，减少居民出

行距离；较高的土地开发强度和功能混合度可以使得城市形态更加紧凑，缩短空

间上的相对距离。这些方面都可以通过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缩短交通量，从而实

现碳排放量的减少。 

另一方面，具体到历史街区的功能业态。由于历史街区的旅游开发会增加商

业业态的数量，因此餐饮、住宿、娱乐等功能的业态数量都会相应增加，而这些

业态均会伴随大量废弃物的产生，这也成为历史街区的一大主要碳源。 

3.3空间形态对历史街区碳排放的影响 

街区空间形态通过建筑能耗、微气候调节、绿化种植等方面综合影响街区碳

排放。街区空间形态可以通过建筑高度、布局形式、容积率、建筑密度等具体指

标来表示。晁军[8]指出街区形态会通过气候对街区能耗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其中直接影响指建筑之间的互相遮挡，影响了建筑表面的日照情况；间接影响主

要指街区风能、热能的微循环会对建筑采暖和制冷产生影响。由于历史街区的特

殊性，建筑高度普遍较低，因此其他建筑对其遮挡影响会更为显著。杨再薇[9]

以太原市 11个街区为例，分析街区空间形态对建筑能耗的影响，她发现街区内

建筑密度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过高会造成过度拥挤，城市热岛效应、道路堵塞

现象会增加碳排放量，过低就会造成资源浪费，增加通行距离。除此之外，街区

绿化对碳源的吸收以及对微气候的促进也都影响着街区的总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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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低碳视角下历史街区可持续发展策略 

4.1降低建设能耗 

相关研究表明，建筑物的能耗水平呈逐年降低趋势，并且在达到一定年限后

趋于水平。因此在历史街区的维护过程中，首先要注意低碳环保绿色材料的使用，

并且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低碳技术降低建筑能耗。其次，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不同

的改造模式或者不同的改造方案对应产生的碳排放量大不相同，因此在符合历史

街区改造要求的前提下，要充分评估不同改造模式、方案的碳排量，选择碳排放

最少的方式进行改造，利于街区的可持续发展。 

4.2街区交通低碳策略 

增强历史街区的可达性是降低街区交通能耗的重要措施。一般情况下，历史

街区都有路网密、街区尺度小的特点，这种街区形态使得街区通达性较高，也营

造出了有利于慢行交通的道路环境。在延续该优势的前提下，要尽量排除断头路、

丁字路的出现，确保道路的畅通性。另外，增强土地混合利用和功能的合理布局，

为历史街区的居民配置合理充足的公共服务设施，也是降低交通出行量的重要方

面。 

相比私家车，公共交通的碳排放量相对较低，因此引导人们改变交通出行方

式是降低街区碳排放的有效途径。当然这包括增强公交站点的便捷性、减少换乘

次数等。另外，要结合历史街区景观加强建设慢行交通系统，大力倡导低碳出行，

营造更加舒适安全的出行环境。 

4.3旅游开发低碳策略 

旅游开发活动是历史街区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必须要采取相应措施来推动低

碳旅游的发展。一般来说，历史街区都有其自身的承载力限度，在进行街区开发

之前，要对历史街区的环境承载力进行充分评估，在合理的范围内适度开发旅游

项目，同时对游客数量也要有一定的限制。这样在保护历史街区自身生态平衡不

受破坏的同时，还能加强游客的游览体验[10]。 

另外通过相关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历史街区中的废弃物以厨余垃圾最多，因

此在做旅游规划时，要将饮食、住宿等服务性功能布置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减少

垃圾运输能耗。并且要规范行业经营，对入驻商家进行严格筛选，要求其必须采

取低碳经营方式，并加强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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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降低居民生活能耗 

居民生活是历史街区改造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是街区活力的来源，因

此居民生活碳排放量的控制也成为了节能减排的重要部分。根据居民的日常生活

情况可以看出，生活能耗主要集中在用电方面，因此历史街区内应大力推广太阳

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使用，政府也要加强政策引导、机制建立。另外，要大力

宣传低碳理念，培养居民低碳意识，提高节能观念。同时做好垃圾分类，重视废

弃物回收利用，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5 结论 

本文系统分析了历史街区碳排放的构成，包括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在

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碳源提出了不同的碳排放量测算方法。另外，探索影响历史

街区碳排放的空间、非空间要素，包括街区规模、街区空间形态、建筑布局、土

地利用（业态形式）、能源传输方式、建筑维护模式、绿地碳汇、碳捕捉等，并

建立起影响要素同碳排放的联系框架。然后详细探讨历史街区的保护方式、土地

利用、空间形态等各影响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发现合适的整修材料、低碳

改造方案、较高的街区可达性、适宜的建筑密度等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历史

街区碳排放。最后以控制碳源为出发点，提出历史街区在降低建设能耗、控制交

通能耗、低碳旅游开发以及降低生活能耗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以往对于历史街区的保护研究，很少有从低碳角度出发考虑，但是历史街区

作为城市中一种特殊的存在，承载着一定的城市记忆，更需要低碳可持续的发展。

本文对历史街区的碳排放情况做了一个初步的分析和总结，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比如研究以定性为主，缺乏定量研究；对于具体的影响机制，没有列举具体案例

说明，都是本文的欠缺之处。 

历史街区的低碳化改造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由于数据和研究方法的欠缺，

研究也常常局限在建筑物改造、旅游开发等方面。另外，历史街区的更新本身也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何在这个动态复杂的过程中科学合理地加入低碳化手法，

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尝试的。未来，希望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总结经验、

开拓创新的基础上，可以逐渐完善历史街区低碳化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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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屋顶农园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及优化策略 

 

董楠楠  胡倩倩  

（同济大学，上海 200092） 

 

摘要：在典型的垂直高密度城市建成环境条件下，建筑屋面空间的开发利用成为提升城市可

持续性的探索领域之一。虽然作为绿化屋面生态绩效的重要评估方法，生态系统服务评估（ES）

已经应用在建筑屋面绿化研究领域，而城市屋顶农园由于其独特的服务内容和周期特征，需

要结合其生产性功能加以考察研究。本文以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方法为基础，依据专家打分获

得各项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构建了适用于城市屋顶农园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模型，并结合案

例分析提出了以社会服务功能为主导的城市屋顶农园生态系统服务评价体系，应用于城市建

筑屋顶农园的规划设计策略中。 

关键词：高密度城市 屋顶农园 生态系统服务 效益评估 规划设计策略 

 

1 前言 

随着城市建成区的不断扩张，耕地面积在不断减少，世界各地都将面临越

来越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目前地球上 80%的可耕种土地已被利用，与此同时，

全球人口正以 2%的速度逐年递增，不断减少的耕地面积和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

是人类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的重大矛盾。《2017 年国家统计年鉴》的数据表明，

近十年以来，我国城区面积、建成区面积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正在不断增长，城

市人口密度在 2017 年增长到了每平方公里 2477 人。面对城市扩张和农业发展的

矛盾，在城市地区发展城市农业的观点逐渐得到认可，受限于经济效益问题，城

市农业在城市地区难以得到正式的土地使用权。因此，在高密度城市的建成环境

中，屋顶农园为代表的新型城市农业正在逐渐兴起。Whittinghill, LJ 等认为，这

些增加了生产性功能的绿色屋顶可以减轻用地矛盾等问题，同时保证城市农业益

处[1]。 

尽管屋顶农园由屋顶花园发展演变而来，但在植物类型、种植方式、种植

制度等方面明显区别于传统屋顶绿化，且具有传统屋顶绿化所不具备的生产性。

屋顶农园作为一种可持续技术，可以帮助解决城市问题、恢复绿色空间，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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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生态景观、绿色建筑、循环经济和粮食供应等各个方面的技术话题都密切

相关。 

2 城市屋顶农园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指标的初步构建 

由于城市屋顶农园的分布特点与建筑限制条件，往往在城市中是作为中小

尺度的生态系统单元，因此需要有针对性地完善其生态系统服务的内容体系与评

估指标。 

本文依据城市屋顶农园与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背景，以生态系统服务评价

方法为基础，在注重科学性、综合性、实用性的前提下，通过分析理论要素依据

来确定指标选取的原则，根据研究目的构架针对城市屋顶农园生态系统服务的评

价指标体系，依据专家打分获得各项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构建了适用于城市屋

顶农园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模型，得出其各项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性，研究结论

可应用于城市屋顶农园的规划策略。

 

图 1-研究框架（作者自绘） 

从整体层面来说，本研究对城市屋顶农园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研究，弥补

了屋顶农园这一中小尺度城市生态系统综合评估的空缺，对城市绿色空间的生态

评估进行了补充，完善了城市绿色空间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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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体层面来说，对屋顶农园的各项服务进行重要性研究，使屋顶农园成

为可以在满足作物种植生长需求和其他绿色屋顶服务能力之间取得平衡的有效

生态系统，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可缓解城市问题的实际解决方案。 

2.1 评价要素选取 

生态系统服务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直到二十世纪90年代开始迅

速发展。1997年，Costanza, R等人认为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可以直接或间接从生

态系统得到的生命支持的服务与产品，并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17个主要类别[2]。

在此基础上，Gretchen Daily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两大类13小类[3]。1999年，

Bolund.P等人针对城市内部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和分类进行了相关阐述[4]。对生

态系统服务研究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是2005年联合国发布了 《千年生态

系统评估》。生态系统服务这一概念是从这时开始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的，该评

估将“人类能够从生态系统中得到的一系列产品和服务”定义为生态系统服务，

且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了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持服务。 

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有针对屋顶农园的各项生态系统服务展开的研究，包

括：屋顶农园的蔬菜粮食供给能力[5] [1] [6]；减少雨水径流、缓解城市热岛效应[7]、

节能减排[8]、固碳[9]、截水效益和节能效益[10]等环境调节服务；增加生物多样性

[11] [12]等支持服务；增加城市景观的审美价值[13]、加强社区内部联系[6]等文化服

务。 

本文根据国内外研究成果，基于屋顶农园生态系统本身的性质以及生态过

程、结构和提供的服务功能等时空特征，认为以《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四分法

作为基础是最合适的，即将屋顶农园的生态系统服务分为供给服务、调节服务、

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这四项服务在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上分属于社会、经济、

环境、生态的范畴。 

因此，本文采用四项服务类型：供给服务（B1）、支持服务（B2）、社会服

务（B3）和调节服务（B4）作为评价体系建立的理论基础。考虑到城市屋顶农园

是具有更强烈的人类社会特征的复合生态系统，本文在原有的服务功能基础上根

据城市屋顶农园的特点进行指标体系的优化，达到进行城市屋顶农园生态系统服

务评价及作为城市屋顶农园的设计依据和规划策略的研究目的。 

 

支持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发展的新政策框架/评估工具

-11-

2019年可持续建筑环境深圳地区会议论文集 www.sbe19shenzhen.com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OneClickSearch.do?product=UA&search_mode=OneClickSearch&SID=5Brkf215HNjM1QG8RRB&field=AU&value=Costanza,%20R&ut=73495&pos=1&excludeEventConfig=ExcludeIfFromFullRecPage


2.2 评价指标选取 

2.2.1 选取原则 

在确定生态系统服务的各项评价指标时，应遵循合理的指标选取原则。 

一是科学性原则，结合城市屋顶农园及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理论，选取的

指标需要有相应的评估理论和方法，能科学准确地反应生态系统服务和所选指标

之间的联系，以此来保证导出结果的准确性。 

二是系统性原则，城市屋顶农园生态系统是包含各类服务功能的整体概念，

所选指标应当可以全面涵盖城市屋顶农园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内容。 

三是可操作性原则，构建指标体系的目的是使城市屋顶农园提供的生态系

统服务可以进行比较，应当选择易于计算，可操作性强且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同

时精简指标数量，提高评价指标体系的使用价值。 

2.2.2 选取评价指标 

以供给服务（B1）、支持服务（B2）、社会服务（B3）和调节服务（B4）这

四项要素作为框架进行城市屋顶农园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城市

屋顶农园是集作物生产、生态节能、游憩娱乐、文化传承等各项功能为一体的可

持续的屋顶绿化景观方式。因此来源于综合的生态系统服务的这四项要素，在用

于反映城市屋顶农园的综合服务能力时，应当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定义，并在此基

础上选取评价指标。 

首先，选取城市屋顶农园的实际案例，针对屋顶农园所在建筑类型、运营

模式、使用人群、活动类型、景观特征等内容进行实地调研，根据四项要素内容，

对城市屋顶农园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归纳整理。 

根据本文的研究对象，选取的案例均为露天城市屋顶农园，即城市中增加

了生产性功能的建筑屋顶绿化空间。在进行案例选择时，还要注重屋顶农园所在

建筑类型的全面性和提供活动类型的多样性。 

表 1. 城市屋顶农园案例列表 

建筑类型 名称 
面积 

(平方米) 

商业综合体 

上海爱琴海购物公园倚云天空农场 4500 

上海虹桥南丰城屋顶丰尚小农庄 4800 

上海浦东新区金桥商业广场城市花园农庄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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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天府新区银泰城梦田天空农场 12000 

成都市青羊区鹏瑞利青羊广场坊田天空农场 1700 

成都市总府路绘咖啡屋顶农园 1700 

上海七宝万科屋顶花园 8000 

上海闵行区维璟广场（怡丰城）屋顶花园 10000 

公共建筑 
中德生态园福莱社区中心屋顶农园 6567 

上海历史博物馆屋顶花园 652 

产业园建筑 
上海川沙开能净水公司屋顶 400 

天津天友景观型屋顶农场 413 

教育型建筑 

成都市青羊区天府幼儿园万家湾分园阳光农

场 
300 

武汉市汉阳七里小学的屋顶花园 500 

社区住宅建筑 

广州番禺区沙涌村居民自发屋顶农园 150 

广州番禺区傍东村居民自发屋顶农园 80 

上海浦东新区居民自发屋顶农园 30 

上海闵行区七宝镇居民自发屋顶农园 24 

通过对以上实际案例进行研究，对各个屋顶农园的主要功能进行分类和阐

述，主要包括： 

1）生产性功能：在屋顶上进行作物种植，农业产品可以有多种分配与销售

方式，包括：开展露天农业集市、与附近的社区农贸超市合作等方式进行蔬菜售

卖，也有与所在建筑内部的企业食堂、屋顶户外餐厅或建筑内餐厅合作等方式，

减少食物运输里程。 

2）农事体验功能：通过“一米菜园”等各种形式的种植活动、采摘活动等，

城市居民可以有亲身种植的就近体验与参与，不仅可以享受农业种植与收获的乐

趣，更是亲近自然的途径。 

3）亲子活动功能：屋顶农园为城市孩童创造了一个户外实践的场所，通过

提供自然互动设施，如动物寄养、宣传板报等，同时开展各类亲子互动活动，让

儿童体会到参与劳动、享受大自然的快乐，也可以就地学习自然知识。 

4）科普教育功能：通过设置植物介绍牌、宣传板报、开展讲学课程等，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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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市居民对农作物、农事的了解。 

5）游憩观景功能：通过在场地中部设置互动交流的活动空间，在不同植物

群落中设置不同主题的休憩空间，结合农作物和藤架亭廊等形成或开敞或密闭的

空间，屋顶农园提升了顶层空间的活跃性和美观度，也引导人们建立新的休闲方

式。 

6）商业活动功能：屋顶农园具有开展包括发布会、商业广告宣传活动等各

类商业活动的功能。 

7）降低建筑能耗功能：屋顶农园相较于无种植建筑屋面，可以起到通过建

筑室内温度从而节约建筑能耗的作用。 

结合屋顶农园的以上功能，进一步对城市屋顶农园的类型、所在建筑类型、

提供的主要服务功能以及景观特点进行归纳整理，得出表 2-3。 

表 2. 城市屋顶农园的服务功能归纳 

类型名称 所在建筑 主要功能 景观特点 

商业型屋顶农园 商业综合体 

1、 商业活动 

2、 亲子活动 

3、 游憩活动 

4、 农事体验 

具有良好的体验流线和

景观审美效果，作物种植

注重色彩搭配和景观季

相，有供亲子体验等游憩

活动的配套设施。 

商务型屋顶农园 办公楼建筑 
1、 游憩观景 

2、 农事体验 

景观风格与建筑风格相

结合，注重室内室外空间

的联系和企业文化的展

示。 

产业园屋顶农园 产业园建筑 

1、 生产性功能 

2、 游憩观景 

3、 降低建筑能耗 

种植设计以生产性功能

为主，同时搭配游憩设

施。 

公益型屋顶农园 公共建筑 

1、 生产性功能 

2、 游憩观景 

3、 降低建筑能耗 

4、 农事体验 

景观形式较为稳定，易于

维护，种植形式为半密集

型和密集型，搭配休憩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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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科普教育 

教育型屋顶农园 校园建筑 

1、 科普教育 

2、 生产性功能 

3、 农事体验 

景观种植形式简约，以作

物种植为主且作物种类

多样，注重科普知识展

示。 

自发型屋顶农园 住宅建筑 
1、 生产性功能 

2、 农事体验功能 

景观形式多样，种植面积

通常较小。 

综上可知，城市屋顶农园的生态系统服务四项要素的具体含义如下： 

①供给服务（B1） 

供给服务主要指城市屋顶农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一个农业生产的平台，缓

解城市建设用地侵占农业用地问题，是可靠的城市食品来源，可以缓解食品安全

问题；屋顶农园的空间承担商业活动可以带来经济价值，形成以城市空间为基础

的种植游憩场所；在屋顶上种植的农作物，可以减少包装成本和食物运输中的能

源消耗；同时农作物的商业产出也是供给的一部分。在指标的选取中，应该以屋

顶农园的生产能力以及作物的可食用性、可节约的成本以及可带来的经济上的效

益作为指标选取依据。 

②支持服务（B2） 

城市屋顶农园作为城市中的绿色空间，通过缓解城市中建设用地和生态用

地的矛盾，增加了自然生态面积和生物的栖息空间。因此要以屋顶农园是否适地

种植、是否起到改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等作为指标选取的依据。 

③社会服务（B3） 

屋顶农园作为一处农业种植空间，为城市居民提供学习实践的场所，具有

科普教育功能；作为休闲游憩场所可以促进城市居民的交流，引导和创建更健康

的生活方式；也可以提供就业岗位，创造社会归属感。因此要以屋顶农园对城市

居民生活方式产生的影响作为指标选取的依据。 

④调节服务（B4） 

城市屋顶农园景观在城市区域中形成大小不同、错落有致的绿色空间，可

以形成调节城市气候的绿色网络，修复了建筑对地表生态系统的破坏，实现建筑

区域的完全复垦与耕地的永久利用，起到的调节服务有：改善城市空气质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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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热岛效应、雨洪调节、固碳释氧等作用。在选取指标的过程中，应该以屋顶农

园起到的是否环境改善作用、资源循环系统是否完善以及是否满足生态环保要求

作为指标选取依据 

根据以上分析，将本文研究的城市屋顶农园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的指标体

系分为目标层（1项）、要素层（4项）、指标类别层（15项），三个层次分别用 A、

B、C三个代码表示，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2-4 所示： 

表 3. 评价指标选取 

目标层 要素层 指标类别层 评价指标 

城市

屋顶

农园

生态

系统

服务

评估 

（A） 

供给服务 

(B1) 

食物供给 

(C1) 

建设屋顶农园增加的农业种植面积；屋顶

作物的产量；蔬菜自给能力 

观赏植物资源 

(C2) 

除可食用农作物以外的产出，如观赏物种

等 

调节服务 

(B2) 

水文调节 

(C3) 

屋顶农园中通过雨水净化再利用节约的

灌溉用水比例；淡水过滤持留和储存能力 

地方气候调节 

(C4) 

屋顶农园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能力； 

夏季屋顶热量对室内的影响的降低程度，

节电量； 

空气质量调节 

(C5) 

屋顶农园维持大气化学组分平衡的能力； 

吸收硫化物、氟化物、氮氧化物的量； 

降低 PM2.5 值的能力 

废物处理 

(C6) 

植物滞留灰尘的能力； 

资源回收利用的能力；有机废物利用率 

病虫害控制 

(C7) 

控制害虫物种的数量和影响 

节能减排 

(C8) 

通过减少食物里程，减少能源消耗的能力 

社会服务 

(B3) 

游憩机会 

(C9) 

公众参与度；最大可参与人数；设施实际

使用情况 

景观美学 植物配置的丰富度；季相和色彩的丰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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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 景观空间层次的丰富性；  

科普教育 

(C11) 

可开展的科普教育的实践类型及数量； 

农业体验的活动的种类及数量 

文化艺术 

(C12) 

地方文化归属感：场地的地域文化体现程

度 

就业机会 

(C13) 

屋顶农园产生的种植性、支持性、维护性

工作岗位的数量 

支持服务 

(B4) 

固土固碳 

(C14) 

屋顶农园中植物的固碳作用 

生物多样性 

(C15) 

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的改善； 

植物品种多样性； 

授粉物种的数量和影响； 

3 城市屋顶农园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指标的权重确定 

在生态系统服务的相关研究成果中，为指标赋权重的方法主要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主观赋权重法，通过专家咨询打分的方式获得权重值的计算结果，而后对

计算结果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出无量纲的数据值，最后进行综合评价得到结果，该

类方法包括：综合指数评价方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等；第二类是客

观赋权法，通过分析各项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来确定权重，该类方法包括熵权法、

灰色关联法等，但这一方法对客观数据的依赖性较强。 

城市屋顶农园作为一种较为复杂的生态系统，各项指标对其生态系统服务的

影响也有所不同，需要专家经验的指导。本文在充分考虑专家经验后，采用层次

分析法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构造判断矩阵，使用严密的数学理论对获得的数据进

行处理，不仅能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也能使评价体系的指标权重值更具有科学

性和合理性。 

本研究的专家打分问卷以定量评估参数量表（表 2-5 AHP 标度及其描述）为

基础，按照重要性分级标准，对各项服务类别和指标的重要性等级进行划分，针

对每一层的指标进行两两重要性判断。根据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团队通过邮件

方式向 15 位专家发放评分问卷，其中包括 2 位都市农园从业者，2 位立体绿化

专家和 11 位来自于同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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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景观学和生态学背景的老师。在 5 个工作日内进行问卷的回收，将 15 位专家

的重要性打分数据汇总，获得平均值进行判断矩阵的构建，进行权重的计算。 

                       表 4.  AHP 标度及其描述 

标度 标度含义 

9 i，j 元素同样重要 

7 i 元素比 j 元素稍微重要 

5 i 元素比 j 元素比较重要 

3 i 元素比 j 元素十分重要 

1 i 元素比 j 元素绝对重要 

1/3 i 元素比 j 元素稍不重要 

1/5 i 元素比 j 元素比较不重要 

1/7 i 元素比 j 元素十分不重要 

1/9 i 元素比 j 元素绝对不重要 

2,4,6,8,1/2,1/4,1/6,1/8 分别介于相邻两者之间的等级 

3.1 构造判断矩阵 

   在层次分析法中，需要在每一层次对该层次的各项元素进行两两比较后写成

矩阵形式，即可构成判断矩阵。 

设要比较 n 个因素 X=（X1,X2,X3,……，Xn）对于目标 Z 的影响，确定各项因

素的比重，需要每次选取两项因素 Xi,Xj，用 aij 表示这两项因素对 Z 的影响之比，

得到每两项因素的比较判断矩阵。 

A=（aij）nxn 

其中，aij>0，aij=1/aji，Aij=1（i，j=1,2,3,4，……，n） 

本研究通过调查问卷法获得 15 位专家学者对各项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的

打分数据，以此为基础得到各层次判断矩阵的数值。 

A= 

 
    B1     B2 B3     B4 

B1 1 1.76 1.06 1.92 

B2 0.5682 1 0.7 2.21 

B3 0.9434 1.4286 1 4.52 

B4 0.5208 0.4525 0.22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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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B 层 比较判断矩阵 

 

供给服务 B1= 
 

C1 C2 

C1 1 3.17 

C2 0.3155 1 

图 3. 供给服务 B1-C 比较判断矩阵 

 

调节服务 B2= 

 
C3 C4 C5 C6 C7 C8 

C3 1 1.5 2.74 3.39 4.06 3.44 

C4 0.6667 1 3.36 3.74 4.1 3.61 

C5 0.365 0.2976 1 2.56 2.72 2.16 

C6 0.295 0.2674 0.3906 1 2.53 2.32 

C7 0.2463 0.2439 0.3676 0.3953 1 1.86 

C8 0.2907 0.277 0.463 0.431 0.5376 1 

图 4. 调节服务 B2-C 比较判断矩阵 

 

社会服务 B3= 

 C9 C10 C11 C12 C13 

C9 1 2.45 1.71 3.93 4.24 

C10 0.4082 1 1.58 2.79 4.18 

C11 0.5848 0.6329 1 2.5 3.71 

C12 0.2545 0.3584 0.4 1 3.08 

C13 0.2358 0.2392 0.2695 0.3247 1 

图 5. 社会服务 B3-C 比较判断矩阵 

 

支持服务 B4= 

 C14 C16 

C14 1 1.7 

C16 0.5882 1 

图 6. 支持服务 B4-C 比较判断矩阵 

3.2 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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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判断矩阵，计算最大特征根和相对应的特征向量，可使用和积法

进行计算，步骤如下： 

① 正规化判断矩阵的每一列： 

𝑏𝑖𝑗
     = 𝑏𝑖𝑗 /  𝑏𝑖𝑗  

𝑛

𝑘=1

; 𝑖, 𝑗 = 1,2,3, … … , 𝑛 

②  将每一列正规化的判断矩阵按行相加得到向量： 

𝑤𝑖     =  𝑏𝑖𝑗
      

𝑛

𝑗 =1

; 𝑖, 𝑗 = 1,2,3, … … , 𝑛  

③  对向量𝑤   = [𝑤1     , 𝑤2      , 𝑤3      , … , 𝑤𝑛      ]𝑇做正规化处理： 

𝑊 = 𝑊𝑖
     ∕  𝑊𝑗

     

𝑛

𝑗 =1

 ; 𝑖, 𝑗 = 1,2,3, … … , 𝑛 

   即可得到列向量𝑊 = [𝑊1, 𝑊2, 𝑊3, … , 𝑊4]𝑇为所求特征向量。 

④  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 

𝜆𝑚𝑎𝑥 =  (AW)𝑖/𝑛𝑤𝑖  

𝑛

𝑘=1

 

而后，需要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计算一致性指标及平均随机性指标。

只要当一致性比率 CR<0.10时，该层次分析排序获得合理的一致性，即权重系数

分配的合理性。否则需要调整判断矩阵，重新进行权重系数的分配。 

通过以上计算方法，可得出本研究构建的评价体系各层次指标的权重系数，

如表 5所示： 

表 5  评价要素权重及排序（CR=0.0355<0.10） 

评价要素 权重 排序 总权重 

供给服务 B1 0.3159 2 

1 
调节服务 B2 0.2167 3 

社会服务 B3 0.3557 1 

支持服务 B4 0.111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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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评价指标权重及排序 

3.3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利用表 6中所有层次单排序的结果，计算针对上一层次的本层次所有元素的

权重值，即获得层次总排序。这一步骤也需要对递阶层次模型的一致性进行判断，

表 7为层次总排序表，本表通过一致性检验，因此总排序结果具有一致性。 

表 7  各项指标权重及层次总排序 

评价要素 权重 评价指标 权重 排序 

供给服务 B1 0.3159 
食物供给 C1 0.2401 1 

观赏植物资源 C2 0.0758 4 

调节服务 B2 0.2167 

水文调节 C3 0.0687 7 

地方气候调节 C4 0.0637 8 

空气质量调节 C5 0.0320 11 

废物处理 C6 0.0231 12 

评价指标 权重 排序 一致性比率 

食物供给 C1 0.7602 1 
CR=0<0.10 

观赏植物资源 C2 0.2398 2 

水文调节 C3 0.3170 1 

CR=0.0500<0.10 

地方气候调节 C4 0.2942 2 

空气质量调节 C5 0.1475 3 

废物处理 C6 0.107 4 

病虫害控制 C7 0.0714 5 

节能减排 C8 0.0629 6 

游憩机会 C9 0.3810 1 

CR=0.0395<0.10 

景观美学 C10 0.2438 2 

科普教育 C11 0.2077 3 

文化艺术 C12 0.1089 4 

就业机会 C13 0.0586 5 

固土固碳 C14 0.6296 1 
CR=0<0.10 

生物多样性 C15 0.370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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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控制 C7 0.0155 14 

节能减排 C8 0.0136 15 

社会服务 B3 0.3557 

游憩机会 C9 0.1355 2 

景观美学 C10 0.0867 3 

科普教育 C11 0.0739 5 

文化艺术 C12 0.0387 10 

就业机会 C13 0.0208 13 

支持服务 B4 0.1118 
固土固碳 C14 0.0704 6 

生物多样性 C15 0.0414 9 

4.结论与展望 

4.1研究结论 

本文以生态系统服务方法为基础，根据城市屋顶农园独特的服务内容和周期

特征，选择评价要素和评价指标，依据专家打分获得各项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

构建了基于时空特征的城市屋顶农园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模型。 

通过研究可知，在城市屋顶农园的四项生态系统服务类别中，最重要的是社

会服务（权重值为 0.3557），其次是供给服务（0.3159），由于其本身种植循环

周期的特殊性，城市屋顶农园的调节服务（0.2167）的重要性较低，支持服务

（0.1118）重要性最低。因此城市屋顶农园是以社会服务为主导的城市生态系统

类型。在具体的 15 项生态系统服务内容中，城市屋顶农园的食物供给功能是最

重要的服务功能（权重值为 0.2401），而后根据权重排序依次是游憩机会

（0.1355）、景观美学（0,0867）、观赏植物资源（0.0758）、科普教育功能（0.0739）、

固土固碳功能（0.074）、水文调节（0.0687）、地方气候调节（0.0637）、文化艺

术（0.0387）、空气质量调节（0.0320）、废物处理（0.0232）、就业机会（0.0208）、

病虫害控制（0.0155）和节能减排（0.0136）。 

4.2讨论和展望 

本文主要对城市屋顶农园生态系服务的四类评价要素及十五项评价指标进

行了重要性研究，今后可以进行各类城市屋顶农园实际案例的评价分析,以验证

评价体系的有效性,后续将结合定性和定量方法制定每项评估指标的详细要求，

使该评价模型可以更定量地应用于城市屋顶农园的规划策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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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结合本文研究成果，在城市屋顶农园的规划策略中，应该注重其社会

服务和供给服务的功能性，可通过增加作物种植面积、设置景观休憩设施、增加

景观丰富度、提高科普教育活动频率等方式，使城市屋顶农园的生态系统服务得

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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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态学理论研究及其在城市设计中的应用 

从生态学视角解读当代城市并在城市设计中发展出另一种设计工具 

 

刘昌宏 

（雅诗柏建筑规划设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北京 100001） 

 

摘要：本文从生态学的视角讨论了自然界和城市范畴的相关现象，自然生态与城市生态是可

以类比的。通过案例研究，明晰阐述了“城市条件”和“人的生态图迹”之间的关系，进而

提出了一套可应用于城市设计实际工作中的方法论。最后，作者通过两个城市设计项目（威

尼斯和北京），探索这一方法论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 

关键词：人类生态学，生态图迹，城市条件，威尼斯项目，在中国的城市设计 

 

1 简介 

生态不是个新词，在希腊语（“Oikos”）中，它指家、我们生活的地方[1]。

地球，及其上所有生物的生存，依存于与其它星球、空间物质的和谐共生。过去，

人们通常将生态视为自然界的生态，这在城市化处于萌芽阶段、地球的大部分还

是纯自然的时代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范围的扩张，人

类已然成为最活跃的元素。因此，人类（而非其它生物体）间及与所生存环境的

相互关系，即人类生态，成为了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进入人类生态

的探讨之前，我们先以自然生态为类比的对象。 

1.1生态（学）的定义 

植物、动物、人类互相关联并与环境关联的方式[2] 

生物学中关于动植物间及与所生存环境的多样不同关系的分支学科[3] 

1.科学中关于生物及与所处环境相互关系的分支学科。 

2.生物和所处环境关系的整体或图迹。 

3.人类生态学。[4] 

1.2 自然生态        

在自然的生态系统中存在着由一系列食物链构成的食物网。食物网是生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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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取食和被取食的错综复杂的网状食物关系（见图解 1）。  

我们都被各种社会关系束缚；我们都生活在社会中；我们都是具

文化性的动物[5] 

当我们把城市生态和自然生态做比较，会发现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生物 – 人 

食物链/网 – 人类间的相互关系 

在自然的世界中，所有生物都被一张无形的关系网所束缚。我们可以参照水

底世界的生态系统。图解 1显示了空间化的生态系统（甚至可以进行三维描述）。

在这个图解中，每一个空间都有不同的关系强度。密度越高（即交线越多）的区

域具有越大的潜力（协同增效和现出现象）。 

 

 

图解 1 由 Scotian Shelf 绘制的水中生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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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拥有多样的生物，每个生物在不同的食物链中扮演不

同的角色[6]。食物网越复合，生态系统抵抗外力干扰的能力就越强，食物网越简

单，生态系统就越容易发生波动和毁灭
i。因此，生物数量有限的生态系统处于

极其危险的境地，其中一个物种的灭绝可能导致这个生态系统的崩溃。假如一个

岛屿上只生活着草、鹿和狼，鹿一旦消失，狼就会饿死。如果除了鹿以外还有其

它的食草动物（如牛或羚羊），那么鹿一旦消失，对狼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反

之，在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中，如果一条食物链由于某个物种的消失而崩溃，其

它物种依靠在其它食物链中的互动而可仍旧存活。 

一个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应该具有如下特性： 

1. 每一层有多样的生物（同一层中的生物间不是取食和被取食的关系） 

2. 食物链的多样性（多组的生物关系） 

3. 一个生物与其它多个生物相互关联 

 

我们可以用如下图解 2抽象的描绘出这个生态系统： 

 

图解 2 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 

                                                                     

2 研究方法 

2.1关于人类生态的一个案例分析 

我们将通过分析一个小村庄来研究它的生态系统。一部 04 年的纪录片“达

尔文的噩梦”，地点是坦桑尼亚的维多利亚湖畔。上个世纪 60年代，科学家们从

尼罗河引来鲈鱼放入这个全球最大的赤道湖内。如今，性格凶残的鲈鱼大量繁殖，

消灭了当地数十种鱼。一些幸运的当地人开始以渔为生，湖畔随之出现了一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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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品加工厂吸引来了许多背井离乡的穷苦人。鲈鱼一包包急冻后被巨大的苏联运

输机运到欧洲市场。而当地人吃不起鲈鱼，只能捡食残留的腐烂鱼头。返回的运

输机满载着待售的大屠杀武器，取道坦桑尼亚，飞往安哥拉和刚果，之后再运送

鱼儿至欧洲，如此往复。其他当地人，如妓女、瘾君子、艾滋病毒携带者、流浪

儿童等，均苟活于如此危急环境中。  

让我们换一个观察的视角，从水平向审视这个生态系统，我们可以将这个基

地转述为按照不同尺度分类的不同人群（含鱼儿）的层级（见图解 3）。再次转

换视角，从垂直向审视，我们可以追溯共生于此物质世界的所有人群的足迹（即

“活的空间”，此概念请参阅 Henri Lefebvre的《The Production of Space》）（见图

解 4）。从最底层的鲈鱼到最高层的欧洲终端客户，一条超级强的单一链条呈现

在我们面前。在这条链上，每一个节点都和下一个节点紧密相连，物质的流动呈

永久的单向性——鱼儿的流出和资本的流入。同时，其他当地人寄生于这条链。

此生存图迹不是人为设计的，而是自然而然生成的。可以说，这个真实的故事是

诠释“角色-网络”[7]概念的完美案例。依尺度分层，每层有各自的角色、使用

不同的交通方式参与其间。例如，在基地层级，渔民使用小船捕鱼；在村庄层级，

鱼品加工厂工人使用轻卡运送鲈鱼；之后，与全球层级的卖家相连的是运输机和

集卡……上述运动是由潜藏的结构驱使和操控的，从而生成隐域（即活动图迹）。

基地条件（即基地尺度层级和交通基础设施）孕育了自身独有的生存图迹。 

 

图解 3 小村庄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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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 4 小村庄的生态系统 

 

上述生态系统的潜在风险是什么？我们可以预见多种可能：1. 此链运行良

好，链上的所有人都从中获益（尽管渔民的获益最少），而在链外，与链产生间

接关系的人还可以苟延残喘的维系，其他人将逐渐离去。贫富差距将不可遏制的

逐渐拉大，社会问题随之产生。2. 随着欧洲市场需求的减少，此链将变弱，链

内外的当地人都很难继续以此为生。3. 鲈鱼由于不可预知的原因绝迹（如疾病

等），于是处于此链最高层级的欧洲客户转而选择其他供应商，如此将导致整条

链的崩溃，所有当地人将贫穷致死。 

如此生态系统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可以总结出不可持续的人类生态图迹的特

征： 

1. 单一的生活图迹：一个超强的生活图迹（此案例中为以鱼儿为单一导向

的图迹），其它生存图迹也完全依赖于此； 

2. 绝对的集中和绝对的隔离：一些人集中于有限场域（此案例中为渔业区），

其他人完全隔离于外（此案例中为无家可归者）； 

3. 非循环（可持续）的过程：资源被耗尽，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坏（此

案例中为线性的渔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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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地条件”与“现实活动”不符：每个基地都有独特的条件，强加在

基地上的各活动层级（此案例中为全球市场和地方渔业）与基地的潜在

层级（此案例中基地处于地方层级）不同。 

2.2 城市生态——复合型不断增加的人类生态图迹 

如前所述，人类生态版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日臻突出。人类生态是人与环境

相互作用的不同系统的复合体[8]。不断增加的人类活动的强度和范围改变着人类

生态。换言之，城市化进程中，人类生态在每一阶段都是不同的。 

城市域的演化是一个含不同变化强度的漫长过程。我们可以用一根从 0 到

100%的“城市化轴线”图解这一过程（见图解 5）。 

 

                                                       城市化 

   0                                                    100% 

                                                人类生态图迹的复合性 

图解 5 复合性不断增加的人类生态图迹 

 

在“政治城市”和“商业城市”的阶段，变化的强度相对较低，生活的逻辑

简单，所以社会关系简单。人们在村内社交，在有限的空间内相互关联。人们偶

尔在隔绝的村子间花费很长的时间和距离移动（见图解 6）。在上述阶段，基地

与地方用户紧密联系，与大区域用户适度联系，与更高层级用户很少联系。我们

可以把人类生态图迹构想为一个层级（不同层级有不同用户）有限的自给自足体。

随着商业都城的进一步发展，工业化使城市扩张和爆炸式增长，新城不断涌现，

“工业城市”到来了。城市被组织、控制、相互连接，人类生态图迹呈多层级的

复合态势。然而，全球化的出现引起了巨变。资金，产品，工作，想法，人等，

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率移动，边界消失了，内外模糊了。交换频率激增，它们可

以在任意空间任意时间内发生。这一“内爆-外翻”过程[9]，城市进入了“临界

域”。人类生态图迹被前所未有的多层复合化。在不同层级的人们与各不同地区

相关联（见图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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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 6 “政治城市”和“商业城市”阶段的社交关系 

 

 

图解 7 “工业城市”阶段的社交关系[10] 

 

 

2.3城市生态——隐力，人类生态图迹，城市条件 

城市中也存在着朴素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例如，最强势的经济角色总能占据

最有利的位置，一线大品牌入驻一类城市的中心地带，富裕阶层住在环境优雅的

上风上水区，弱势群体住在脏乱差的城中村[11]。当对空间需求的竞争加剧，将位

于城市中心的贫民窟铲平做商业开发变得有利可图，大量的穷人被置换到偏远的

郊区，中产阶级选择远离穷人的相对安全的区域居住。这一过程与自然界的弱肉

强食相似。 

在城市社会中存在着力量——事实上在人类栖息的任何自然域——这些力

量引起了人群和机构的典型有序的分类。[12] 

移动和交流生成了众多的时-空现实，时-空现实使城市现实复合化。“这些

移动和交流是被潜藏的结构驱使的，从而生成隐域”。场所不是因为功能的嵌入

而存在或由构想的边界定义，而是暂存的、流动的、动态的活动。它处于连续的

不稳定状态。城市真实的形态不是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的配置，而是由我们在城市

中的移动生成的。正如城市肌理不是城市组织的物质化，或以便利城市生活而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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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功能为特征，而是我们通过社会关系占用城市空间的参与过程生成的。[13] 

这些力量是城市演化进程背后的潜力。城市中的个体正是在这些潜力的作用

下实现生态图迹分布。这些图迹不是由人设计出的，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正如

自然界中的达尔文主义。在这些潜力下，不同的基地条件会产生不同的生态图迹。

所谓条件，主要是指各种社会交易完成所依赖的城市基础设施。换言之，每个结

构都有相应的人物角色或人际关系并置。因此，作为规划者的任务不是去设计现

实的生活图迹，而是去创建基地条件。 

大西洋沿岸国家的经验性城市研究中呈现出两条主流思路。一条是社会改革

主义者践行的研究城市以把城市改变得更好为目的。另一条是与社会真实有关的

以人本主义思考为代表的，特有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城市[14]，社会真实就是现

实的生活图迹（即人类生态图迹），特有的社会环境就是特定的基地条件。 

通过之前的渔村案例研究，我们已经总结了不可持续的人类生态图迹。但城

市比村庄要复合得多，城市越大，所包容的差异性个体跨度越大，社会分化越大

[15]。以至于大都会拥有一套与众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地形的特征，这些都

不会在密度不大的聚居地出现。为了简化，参考自然生态、村庄案例，考虑到城

市的复合性，我们可以总结出城市可持续的人类生态图迹特征： 

1. 多样的生活图迹：不同人群以不同强度参与的多样活动；  

2. 不同强度的整合和隔离：不同强度的人际，一些基地的用户层级较多，一

些较少。每个基地都有独特的属性[14]； 

3. 循环的过程：社会生态上是可循环的，生活图迹是可持续的； 

4. “基地条件”与“现实活动”相符：每个基地都有独特的条件，基地上的

各活动层级与基地的潜在层级相匹配。 

2.4 城市设计与人类生态——从人类生态学角度思考城市设计过程 

可持续的人类生态图迹可以被视作城市设计中我们所希望实现的。在城市设

计中，我提出如下工作过程： 

支持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发展的新政策框架/评估工具

-32-

2019年可持续建筑环境深圳地区会议论文集 www.sbe19shenzhen.com



 

之后，城市设计的定稿： 

 

 

2.5 城市设计案例 1——人类生态学思考在威尼斯项目中的应用 

在威尼斯项目中，我在三个层级进行了城市设计：社区层级，城市层级，邻

里层级。 

在社区层级和城市层级，首先创建了一系列的新条件，如新基础设施，新交

通节点，新港口，更新的基础设施等等（这些新条件是在前期调研分析的基础上

创建的）。 

然后，需要定义出“panorama”[16]——即需要涉及的范围。此项目中为新城

区域（即威尼斯历史文化中心与大陆梅斯特新城之间的运河新城），及与威尼斯

历史文化中心、与梅斯特、与马尔盖腊花园城市、与部分的区域网络（见图解 8） 

。 

图解 8 用户-足迹的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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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义的范围内，我画出了九个典型用户的“用户-足迹”（与“角色-网络”

类似）。根据他们与新城关系的层级，这些用户可归于三个层级：全球、区域、

当地（见图解 9），也是“用户-足迹”所对应的层级（见图解 10）。 

 

图解 9 三个层级的九组用户 

 

 
图解 10 九组用户-足迹 

 

之后，所有的足迹被分成若干片段（每段含相同层级的用户且相同的交通工

具）。根据所含用户的层级高低、所含用户层级的数量多少、所用交通方式的效

率高低，对所有片段进行综合排序（见图解 11）。在涉及范围内，34 个片段和 9

个交通节点显现出来。此刻，我们开始认清每个片段的层级和厚度。 

 

图解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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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 11 分段绘制的图例及前三个片段 

 

在对每个片段建立起认知后，特定片段的生活图迹可以被预知（见图解 12）。

生活图迹是由用户自己生成的，是活的空间。作为城市设计者，我们创建条件以

利于生存图迹的出现。在城市设计中，条件可以反复改变或微调，经历多个循环

过程后，可以实现我们希望的人类生态图迹。 

最终的条件，加上人类生态图迹，形成威尼斯项目的最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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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 12 可被预知的生活图迹（以邻里尺度为例） 

 

2.6 城市设计案例 2——人类生态学思考在北京项目中的应用 

随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选址定位和规划建设，及北京“新城南计划”的提

出，西红门区域在交通区位和政策导向层面已具备了全新的契机。上述城市新条

件，及区域新条件（如区间大巴）加上区域固有条件（如京开高速、地铁节点等），

形成了项目现在的整体条件框架。在此背景下，本案引入了“City Walk+Shopping 

Park”的核心理念，在原有单一居住功能的西红门区域中，结合项目所在位置的

具体条件，分别设置了集中商业、街区商业、办公、福利院、医院、公园、体育

设施、教育配套等，宜家亚洲第一旗舰店的入驻也是在城市条件基础上的结果。 

在定义的范围内，设定了七个典型用户的“用户-足迹”。根据他们与区域关

支持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发展的新政策框架/评估工具

-36-

2019年可持续建筑环境深圳地区会议论文集 www.sbe19shenzhen.com



系的层级，这些层级用户可归于三个层级：全球、区域、当地，也是“用户-足

迹”所对应的层级（见图解 13）。 

 
图解 13 七组用户-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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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所有的足迹被分成若干片段（每段含相同层级的用户且相同的交通工

具）。根据所含用户的层级高低、所含用户层级的数量多少、所用交通方式的效

率高低，对所有片段进行综合排序。在涉及范围内，8个片段显现出来，即是对

人类生态图迹的图解呈现（见图解 14）。 

 

图解 14 排序后的 8个片段 

 

在对每个片段建立起认知后，特定片段的生活图迹可以被预知。由于本项目

是实际的工程项目，城市和区域条件是已经确立且无法更改的（如高速路、道路

级别、地铁站位置、未来的机场位置），但区域内的某些条件是可以调整的（如

区间大巴的引入）。当我们把自上而下进行的规划功能（整体而全面）和自下而

上的预知生活图迹（细微而片段）重合比较，可以对规划的功能建立更为客观的

认识（见图解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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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 15 条件和功能的示意图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城市及区域新条件的形成，及以“City Walk+Shopping 

Park”为核心理念的相符的规划功能的注入（即集中商业、街区商业、办公、福

利院、医院、公园、体育设施、教育配套等的合理定位），该区域将生成更为可

持续的人类生态图迹。届时，西红门区域内的人群将更为多样化，他们以不同强

度参与活动，从而生成更为多样的生活图迹；区域内有不同强度的人际，一些基

地的用户层级较多，一些较少，每个基地都有独特的属性，形成不同强度的整合

和隔离；社会生态上是可循环的，生活图迹是可持续的；每个基地都有独特的条

件，基地上的各活动层级与基地的潜在层级相匹配。无疑，上述四个特征都具备

的该区域将拥有更为开放的未来。 

3 结论 

城市中不断增加的复合性迫使我们解构和重构传统的认识论。由外转而自内、

从社会空间的生产力的角度去解读当代城市，结果将会不同，从而重构我们的思

维方式。通过几步操作（如扁平化城市域，从微观视角探查，建立文脉和设定研

究范围等），另一种工具被建立起来以重组社会空间。对当代社会城市问题的认

知，这一概念重建的过程是极其重要的。在人类生态学思考的基础上，另一种设

计工具得以建立，并在两个设计案例中得到进一步阐述。 

从 Panopticon（即自上而下）和 Oligopticon（即自下而上）[17]这两个相对

的视角解读城市，可以得到更全面和深刻的认知。在这个过程中，以人类生态学

支持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发展的新政策框架/评估工具

-39-

2019年可持续建筑环境深圳地区会议论文集 www.sbe19shenzhen.com



为理论基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研究和设计彼此影响和互动，我们从而建立

了一个新的城市设计工具以应对当代社会中日益复杂的城市问题，以实现可持续

的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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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视角下低碳历史街区保护更新策略研究 

 

许熙巍   董诺
*
   

（天津大学，天津 300000） 

 

摘要：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逐渐放缓，存量更新已成为我国城市发展

的新趋势，城市历史街区保护更新是存量更新的代表，历史街区的低碳更新是实现低碳城市

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生命周期理论出现以来，将其应用于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成果很多，

本文将研究扩展到中尺度空间，从街区尺度探讨影响碳排放的因子，包括街区中的建筑、交

通、绿地、基础设施以及空间形态布局、功能组织和居民活动等因素，最后以大连东关街为

例，提出历史街区低碳保护更新策略及相应规划措施，以期最大限度的降低更新过程中的碳

排放。 

关键词：低碳；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生命周期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难以避免的带来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二氧

化碳排放量更是日益升高。在此背景下，“低碳”越来越受到关注，城市街区尺

度是建设低碳城市的关键层面，是微观层面建筑低碳技术的提升，也是宏观层面

城市低碳战略的具体实施，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1]历史街区作为城市街区

的特殊组成部分，其保护与更新过程中的低碳策略受到广泛而持续的关注。历史

街区因其处于自身衰落周期的特点，与城市新建街区的低碳策略具有很大差异

性，其低碳化更新目前面临诸多困境，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对其进行保护与更新成

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1 低碳历史街区建设困境 

1.1更新模式粗放 

现有历史街区更新过程中，仍存在大量粗放式建设，没有真正探寻出符合历

史街区的针灸式、微更新的模式，导致建设量较大，且对历史街区原有环境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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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这种更新模式带来的是高碳排放，现有更新较少考虑到粗放建设带来的高

耗能。另一方面，这种更新模式未考虑街区交通情况，对机动车交通缺少规划，

导致大量机动车涌入街区增加街区碳排放量。[2] 

1.2节能措施应用不足 

历史街区更新中对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相对不足，更新过程中仍以高耗能、

高碳排的技术为主，缺少对低能耗工艺与材料的开发与使用。且对历史街区内建

筑的低碳更新做的不到位，如外墙保温，循环水利用等，导致建筑能源消耗大，

碳排放量增多。 

1.3公共空间重视不够 

目前历史街区更新中，对建筑关注多，而对环境关注少，忽视空间品质的提

升。历史街区由于空间尺度较小，普遍存在公共空间及绿化空间不足的问题。而

公共空间塑造是街区场所感形成的重要前提，且绿化水平关系到街区的碳汇，对

降低历史街区的碳排放具有重要意义。 

1.4人文关怀薄弱 

历史街区更新中带来的绅士化问题，对街区功能结构冲击很大，缺乏对街区

原住民及生活方式的人文关怀，造成原住民流失，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变化。对街

区的更新缺少正确的引导与控制。而绅士化的出现，也改变了街区的文化环境、

价值观念、消费习惯，导致了更多的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的出现。 

2 历史街区全生命周期碳排放 

2.1生命周期评价理论 

生命周期评价理论是对评价对象＂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过程所涉及的全

部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进行定量评价。[3]主要为量化评价目标从生产到使用到结

束整个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生命周期有以下几个特点：整体性，即将目标看作是

一个整体，其从出现到消亡是一个过程，不可分离开；关联性，目标的生命周期

过程每一步都是相互关联的；动态性，目标随时处于动态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对

其的研究及数据统计也应不断根据变化进行调整。 

2.2历史街区碳排放计算方法 

根据国内外学者对于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研究思路，推演总结出历史街区碳

排放的计算方法。历史街区是建筑尺度的扩展，其涉及更多的功能及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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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街区的碳排放计算难度更大。因此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简化处理，将街

区分为不同的系统，包括建筑、道路、绿地、交通、基础设施等系统分别进行研

究。每个系统均采用类似建筑系统的研究方式，计算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最终将

结果进行统计汇总，从而得到历史街区的碳排放量。[4] 

2.3历史街区各系统生命周期碳排放 

2.3.1 建筑系统碳排放 

历史街区中的建筑系统碳排放指的是街区建筑在设计，建材开采，建筑施工，

使用，维护，拆除回收整个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总量。针对历史街区中的历史

建筑，由于建设年代较为久远，其在设计阶段、建材开采阶段、施工阶段所产生

的碳排放已不可考，且不对现有环境产生影响，因此，对于历史建筑的碳排放主

要关注其运行使用、保护维修、拆除回收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但对于历史街区

中的新建建筑，则需要从以上全生命周期进行计算。 

2.3.2 道路系统碳排放 

    道路系统是历史街区中所有道路面积的总和，包括历史街区外围的城市道路

及道路两侧的人行路，历史街区内部的所有道路，街区内的地面停车场、广场以

及街区内公园绿地中的人行路。历史街区中道路系统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与建筑

系统较为相似，因此主要考虑其在维护阶段以及对其进行改建、增建全过程的生

命周期碳排放。 

2.3.3 绿地系统碳排放 

历史街区中的绿地系统指的是街区中所有绿化，包括草坪、树木、屋顶绿化、

建筑绿化等等。绿地系统碳排放除了需要考虑其施工期间，包括施工现场和运输

过程中的碳排放，以及使用和维护期间的碳排放之外，特殊之处在于绿地系统可

以产生碳汇，是与碳排放相反的过程，因此对于绿地系统的碳排放，计算碳汇量

是必不可少的过程。针对不同的绿地种类及绿地种植形式，有其对应的碳汇系数，

可用于计算碳汇量。 

2.3.4 交通系统碳排放 

历史街区的交通系统碳排放是指街区中交通工具所产生的碳排放。虽然其不

属于历史街区硬件组成部分，但交通工具所产生的碳排放却是街区碳排放的重要

构成部分，是主要碳源，因此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应同样纳入计算中。交通工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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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量计算首先应计算其在特定周期内的保有量及行驶距离，再根据不同交通

工具或不同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计算在此周期内的碳排放量。 

2.3.5 基础设施系统碳排放 

历史街区中的基础设施系统包括街区内的供水、供电、排水、燃气、热力等

市政基础设施。市政设施具有极强特殊性，其是城市运转的一部分，无法分离开

来，因此不具备完整的生命周期性，难以定量。另外，历史街区的基础设施主要

为特定市政部门负责，受街区状况影响较小，其产生的碳排放量与街区采取怎样

的保护与更新手段关系不大。基于以上原因，对于历史街区基础设施的碳排放量

可不进行研究计算。 

根据以上提出的计算方法以及对历史街区各系统的分解研究，可以对历史街

区碳排放进行量化分析，这将是进行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及相关性分析的基础。

同时量化研究也更能直观的反映出更新过程中的碳排放量变化情况，为选择最低

碳的更新手段提供依据。 

3 历史街区碳排放影响因素 

3.1历史街区空间因素 

3.1.1 街区形态布局 

传统历史街区的空间形态以小街区、密路网为主，这种特点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机动车的出行，由此产生的交通碳排放会降低。有学者将不同形态的街区的

交通能耗进行对比研究，也得出超大街区式碳排放最高，而传统街区碳排放最低

的结论，[5]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以上观点。而街区的空间布局，如绿化占街区面

积比例的大小即绿地率的指标，也对街区的碳排放有影响，绿地影响街区的碳汇，

对减少街区碳排放有积极作用。 

3.1.2 土地利用混合度 

    土地利用混合度指街区内各种功能如居住、商业、公共服务等功能的混合程

度，土地利用混合度影响街区的交通出行碳排放，混合度越高的街区其街区包含

的功能越多，可以满足更多的居民日常需求，甚至可以提供工作岗位，这些都对

减少机动车的使用从而减少交通碳排放具有积极作用。 

3.2历史街区交通组织 

3.2.1 公共交通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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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街区的公共交通可达性影响着人们的出行选择，公共交通可达性高的街

区，人们会更倾向于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而公共交通的发展对降低交通碳排放具

有重要意义。公共交通可达性较差或没有公共交通的街区，人们中远距离出行则

只能选择小汽车，其产生的碳排放量远高于公交出行。 

3.2.2 街区交通管制 

历史街区是否有交通管制的政策或措施也对街区交通碳排放有很大影响。交

通管制会对机动车的通行给出一定限制，比如某些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或分时

段限制机动车通行。若历史街区道路狭窄或步行人数较多，则可以制定措施限制

机动车通行，这样不仅可以改善街区环境质量，还可以大大降低街区的交通碳排

放。 

3.3历史街区人文因素 

3.3.1 街区发展定位 

历史街区的发展定位即街区的类型是决定街区碳排放量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其从根本上决定了街区碳排放的来源。比如以商业为主的历史街区，其产生的碳

排放与以居住为主的街区是会有明显差异的。比如商业建筑的用电量与居住建筑

用电量的差异。且商业街区人流量密集，其产生的交通碳排放也是远高于居住街

区的。因此在计算历史街区碳排放量之前应首先明确街区所属类型，再针对不同

的类型进行街区生命周期碳排放的计算。 

3.3.2 街区使用人群 

历史街区使用人群的差异也会影响街区的碳排放量。如经过改造的街区，其

原住民与外来人口的生活方式甚至生活理念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性反映在生活

的各个方面，如家庭耗能，交通出行等，也会产生不同的碳排放量。除此之外，

年龄因素也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不同年龄人群的生活需求不同，由此产生

的碳排放会有明显差异。 

影响历史街区碳排放的内外在因素众多，经济发展，交通出行，生活方式，

人文环境都会对碳排放造成影响，以上分析了与街区碳排放有较为直接联系的因

素，为历史街区低碳保护与更新策略的提出提供依据。 

4 东关街历史街区低碳保护与更新策略 

4.1东关街历史街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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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关街是大连唯一一处有一定规模的不可移动文物片区，是大连近百年历史

的见证，位于大连市西岗区，地块面积约 7.64 公顷，距大连火车站 800米，地

理位置优越。 

  

图 4-1 东关街区位图 图 4-2 东关街建筑质量分类图 

街区空间环境现状较差，道路多处破损，绿化基本没有，基础设施老化严重，

部分建筑质量堪忧。东关街近些年为城市棚户区，大多为外来人口租住，历史文

脉断裂，生活氛围较差，亟待进行保护更新。 

4.2东关街低碳保护与更新策略 

4.2.1 空间形态布局策略 

历史街区的传统地块尺度是适宜慢行交通的，也是较为低碳的交通方式，在

保护与更新过程中，不能一味顺应街区尺度扩大的趋势，破坏街区原有肌理，这

样街区交通会不断被机动车侵占，扰乱街区慢行交通体系，导致碳排放量不断增

多。应保存历史街区原有肌理，将街块尺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一方面可以保存

街区原有风貌不变，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低碳街区的目标实现。历史街区应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增多公园绿地等公共活动空间的布局，公共空间是街区内聚

集人气的场所，其对街区活力的提升有很重要作用，绿化场地还可以降低街区的

碳排放量。 

针对东关街以院落为主的布局形态，应着重塑造其院落空间，将绿化空间维

持在一定比例，改善街区环境状况，同时可完整保留街区肌理，营造小尺度宜人

步行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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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东关街院落空间塑造 

4.2.2 功能组织策略 

历史街区功能组织应不断向混合化方向演进，功能的混合是将来城市的发展

趋势，也是更为便民的组织形式。如果街区内有居民日常生活所涉及的所有活动，

那么居民则不需要通过长距离出行来达到活动的目的，这样减少了交通的碳排放

量，同时也方便的居民，使生活更为便利。功能的复合利用还为街区居民增加了

就业机会，有利于减少工作的通勤距离，丰富街区功能，达到最佳的土地利用效

果。因此在对街区进行改造或功能置换时，应尽可能多的引入不同的功能，提升

街区土地混合度。 

东关街在更新时，定位是混合功能街区，不仅是居住与商业的混合，还有各

色产业的集聚，商业业态包括餐饮，住宿，游览，购物，娱乐等，满足居民日常

所需。 

  

图 4-4 东关街功能分区规划图 

4.2.3 交通出行策略 

街区交通出行产生的碳排放是最直接的碳排放源，而其中小汽车、私家车是

人均碳排放较高的出行方式，因此，减少出行距离和次数是控制街区交通碳排放

的根本举措。对于中短距离出行，应倡导多采用慢行交通的方式，可由自行车代

替机动车出行，这不仅是健康城市的倡导，同时也是低碳城市的倡导。对于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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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出行，应呼吁使用公共交通，这一方面需要提高公交站点的覆盖率，完善公

共交通网络，尽量达到效率高、换乘少的目的。另一方面需提高人们的公交出行

意识，真正使公共交通成为城市便利的交通方式。 

规划东关街内的慢行系统，增加自行车及步行出行的趣味性，限制街区内机

动车交通，营造慢行友好的街区氛围。 

 
 

图 4-5 东关街慢行流线 

4.2.4 建筑节能策略 

建筑能耗产生的碳排放是除交通碳排放的另一主要碳排放源，因此降低建筑

能耗对于降低街区碳排放具有重要意义。建筑能耗主要包括建筑物用电能耗，制

冷，采暖等方面。历史街区的建筑物一般窗墙比较小，对于可以进行改造的建筑

可以适当提高其窗墙比，增加采光面积，可以降低采光用电能耗。另外部分历史

街区的建筑外墙保温效果较差，就会增加采暖能耗，应加装外墙保温系统，提高

室内温度，降低采暖压力。除建筑系统节能措施外，室外微气候的营造也对建筑

物的耗能具有一定影响，[6]在进行街区更新时同样需要注意。 

东关街本身房屋破损较为严重，因此首先需要对建筑进行修缮更新，应注意

选取低碳的建筑材料，注意保护原有建筑形态，采用传统的低碳的工艺进行修缮，

避免大拆大建。 

4.2.5 居民生活方式引导策略 

居民的生活方式及节能观念对于降低碳排放具有很大影响，因此以低碳的视

角制定引导策略并倡导居民实施对于节能减排有很大意义。如制定居民节能激励

措施，如针对居民购买节能家电提供补贴。制定绿色出行激励措施，对公共交通

出行及自行车出行给予优惠价格。对于居民的生活方式，消费模式给予低碳的引

导，鼓励居民回归低碳的生活。增强居民环保意识及节能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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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本文将常用于建筑的生命周期评价理论扩展到城市的中尺度——街区尺度，

并应用于历史街区。首先介绍了目前历史街区低碳化进程中的困境，包括更新模

式粗放，节能措施不足，人文关怀薄弱等方面。然后以生命周期评价的视角详细

阐述了历史街区各系统的碳排放组成及碳排放量计算方法。接着分析了影响历史

街区碳排放的主要因素，分为空间因素、交通因素、人文因素。最后基于以上分

析以大连东关街为例提出了历史街区低碳保护与更新策略。 

本文局限性在于研究仍处于定性阶段，未能提出碳排放量计算的量化模型，

影响因素研究也未进行系统的相关性分析。但提出了以生命周期视角进行历史街

区低碳化更新的思路，以期对未来历史街区碳排放数据库建立有所启发。 

未来历史街区低碳化更新必然是更加智能化的，人们的行为活动可以通过碳

排放量直观显现出来，人们可以看到自己每项活动所对应的碳排放数值，这对于

提高人们的节能意识，建设低碳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 夏冰，张焕.低碳城市街区形态导控方法研究综述[J]．华中建筑，2018（9）： 

8-11． 

[2] 高畅,夏青.“碳足迹”视角下的历史街区保护策略和量化评价——以天津五大

道历史街区持续性保护规划为例[A].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南京市政府.转型与重

构——2011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南京市政府:中国城

市规划学会,2011:11. 

[3] 徐子苹，刘少瑜.英国建筑研究所环境评估法 BREEAM 体系引介[J]．新建筑，

2002（1）：55－59． 

[4] 王大嵩.我国绿色街区环境质量评价方法研究[D].沈阳建筑大学,2015. 

[5] 郭佳星,田永英,姜洋,何东全,刘欢.不同街区形态居民交通能耗和CO_2排放特

征研究[J].建设科技,2014(15):34-39. 

[6] 杨小山.室外微气候对建筑空调能耗影响的模拟方法研究[D].华南理工大

学,2012. 

支持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发展的新政策框架/评估工具

-49-

2019年可持续建筑环境深圳地区会议论文集 www.sbe19shenzhen.com



 

 
 

基于全生命周期成本与效益分析的 

绿色建筑产业链形成机制研究 

 

陈曼文  代卓耕  吴琬莹  谢强
 

（深圳市航建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深圳 518041） 

 

摘要：发展绿色建筑是破解建筑能耗高问题，探寻可持续建筑的必然选择。产业链集聚效应

不足是目前绿色建筑推广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难题，本文依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2019，从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环境宜居等五个方面，

运用价值工程理论建立了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成本与效益评价模型，进而从成本推动因素和

效益拉动因素分析绿色建筑产业链的形成机制，并提出了绿色建筑产业链信息平台和交易平

台的建设思路。在该机制中，投资方以成本效益综合测算结果作为绿色建筑开发的经济评价

依据，产业链各利益相关者依据绿色建筑信息平台和交易平台参与市场运作，该机制有助于

促进绿色建筑产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绿色建筑，产业链形成机制，全生命周期，成本效益评价模型，信息交易平台 

 

1 引言 

绿色建筑是在全寿命期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

康、适用、高效的使用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建筑[1]。

绿色建筑有助于减少 CO2 排放以及缓解能源危机，中国于 2007 年超过美国成为

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2]，面临巨大节能减排压力，而中国建筑终端能耗占全国能

源消费总量的比重在 18%-23%，建筑碳排放总量约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 20%[3]，

建筑全产业链总体能耗和碳排放量则约占全国总体能耗和碳排放量的 50%[4]，发

展绿色建筑已成为中国开展节能减排刻不容缓的必经之路。 

由于采用绿色建筑技术引起的节能减排增量效益在运营阶段才能体现出来，

使得政府、房地产开发商、消费者、供应商等相关利益方无法对绿色建筑进行客

观理解和评价，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绿色建筑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绿色建筑产

业链形成机制，构建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成本与效益评价模型，提出绿色建筑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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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信息平台和交易平台的设计和建设思路，期望达到促进绿色建筑产业链发展，

降低绿色建筑产品成本，进一步普及绿色建筑的目的。 

2 绿色建筑产业链内涵、发展现状及形成机制 

2.1 绿色建筑产业链内涵和现状 

2.1.1 绿色建筑发展现状 

（1）绿色建筑评价发展历程 

我国绿色建筑历经 10 余年的发展，已实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个别城

市到全国范围，从单体到城区、到城市规模化的发展，直辖市、省会城市及计划

单列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已全面强制执行绿色建筑标准[1]。绿色建筑评价是推广绿

色建筑的主要方式，我国已建立“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制度，即依据《绿色建筑评

价标准》确认绿色建筑等级并进行信息性标识的制度[5]，《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自 2006 年发布第一版以来，已经历经三次更新，2019 年发布了最新版《绿色建

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新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更加强调以人为本且注

重运行实效，并与全球范围使用的英国 BREEM、美国 LEED 等国际绿色建筑评

价标准体系进一步接轨。 

绿色建筑评价体系的建立无疑推动了绿色建筑的发展，同时，由于政策约束

和评价体系尚未健全，诸多参评绿色建筑的项目实际更加关注绿色建筑星级和得

分，往往选择了大量维护成本高、节约效果差、使用寿命短的绿色建筑技术措施，

间接推高了绿色建筑增量成本的同时，误读了绿色建筑的内涵。 

（2）绿色建筑现阶段重设计轻运维 

绿色建筑在我国近十年来发展较快，2017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建

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三五”规划》，规划提出“到 2020 年，我国将实现城镇

新建建筑能效水平比 2015 年提升 20%，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比重超过

50%，绿色建材应用比重超过 40%”。截止 2016 年底，我国城镇累计建设绿色建

筑面积 12.5 亿平方米，2016 年新增绿色建筑 5 亿平方米，占城镇新建民用建筑

比例超过 29%[6]。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来看，距离实现绿色建筑发展“十三五”规

划目标还有不小差距。 

绿色建筑数量提升的同时，更需关注绿色建筑项目的质量。2008 年建设部

科技发展促进中心发布了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实施细则，将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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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和“绿色建筑评价标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更能

体现建筑绿色运维情况的绿色建筑评价标识项目占绿色建筑项目总量的比例不

到 5%。表明发展绿色建筑的观念尚未普遍被人接受，投资建设绿色建筑的热情

和动力普遍不足，甚至出现相当数量的绿色建筑技术仅仅停留在设计图纸上的尴

尬现象。绿色建筑的运行成本通常占到建筑全生命周期成本（LCC，life cycle cost）

的 70%-80%，因此强调绿色运维的建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建筑。 

从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现状可以看到，绿色建筑规模在不断扩大的同时也面临

更深层次的挑战，首先是在国家政策和地区目标考核引导作用下，我国过去狭义、

单纯的以追求星级评价为目标进行绿色建筑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绿色建筑

的健康发展。其次，由于人们普遍缺乏对绿色建筑真正内涵的认知，绿色建筑全

生命周期体现的经济、环境和社会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展现。最后，由于绿色建筑

产业链发展尚不成熟，绿色建筑技术所需材料、设备和施工工艺所涉及的增量成

本是绿色建筑发展的最大障碍。 

2.1.2 产业链的提出和绿色产业链的价值 

1958 年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从产业的前向和后向联系的角度

对产业链的概念进行了论述[7]。随后荷利汉（Houlihan，1988）对产业链的范围

进行了扩展，提出产业链是从供应商开始经生产者或流通者到最终消费者的所有

物质流动[8]。史蒂文斯（Stevens，1989）将产业链看作将供应商、制造商、消费

者等连接起来的系统，从产品链扩展到信息链和功能链，强调信息在产品之间的

反馈过程[9]。在我国，傅国华在九十年代初首先提出产业链的概念[10]，此后相关

理论研究逐渐兴起。 

绿色建筑产业是在既有产业基础上，以节约、生态、可循环、绿色低碳发展

为导向，贯通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的一种新型产业，主要涵盖了绿色建筑规划设

计、绿色产品应用、绿色建造、绿色运行，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各类专业服务，包

括勘察、规划、设计、检测、认证、研发、建材、设备、构件、施工与安装、建

成后物业环境的运营与管理，以及相关的咨询与服务[11]。绿色建筑产业是以传统

建筑产业为基础，同时由于绿色建筑涵盖了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更深层次内

涵，绿色建筑产业实际上是在可持续建筑命题下对传统建筑产业的全面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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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的发展必将给绿色建筑产业链带来更多附加值，一是产业链的关联

效应能引导和带动更多相关产业的发展，二是随着绿色建筑技术的提升不断促进

绿色建筑产业链转型升级，进而为产业链企业创造更多价值，最终形成集聚效应。

前者是数量的发展，后者是质量的提升。量质齐升的绿色建筑产业链才能从根本

上推动绿色建筑的发展。 

2.1.3 绿色建筑产业链形态 

按照绿色建筑产业活动时段，可将绿色建筑产业链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三

个层面，其中上游产业主要涉及政策制定和标准化建设等顶层设计、节能建筑和

绿色建筑规划、设计与咨询服务；中游产业主要涉及材料和装备制造、施工建造、

生态环境建造；下游产业主要涉及物业管理及资源回收，绿色建筑产业链分布形

态如表 2-1 所示。 
表2-1 绿色建筑产业链分布形态 

产业链位置 主要业务层面 主要产品层面 

上游 规划设计与技术咨询 

绿色建筑标准化建设 
绿色建筑规划设计与咨询 
生态规划和景观设计 

BIM 咨询 

中游 

绿色建筑材料制造 

结构部件 
保温与隔声部件 
高性能材料 
环保装饰材料 

绿色建筑装备制造 

高效率空调供暖设备 
高效率电机设备 
节能照明设备 
节水器具 

可再生能源设备 
雨污水再生利用 
智能化设备 

工程建设施工 
建筑施工 
工业化建筑 

生态环境 
透水地面 

绿化及园林培育 

下游 物业管理及资源回收 
物业管理 
能源管理 

建筑废弃物回收利用 

支持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发展的新政策框架/评估工具

-53-

2019年可持续建筑环境深圳地区会议论文集 www.sbe19shenzhen.com



 

 
 

产业链发展规模通常可以产业链年产值作为评价依据，若按绿色建筑附加价

值占绿色建筑总投资的 5%计算，到 2020 年，绿色建筑全产业链至少能达到 2.5

万亿人民币的产值[11]，已经初成规模，同时依然存在巨大增长空间。 

2.2 绿色建筑产业链形成机制 

2.2.1 绿色建筑产业链形成的基本动力 

（1）绿色价值观念 

绿色价值观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以生存价值观、发展价值观和生态价值观

为基础,尊重自然规律，倡导人与环境和谐共生，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

费方式为内涵,走向科学可持续发展之路[12]。随着环境问题愈加受到人们关注，

绿色价值观念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已经在全球范围逐渐形成一股普及大众的

浪潮。建筑产业具有高能耗、高 CO2 排放的特点已经广为人知，绿色建筑为严

峻的环境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正在逐渐被人们认可。同时，在人们观念转变或

社会舆论压力下，绿色建筑产业链相关企业必然转变传统的发展理念，对不符合

新环保要求的生产工艺、流通方式等进行转型升级[13]。 

（2）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益 

成本和效益是投资者选择绿色建筑开发的最根本影响因素。根据经济学理论

中“经济人”的假设，建筑产业相关企业都可以看作理性的“经济人”，因此这些企

业都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14]。 

由于功能的提升，绿色建筑相对于传统建筑会有一定的增量建造成本，该增

量成本是制约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主要壁垒[15]。增量成本的降低一方面需要进

一步规范绿色建筑工艺流程，以及设备、材料制造的相关标准，从而提高生产效

率和降低管理成本，另一方面需要全产业链共同参与推动绿色建筑分工细化、技

术进步、产业链完善进而带来成本下降。同时，需要积极选用总平面布置优化、

设计优化比选、采用性价比高的设备材料等相对低成本技术来实现绿色建筑功能。 

效益因素包含绿色建筑运营期间由于节约能源和资源、减少维护费用、材料

构件回收利用等因素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和提高使用者舒适度、减少环境污染

和温室气体排放等因素产生的间接经济效益，也还包括企业参与绿色建筑市场活

动带来的集聚效应对企业效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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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绿色建筑在运营期产生的增量经济效益覆盖其开发阶段的增量成本，

才会给绿色建筑产品市场带来需求拉力，同时，只有当企业从绿色建筑产业链的

集聚效应中受益，企业才会自发参与绿色建筑市场活动，进而促使绿色建筑消费

市场逐渐趋向成熟。投资者和消费者普遍接受了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益的绿色建筑，

才能带来绿色建筑产业链的真正繁荣。 

（3）市场活动 

绿色建筑代表着建筑未来的发展趋势，必然促使绿色建筑产业链相关企业不

断探索和实践，不断改进工艺，开发出成本效益更优的绿色建筑，以保持持续的

市场竞争力，避免在竞争中被淘汰，适度的市场竞争有利于企业和市场共同优化

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实现绿色建筑产业链不断优化升级。同时，市场竞争环境

下，建筑产业链相关企业倾向于寻求建立持久稳定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有

利于降低相关交易环节的费用，也有利于通过资源共享等方式降低外部环境变化

引发的风险。竞争与合作彼此交融的市场活动能够让绿色建筑产业链保持活力、

促进交易、降低风险，进而能够吸引更多相关企业加入绿色建筑产业链运作组织。 

目前绿色建筑产业链总体依然处于形成和发展阶段，在外部性影响下，需要

政府提供财政补助、税收优惠等干预措施弥补投资者的建设投资损失。绿色建筑

发展初期需要政府政策支持，但其持续健康的发展必须依靠市场力量去推动[16]，

只有在人们普遍接受绿色价值观理念，同时绿色建筑技术在市场驱动下不断取得

突破，促使绿色建筑产业链市场参与者开发出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益的绿色建筑产

品，从而真正促进绿色建筑市场的不断壮大。 

2.2.2 绿色建筑产业链形成面临的阻力 

（1）信息获取困难 

绿色建筑是建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大多数建筑行业参与者依然将其

视为非常高端和昂贵的产品，一方面是行业内政策引导和宣传不足，另一方面是

绿色建筑政策、技术，和建成项目的成本、效益等信息难以获取，未有形成全面

的信息体系。 

（2）全生命周期成本效益可视化不足 

绿色建筑相对于传统建筑的增量成本通常难以准确计算，实际上很多绿色建

筑技术措施可以通过设计优化和选用合适的设备材料只需要较少增量成本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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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同时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产生的增量效益更加难以精确量化，导致投资者

难以进行方案选择。 

（3）交易成本高 

相比传统建筑，绿色建筑价值链延长，整合主体更多[17]，同时，由于绿色

建筑技术的先进性和创新性带来的生产复杂性，使得绿色建筑开发过程中开发主

体与各咨询公司、服务商甚至消费者之间的各项交易均存在技术专属性强、交易

频率低、信息不对称等特点，导致交易成本增加[18]。 

（4）外部性的存在 

绿色建筑具有典型正外部性的特点，投资者和消费者不能直接从社会和环境

效益中获得相应报酬，因此现阶段仅仅依靠市场力量推动绿色建筑发展是不现实

的。为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必须采取科学、合理的经济激励政策调动相

关主体参与绿色建筑开发的积极性[19]。 

2.3 绿色建筑产业链发展策略 

绿色建筑产业链的发展依然存在诸多阻力，同时，中国的绿色建筑推进与中

国城市化加速、经济和社会转型期同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刚需房和毛坯房为

主要产品市场，且消费者承受能力有限，对高附加值的绿色建筑提出挑战[18]。

因此，需要建立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成本效益评价机制，在现有的绿色建筑评价

体系的基础上，同步建立以市场驱动为核心的新评价机制。与此同时，需要搭建

绿色建筑信息和交易平台，提供信息共享和产品交易的主要功能，以及提供组建

产业联盟和在线教育等机会，并基于该产业链公共平台对绿色建筑产业链进行适

当的政府干预。 

3 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成本和效益评价模型 

3.1 成本组成 

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成本包含绿色建筑在全生命周期内产生的各项成本。以

建筑竣工并交付使用的时间作为划分时点，可按照成本产生时间将建筑全生命周

期成本分为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包括拆除）[20]，如式（3-1）所示。 

"i∈" {"a,d,c" }"，j∈" {"o,m,a,r,s,e" }"."           （3-1） 

式中：C 为绿色建筑在绿色建筑技术上投入的全生命周期成本；ＣI 为建设

成本，包括前期咨询成本Ｃa、设计成本Ｃｄ和建造成本Ｃｃ；ＣII 为运营与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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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成本，包括运行成本Ｃｏ、维护成本Ｃｍ、管理成本Ｃａ、维修成本Ｃｒ、更

换成本Ｃｓ和拆除成本Ｃｅ。 

3.2 效益组成 

绿色建筑产生的效益是指运营期间针对普通非绿色建筑增加的经济效益，其

包括直接经济效益与间接经济效益两大部分。直接经济效益主要指采用绿色建筑

技术降低的能源和资源消耗量，即根据当地实际的能源和资源价格所产生的节约

经济效益；间接效益主要指环境经济效益与社会经济效益，其中环境经济效益指

通过改善室内外环境质量，减少 CO2 和污染物的排放量来提高环境质量，社会

经济效益指提高居民的工作能效与居住舒适度、降低健康损失等增加的经济效益

[21]，如式（3-2）所示。 

 E=EI+EII=  Eii +  Ejj  

 i∈ e,r ，j∈ a,s . （3-2） 

式中：E 为绿色建筑由于绿色建筑技术投入相对普通建筑所增加的经济效益；

EI为直接经济效益，包括能源节约经济效益 Ee和资源节约经济效益 Er；EII 为间

接经济效益，包括环境经济效益 Ea 和社会经济效益 Es。 

3.3 成本效益评价 

由于绿色建筑运营期通常长达数十年，期间相对普通建筑减少的运营成本即

全生命周期直接经济效益，如式（3-3）所示，同时将运营期年经济效益折现到

建筑竣工并交付使用时点，如式（3-4）所示。 

 EI=  △Cii . （3-3） 

 E(t)=  △Cii +  Ejj =   △Cii
𝑡
s=1  (s) +   Ejj

𝑡
s=1  (s) 

 其中，△Ci(s)=△Ci(1)(
1+𝑟𝑖

1+𝑖𝑖
)𝑠， Ej(s)=Ej(1)(

1+𝑟𝑗

1+𝑖𝑗
)𝑠 

 i∈ o,m,a,r,s ，j∈ a,s . （3-4） 

式中：E(t)为绿色建筑运营期各年由于绿色建筑技术投入相对普通建筑所增

加的经济效益折现值；t 为评价周期，一般取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ri 为绿色建

筑运营成本年均涨幅，ii 为折现率；△Ｃi(s)为绿色建筑运营期第 s 年相对普通建

筑减少的运营成本，包括运行成本Ｃｏ(s)、维护成本Ｃｍ(s)、管理成本Ｃａ(s)、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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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成本Ｃｒ(s)、更换成本Ｃｓ(s)；Ej(s)为绿色建筑运营期第 s 年相对普通建筑增加

的间接经济效益，包括环境经济效益 Ea(s)和社会经济效益 Es(s)。 

由前文可知，追求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寻求全生命周期成本最低是绿色建筑产

业链形成机制的主要因素。这与价值工程以最低成本实现必要功能是一致的，价

值工程是以提高产品价值为目的，这既是用户的需要，又是投资者和经营者追求

的目标[22]。因此将价值工程引入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成本效益评价是合理的，

构建评价模型，如式（3-5）所示。 

 V= 𝐸

𝐶
= E(t)

𝐶(t)
. （3-5） 

式中：E(t)为绿色建筑运营期各年由于绿色建筑技术投入相对普通建筑所增

加的经济效益在建筑竣工时点的折现值；C(t)为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各年由于绿

色建筑技术投入相对普通建筑所增加的成本在建筑竣工时点的折现值；V 为绿色

建筑全生命周期成本效益评价值，V＞1，说明该绿色建筑在经济评价上完全可

行，反之则不具备可行性。同类型绿色建筑方案比选时，V 值越大说明其经济性

越好。 

3.4 绿色建筑评价内容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 绿色建筑评价指标体系由安全耐久、

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环境宜居等五类指标构成。为了更准确的区分

绿色建筑和普通建筑，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成本和效益评价需要基于绿色建筑评

价指标体系，选取合适的绿色建筑技术并进行分类。绿色建筑技术选取原则为： 

（1）购置或升级材料设备，通过提升功能增加建筑安装成本； 

（2）绿色建筑产业链能够为绿色建筑技术提供相对成熟的实施方。 

基于以上原则，本文选取的绿色建筑技术如表 3-1 所示。 
表3-1 绿色建筑技术选取内容与分类 

类别 绿色建筑技术方案 普通建筑基准方案 

安全耐久 
采用安全防护措施 无 
采用耐久建筑材料 采用普通材料 

健康舒适 

采用隔声材料 采用普通材料 
采用新风系统 无 

采用空气质量监控系统 无 
采用可调节遮阳装置 无 

生活便利 
安装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无 

采用智能化系统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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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节约 

采用节水器具 采用普通用水器具 
雨水和非传统水源利用 无 

采用节能空调 采用普通空调 
采用节能照明器具 采用普通照明器具 
采用节能电气设备 采用普通电气设备 
采用高强建筑材料 采用普通建筑材料 

采用可循环和绿色建筑材料 无 
采用节能围护结构 无 

环境宜居 
实施绿化种植 无 
实施透水地面 无 

3.5 实例分析 

3.5.1 工程概述 

为验证模型的可行性，引入深圳市某绿色建筑项目实例作为验证方案进行分

析。该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20094.71m2，总建设面积为 142198.00m2，其中计容面

积为 104380.00m2，不计容建筑面积为 37818.00m2，年耗电量为 1284.08 万 kWh，

年耗水量为 14.06 万 m3。该项目为大型办公建筑，建设总投资估算为 149278.45

万元。项目采取了多项绿色建筑措施，达到国家二星级绿色建筑标准。 

项目选用基准方案一：深圳市某办公建筑，总建筑面积为 19615 m2，该项

目采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常规建筑设计和机电方案，年耗电量为 360 万

kWh，年耗水量为 2.3 万 m3。 

项目选用基准方案二：深圳市某办公建筑，总建筑面积为 84300 m2，该项

目通过平面布局优化设计和采用较为节能的机电方案，于二十一世纪初投入使用，

各能耗指标达到本世纪初国内同类型建筑先进值，年耗电量为 900 万 kWh，年

耗水量为 11 万 m3。 

验证项目和基准项目能耗经济指标如表 3-2 所示。 
表3-2 能耗经济指标对比表 

项目方案 项目特征 单位面积电耗 单位面积水耗 

验证方案 
通过采用多项绿色建筑措

施达到国家二星级绿色建

筑标准 
90.30kWh/ m2·a  0.99 m3/ m2·a  

基准方案

一 
采用上世纪末国内常规建

筑设计和机电方案 183.53kWh/ m2·a  1.17 m3/ m2·a  

基准方案

二 

在 21 世纪初通过平面布局

优化设计和采用较为节能

的机电方案 
106.76kWh/ m2·a  1.30 m3/ m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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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2 可知，验证方案单位面积电耗相对基准方案一节约 50.80%，单位

面积水耗节约 15.38%；单位面积电耗相对基准方案二节约 15.42%，单位面积水

耗节约 23.85%。 

3.5.2 项目全生命周期增量成本和效益评价分析 

（1）增量成本 

选用的验证项目方案的绿色建筑增量成本如表 3-3 所示。 
表3-3 验证项目绿色建筑增量成本构成表 

评价项目 绿色建筑技术措施 基准方案 
增量成本（元/

平方米） 

安全耐久 采用耐久建筑材料 采用普通材料 10.25 

健康舒适 

采用隔声材料 采用普通材料 2.29 
采用新风系统 无 12.53 

采用空气质量监控系统 无 8.65 
采用可调节遮阳装置 无 7.21 

生活便利 采用智能化系统 无 11.86 

资源节约 

采用节水器具 采用普通用水器具 0.58 
雨水和非传统水源利用 无 6.56 

采用节能空调 采用普通空调 46.16 
采用节能照明器具 采用普通照明器具 2.67 
采用节能电气设备 采用普通电气设备 12.35 
采用高强建筑材料 采用普通建筑材料 11.93 

采用可循环和绿色建筑材料 无 8.62 
采用节能围护结构 无 68.12 

环境宜居 
实施绿化种植 无 3.52 
实施透水地面 无 2.53 

合计 215.83 

由上表可知，该项目绿色建筑增量成本为 215.83 元/m2，绿色建筑技术应用

总成本为 3069.06 万元，占项目建设总投资 2.06%。 

（2）增量效益 

根据与基准方案一和基准方案二的对比，验证方案以在基准方案能耗基础上

直接节约电能 20%-30%，直接节约用水 20%-25%，进行直接经济效益的计算；

环境效益按照能耗减少产生的 CO2 减排量和建筑室内环境提升引起的健康改善

进行计算；社会效益按照用水量减少产生的直接排污费用的节约和相应市政设施

建设费用的减少，以及由于室内环境改善引起的工作人员能效提升进行计算。 

依据节约每吨标准煤可减少产生 2.4 吨 CO2，每吨 CO2 处理成本为 400 元，

节约每吨水减少财政投入 7 元；项目办公人数以 600 人计算，每人年均产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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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万元，由于建筑环境改善提高工作能效 5%，并直接影响效益 10%，且每人减

少医疗支出 10%。对验证项目增量效益进行计算，结果如表 3-4 所示。 
表3-4 验证项目绿色建筑增量效益构成表 

效益类别 绿色建筑技术措施 效益额（万元/年） 

经济效益 

空调系统节能 61.98 
照明系统节能 6.96 
围护结构节能 85.3 

节能电气设备节能 10.86 
节水器具节水 10.6 
雨水利用节水 3.14 
节约建筑材料 2.15 
节约设备维修费 4.5 

环境效益 
CO2 减排效益 65.25 

健康效益 6.5 

社会效益 
节约排污费 3.09 

节约财政损失费 19.89 
工作能效提高 60 

合计 340.22 

由上表可知，该项目绿色建筑增量效益为 340.22 万元/年。 

（3）项目全生命周期增量成本和效益分析 

设定验证项目运营期间电费和水费年均涨幅为 8%，折现率取 12%，计算周

期为 50 年，通货膨胀系数均按 8%计算。根据公式(3-4)计算该项目经济效益净现

值为 4195.45 万元，环境效益净现值为 1622.86 万元，社会效益净现值为 1876.86

万元，经济总效益净现值为 7695.17 万元。 

根据公式(3-5)计算该项目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成本效益评价值为 2.51＞1，

说明该绿色建筑在经济评价上完全可行。 

4 绿色建筑信息和交易平台建设 

绿色建筑信息和交易平台设计为信息、交易和项目三个模块，其中信息模块

主要涉及绿色建筑普及、相关法规和政策的宣贯、绿色建筑标准化查询和应用、

产业链上中下游各企业的业务展示；交易模块通过接入建设主管部门工程交易平

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以及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供应链管理平台等，实现绿

色建筑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线上交易，同时，通过引入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成本和

效益评价模型，为决策者提供方案比选依据；项目模块则通过开放绿色建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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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和运维信息，促进项目在前期规划、设计、施工一直到维护管理等各阶段的

信息流动，进而提高项目管理效能。 

信息和交易平台由于涉及利益巨大，需要以行业主管部门为主导，市场自由

参与，信息及时公开的方式运行以保证其公信度，通过该平台的运行期望达到实

现信息共享，宣传绿色价值观，提高绿色建筑项目开发管理能效，辅助绿色建筑

运维，降低绿色建筑产品交易成本，促进绿色建筑市场诚信体系建设，以及最终

达到降低绿色建筑增量成本，促进绿色建筑产业链健康发展的目的。 

5 结论 

（1）推动绿色建筑发展最根本的支撑是需要形成成熟产业链，目前我国绿

色建筑产业链依然处于形成和发展阶段，尚有巨大发展空间。 

（2）价格较高的绿色建筑增量成本是绿色建筑产业链发展的最大障碍，增

量成本的降低一方面需要进一步规范相关工艺流程和建造标准，另一方面需要推

动完善产业链的发展。同时，需要积极选用总平面布置优化、设计优化比选、采

用性价比高的设备材料等相对低成本技术来实现绿色建筑功能。 

（3）建立绿色建筑全生命周期成本和效益评价模型有利于投资者和消费者

选择成本效益最优的绿色建筑建设方案，同时能够直观体现绿色建筑的优势，有

利于打破人们对于绿色建筑高价格的误解，从而更好的推广绿色建筑。 

（4）绿色建筑信息和交易平台的建设有利于促进绿色建筑产业链的聚合，

实现信息共享，促进绿色建筑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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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的建筑参数化性能分析 

技术路径探索 

 

殷明刚*1，杨玉锦 2 

（1.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 200000 

2.江苏慧居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南京 210049） 

 
摘要：建筑性能分析已逐步成为建筑师在设计阶段预测建筑使用后各项性能的重要手段。本

文提出了一种使用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来生成具有详细纹理的真实环境数据的方法，探索了

无人机倾斜设计技术与建筑性能分析软件进行数据融合的可行性。以上海市世博最佳实践区

为案例，详细阐述无人机航拍照片生成三维建筑模型的工作流程，并在对该三维模型进行编

辑处理后，采用参数化性能分析软件对案例所在环境进行建筑性能分析。结果表明，该方法

可以利用无人机生成的模型进行太阳辐射、室外风环境等建筑参数化性能分析。 

关键词：无人机倾斜摄影；建筑性能分析；太阳辐射；风环境 

 

1 引言 

建筑性能分析技术在建筑领域已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使用。建筑师和工

程师利用性能分析软件，可以在设计阶段就预测出建筑（群）的室内外通风、采

光、能耗、噪声等多项性能，并对不同方案进行对比分析和综合评价。建筑性能

分析已成为保障建筑设计性能的关键技术[1-2]。尽管存在各种预测目的和技术，

但任何一项建筑性能分析都必须以真实的或是拟建建筑环境作为对象进行三维

建模，再将三维模型转换为分析的对象[3]。三维模型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分析预测

的准确度和时效性。因此，如何获得项目及其场地的真实信息并生成三维模型是

十分重要的。 

当前常用的建筑三维软件有 SketchUp、CAD、Rhinoceros、Revit 等软件。

它们均具备生成三维建筑环境模型的能力。不同的三维建模平台上都已开发出多

功能的性能分析工具，如 SketchUp 的 PowerSun，CAD 平台上的 DeST、DUTE，

Rhino 平台上的 Ladybug，Revit 平台上的 Vasari 等。这些软件所生成的三维模型

接口的定义格式都具有通用性。但这些模型大多注重的是建筑物模型的细节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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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表达,在建筑环境信息的展示及应用方面,功能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在对真实

环境的简化中，往往丢失大量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环境细节。 

当前建筑性能分析所用建筑环境模型建立依据通常来自于卫星地图或测绘

图纸。这些图纸与实际环境往往存在差异，无法提供详细的几何细节和真实纹理，

且获取困难。有时候设计人员不得不依靠街景地图甚至反复现场调研来了解实际

环境情况。而人工现场调研通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而且受到现场观测环境

条件的制约。缺乏实时、全面的记录手段和模型绘制滞后，也会为最后环境模型

的建立带来人为偏差。从建模的精度和成本方面看，这种方法都不能让人满意。 

无人机倾斜摄影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一种高效的方案。该技术通过无人机低空

搭载先进的定位设备和多镜头摄影技术获取高清晰立体影像数据，并实时嵌入精

确的地理信息，获取更丰富的影像信息，后期可快速自动生成三维地理信息模型，

快速实现地理信息的获取[4]。利用无人机倾斜摄影快速生成的三维模型，可以友

好对接多个第三方平台，从而实现更多的应用场景。 

本研究探索尝试通过无人机进行实景信息采集、建立三维实景模型，并利用

该高精度模型在建筑参数化性能分析平台上对案例环境的建筑性能开展了分析，

证明了该技术路径的可行性，为今后建筑参数化性能分析技术向高精度、智能化

发展提供了借鉴。 

2 研究方法 

倾斜摄影技术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项新技术，通过在同一飞行平台上搭载多

台传感器，同时从不同倾斜角度进行影像采集，获取地表物体更为完整准确的信

息，并建立地表三维模型，将用户引入了符合人眼视觉的真实直观世界[5]。 

倾斜摄影目前在测绘领域的主要用途是快速建立精细地表三维模型。近几年

来，无人机倾斜摄影三维建模技术和成果在测绘、国土、交通、公安等行业中的

应用日渐增长。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不仅能够真实的反映地物情况，无需大量耗

费人力物力，而且可通过先进的定位技术嵌入精确的地理信息，拾取更丰富的影

像数据信息。国内外多家公司陆续推出利用高精度三维模型上直接采集地形要素

的解决方案，利用倾斜摄影侧面信息可用的特点，快速获取城市的地物信息，可

在不需要专业立体显示采集设备及专业立体测图技术人员的情况下，直接在裸眼

可视的立体模型表面采集要素和部分属性信息，例如直观可数的楼层层数、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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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侧面四周量取房屋外围轮廓线、各种道路、建筑物高度、地形地貌类型等；尤

其提高了采集正视方向被遮挡的地物可能性，例如窑洞的位置、大树下的房屋边

线的准确位置、树木遮挡的 道路边线及道路附属设施等，可用于快速生成数字

线化图。 

在模型搭建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四个步骤。 

（1）倾斜影像自动化处理技术。这个过程中，主要以 Pix4D/ ContextCapture/ 

PhotoScan 等软件作为基础，开展影像空三加密、三角网格构建优化和模型纹理

自动化映射等，实现三维实景模型的自动化生成。 

（2）三维单体模型的精细化快速构建，在这个过程中，主要是以倾斜影像

空三加密成果或者倾斜三维模型成果作为基础，根据透视成像的原理，有效利用

人机交互的方式，开展模型轮廓线的采集工作，借助相应的纹理自动化映射技术，

实现模型的快速搭建。 

（3）编辑操作处理。编辑过程中除了对建筑加以关注外，还要考虑到周围

植被环境等。在确保为工程勘察等设计提供可靠的数据依据的前提下，要充分考

虑经济性，允许适当删繁就简。 

（4）性能分析使用的三维模型场景的构建。借助三维应用平台，按照建筑

性能分析的要求开展三维实景模型的编辑，并且和三维单体模型进行叠加现实，

实现三维模型场景的构建。 

模型搭建完毕后，可将生成的几何模拟导入性能分析软件，结合气象参数、

建筑使用参数等设置后，即可进行多项建筑性能分析[6-7]。上述技术方法路径如

图 1 所示。 

 
图 1 本研究技术方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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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例实践 

本次研究区域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半淞园街道世博最佳实践区，如图 2 所示，

GPS 坐标为 31.20N,121.49E。东侧为南车站路，西侧为保屯路，南侧为半淞园路，

北侧为中山南二路。飞行区域为 393×326m2。总共飞行 5 次，累计飞行实际为

150 分钟，采集照片 180 张（每张像素为 2400 万），总像素为 43.2 亿。 

  

图 2 案例研究区域的位置及街区范围 

首先，利用无人机倾斜摄影生成一系列的固定时间间隔的照片。在无人机飞

行中，经度、纬度和高度等信息采用 GPS 获取。然后把照片和 GPS 信息到 Pix4D/ 

ContextCapture/ PhotoScan 等可以生成带纹理的 OBJ 和 FBX 网格模型。这两种

模型可传递地常用的三维软件 SketchUp、Rhino、Revit 等。在完成模型传递后，

可利用Rhino/Grasshooper平台的参数化性能分析插件进行室外通风、太阳辐射、

热舒适度等模拟分析，并已 3D 形式映射到三维实景模型上。 

本次使用的无人机为 DJI Mavic 2 Zoom 版本。此无人机拥有世界领先的三

轴稳定相机，可录制 4K 视频和 1200 万像素。本次飞行次数为 5 次。实际供总

飞行时间为 150 分钟。 
表 1大疆 Mavic 2 Zoom 版的相关参数 

类型 参数 
重量 905g 

最大飞行速度 15m/s 
最大旋转速度 120°/s 
相机最大倾角 30° 
最长飞行时间 30 分钟 
操作温度范围 0℃-40℃ 
相机感光器尺

寸 
1/2.3 英寸 

CMOS 
相机像素 1200 万 
ISO 范围 100-3200 
照片尺寸 400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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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期的文献调研，同时结合本项目对模型精度和纹理质量的要求，本次

飞行采航向方向和旁向方向进行重叠加密。其中航向方向重叠度设置为 85%，旁

向方向重叠度设置为 65%，如图 3 所示。 

 
图 3 无人机飞行路线规划（采用 Altzure APP） 

本案例选取 ContextCapture 作为无人机倾斜摄影的数据处理软件。图 4 展示

了利用航拍照片生成三维模型的工作流程。此流程主要为分五个步骤：导入照片、

设置相机参数、空三射线测量、密集点云生成和构建 TIN 模型[8]。 

 
图 4  ContextCapture 数据处理流程 

本次三维模型重建的运行环境为 64G 内存, 32 核主频为 2.5 GHZ 的 CPU 

和 NVIDIA GTX 1060 显卡的 Windows 10 系统.  
 

4 结果与讨论 

在本案例中，采用无人机拍照了 180 张照片。航拍照片导入 ContextCapture

软件，会自动生成一个简要的照片质量报告，如图 5 所示。 

 
图 5 案例照片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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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6-a 显示了无人机相机的位置和倾角。不同点的重叠度在图 6-b 中显示。

在顶视图、侧视图和前视图中分析不同点的重叠图，重叠度最小值为 3，最大值

为 33，平均值为 5。从重叠度可初步判断出本项目所采集的照片可以生成中等精

度的三维模型。 

  
图 6-a 相机位置 图 6-b同一点的重叠度 

    图 7 为 ContextCapture 软件生成的三维实景模型的不同视角。如图 7 所示，，

越靠近模型中心，精度越高；越靠近模型边缘，精度越低。用户根据案例研究需

要，选择合适的精度并赋予不同材质参数以完成所需的三维模型。 

  

东侧 西侧 

  

南侧 北侧 
图 7 不同视角的三维实景模型 

支持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发展的新政策框架/评估工具

-69-

2019年可持续建筑环境深圳地区会议论文集 www.sbe19shenzhen.com



本案例采用 Rhinoceros 平台构建分析所需的三维实景模型，并利用其插件平

台 Grasshopper 上的性能分析工具进行计算。其中太阳辐射计算采用 Grasshopper

的 Ladybug 插件，风环境模拟采用 Butterfly 插件。 

Ladybug 的辐射计算内核是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等开发的经过校

验的专业光环境分析程序 Radiance。本案例选取上海市典型气象年数据作为分析

依据，在太阳辐射计算中，Ladybug 插件调用 Radiance 的 gendaymtx 模块生成全

年 8760 小时的辐射。图 8 为采用 ladybug 完成世博最佳实践区的地面全年太阳

辐射累计值的模拟。 

 

 
图 8 本案例的全年太阳辐射累计值计算结果 

 

春季、夏季、秋季和冬季的太阳辐射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计算。计算结果显

示如图 9，春季太阳辐射累计值的最大值为 347.24kWh/m2.夏季太阳辐射累计值

的最大值为 365.59kWh/m2 .秋季太阳辐射累计值的最大值为 228.16kWh/m2.冬季

太阳辐射累计值的最大值为 213.05kW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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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太阳辐射累计值 夏季太阳辐射累计值 

  
秋季太阳辐射累计值 冬季太阳辐射累计值 

图 9 一年四季的太阳辐射累计值计算 

 

风环境分析的工具为 Grasshopper 平台的 Butterfly 插件。此插件采用的计算

内核是开源 CFD 软件 OpenFOAM。本案例通过统计上海典型气象年数据，得到

表 2 不同季节的典型风环境工况，并将其作为模拟输入参数对所建成的三维建筑

环境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10 所示，其中春季最大风速为 3.2m/s.夏季最大风速为

2.2m/s.秋季最大风速为 3.6m/s.冬季最大风速为 3.6m/s. 
表 2 上海市四季的主导风向和平均风速 

季节 主导风向 平均风速 
春季 SE 3.8 m/s 
夏季 NW 2.5 m/s 
秋季 SSE 3.8 m/s 
冬季 ENE 2.4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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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室外风环境 夏季室外风环境 

  
秋季室外风环境 冬季室外风环境 

图 10 一年四季的室外风环境模拟 

5 结语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以及国内外的软、硬件厂商的开发应用，无人机倾

斜摄影及其后期应用由于其效率高、成本低、数据精确、操作灵活等特点，将会

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对范围较大及较为复杂的城市环境，无人机倾斜摄

影相比人工建模，大大降低了建构真实环境数字模型所花费的精力，提高了准确

度和效率，具有极大的应用潜力。 

本文阐述了一种基于无人机倾斜摄影建构真实环境数字模型并将其用于建

筑性能分析的方法，并以上海市世博最佳实践区为案例，证明此方式的可行性。

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所生成的模型接口具有良好的兼容性，经过一定的编辑和简

化程序后，可以与参数化性能分析软件实现较好对接。 

除了本文展示的太阳能利用潜力分析、室外风环境分析外，基于无人机倾斜

摄影的模型还可用于设计或既有建筑环境的室外热环境与舒适度分析、空气质量

分析，做到了一模多用，高效且便于与现场实际测试结果对比。设计方案建成后

仍然可通过无人机搭载红外相机、空气质量监测装置再次对环境进行倾斜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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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带有特定数据的环境模型，通过与设计模型和性能分析结果的对比，可对建

成环境开展设计后评估。利用倾斜摄影生成的模型具有逼真度高的特点，还可发

现设计、施工中的不足，找出模拟分析环节中的关键影响参数。 

由于建筑参数化性能分析工具自身对模型有一定的要求，如形体轮廓需要完

整闭合，细部构件尺寸不宜小于最小的研究分辨率。因此无人机倾斜摄影生成的

高精度模型在向建筑参数化性能分析模型转化的过程中，必然有合并、简化甚至

删除、丢弃。如何确保简化方法的合理性和经济性，即分别删除、保留、加强、

削弱哪些环境特征，仍是有待于后续深入探索的问题。但能够明确的是，对于不

同目的的性能分析，两种模型编辑转化过程中的简化处理方法不尽相同。如太阳

能利用潜力分析中，需要对各种环境类型甚至材料加以区分，以便于后期赋予不

同的材料表面辐射属性，几何轮廓形态越明确越好；而对于风环境模拟，则可更

进一步对模型加以简化，且要避免过于繁琐的局部形态，影响计算稳定性和经济

性。模型中不同材质的几何形态简化与参数赋值也会直接影响到参数化性能分析

的准确性。 

可见，要真正结合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实现对建筑环境较准确、便捷的参数

化性能分析，不仅要求建筑工程师对建筑性能分析理论和工具有足够的了解，也

对未来无人机倾斜测量的后处理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具备导出符合应用场

景的多类简化模型的功能。根据不同建筑性能分析目的和技术要求特点，探索自

适应分析场景的参数模型是今后实现从无人机测量到性能分析过程智能一体化

的重要可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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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绿色建筑理念的城市夹缝建筑模拟设计研究 

 

安艳华
    

牛佳宝  安杨 

(沈阳建筑大学，沈阳 110168） 

 

摘要：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房价的增长，城市中的可利用空间越来越少，而城市中相

邻建筑之间的建筑空间一直被人们所忽略。在这类空间中种植新的建筑，既节约城市空间，

又利用了夹缝空间来增添城市活力，以此来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本文通过 PHOENICS 等软件对沈阳市沈河区拟建夹缝建筑的风环境进行分析，总结出影响

夹缝建筑布局的因素，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作为夹缝建筑设计理论研究阶段性的依据。

对该拟建夹缝建筑设计做出优化调整，以改善可持续的城市区域规划，并对绿色建筑设计提

出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模式；夹缝建筑；PHOENICS；室外风环境分析 

 

1前言 

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有限的土地资源迫使城市必须不断的提高土

地利用率，房价的上涨，城市的建筑由铺展式向高空式的转变，成为了建设可持

续发展的集约型城市的客观要求。目前，城市的发展无序而混乱，从而导致闲置

空间的产生。人们对土地的商业利用过于重视，忽视了城市空间与人之间的情感。

在适当改造城市空间的同时，提高有限空间内的空间利用率，是解决城市空间拥

堵的一种新方法，即夹缝建筑。基于上述背景，本次方案致力于解决这些无主的

夹缝空间。夹缝空间指，一种其空间形式不同于某一时期、某一区域的普通空间

所具有的条件，且强烈影响经过者和停留者的心理，造成不利压抑感的消极空间。

本文目的在分析利用无用的夹缝空间组成新的建筑形式。将其改造成为城市公共

空间中舒适的或具有特色的节能、亮点空间。因此选定沈阳市内某一区域，综合

考虑日照时间、自然通风环境、室外风情况这些影响建筑能耗和人们生活品质的

重要因素，来进行夹缝建筑的模拟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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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夹缝建筑研究介绍 

2.1夹缝建筑 

近些年由于城市的迅速扩张，房价和房租的不断增长，引出了一系列相邻新

旧建筑之间的空间过渡和城市空间利用率等问题的出现。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

建筑师们励志于将有限的土地空间开发利用到极致，充分利用现有建筑之间的走

道和空白地带，冲破都市街区的限定，紧凑城市空间的同时，减少对路面的交通

干扰。无论是雷姆科哈斯利用悬臂结构，在纽约设计的“拥挤文化中的豪华高层

公寓”;还是日本的山下泰裕在高密度的居住空间和建筑内，设计出的 Lucky 

Drops(通过采用半透明墙体来烘托出传统日本灯笼轻盈质感的设计概念使得仅三

米多宽的建筑被赋予了空间感)，这些皆是对于夹缝建筑空间的探索性设计。[1] 

2.2当地气候介绍 

沈阳属于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 6.2～9.7°C，自 1951 年有完

整的记载以来，沈阳最高气温为 38.3°C(1952 年 7月 18日)，中央城区最低气温

为-32.9°C(2001 年 1月 15日)，近郊连年来最低气温为-35.4°C(沈北新区 2001

年 1月 11日);先前沈阳还观测到-33.1°C(1950 年)的低温。[2] 

沈阳市是个季风环流明显的城市，寒冷的冬季使得人们出行更加注重对街道

微气候质量的要求。街道微气候是街道和两侧建筑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相对独立的

气候环境。城市街道作为居民日常生活高度聚集的公共场所，其微气候对夹缝建

筑的设计、居民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影响。 

2.3数值模拟软件介绍 

计算流体力学(CFD)以其方便操作、结果准确、成本低廉等独到之处，在工程

中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应用。在建筑设计领域，可使用 CFD 的方法对室内室外自

然通风进行模拟和定量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对室内外风环境进行布局优化。CFD

模拟软件众多且各有适用范围及特点，其中 PHOENICS是一款具有模型建立简单，

参数设置直接，仿真预测高效、快速、直观的软件，并且通过大量的试验验证了

该软件仿真具有正确性和结果准确率高的优势。因此，本文利用 PHOENICS 软件对

拟建夹缝建筑的模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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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PHOENICS 可模拟计算建筑周边和内

部空间的空气流动及温度分布，也可模拟建筑

表面的风压系数等。依靠 PHOENICS 软件创建

建筑组团模型，在建模过程中不考虑周边，仅

对小区内部的风环境进行分析。沈阳市冬季主

导风向和风速一致情况较多，因此，此次主要

完成居住区 1.5m 高度处冬季的空气温度云

图、室外相对风压云图、室外风速放大系数云

图、室外风速云图、以及冬季建筑正反面相对

压力云图的模拟分析研究。[3] 

3夹缝建筑模型建立及条件设置 

3.1模型及研究 

由于实际生活中，建筑物周边的相邻建筑

物往往会影响其周围的风场，本次计算范围主

要为周边建筑物，观测面为符合规范要求，垂

直方向的研究包括各个主体建筑物高度距地

面延伸 250 米的空间，人类活动区需设置在距

地面 1.5 米高的平面上。 

3.2模拟条件选择 

模拟夹缝建筑选址位置，不仅关联到整

个建筑的安全性，还对整体美观性以及建筑的

外部安全性和合理性产生影响。所以设计师需

将绿色建筑设计理念在建筑选址的过程中充

分考虑及利用。具体应用过程如下:(1)要尽可

能选择基础设施完整性高和破坏性低的地区

作为建筑现场，以确保模拟夹缝建筑提供的真

实可靠的数据依据。(2)尽量利用公共区域，

以加强绿色建筑与公共交通体系之间的关系，

从而保障区域居民的出行便捷性。 
图 1:基地位置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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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例选取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某居住区内作夹缝建筑模拟分析。该居住区

始建于 1988 年，南向、东向为城市道路。其中包括 886 户房屋，是沈阳城市中

心内具有代表性的居住区。建筑类型为多层，容积率为 2.0，绿化率 25。如图 1

所示。该地块距离主干道较近，图 2为噪声分布图，道路为双向四车道道路。建

设用地靠近周边主干道。道路成为主要的附加热源，对周围建筑物产生辐射，对

小气候影响较小。 

 

沈阳冬季室外有东北风，在基准高度(10 米)处，平均风速为 2 级，风速计

算温度为 11°C。利用 PHOENICS软件对其进行模拟，为 3.5m/s，风向设为西风，

利用室外指数梯度风模拟城市中心情况，应用入口梯度风的数值(α=0.25)，模

拟结果如图 3所示。 

 

 

 

 

 

 

 

 

图 2：道路附加热辐射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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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精度为二阶迎风，迭代次数为

500 次。 

T是室外 1.5m处空气温度云图。 

p 是室外 1.5m 处室外相对风压云

图。 

wamp 是 1.5m 处室外风速放大系数

云图。 

V是 1.5m处室外风速云图。 

PB 分别是冬季建筑正反面相对压

力云图。 

待建建筑周围风速应小于 5m/s。周

边风速放大系数小于 2。建筑正反表面

相对压力差应小于 5pa。 

图中颜色从深色到浅色，风速大小

依次递减。周边地区风速明显高于中心

地区，风速较小地区集中分布在中心地

区。环境模拟主要评价拟建夹缝建筑的

选用地区主干道是否存在不利风场和小

区的公共活动区域是否充分避风。分析

在 2.5m/s 的东北风下，户外 1.5 高 m

度处的风速矢量图可以看出，黄色区域

能形成风口，冬季寒风会对拟建夹缝建

筑造成很大影响，并且社区的大部分的

入口刚好处在风口处，也会给人们的日

常出行造成一定影响，应增强首排建筑

的保温结构和性能。 

 

 

图 3:模拟分析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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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模拟后得知，街道风环境差异变化主要与以下因素相关: 

1)建筑密度 

中心地区建筑群较周边地区分布较为密集，建筑密度大，气流受到建筑的

阻碍，风速有所减小，使得区域风速小于周边环境。由此可看出，建筑密度的

大小会对街道风环境造成影响。 

2)街道宽度 

街道宽度对比分析其他条件因素相同时，风速大小随着街道宽度的增长而增

大，反之则减小。 

3)建筑高度 

对比沈河区高层建筑与低层建筑之间的风速大小发现，低层风速小于高层风

速。这主要是因街道的气流虽然受到周边建筑物的绕流影响，但当建筑增加到一

定高度后，气流受到建筑物的压迫，风速会骤然增大，使该地区的风环境发生变

化。街道宽度与建筑高度可用街道高宽比来表示，其数值大小同时受建筑高度与

街道宽度的影响，因此可将风环境与街道宽度和建筑高度的关系转换为风环境与

街道高宽比的关系。[4] 

街道高宽比通过控制建筑的高度和道路宽度来约束和影响街道空间的气流

运动。当建筑高度较低时，风环境主要受街道宽度的影响，高宽比较大的街道峡

谷会使高温聚集，同时减小风的流动，使风速减小;当建筑高度超过一定值，街

道高宽比继续增加时，风环境受街道两侧建筑高度的影响较大，建筑上空气流很

难进入街道内部空间，使街道内部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循环气流，风速增加。 

综上研究所述可以发现，风环境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是共同作用的

结果。建筑密度、街道高宽比角等因素都影响街道各式各样的内部空间，并决定

气流在街道空间中的变化和分布情况，其作用影响人们在街道内部活动的舒适度

体验。探索影响因素对街道空间风环境的作用机制，合理规划设计，改善街道内

部空间风环境，对提高在其中设置的夹缝空间建筑的适应性和舒适度具有重大意

义和实用价值。 

4实现绿色建筑指标的优化设计措施 

4.1绿色建筑理念下的夹缝建筑设计要素 

（1）进行夹缝建筑布局设计时要充分运用绿色建筑设计理念，对区域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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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气候及地理条件进行充分认识和掌握，以实现最大限度的降低能源消

耗。 

（2）为实现建筑空间的健康舒适性和资源开发及利用等问题，夹缝建筑在

规划选址上应考虑与原有建筑相近，将相同的建筑类型安排到同一个大区内，确

保建筑功能区域布局与环境相一致。[5] 

（3）夹缝建筑室外及室内环境绿色设计应按被动措施优先原则，优化建筑

体型和内部空间布局，结合地区地理与气候条件合理选择建筑朝向，充分利用天

然采光、自然通风，围护结构采用保温、隔热、遮阳等措施，降低建筑采暖、空

调和照明系统的负荷，提高室内舒适度。 

（4）夹缝建筑在布局设计时还应详细分析当地的区域纬度、温湿度、风向

等，以明确建筑方向，提高建筑对太阳能及风能的利用率。 

（5）为了达到降低建筑热能量负荷和绿色建筑设计的目的，建筑场地需要

与周边建筑物及室外环境中树木丛林相融合。 

4.2夹缝建筑优化措施的模拟设计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进行了改进，将建筑物向后移动，并在前面植树以减少

噪音和冬季季风的影响，有效改善声环境和风环境。如图 4所示。 

 

选定模型的长宽比为 8m:9m。首层层高 3.5m，标准层及顶层层高为 3m。选

取声、光、能耗此类典型指标作为控制变量，通过软件模拟提高模型的精度，以

提高适用范围。对沈阳当地实际数据进行运算达到了充分的建模。 

图 4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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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外窗的传热系数远大于墙体的传热系数，外窗的尺寸大小与空调

负荷有很大的关系。沈阳地区夏季太阳辐射强度和时间长，结合采光及经济的角

度思考，东西向的窗墙比应较小，北向窗应提高保温性能，以达到综合节能效果。

不考虑建筑中空调的因素，各朝向的窗墙面积比可为:北向 0.25，东西向 0.3，

南向 0.45。
[6] 

（2）在对建筑物的外围结构进行设计的时候，需要考虑到门窗的位置以及

遮阳等方面的要求，而且这些要求也决定了建筑物的能源消耗水平。在建筑门窗

和幕墙的设计过程中，在保证建筑物的整体通风和采光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冷空

气的渗透，加强建筑物门窗的气密性。在对建筑幕墙和门窗设计过程中，选择三

玻或双玻 low-e中空玻璃是最有利。在选择内外层玻璃材料的时候，就可以进行

合理的搭配，如果是两层的中空玻璃，在设计过程中外层可以用于遮阳吸热等，

而内层玻璃可以选择低辐射性的玻璃材料，这样就可以在保证建筑整体美观度的

同时，最大程度发挥玻璃的使用价值，达到节能环保要求。 

（3）太阳能采暖系统是以太阳能集热器作为常用热源，由于沈阳地域冬季

日照少，还必须加装辅助加热设施，以节省部分能源。在部分地区，可将热水器

结合地板辐射采暖系统进行冬季供暖。考虑到实际利用效率和美观等因素，可以

采用集中式太阳能集热器，来规划整个住宅的采热面上提高热利用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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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夹缝建筑优化措施

 

 

 

 

针对原方案局部照度高的问题，经计算提出了改造建议。 

为了节约能源，减少了窗户面积的大小，并根据实际情况改变了窗户的位置。 

 

 

图 5自然采光的优化措施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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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后，改善了房间的自然采光均匀性，减弱了室内眩光，消除了高光照引

起的室内局部亮度，减弱了过量太阳辐射对室内微环境的影响。 

图 6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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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材料的选用 

 

 

 

 

针对沈阳的气候特点，夏季较为短暂，夏季冷负荷随之降低且全年冷负荷值

很低，因此考虑此建筑无需加设制冷空调，可满足夏季人体舒适并且可以进行节

能。如果建筑的围护结构保温层变薄，冬季采暖负荷随之上升，依据其厚度与能

耗变化规律，人为进行定性分析，认为 60-80mm 厚的保温板，既有良好的保温效

果，并且可以减少成本和墙体厚度，窗的安装位置应尽量设置在墙体外侧，使得

建筑的采光效果变得更好。如图 8所示。 

总之，基于 PHOENICS 对建筑方案的推演分析，在改变了门窗的位置，增加

了遮阳板以及外套双层玻璃得出 plan B 方案。夏季兼顾通风，冬季提高热效率

图 8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 7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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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采用 60-80mm厚保温层。针对模拟分析为夹缝建筑的节能设计提供了有力的参

考依据。 

5 结论 

 

      

 

图 9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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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模拟分析可知：冬季的沈阳盛行东北风，建筑物应尽量做到的以梯

状排布，并与主导风向为垂直布置关系。冬日，东北地区的高楼可以抵挡冬季寒

风入侵，住区内的风压降小，风速降低，不容易形成寒风渗透，除第一排建筑由

于前后风压差较大，应对其保温结构和性能应加强。 

在拟建夹缝建筑时应充分考虑其设计要素：基于绿色建筑理念及区域综合条

件、将相同建筑类型做统一安排与区域布局、采用被动措施优先原则，利用天然

采光、自然通风，降低建筑负荷、提高对风能、太阳能等的利用率、以及对提高

室外环境的利用，降低建筑热负荷。 

对于改变升降窗高度，使用通风玻璃墙，缩短窗口宽度，改变开关门窗的位

置以及太阳能电池板和选取 60-80mm 厚的保温板的节能设计手法的应用与模拟

对比，使得整个建筑得到了改善。如图 9所示。这些对于消极夹缝空间提出的创

新实验，对于解决原本被忽略的空间来说是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此次的研究成

果能够寻求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合理路径，绿色建筑设计的方向上提出可行的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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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中奖励性政策与公共空间营造： 

纽约与香港的经验对深圳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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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圳大学，深圳 518000；2.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深圳 518000） 

  

摘要：在城市步入存量开发阶段的背景下，开发主体在用地红线内的贡献成为公共空间供给

的重要途径，如何通过精细化的奖励政策保障贡献的公共空间质量？本文在检视深圳目前奖

励制度实施效果基础上，对比美国纽约、香港奖励机制的奖励对象、奖励条件、奖励额度、

奖励方式方面的实施情况，分析公共空间奖励政策的可移植性和条件，提出深圳市完善公共

开放空间奖励政策的建议，实现其可持续性发展。 

关键词：城市更新、私有公共空间、奖励性政策、纽约、香港启示 

 

1 引言 

优质的公共空间供给是高密度开发中城市品质的重要体现和保障。在目前深

圳获得发展空间的主要路径已转向城市更新的背景下，更新单元内引导私人资本

进行公共空间建设成为一种重要的公共空间供给方式[1]。自 2009 年《深圳市城

市更新办法》、2012 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实施细则》颁布后，深圳政府出

台一系列文件[2, 3]落实公共开放空间奖励政策，明确界定城市更新中可获得容积

率奖励的公共空间类型、奖励额度和奖励条件。但由于奖励性政策处于探索阶段，

尚未形成一套精细化的奖励体系，其实施绩效尚未达到理想的效果。在世界先发

城市的经验中，为促进私人部门提供公共空间，最早 1961 年纽约市政府便通过

新版区划条例出台了“奖励性开敞空间”的规定，以求在城市高密度地区提升空

间品质，经历了不断自我完善与修正，寻求精细分类和简便管理的平衡，形成了

一套有效的私有公共空间奖励体系[1, 4]。作为深圳的近邻与城市建设对标样本，

香港在 1962年引入激励性区划，鼓励私人发展物业内提供各项公共设施,通过制

定具体的设计指引，其私人发展公众休憩空间（pospd）建设较成功[5]。有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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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笔者通过本研究借鉴纽约与香港经验，结合深圳自身的特点，以期提高其公

共开放空间奖励机制的实效性。 

2 纽约经验 

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兴起，改变了以往政府在城市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并

提倡利用私人部门进行公共物品的生产[6]。公共空间逐渐由公共投资向非公共投

资转变，尤其在高地价中心区再开发项目中，对公共空间的迫切需求以及国家公

共财政紧缩使私人部门的介入成为一种必然选择。1961 年，纽约市首创性地提

出利用区划奖励政策鼓励私人部门投资城市公共空间建设[7]。自 1961 至今，根

据私有公共空间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质量低下、建设泛滥、管理复杂等问题，结合

区划管制条件放宽（红线后退、建筑体量、停车位要求、设计风格等）、审批流

程的简化、相关费用的减免等多种奖励方式,形成了以公共广场和骑廊为主要空

间类型的精细化私有公共空间（pops)激励机制[7, 8]。 

2.1明确奖励对象，细化设计标准 

在奖励标准上，纽约市根据空间作用，形成公共广场和骑廊不同梯度的设计

标准。其中公共广场包括 18 项设计标准和 4 项运营标准，骑廊包括 6 项设计标

准（图 1）。骑廊不同于公共广场，它作为建筑附属空间，是一种主要服务于步

行交通的线性空间。因此对骑廊空间的控制主要是进深净高的要求，内部要求除

了柱子之外没有任何设施。以公共广场为例，在规模方面，规定面积不少于 2000

平方英尺（约 185.8 平方米）；在空间形式方面，公共广场分为主要部分和次要

部分，主要部分的形状一般应是规则的，应占总广场面积的 75%以上，次要部分

允许在形状和配置上附加灵活性，占总广场面积不得超过 25%。主要部分的最小

宽度和深度平均值应为 40 英尺（约 12.2m），小于 40 英尺（约 12.2m）部分的

面积不超过总面积的 20%；次要部分的最小宽度和深度平均值应为 15 英尺（约

4.6m），若不临街则宽度与深度之比至少为 3:1(图 2)。通过对设计阶段公共空

间规模、形式、设施以及建成后的开放时间、餐饮管理、等维护管理工作进行明

确的量化规定，实现空间设计的可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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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纽约市私有公共空间设计标准[9]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2. 公共广场的尺寸和空间形式规定示意图 

资料来源 ：纽约市规划局，作者整理 

2.2调整奖励机制，科学计算奖励额度 

奖励额度的设置，要兼顾全部成本的覆盖和合理利润空间的保持，才能起到

吸引社会资本的作用[10]。目前主要有四种计算模型，其中边际成本收益模型将市

场的需求变化和投资风险等纳入考虑，相比较而言计算出来的奖励额度符合实

际，目前主要应用于旧金山[11]（表 1）。纽约市为了实现快速的城市建设，采用

操作简单、容易管理的等价开发权来计算奖励容积率。 

在奖励性机制推行过程中，针对贡献和奖励比例不匹配、奖励机制被滥用的

情况，纽约市政府于 1977年采取降低中心区的奖励额度、调低总体奖励上限（20%

降为 6%）的方式修订激励性区划。此后根据实际情况，纽约不断微调和完善奖

励机制，兼顾不同区划分区级差地租带来的土地成本差异和不同类型 pops 建设

和管理成本差异，形成现行差异化的奖励制度（表 2）。 

私有公共空间 

公共广场 骑廊 

设计标准 运营标准 尺寸、高程、允许障碍

物、明确禁止、照明、

开放时间 
 

空间形式、位置、朝向、可
视性、步行路径、高程、台
阶、座椅、植被、照明 
、标识牌 
 

开放时间、日常维护、户

外餐饮管理和建筑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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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其他城市，为避免公共利益在奖励机制作用下开发强度大幅度提高

后受到侵害，在推行激励区划前采用降低基础容积率（downzoning）的方式。如

在 1974年洛杉矶将市中心基础容积率从 13 降为 6才推行激励区划。现在看来，

降低基础容积率的方式为推行激励性提供了可行路径，为激励区划发挥实效提供

了空间。 

表 1. 奖励计算模型种类 

计算模型 计算方法 计算公式 优点 缺点 代表城市 

等价土地成

本模型 

根据公共物

品生产成本

和周边平均

地价 

奖励容积率

临界值=基

础容积率 x

公共物品生

产成本/周

边平均地价 

操作简单易

行，数据易

获得，管理

成本低，可

以根据地价

波动情况及

时更新奖励

容积率 

没有考虑房

地产市场变

化与风险，

在土地价值

和基础容积

率在小范围

内变化较大

的地区适应

性较差。 

西雅图 

等价开发权 

单位建筑面

积的土地成

本 

奖励建筑面

积临界值=

公共物品生

产成本 x土

地总面积 x

基础容积率

/总地价。 

纽约市 

投资收益比

模型 

公共物品的

投资收益

比，并与周

边建设工程

平均投资收

益比作比较 

投资收益比

例=总收益/

总成本。 

考虑所有成

本、投资风

险和市场需

求，不同公

共物品奖励

额度比较 

数据准确获

取难度高，

监督和管理

成本较高。 

丹佛 

 

边际成本收

益模型 

比较奖励建

筑面积带来

的边际收益

和生产公共

物品的边际

成本 

单位奖励面

积=总奖励

面积/公共

物品总面

积。 

更能反映在

实施中的实

际情况，奖

励额度更符

合实际 

涉及的数据

较多，数据

的获取和更

新要求高，

管理成本较

高。 

旧金山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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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纽约市 2014版区划条例中 pops的奖励制度 

区划分区 基础容积率 
奖励额度（pops面积倍数） 

公共广场 骑廊 

C1地方零售区 C1-8 2.0 3 3 

 C1-9 2.0 3 3 

C2地方服务区 C2-7 2.0 3 3 

 C2-8 2.0 3 3 

C4普通商业区 C4-6 3.4 6 3 

 C4-7 10.0 6 3 

C5限制中心商业区 C5-1 4.0 6 3 

 C5-2 10.0 6 3 

 C5-3 15.0 10 3 

 C5-4 10.0 6 3 

 C5-5 15.0 10 3 

C6普通中心商业区 C6-1A 6.0 6 3 

 C6-1 6.0 4 2 

 C6-2 6.0 4 2 

 C6-3 6.0 6、 3、2 

 C6-4 10.0 6 3 

 C6-5 10.0 6 3 

 C6-6 15.0 10 3 

 C6-7 15.0 10 3 

 C6-8 10.0 6 3 

 C6-9 15.0 10 3 

资料来源 ：《纽约市 2014版区划条例》，作者整理 

注 1：奖励额度=奖励建筑面积÷pops面积 

注 2：奖励容积率≤基础容积率×20% 

注 3：对于 C6-3用地，用地中包括社区服务设施使用时，奖励额度取大值。 

3 香港经验 

香港作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在土地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可单独用于

公共空间的用地极少。为改善高密度城市公共空间不足，香港在 1962 年便引入

纽约的激励性政策，引导私人物业内提供由私人管理而公众可以进出、使用及享

用的休憩用地（称为私人发展公众休憩空间 pospd）[12, 13]。 

香港的 popsd 管理经历了粗放到精细的过程。1999 年第一版《认可人士注

册结构工程师作业备考》（PNAP）第 233条指出：私营开发商准许获得这些“拨

出专作公众通道用途的土地/地方”5 倍的容积率，积极推动为公众使用的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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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和公共空间建设。2000 年不断上升的城区地价，使公共空间建设面临土地

供应和资金矛盾的双重压力，激励性政策为开发商期望提高容积率克服地价成本

和政府希望增建公共空间提供了可行路径，香港激励性政策在引导和控制上逐渐

规范和完善[14]。2003 年《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作业备考》明确私人建设公

共空间相关奖励政策。但是在实际建设过程中，私营发展商管理下的公共空间逐

渐沦为商业附属空间，私有化的公共空间将公众排除在外。最突出的例子是 2008

年时代广场，根据公用契约需向公众开放的地面露天公共空间被出租为私家业主

经营咖啡厅，由此引发市民对公共空间的热议，popsd的建设和运营标准开始受

到社会重视。2008 年开始，借鉴纽约市设计标准，发展局委托高校和设计机构

编制了《[私人发展公众休憩空间]设计及管理指引》，2011 年正式颁布，具体

如下： 

根据香港常见的五种私人发展公众休憩空间类型，分为公众绿化空间、广场、

庭院、小型休憩空间、长廊，并制定相应具体的设计指引和管理指引（图 3）[15]。

设计指引方面，针对不同空间类型，参考纽约 pops设计标准，根据自身空间特

性，在形状、临街度、长宽比例、主次空间、面积、易见度、坡度、绿化面积方

面提出精细灵活而有针对性的具体量化指标，设计层面上保证公共空间的使用

性；管理指引方面，借鉴纽约运营标准，将其划分为许可活动、运作准则、对公

众通道的应用，限定建成后商业活动的区域和比例，避免私人管理下的公共空间

不断商业化，通过资料公示发挥公众监督作用，保证公共空间建成后的公共性。 

 

图 3. 香港不同空间类型[私人发展公众休憩空间]设计指引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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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私人发展公共休息空间设计及管理指引》 

4 深圳公共开放空间奖励政策实施效果 

在旧城改造和城市更新中，高额的土地成本和项目投资让政府意识到建立公

共政策引入非政府投资有利于减轻公共财政负担，同时实现“负外部性”内部化。

在珠三角，广东省为解决三旧改造问题于 2011 年《关于加强“三旧”改造规划

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提出针对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城市公共空间、保障性住

房、市政基础设施和历史文物保护等城市公共物品的容积率奖励政策，并规定不

超过基础容积率 10%的奖励上限。针对不适合在原址内进行容积率奖励的地区，

可实行异地转移补偿机制[16]。在此基础上，深圳市 2009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办

法》标志初步建立城市更新制度[17]。后陆续出台一系列技术文件和政策规范[18-20]

完善城市更新制度，2015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容积率审查技术指引》

明确提出开发建设用地中，提供建设架空层或建筑室内空间（含室内公共人行通

道）并经核准作为公共空间的奖励 1-2倍建筑面积[3]。公共开放空间奖励在整个

奖励性机制中开始受到关注。但从目前实施效果来看，公共开放空间奖励处于被

动地位，实施性相对较弱。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1）相比其他容积率调整方式，难以吸引开发单位（图 4）。第一，转移

容积由于奖励额度较大且不设上限受到开发单位青睐，往往通过用地贡献达到开

发上限。第二，奖励容积设有奖励上限（容积率的 30%），在这其中公共开放空

间奖励所占比重较少，导致被选择的几率极少。 

（2）公共开放空间获得奖励门槛高。第一，不同于纽约单纯的激励模式，

深圳采取规范基础要求和容积率激励相结合的模式。根据《深标》(2013)，新建

重建要求提供 5-10%独立设置的公共空间,区间取值提高了获取公共开放空间奖

励门槛。第二，这也造成奖励对象局限于架空连廊、公共通道这类面积有限的空

间类型，在 1倍奖励额度基础上容积率上升空间不大。 

（3）获取奖励条件复杂客观上大大降低了公共开放空间奖励政策使用概率。

比如获得奖励的前提较为繁琐，包括对公共通道的必要性认定（比如：连接大型

公共空间，地铁站等）、24小时开放性论证等。其次，奖励方式单一，开发强

度达到上限后缺少补偿方式。另外，公共空间暂未形成精细化设计标准，建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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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难以保证，政府在自由裁量权下审批较为慎重获得奖励的审批较少，也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激励性政策的有效性。 

图 4. 城市更新中的奖励性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5 对深圳的启示 

针对深圳目前公共开放空间奖励机制实施性相对较弱的情况，笔者提出两种

解决思路。一是，降低其他方式容积率奖励力度；二是，完善公共开放空间奖励

机制。通过总结纽约与香港在激励性政策上的实践成果，为深圳提供经验借鉴。 

5.1深圳与纽约、香港奖励机制对比 

通过深入分析美国纽约和香港精细化奖励制度，对比深圳与前两者者之间的

差距（表 3），主要有以下几点：明确的奖励空间类型、细化的规划条件（设计

细节和服务设施的具体要求）、多种奖励方式、差异化的奖励额度。  

表 3.纽约香港、深圳奖励机制对比表 

内容 纽约 香港 深圳 

确定基础容积率 密度分区 密度分区 密度分区 

奖励区域 规定区域（C-） 引导在商业区域 城市更新区域 

奖励对象 公共广场、骑廊两大类 

公众绿化空间、广

场、庭院、小型休憩

空间、长廊 

公共通道、架空

连廊 

奖励条件 精细化 精细化 粗略 

奖励方式 

容积率奖励、放宽区划

条件、审批制度简化、

相关费用减免 

容积率奖励 容积率奖励 

奖励额度 3-10倍建筑面积奖励 
获得五倍建筑面积

或 20%的许可容积率 

一倍 

 

奖励上限 
不超过最大容积率（不

超过核定的 20%） 

获得五倍建筑面积

或 20%的许可容积率 

不超过核定的

30%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奖励性机制 

奖励容积 转移容积 

公共开放

空间 

配套设施

奖励 

历史建筑

保留 

政策性用

房 

用地贡献 贡献用地作
为教育等设
施 

支持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发展的新政策框架/评估工具

-95-

2019年可持续建筑环境深圳地区会议论文集 www.sbe19shenzhen.com



 

 

5.2对深圳建议 

将纽约经验作为借鉴样本，结合香港最早如何借鉴纽约并形成自身的奖励体

系作为参考，针对深圳目前公共开放空间奖励难以落实问题探讨其解决路径（表

4）。 

表 4.对深圳公共开放公共奖励政策建议 

奖励政策实施不力原因 对策与建议 

其他容积率调整方式增值空间较大 
合理分配奖励额度,将转移容积奖励

部分额度腾给公共开放空间奖励 

奖励对象局限于小型公共空间 
扩大奖励对象，将配建公共空间纳入

奖励体系 

不同空间类型奖励额度相等 
针对不同建设成本和维护成本空间

类型实行差异化的奖励额度 

缺乏容积率之外补偿方式 

引入放宽规划条件、审批流程的简

化、相关费用的减免或现金补偿等方

式 

公共空间规划条件未成体系 
量化设计标准、运营标准，从规划上

实现空间设计可持续性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5.2.1 合理分配奖励额度 

在城市更新中，通过设置转移容积上限、控制奖励容积中其他方式的奖励额

度，从而腾出一定的额度给公共开放空间奖励，增加此奖励政策使用性。 

5.2.2 完善奖励机制，提高激励效用 

(1)扩大奖励对象。不同于纽约单纯的激励模式，深圳采取规范基础要求和

容积率激励相结合的模式，因此造成奖励对象的错位，其激励对象局限在公共通

道和架空连廊。建议将强制规定配建室外空间、与建筑核增共同审批的半室外和

室内型公共空间纳入奖励性公共空间，从奖励对象上增加奖励基数。 

(2)细化空间设计指标。根据深圳的奖励空间类型，借鉴纽约的设计标准和

运营标准，对不同空间类型需要达到的建设质量、标准、验收要求进行量化指引，

实现公共开放空间的可持续性设计（表 5）。可持续策略在空间指标设计上体现

为以下四方面：一是提升空间质量。在设计层面，通过对形状、长宽比例、空间

形式等指标规定防止空间碎片化，绿地面积门槛设置保证公共开放空间绿化率；

在管理层面，同时利用奖惩机制保证空间建成后继续为公众使用。二是促进空间

共享。座椅等设施的明确规定为公众交流提供可能。三是建立视觉可达。临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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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易见度、指示牌规定增强公共开放空间可识别性，激发使用者更过的兴趣。

四是商业融入。公共空间作为休闲活动场地，适当比例的商业活动增加空间活力，

吸引人们走进公共空间。 

表 5.公共开放空间奖励条件一览表 

条件 
公共

广场 

公共

绿地 

架空

型场

地 

庭院 
公共

通道 

骑廊

空间 

架空

连廊 

设计

标准 

空间 

形状 按场地而定，以规则形状做设计指引 

临街 临街超过 x%,最少开 x米 
 

 

长宽

比 

最小 x:y 

 

 

 

 

 

 

 

主次

要空

间 

按场地而定，主要空间占比不少于 x% 

 

面积 最小 x平方米 
 

 

 

 

 

 

感官 

易见

度 
可视面积占比大于 x% 

户外

空间 

室外 

（露天） 

半室外

(不露天) 

室内

(露天) 

半室外 

(不露天) 

半室

外 

坡度 
首选平地，沿街道正

面坡度不得大于 x% 

 

 

  

 

 

 

环境 

绿地

面积 
绿化面积不少于 x% 

 

 

 

 

 

 

设施

种类 
座椅、娱乐、无障碍设施等，按场地而定 

指示

牌 
规定公共空间标志、禁止标志、附属标志 

运营

标准 

商业

比例 
 

按场地而定，商业占比不得

大于 x% 

 

 

 

 

 

 

开放

时间 
 一般为 24h 

违规

处罚 
 

未按要求建设或随意侵占的现象进行现金等惩罚

方式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3)增加奖励方式。从提高开发商的利润和降低开发商的成本作为出发点，

引入纽约的多种奖励方式，比如放宽规划条件（红线后退、建筑体量、停车位要

求、设计风格等）审批流程的简化、相关费用的减免或现金补偿等方式，允许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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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使用，提高奖励性政策的适用性。 

(4)差异化的奖励额度。一是降低基础容积率。深圳目前已经采取密度分区，

18 年《深标》调高基础容积率，进行了基础容积率和容积率上限规定，严格控

制最高容积率限制的稳定性。通过降低基础容积率，可以提高奖励空间，避免公

共利益受到侵害。二是采取科学化的奖励计算模型。建议采用边际成本收益模型，

获取单位租金，单位运营成本，可租面积比例，市场平均建筑租用率，单位土地

成本，基础容积率等数据，形成差异化的奖励额度，且更能反映激励性区划在实

施中的实际情况。 

(5)可持续的管理策略。一是细化管理制度，对可获奖励的公共空间不同阶

段的设计因素纳入方案规划审批、建设实施、维护监管阶段，实现公共空间的全

过程监管[21]。二是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及时改善不满足公众使用要求的空间，实

现有效的规划管控和可持续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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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户区改造中的公众参与程度评估 

 
吴霜  谭少华 

（重庆大学，重庆 400000） 

 

摘要：本文研究了我国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更新中棚户区改造问题，在考虑六种影响因素的

情况下，建立了改造过程中公众参与程度的模型与社会资源分配的模型，来探讨棚户区改造

的公众参与程度与社会资源再分配的结果评估。文章首先采用 PESTEL分析法，分析了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等六项影响改造的因素。同时分析了六项因素对于棚户区改造的直接间接途

径，对产生影响的程度大小与改造流程分别赋值，通过分析系数大小，随后得出了结论：在

一定范围内改造效益与参与程度成正相关，而超过一定阈值则可能出现“搭便车”等不良社

会现象。文章以乐山市蟠龙路棚户区改造为实际案例对模型数据进行了分析，探寻解决三类

典型问题的措施途径。 

关键字：城市更新 棚户区改造 公众参与  PESTEL分析  

 

1 绪论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发展的滞留区域成为城市问题的集中地区。棚户区就

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存在。棚户区内的居住条件已经不能在满足城市的整体生活和

居住水平。棚户区的改造自 2013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的工作意见》

发布以来，一直在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下有序地进行。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城市规划部门通过收集居民意见，建设合作平台的方式，已

经进行了许多公众参与模式的尝试。这种公众参与的改造过程，使得提高公共资

源再分配的公平程度有实现的可能。 

关于棚户区改造的问题，部分研究者在对棚户区改造中研究了成立村民自治

委员会来协调推进棚户区的改造和提高公众参与程度，这种方法被证明能够有效

提高改造中的参与性，减少改造后期因沟通不畅导致的矛盾冲突。也有学者通过

问卷收集等方法，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探索棚户区改造的公众参与程序和经

济社会问题，证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对于改造后的房价和居住面积等指标去

衡量改造的资源分配情况。国内外学者对棚户区改造的成果检测和公众的满意程

度课题做了大量的研究，推进了研究进程，但是这些研究结论较难以定量化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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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表达对于合理的公众参与式的棚户区改造的结果评判和效益研究。 

本文试图用建立数学模型和抽象不同影响系数的方法对不同学者做的研究

做探索性的补充，达到提供一个评价公众参与程度与棚户区改造效益的数学模

型。城市规划的管理和决策，体现在棚户区的改造中，可以影响城市的宜居性，

从而最终影响公众资源的分配和社会居民的幸福。研究棚户区改造中的公共参与

程度，可以在该方面参照建立的模型与影响因素，选择最优化的改造方法，以期

提高棚户区改造的质量。 

2 棚户区改造的影响因素 

 2.1六项棚户区改造的影响因素 

  影响棚户区改造的因素很多，选取的角度和方向也各不相同，在这里，笔者会

采用 PESTEL 分析法，对城市更新改造中的六个方面进行分析，分别是政治

（Political）、经济（Economic）、社会文化（ Society-cultural）、科技（Technological）、

环境（Environmental）、法律（ Legal）。 

表 1 具体因素与影响分析 

因素类型 对棚户区改造具体影响 

政治因素 

1、 国家的政治政策对于棚户区的改造有着指导性的影响,政策

制度的建立会对一个区域内棚 户区改造的各个方面活动产生

十分重大的影响力。 2、 政策法规常常直接作用于改造的每个

阶段。 3、 例如对于赔偿标准的制定，在不同地区的政策指导

下，赔偿标准按照异地安置和就地安置 的居民补偿标准也因为

地域位置不同和政策不同有着不同。 

经济因素 

1、 国家政府所持的市场观点和经济因素会影响棚户区改造中

的资本市场。 2、 鼓励私有资产的参与改造还是完全政府出资

作为福利工程的棚户区改造建设工作,与经济 因素都密切相

关。 3、 国民经济收入水平也在城市地价房租等方面对棚户区

改造的拆迁安置等问题有着很大的 影响。 

社会文化因素 

1、 棚户区居住居民人口数目也同社会人口因素密切相关。城

市居民人口的饱和很可能导致居 民租住房成本的提高，导致居

住质量的下降。 2、 棚户区的租住人员也可能因为租住房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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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面临房租提升等问题。同时社会的文化传统， 例如期望家族

四世同堂等愿景，也使得棚户区改造的工程需要考虑更多地社

会文化因素。 

科技因素 

1、 科技的进步发展对于棚户区改造而言，可以有效地降低改

造的成本，提高改造后居民的 生活质量。 2、 随着网络技术

的发展，棚户区改造的公众参与有了更多的模式和平台。借助

网络信息工 具将棚户区改造工作透明化，使得公众成为参与和

监管的主体。 

环境因素 

1、 建筑质量的高低，使得棚户区改造中某些房屋的拆除与否

都成为考量的问题。 2、 环境因素也包含着改造地的自然环境，

棚户区通常没有良好的绿化和公共设施，所以在改 造中，应预

留用地作为绿化和公共建设，这样也使得棚户区改造工作与周

边环境乃至整个城 市的环境建设联系紧密。 

法律因素 

1、 法律作为棚户区改造的“不可触碰底线”，对改造的规范

发展起到了保障，监督的作用。 2、 存在于改造过程中不能被

及时发现和解决，很有可能“积患成疾”，发生一系列矛盾冲

突， 导致社会的资源分配问题。 

 

2.2六项影响因素影响改造的直接间接途径 

   以下图解模型（图 1）归纳了城市规划和公共政策在影响社会资源再分配于

居民幸福方面的可能路径。从左至右，显示了六项影响因素共同作用于棚户区改

造的方式，这六项因素可以通过影响改造工作的资金、制度和公众参与程度等而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棚户区改造的工作，从而最终影响社会资源分配和居民幸福。

进而，这些影响因素又决定了六种与改造工作相关的政策不完善，资金短缺，居

民配合程度低等现存的问题风险。这些问题将会影响“中介性”（例如因为居民

配合程度低而导致的拆迁工作无法推进问题），以及资金短缺，技术平台不完善

等带来的直接结果，这些结果最终会影响棚户区改造的结果，从而导致社会资源

不能公平最优地再分配，降低居民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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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六项因素对棚户区改造的直接间接影响 

 

2.3社会资源再分配在棚户区改造中的现状问题 

   棚户区的改造是一项综合性复杂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与城市的社会文化、

经济水平和物质环境等等方面联系紧密。我们在理解棚户区改造的过程中，不能

忽视对其现存问题的综合考量。在我国的不同地区，社会资源的再分配的优化程

度不同，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地域内城市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在经济发

展地区，城市化程度高，资金充足，考虑的首要问题是社会资源再分配时候的平

等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协调经济利益公平，很有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矛盾冲突；

而对于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而言，在棚户区改造中解决资金问题或许是最为

严重的问题。社会经济更为贫困的地区有着更严重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平衡现象，

而与棚户区居民个人无关的，他们所处地的地方特征的六个要素，是影响棚户区

改造与社会资源分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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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棚户区改造中公众参与程度模型的主要内容 

 3.1棚户区改造的程序流程 

    棚户区改造通常是由政府主导的改造过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

兴起的 PPP模式也在城市更新进程中崭露头角。政府主导—私人参与的公私合作

模式使得棚户区改造的程序流程也有了调整和改变。在此笔者将其流程概括为九

个项目：1、社会意见征求讨论；2 、补偿评估论证公示；3、改造地块范围界定；

4、建筑质量环境分析；5、资金投资模式确立；6、拆迁安置政策制定；7、设计

方案审批确立 8 地块建设工程实施 9 就地安置居民回迁。在整个棚户区改造的

流程中，公众参与其中一项或者某几项流程环节，对最后改造的结果也有不同影

响。 

3.2公众参与的环节与方式  

   在社会意见征求阶段，公众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和其他信息参与方式来反馈对

改造的意见和看法。补偿评估论证阶段，主要由政府和开发企业作为拟定补偿的

政策的主导方，公众很难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改造地块范围界定和建筑质量环境

分析由于技术性较强，公众参与主要为参与调查访问的参访主体和对象，提供居

住地信息与历史以及社会文化等信息。拆迁安置的政策制定与设计方案的审批公

示中，公众参与能起到监督管理和反馈意见的作用，在公示项目期间民众意见可

能作为设计的修改指导意见。例如西安洒金桥项目工程在公示后作用驻地住民的

抗议而最终保留了原始街区肌理和寺庙建筑等。地块建设工程施工在传统过程中

由工程项目负责组施工，公民们难以参与建设过程，但可以通过组织居民代表参

观了解工程进度的方式及时反馈公众意见和信息。就地安置居民回迁阶段，参与

方主体是居民，政府起到组织和协助回迁的作用。 

3.3衡量参与程度的指标选取与模型建立 

笔者在文章第一部分提出了六项与棚户区改造相关的影响因素，在图 2中确

定了各项要素对改造工作的具体影响途径和各要素见的相关性。随后构建公众参

与程度评价体系，建立起一个可以量化表示改造中公众参与程度与社会资源分配

的相关联系。 

笔者考量了棚户区改造中的九项基本阶段，对于每一阶段改造工作的公众参

与难易度，和六个因素对九个阶段的不同影响，分为三个不同阶段数据，分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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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无法参与、难以影响；0.5——部分参与、有部分影响以及 1——全程参

与、有重大影响，具体如表 2所示。 

表 2 系数选择参照表 

在对每个具体改造项目的探究中，可以先确定公众参与的具体阶段有哪些，

再对对应阶段的数据进行处理。具体的数据为：p（参与程度）=kn（k表示参与

程度系数,n 表示参与项目阶段) 。其中，参与程度系数的取值为表 1 中竖向系

数的和。则整个棚户区的改造过程可以表示为： 

公式（1） 

本文笔者选取作为衡量社会资源分配指标的分别为社会财产，社会用地，选

取单位面积补偿价格与城市平均房价比值 m,与人均补偿面积和城市人均住房面

积的比值 s两者之和来表示。则整体改造的资源分配水平可以表示为： 

Q=Ω(m+s)  

公式（2） 

(Ω 为比例系数，由具体城市发展综合因素确定） 

 

3.4实例分析——乐山市棚户区改造为例 

乐山市位于四川省东南部，成都平原的西南位置，是四川省重要的地级市，

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发展都居于四川省上游水平。在 2010年期间，乐山市中心

城区蟠龙路位置的棚户区纳入改造计划，工程从 2011年 11月开始施工，改造时

序三年，建筑面积为 44551.88平方米，保障性商品房 448套，每套建筑面积约

 1 社会

意见征

求讨论 

2 补偿

评估论

证公示 

3 改造

地块范

围界定 

4 建筑

质量环

境分析 

5 资金

投资模

式确立 

6 拆迁

安置政

策制定 

7 设计

方案审

批确立 

8 地块

建设工

程实施 

9 就地

安置居

民回迁 

参与难易 1 0.5 0 0 0 0.5 0.5 0 1 

政治 1 1 0.5 0 0.5 1 0.5 0.5 1 

经济 0.5 0.5 0 0 1 0.5 0 1 0.5 

社会文化 0.5 0.5 0 0 0.5 0.5 0.5 0 0.5 

科技 0 0 1 1 0.5 0.5 0 1 0 

环境 0.5 0.5 1 1 0.5 0.5 0.5 0.5 0.5 

法律 0.5 0.5 0.5 0 0.5 1 1 0.5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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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平方米。政府于 2010年组织了蟠龙路棚户区改造的居民意见收集，和对赔偿

方案的公开公示，2014 年 9月综合施工设计监理与责任相关部门进行了验收工

作，2013组织第一次摇号，因为居民意见反馈又组织了第二次摇号，2014年居

民逐渐回迁安置。根据上述模型可以得出，该改造项目的公众参与程度计算为： 

p=k1n1+k2n2+k9n9=12 

公式（3） 

2014年 6月乐山市城市平均房价为 4512 元/m2，棚户区改造补贴补偿价格

在不计算惩罚情况下为拆迁补偿为 3000/m2，搬迁补偿为 20元/m2。人均住房用

地面积为 28平方米，赔偿安置面积为 35平方米。 

计算整体改造资源分配水平可得： 

Q=1.92Ω 

公式（4） 

Q*p=23.04Ω 

公式（5） 

在该棚户区改造项目中，公众参与只停留在 1，2，9三个改造环节，参与程

度不高。 

4提高公众参与程度改善公共利益再分配的可能性 

2018年 10月 10 日乐山市出台了《关于调整乐山市主城区棚户区改造主要

政策补偿及奖励标准的公告》对住宅房屋签约搬迁奖励标准，住宅房屋的临时安

置补偿标准，搬迁补偿标准，房屋室内装饰装修补偿标准进行了调整。在调整中，

新增加了对单位面积住房的装修费用补偿。在评估下将居民的装修按照层级划分

为 300，200，100元每平方米三个补偿标准。 

在新的补偿标准出台后，笔者首先尝试将蟠龙路棚户区改造的情况在新的补

偿模式下进行计算分析： 

2018年 6月乐山市城市平均房价为 5817 元/m2，棚户区改造补贴补偿价格

在不计算惩罚情况下为拆迁补偿为 4500/m2，装修补偿为 300/m2，搬迁补偿为

20元/m2。人均住房用地面积为 36.6平方米，赔偿安置面积为 35平方米。 

则计算可得： 

Q=1.78Ω 

Q*p=21.36Ω 

公式（6） 

支持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发展的新政策框架/评估工具

-118-

2019年可持续建筑环境深圳地区会议论文集 www.sbe19shenzhen.com



从图 2可以看出在商品房价格上涨和城镇人均住房面积的增加后，提升的补

偿标准也不能很好地满足对于公众资源的再分配需求。那么在棚户区改造过程中

加入加大公众参与的程度和力度或许会成为解决问题的途径。 

图 2 2014与 2018 年数据比较图     图 3 2018增加公众参与成都数据变化图 

增加公众参与程度首先可以从增加公民参与棚户区改造的具体流程着手。蟠

龙路改造中居民只参与了 1，2，9三个阶段的改造工作，在第 6阶段的安置政策

设定和第 7、8 阶段的设计方案审批与施工阶段，可以采取建立居民棚户区改造

委员会的形式来提高公众参与程度。委员会可以由政府组织定期了解设计施工相

关动态，同时在 1，2阶段更好地反馈居民意见，保证改造工作的快速高效进行。 

则修改参与模式后的 p值计算得出: 

P=k1n1+k2n2+k6n6+k7n7+k8n8+k9n9=24 

Q*p=42.72Ω 

公式（7） 

从图 3可看出对于相关改造的现存问题上，提高公众参与程度也可能解决或缓解

部分问题。对公地悲剧而言，选择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机构，让民众了解到长期

博弈的机制体制下，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最终会损害个人利益从而使得公地悲剧

的减少；建立居民棚户区改造委员会，可以使得政府部门不成为与居民利益矛盾

的直接冲突方，同时也可减少沉默的螺旋现象，使得不同委员会的组成成员都能

为自己部分群体所持利益发声。 

图 4 2014与 2018年补偿价格与平均价格（元）图 5 2014与 2018年补偿人均住房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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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棚户区改造中的现存问题     

5.1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可以解释为，在公共的放牧草地上的牧民，都倾向于选择喂养更多

的羊以期获得更高的收益，这样往往导致草地的过度放牧，公共草地因此受到损

伤，类似的情况还有公海的过度捕捞和森林的过度砍伐。简单概述则是在个人利

益和公众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人们总会本能地选择优先满足个人利益而不惜以牺

牲公共利益为代价。表现在棚户区的改造过程中，居民往往会对公共环境的改造

和设计有要求，而更期望能减少公共环境用地来增加自身的居住仝地补偿，而资

金投入固定的情况下，人们也通常希望获得超过个人限额的额外补偿收益，因而

可能提供不实信息等，最终导致改造成本的增加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 

5.2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指同时被捕的嫌疑人更倾向于互相揭发对方以期获得较少的刑罚。

表现在棚户区改造中，由于参与改造的主体和原住民主体多元，各自的利益需求

也是多元化的，会存在不惜损害他人利益而满足自身利益的问题，从而导致棚户

区改造的失败。例如“钉子户”则是棚户区改造中的常见问题，部分居民存在“搭

便车”的行为，甘愿成为棚户区改造中的“钉子户”通过这样的手段获得更高额

度的赔偿与更高比例的社会资源的分配。在棚户区改造中的囚徒困境问题使得棚

户区改造的成本增加，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丧失。 

5.3沉默的螺旋 

沉默的螺旋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当人们发现自己的所持观点与大众相同

时，更倾向于发声表达观点，使得参与者逐渐增加而形成螺旋上升趋势。同时当

一些人发现自己所持观点与大众观点相悖往往选择沉默而不敢表达诉求。表现在

棚户区的改造中，部分弱势群体的利益因为与其他居民的利益诉求不同而不敢表

述，害怕导致公众的排挤，这样往往造成在改造过程中政府和参与改造方并不能

很好地体察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需求，导致“发声者声势浩大，沉默者一直沉默”

的社会现象，这往往导致部分群体的诉求无法实现，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导致的浪

费和无法解决问题。 

6结论 

本文的研究确立了一个探寻棚户区改造的公共参与程度的评价模型，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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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内部城市更新的过程或许会因为不同因素的制约产生差别，但是公众参与

程度的研究对于棚户区改造而言是一个无法跳过的议题。 

棚户区改造作为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一种途径，在文中，笔者认为提升改造中

的公众参与程度，建立居民棚户区改造委员会等参与措施，可以做到促进改造中

有关利益主体的胡须昂监督，推动城市更新的进程和发展，使得社会资源分配更

为公平合理，居民社会幸福感逐步提升。  

 

参考文献 

[1] 湛志伟.―公地悲剧‖及其治理的博弈分析[J].经济评论,2004(03):49-52 

[2] 阳建强,杜雁,王引,段进,李江,杨贵庆,杨利,王嘉,袁奇峰,张广汉,朱荣远,王唯山,

陈为邦.城市更新与功能提升[J].城市规划,2016,v.40;No.344(01):101-108. 

[3] 王守清,刘婷.PPP 项目监管:国内外经验和政策建议[J].地方财政研

究,2014:9-14+27. 

[4] 陈双,夏志坚.浅析 PPP 模式在中国的发展[J].经济论坛,2010(11):41-44. 

[5] 朱文杰.沉默的螺旋[J].知识窗,2011(6):23-23. 

[6] 游家兴.沉默的螺旋:媒体情绪与资产误定价[J].新产经,2012(09):17. 

[7] 宋林飞.城市移民的文化矛盾与社会安全[J].江苏社会科学,2005(05):7-9. 

[8] 万昆,李沁.武汉市棚户区发展对策与改造规划探析[J].规划师,2012:244-247. 

[9] 斯亚平.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博弈模型分析——略论政府的囚徒困境模型应对

策略[J].中国行政管理,2008(07):33-36. 

[10] Li Tian, Zhihao Yao, Chenjing Fan, Lin Zhou：A systems approach to enabling 

affordable housing for migrants through upgrading Chengzhongcun: A case of 

Xiamen[J].Cities.2018（12） 

[11] Dejana Nedučin, Milena Krklješ, Zlatomir Gajić：Post-socialist context of 

culture-led urban regeneration – Case study of a street in Novi Sad, 

Serbia.[J].Cities.2018（12） 

[12] 湛志伟.―公地悲剧‖及其治理的博弈分析[J].经济评论,2004(03):49-52 

[13] 阳建强,杜雁,王引,段进,李江,杨贵庆,杨利,王嘉,袁奇峰,张广汉,朱荣远,王唯山,

陈为邦.城市更新与功能提升[J].城市规划, 2016,v.40;No.344 (01):101-108. 

[14] 王守清,刘婷.PPP 项目监管:国内外经验和政策建议[J].地方财政研究, 

2014:9-14+27. 

支持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发展的新政策框架/评估工具

-121-

2019年可持续建筑环境深圳地区会议论文集 www.sbe19shenzhen.com



[15] 陈双,夏志坚.浅析 PPP 模式在中国的发展[J].经济论坛,2010(11): 41-44. 

[16] 朱文杰.沉默的螺旋[J].知识窗,2011(6):23-23. 

[17] 游家兴.沉默的螺旋:媒体情绪与资产误定价[J].新产经,2012(09):17. 

[18] 宋林飞.城市移民的文化矛盾与社会安全[J].江苏社会科学,2005(05): 7-9. 

[19] 万昆,李沁.武汉市棚户区发展对策与改造规划探析[J].规划师,2012: 244-247. 

[20] 斯亚平.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博弈模型分析——略论政府的囚徒困境模型应对

策略[J].中国行政管理,2008(07):33-36. 

[21] Li Tian, Zhihao Yao, Chenjing Fan, Lin Zhou：A systems approach to enabling 

affordable housing for migrants through upgrading Chengzhongcun: A case of 

Xiamen[J].Cities.2018（12） 

[22] Dejana Nedučin, Milena Krklješ, Zlatomir Gajić：Post-socialist context of 

culture-led urban regeneration – Case study of a street in Novi Sad, 

Serbia.[J].Cities.2018（12） 
 

支持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发展的新政策框架/评估工具

-122-

2019年可持续建筑环境深圳地区会议论文集 www.sbe19shenzhen.com



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的国外城市韧性研究进展分析及启示 

 

李纯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 200092） 

 

摘要：进入 21世纪以来，伴随着自然灾害对城市造成的影响，城市韧性日益成为研究的热

点。随着相关研究文献数量的大幅增长,传统文献梳理方式难以准确把握当前研究内容的广

度与深度。本文首次尝试以 Web of Science数据库收录的 1997-2019年城市韧性文献为研

究对象，运用 CiteSpace 和 VOSviewer 为工具的科学知识图谱分析法结合传统的文献检阅

法，揭示有关城市韧性的研究动态、发展趋势、主题演进与发展脉络。研究结果显示，目前

城市韧性研究的基本概念明晰，系统构建完整，评价框架多样，城市韧性的研究在日趋多元

化丰富的同时正逐渐从理论架构转向在地实践和反思批判。未来应考虑城市韧性的在地实践

及城市面对多重灾害的韧性评估等，以推动中国城市韧性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使城市韧性的

相关研究更好地指导韧性城市建设。 

关键词：城市韧性；科学知识图谱；研究进展；CiteSpace；启示 

 

1 引言 

1973 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UBC）资源生态研究所的霍林

（C.S.Holling）首次将“韧性”概念引入到生态系统研究中。接着，将近四十

年来的各类相关研究已经累积形成了“韧性概念群”[1]。2002年，倡导地区可持

续发展国际理事会（ICLEI）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全球峰会上提出“韧性”概念，

将这一概念引入到城市与防灾领域，由此，“城市韧性”成为了新兴的热点话题。

城市韧性怎样从理论走向实践，其间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有哪些学者对城市

韧性领域发展起到了关键性地推动？城市韧性领域近期又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

这些问题是本研究所关注的。 

近年来，科学知识图谱分析因其能够将抽象的知识演进历程以可视化的图谱

直观地表示出来，而成为了研究学术史的一个热点。其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

科学本身的理念，推动了文献计量学的快速发展
[2]
。在国内建筑科学与工程学科

体系中，科学知识图谱已成功运用到海绵城市[3]、BIM[4]、社区规划[5]、城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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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等领域的发展演变趋势与前沿动态研究中。在相关研究文献指数型增长的信息

爆炸时代，传统的文献梳理方式难以准确把握当前研究内容的广度与深度。因此，

科学知识图谱分析是一种更科学更高效的研究方法。 

基于此，本文试图运用 CiteSpace 和 VOSviewer 这两款科学知识图谱分析

的软件，并结合传统的文献检阅方法，系统分析 1997-2019近二十年来城市韧性

的英文文献之研究动态、发展趋势、主题演进和发展脉络，以期为国内城市韧性

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启示。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研究方法 

CiteSpace 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教授陈超美团队研发的一款基于 Java 语

言的多元、分时、动态的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7]。由于是通过可视化的手段来呈

现科学知识的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因此也将通过此类方法分析得到的可视化

图像称为“科学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8]。CiteSpace 的主

要功能包括共现分析和共被引分析，在知识网络中可直观地展示每个节点的位置

与大小，并反映各个节点之间的关系。CiteSpace 独特的时间区与时间线功能是

其区别于其他可视化计量分析软件的特色之处。研究运用 CiteSpace 绘制

1997-2019年城市韧性研究的英文论文科学知识图谱，提取文献的研究国家、关

键词和引用文献，进一步总结国外城市韧性研究的概况和热点，并通过

VOSviewer知识图谱软件的主题聚类功能分析城市韧性研究的知识聚类。 

CiteSpace中引文年轮的颜色表示对应引文出现的时间，随着年份递进由蓝

色转变为红色，一圈的年轮厚度代表相应年份的引文数量。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

着其相互之间存在着共被引关系，而连线的粗细则意味着被引频率的高低。节点

外圈出现紫色表明该节点具有较高的中介中心性。若选择了突现功能，部分被标

记为红色的圈层表明了在短时间内相应的研究文章突然增加或者减少[9]。 

2.2数据来源 

研究选取 Web of Science 核心数据库作为论文的数据来源。检索主题为韧

性的城市（(“Resilien* urban”) OR (“Resilien* city”))或城市韧性（(“Urban 

Resilien*“) OR (“city Resilien*”)），文献搜索时间截止为 2019 年 10月

20日，得到搜索结果后基于城市韧性的内涵进行筛选和修正，并剔除部分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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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整理、去重后得到了 856条记录，作为本研究分析的基础数据，包含了

1997-2019年发表的关于城市韧性的英文期刊论文。 

3 国外城市韧性研究概况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探索城市韧性英文论文研究的时空分布特征。从时间

分布来看（图 1），关于城市韧性研究的文献最早开始于 1997年，2010 年之后发

文量开始逐年增长，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从空间分布来看，当前城市韧性研

究主要集中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地区。 

 

图 1 城市韧性研究的历年文献数量图 

来源：笔者自绘 

之后，进一步使用 CiteSpace 进行国家时间切片分析。研究的时间范围为

1997-2019年，以一年为一个时间切片，将国家作为节点类型，调出时间区视图

功能，绘制城市韧性的国家时间切片图谱（图 2）。研究发现，美国关于城市韧

性的文章发表数量最多也最早。英国的城市韧性研究开展紧随其后，但在发文量

上不及意大利。中国的城市韧性研究起步较晚，但在文章发表数量上仅次于美国、

意大利、英国和澳大利亚，位列第五。在 CiteSpace的分析过程中，中介中心性

（Betweenness Centrality），是测度节点在网络中重要性的指标，具有高中介

中心性的文献通常是连接两个不同节点或聚类的关键枢纽[8]。因此，虽然英国的

文章发表数量不及美国，但英国的中介中心性指数为 0.32，多于美国的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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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英国在该学科领域中的领先与核心地位。而中国的中介中心性指数为 0.01，

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在城市韧性领域中需要提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图 2 城市韧性研究的国家时间切片图谱 

来源：笔者自绘 

4 城市韧性的研究动态与知识图谱分析 

4.1重要文献基础 

在科学知识图谱分析中，参考文献构成了研究前沿的知识基础。因此在分析

研究热点与前沿之前，有必要先对城市韧性领域的英文文献进行梳理，从而识别

出真正推动城市韧性研究的关键性研究文献。CiteSpace中的共被引分析是将搜

集的 856篇文献记录作为分析的对象，其中被引频次较高的节点具有较高的学术

价值与代表性，也是城市韧性研究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论著。研究使用被引文

献作为节点类型，其余参数使用默认值，绘制文献共被引网络关系聚类图谱（图

3），并从图谱中找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6篇经典论文，按照被引频次从高到低的

顺序依次排列制作表格（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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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 Meerow的《定义城市韧性：综述》（"Defining Urban Resilience: A 

Revie"）一文发表于 2016 年，针对“城市韧性”概念研究的主要矛盾，提出了

更具包容性的城市韧性的定义：城市韧性是指城市系统及其所有组成的社会生态

和社会技术网络，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保持或迅速恢复预期功能的能力，以应对

干扰；适应变化；并迅速改造或限制当前或未来适应能力的系统[11]。可以说此文

是对城市韧性概念研究的总结，具有奠基性的贡献。Simin Davoudi 于 2012 年

发表的《韧性：桥接概念还是死胡同？》（"Resilience: A Bridging Concept or 

a Dead End? "）批判性地提出了将“韧性”这一根植于生态学的概念应用于社

会环境时，需要谨慎行事，并确保在试图通过生态学的视角来理解社会时，不会

失去批判性社会科学的洞见。“在实际运用中，韧性带来的益处和其带来的挑战

一样多[12]。”Jack Ahern 在 2011 年发表的《从防止失败到安全的失败：新世界

城市中的可持续性与韧性》（"From Fail-safe to Safe-to-fail: Sustainability 

and Resilience in The New Urban World"）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了“韧性”在实

践中的缺位，并结合具体实践案例提出了在设计实践中增强城市韧性的策略，包

括：多功能性，冗余和模块化，（生物和社会）多样性，多尺度网络和连通性，

以及自适应性的规划和设计。Robin Leichenko 于 2011 年从经济政策的角度分

析了城市韧性建设必须注意投入产出比和社会公平性的问题[14]。此文将“城市韧

性”从生态学中抽离，运用到社会科学的领域中来，拓展了城市韧性的概念范围。

Stephen Tyler 于 2012 年在城市气候韧性行动框架运用结构化和迭代化的共享

学习方法将韧性的概念付诸实践，该框架的有效性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亚洲

城市气候变化韧性网络的 10个城市中得到了实际印证[15]。Kevin C. Desouza 于

2013 年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构建了设计、规划、管理和评估四位一体的动态

韧性框架[16]，为城市韧性从理论到实践的应用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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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城市韧性研究的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 

来源：笔者自绘 

表 1 城市韧性研究被引频次最高的六篇文献 

序

号 

被引

频次 

中介中

心性 
作者 

发表

年份 
期刊名 题目 

1 104 0.06 

Sara Meerow; 

Joshua P. 

Newell; 

Melissa 

Stults 

2016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Defining Urban 

Resilience: A Review 

2 91 0.1 

Simin 

Davoudi; 

Keith Shaw, LJ 

Haider 

2012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Resilience: A Bridging 

Concept or a Dead End? 

3 69 0.08 Jack Ahern 2011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From Fail-safe to 

Safe-to-fail: 

Sustainability and 

Resilience in The New 

Urban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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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6 0.05 
Robin 

Leichenko 
2011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Climate Change and Urban 

Resilience 

5 47 0.11 

Stephen 

Tyler; Marcus 

Moench 

2012 
Climate and 

Development 

A Framework for Urban 

Climate Resilience 

6 47 0.06 

Kevin C. 

Desouza; 

Trevor H. 

Flaner 

2013 Cities 

Designing, Planning, 

and Managing Resilient 

Citie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来源：笔者自制 

 

4.2研究热点的知识图谱分析 

4.2.1热点演进规律 

在学术论文中，关键词往往能代表整篇文章所关注的重点议题。基于此，本

研究通过探索城市韧性领域的热点演进规律，了解该领域中持续关注的议题。研

究将关键词作为节点类型，将寻径作为剪枝方式，用于突出网络整体结构的特征，

在剔除与城市韧性无关的关键词后，绘制出城市韧性关键词共现图谱（图 4），

打开时间区功能后得出城市韧性关键词共现时间切片图谱（图 5）。如图 4所示，

除了“韧性”与“城市韧性”以外，城市韧性领域中中介中心性指数较高的核心

关键词还包含了“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城市”（City）、“系统”（System）、

“管 理”（ Management ）、“ 脆弱 性”（ Vulnerability）、“ 可持 续性”

（Sustainability）、“适应性”（Adaptation）等。 

关键词共现时间切片图谱在时间维度上呈现了城市韧性领域中的研究热点

演进规律，通过识别不同年份的热点词汇，进而得出各年份城市韧性研究热点的

演进路径。在研究包含的 22 个年份中，从 2006 年出现热点关键词开始，“适应

性”一直贯穿了城市韧性研究时间线的始末，其中“气候变化适应性”、“减少疾

病风险”、“减轻”、“适应性管理”等关键词，都与适应性或城市具体应对的风险

类型有关。结合图 4 可以发现，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城市韧性的理论指导和系统

论的理论框架搭建等理论研究方面，而非实证应用方面。例如在城市适应性与气

候变化，即是气候变化引发了城市适应性的整合策略的提出[10]。这些热点关键词

揭示了城市韧性的研究核心：强化城市面对外界冲击和扰动的预防、准备、响应

的快速适应能力，并在学习中组织恢复到原状态或达到新的平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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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城市韧性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来源：笔者自绘 

 

图 5 城市韧性研究的关键词共现时间切片图谱 

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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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热点演进轨迹 

研究结合图 5及图 1，将国外城市韧性的热点演进路径分为 4个主要的阶段。 

第一阶段：2004 年及其之前的基础概念探讨阶段。此阶段学者们主要关注

“韧性”概念的多重涵义，以及“城市韧性”的概念如何准确定义。1973 年加

拿大生态学家霍林（C.S.Holling）首次将韧性的思想应用到系统生态学(Systems 

Ecology)[17]，随后不同学科从自身出发拓展了韧性的概念内涵，产生了生态韧性、

工程韧性、经济韧性和社会韧性等。城市韧性的概念也在这一阶段出现，并达成

了城市韧性应具有的自适应性属性的共识[18]。 

第二阶段：2004-2009年的理论体系构建阶段。此阶段学界除了对“城市韧

性”概念的进一步理论性探讨以外，相当一部分学者将研究的关注点转移到了城

市所面临的灾害与挑战上。针对飓风、疾病、洪水、资源枯竭等具体问题，不同

城市的不同社区展现出了不同的应对表现。贫困社区的灾后恢复能力更弱，也更

需要城市韧性的提升。基于此，城市韧性所表现的特征，所转变的发展理念，所

服务的权益主题等核心理论内容均在此阶段得到了深入研究。理论体系的初步构

建也为下一阶段的实践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2009-2014年的理论与实践并重阶段。这一阶段城市韧性的概念

与如何测度韧性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讨论，包括绿色基础设施（ Green 

Infrastructure）、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气候变化适应性

（Climate Change Adaptability）、脆弱性（Vulnerability）等概念在城市韧

性的背景下得到了认识上的拓展。但更多的文献则采用了求同存异的方式，搁置

了韧性概念的争议，总结了韧性概念的“适应性”共识，从而能够将韧性的理念

运用于实践中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出现了较多联系理论与实际的承上启

下型的论文，这类论文关注韧性行动实践框架，将韧性实践的活动主体政府、机

构、规划师和居民等统筹到同一语境下，为城市韧性的实践活动提供可操作的指

南与工具。 

这一阶段的实践研究强调利用社会网络来提升城市韧性，探讨利用系统论的

韧性实践框架维持城市的生态服务功能。例如 Henrik Ernstson（2010 年）从新

奥尔良、开普敦和菲尼克斯三座城市的案例分析的角度，用地理学中城市构成了

区域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的思想，提出通过政策和管理上的创新应对未来的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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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19]；J. Arjan Wardekker（2010 年）提出了适用于地方社区的“韧性原则”

工具（原则包括了动态平衡、杂食性、高通量、平坦度、缓冲、冗余、预见性和

准备/规划、分区和灵活的规划/设计），该工具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地方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20]，目前鹿特丹已将这一工具付诸实践。 

第四阶段：2014 年至今的理念延伸与应用领域多元拓展阶段。此阶段城市

韧性已形成较为科学、完备的知识和实践体系，研究热点呈现出多元分布的趋势。

进而产生了对上一阶段韧性实践检验后的理论上的修正和改善。 

公平性、社区韧性、城市韧性评估与在地实践等正成为国外城市韧性领域最

新的研究热点。在公平性方面，Joanne Fitzgibbons（2019年）等人在对“100

韧性城市”（100 Resilient Cities）计划的公平性进行评估时发现，在所参与

的城市中对公平性的重视是零星的，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是忽略的，建议将公

平性纳入全球韧性城市实验中去[21]。在社区韧性方面，Gusti Ayu Ketut Surtiari

通过对雅加达 170户家庭的调查和地区政府的访谈中得出结论，弱势社区可以通

过优化现有的社区文化来提高韧性[22]。具体包括家庭成员内部的互帮互助、地方

政府的自组织能力和族裔群体内部的经济支持三方面。同时，城市韧性的评估与

在地实践持续成为最新的热点话题。较多的文献在地震灾害评估话题中体现，

Katarina Rus（2018 年）采用定量韧性评估的方法，提出了“复杂韧性系统抗

震能力”（The seismic resilience of complex urban systems）的概念，在灾

害发生之前通过指标评估准备阶段，以评估系统的整体效率[23]；在灾害响应阶段

对重点建筑物和关键设施进行脆弱性评估；在灾后恢复阶段，考虑城市开放空间

在灾后重建中的重要性。Nisrine Makhoul对世界遗产城市比布鲁斯危旧建筑地

图进行数字化，以更有效地防止可能的地震对历史文保建筑的破坏[24]。 

4.3主题动态的知识图谱分析 

研究利用 VOSviewer 的主题关键词聚类功能，将研究主题相近的关键词归为

一类，并用同一种颜色表示。图 6揭示了城市韧性研究领域的四大主要的研究主

题：红色的为社会政策研究主题，蓝色的为城市防灾减灾主题，绿色的为技术方

法研究主题，黄色的为城市生态环境主题。 

（1）社会政策研究主题。该主题的高频关键词为 Implication（影响）、

Literature（文献）、Agenda（指南）、Actor（行动者）和 Review（评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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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6红色部分。该主题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在严峻的环境挑战的背景下，城市需

要在韧性共识下制定新的规划、管理、政策等议程。该主题的论文同时探讨了较

多关于城市韧性概念的问题。在政策制定方面，Gertrud Hatvani-Kovacs 建议

采取包括信息快速传播、相应的激励与抑制措施以及示范性的法规公布的手段，

提高澳大利亚城市的热应力（Heat Stress）适应性[25]；Kevin Keenan 认为微观

尺度对于城市韧性的重要性与城市和区域尺度一样重要，制定政策时务必要对当

地情况进行细致调研[26]；Louis Lebel则观察到泰国城市洪水治理受到体制陷阱

的严重制约。相比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政策，权力下放至当地社区或社区非盈

利组织可能会有更好的韧性提升效果[27]。这些研究表明，基于公众参与与社区调

研的政策，将更能代表居民的诉求，更能有效地实践城市韧性行动。 

在行动计划方面，G. H Enriquez 着眼于 AHP 模糊分析法来确定商业愿景，

机会创业，商业环境，公司行为灾难响应和女性创业这五项城市韧性指标性数值，

并成功评估了厄瓜多尔的火山型韧性城市[28]。Ashley Baker 在俄勒冈州波特兰

市和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人口普查街区组（Census Block Group, CBG）

和绿色雨水基础设施（Green Stormwater Infrastructure, GSI）的空间分布格

局，回答了哪些街区更多地获得了绿色雨水基础设施的服务[29]。可以发现，行动

计划方面的研究给了城市韧性理论到实践可操作的行动框架以及切实的实践效

果反馈。 

（2）城市防灾减灾主题。该主题的高频关键词为 Disaster（灾难）、Event

（事件）、Damage（破坏）、Experience（经验）、Government（政府）和 Resident

（居民）等，见图 6 蓝色部分。该主题的研究主要针对某一具体的灾害类型，从

韧性的角度提出这类灾害的全过程解决策略。例如，Oliver MC 在墨西哥

Colima-Villa de Alvarez 市的洪水感知调查中确定了人口稠密地区的高灾害风

险范围，以便未来优先配套公共资源和防灾设施[30]。Bernice Rosenzweig 在城

市突发性暴雨的研究中指出，不同城市之间的伙伴学习关系可以在突发性事件发

生时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亟需开发供决策者在气候变化等相关不确定性因素

下使用的决策支持系统[31]。 

（3）技术方法研究主题。该主题的高频关键词为 Methodology（方法）、

Scenario（情景）、Mitigation（缓解）、Climate（气候）、Reduction（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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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nergy（能源）等，见图 6绿色部分。技术方法主题大多从定量的角度出发，

开发出具有实践意义的城市韧性分析工具，为城市韧性的在地实践提供技术支撑。

较为突出的成果有 Saveria Olga Murielle Boulanger 设计工具。其在考虑韧性

风险和生态系统的缓慢过程的基础上，设计出一款绿色城市循环（Green City 

Circle）工具，用于指导市区的城市设计[32]。Georgia Gemenetzi则开发出评估

城市形态与资源消耗相关性的方法框架，有助于规划工作组调整整体系统以缩小

生态足迹并配置更具韧性的城市形态[33]。 

（4）城市生态环境主题。该主题的高频关键词为 Benefit（效益）、Ecosystem

（生态系统）、Pattern（格局）、Nature（自然）和 Flood（洪水）等，见图 6

黄色部分。该主题的研究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入手系统性地评估城市韧性水平，

亦或是从城市韧性的目标出发，指导城市某类要素的建设。例如，刘志敏利用多

源数据并采用基于景观生态学的分析方法，从多样性、连通性、权力下放和自给

自足四个维度，对沈阳中心城区从 1995年到 2015年的城市韧性进行了调查。结

果表明，沈阳市的城市韧性水平略有上升，而内部差异则呈下降趋势[34]。Paola 

Sabbion在城市韧性的目标引导下，调查并重新审视了绿色基础设施的空间、能

源、精神、文化和环境效益，从而调整接下来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35]。 

 

图 6 VOSviewer城市韧性前沿主题关键词聚类图 

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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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启示 

5.1研究结论 

研究基于 CiteSpace 和 VOSviewer 两类知识图谱分析，对 Web of Science

核心数据库的城市韧性英文研究文献进行了详细的可视化分析与解读，本文得出

以下主要结论：①《定义城市韧性：综述》（"Defining Urban Resilience: A Revie"）

是对城市韧性概念的集大成者，为城市韧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Simin 

Davoudi批判性地提出了“韧性”这一概念在跨界延伸其涵义时所需保持的谨慎，

这一观点值得高度重视。Jack Ahern、Robin Leichenko、Stephen Tyler 和 Kevin 

C. Desouza等学者的研究有效地推动了城市韧性研究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过程。

②“适应性”是城市韧性研究领域中的核心主题词，也是“韧性”在城市领域所

需解决的关键问题。③城市韧性的研究热点演进过程分为 4个阶段，即基础概念

探讨阶段、理论体系构建阶段、理论与实践并重阶段和理念延伸与应用领域多元

拓展阶段。其中在理念延伸与应用领域多元拓展阶段，公平性、社区韧性、城市

韧性评估与在地实践等话题成为最新的研究热点。④国外城市韧性领域研究主要

分为四大研究主题，即社会政策研究主题、城市防灾减灾主题、技术方法研究主

题和城市生态环境主题。 

5.2研究启示 

尽管“韧性”的概念早在 1973 年就被提出，但“城市韧性”却是在近 20

年间得以拓展并诠释。在 2004 年前后，有关城市韧性的研究日益涌现。本文通

过对城市韧性英文论文的研究和热点主题的可视化分析，对国内的相关研究提出

三点启示：①审慎探讨城市韧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更多地关注城市韧性的共性

特征。从恢复说、扰动说、系统说和适应能力说四种主要学说出发，城市韧性的

概念得到了广泛的讨论。然而，继续关注由于认识角度的差异所导致的城市韧性

概念的差异，在目前研究阶段已没有太多必要性。当前，有必要总结城市韧性的

共性特征，如适应性、冗余性、鲁棒性、多样性和学习转化能力，从而有利于达

成城市韧性提升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如尊重自然的过程关系，尊重生态和社会的

多样性与波动性，构建多尺度方法的嵌套系统，构建模块化、网格、灵活、多中

心性的城市结构等[37]。②关注城市韧性的在地实践，参考国外城市韧性实践的批

判与反思，以获得宝贵的实践经验教训。一方面，国内有关城市韧性的研究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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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于概念引进、框架搭建、韧性评估等理论内容，缺乏对理论的实证检验。而

国外在韧性实践方面已有了较多的实际经验[38]，值得国内城市韧性领域研究学者

参考学习。另一方面，国外的相关研究已经表明，现有的城市韧性实施框架在保

障公平性等方面存在缺陷[21]。因此，在国内韧性实践时有必要借鉴国外的城市韧

性的批判性论文，避免重犯同样的问题。③加强城市面对多重灾害的系统性韧性

评估。由于中国城市人口密度大的特殊国情，在城市遭遇某一灾害之后往往还伴

随着多重次生灾害，而次生灾害所带来的危害并不比单一灾害小，甚至会更大范

围地波及城市居民的安全。目前国内针对某一类型的韧性研究（如地震、火灾、

洪水、飓风等）已较为深入。一般来说，地震、火灾、风灾和爆炸耦合作用同时

或相继发生的概率小，但导致的后果和造成的损失却极其严重。如 1995 年的日

本神户大地震和 1923 年日本东京 8.3 级大地震均引发城市大规模的火灾，就是

地震和火灾的相续作用的后果。因此城市必须考虑面临多重灾害时的韧性，考虑

多重灾害发生的城市综合韧性。这就亟需借鉴国外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系统性地

提出城市多重韧性的解决方案，包括人口老龄化的社会问题、经济危机的经济问

题等。 

城市能够适应外界的干扰，使城市可持续发展、长久繁荣是城市规划学科所

倡导的，也是城市韧性的核心思想。“城市韧性”从生态学的“韧性”中发展而

来，并在不断拓展和修正的过程中。伴随着“城市生态与韧性1”理念的不断深

入，城市韧性的理论与实践将会在更大范围内影响人们生活的城市，最终为人类

带来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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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地区既有公共建筑改造碳排放计算方法 

 

罗嘉文   徐飞宇   王欣博 

（中建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深圳 518000） 

 

摘要：建筑改造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计算方法并非独立的理论，而是建立在生命周期评价理论

的基础之上的。建筑改造全生命碳排放基于 LCA的架构，把建筑对全球气候变暖所造成的影

响量化为建筑全生命周期 CO2排放当量。具体的计算方法为：首先要确定计算的边界条件，

然后在列出需要的核算的清单，最后分别通过建筑改造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计算公式，定

量计算出建筑改造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 

关键词：碳排放；生命周期；计算方法 

 

1 引言 

2009 年，深圳市全面启动了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作，颁布实施了《深圳市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实施方案》，将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纳入政府年度投资计划，确

立首批改造试点项目包括市民中心、市委办公楼等重点单位。据相关统计表明深

圳市的既有公共建筑面积近 1.23 亿平方米，约占全市民用建筑面积的 21%。深

圳市建科院对 750 栋的典型建筑作了能源审计，其平均用电能耗为 137.2

（kWh/m2.a），相关数据表明深圳市的居住建筑平均电耗指标是 24.9 kWh/m2.a[1]。

既有公共建筑的平均能耗约为居住建筑的 6 倍，因此对既有公共建筑改造和碳排

放计算具有重大的意义。 

2011 年，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开展碳减排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深圳和广东七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

国内碳交易应运而生[2]。所谓碳交易，就是将排放二氧化碳的权利设计成可以交

易的商品。在完成了地方立法制度、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建设后，深圳市于 2013 

年 6 月 18 日率先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成立了全国首个碳交易市场，

并于当天成交了 8 笔碳配额交易。碳交易除了需要建立其市场机制外，对碳排

放的测算、确定和核算也是核心工作。深圳有大批既有公共建筑改造项目，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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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项目纳入碳交易市场，那么对其的碳排放的核算也变的尤为重要。 

2 影响计算建筑碳排放的因素 

1.1 边界条件 

项目边界指的是一个时间和地理的边界，它包括项目参与方可控的、数量巨

大的，而且能合理归因于项目活动的所有温室气体排放。划定项目边界的目的是

准确全面的确定项目涉及的排放源，避免遗漏相关的排放源，保证项目碳排放核

算的准确性[3]。 

（1）时间边界 

既有公共建筑碳排放的项目边界有别于新建建筑碳排放核算边界。新建建筑

的全生命周期划分为建筑物规划设计、建筑材料生产运输、建筑施工、建筑日常

使用、建筑维护更新、建筑拆除废弃和建筑材料回收再生。既有公共建筑有的因

为年岁过久，其基础资料很多缺失，很难核算当时建筑施工的碳排放量。因此既

有公共的建筑改造的生命周期应该设立在改造发生的时候开始，包括改造施工、

建筑日常使用、建筑维护更新、建筑拆除废弃和建筑材料回收再生。 

（2）地理边界 

在深圳地区（夏热冬暖气候区），既有公共建筑改造的项目地理边界仅包括

建筑本身，如结构加固，围护结构替换，内装修翻新，设备更换等等，不考虑供

暖等区域能源系统的改造升级。 

1.2 碳排放因子 

建筑生命周期各个阶段所消耗的能源基本上以煤，电和燃气为主。这些能源

都是经过燃烧释放热能，同时排放温室气体。这些能源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量主

要由燃料的含碳量决定，燃烧条件相对不重要，因此，只要知道能源所释放的单

位热能所产生的 CO2 排放量和能源的平均热值就能估算出各能源的碳排放因子。

能源的碳排放因子在建筑生命周期碳排放核算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建筑

碳排放主要由建筑因能耗而直接产生的碳排放和建造建筑所消耗能源产生的碳

排放组成。  

（1）化石能源的碳排放因子  

常见的化石能源有煤、石油、天然气，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在 2006年发布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的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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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能的碳排放因子  

电能的排放因子需要考虑电力的结构，火力发电比例越高的国家，其用电产

生的 CO2就越多，例如在挪威，其 99%的电力依靠水力发电，因此其用电几乎不

会排放 CO2。由于中国发电以消耗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占到 80%，所以会排放

大量的 CO2
[4]。由于中国各个地区的电网不同，所以考虑到数据的准确性，将分

别计算各个不同电网的碳排放因子。相关文献中计算电网的排放因子分别采用了

OM和 BM两种计算方法。OM是计算电量的边际排放因子，即根据现运行的电力系

统中所有的电厂的总净上网电量、燃料类型及总消耗量进行计算。BM 是计算容

量边际排放因子，即根据 m个样本机组排放因子的发电量加权平均求得。 

1.3 清单的输入 

建筑是一个非常庞大且复杂的产品，如何能做到清晰的分析建筑改造生命周

期中各个阶段所产生的碳排放，这就需要在建筑的全生命周期内的各个阶段所涉

及到的材料、设备、能耗等都要细化成清单，逐一地进行统计，为后续的计算提

供数据上的支撑。 

（1）建筑改造施工阶段  

建筑的改造施工阶段，需要统计的项目分别有：建材、设备及施工机械。对

于建材需要统计其使用量、运输方式及运输距离；对于设备需要统计其数量、重

量、运输方式及运输距离；对于施工机械需要统计其数量和工作时间。 

（2）建筑运营及维护阶段 

建筑的运营与维护阶段，需要统计的项目分别有：产生能耗设备的耗能量和

维护所需要的材料与设备。对于耗能量，要分别统计采暖设备的年均耗能量、制

冷设备的年均耗能量、照明设备的年均耗能量和其他用电设备的耗能量；对于维

护所需要的材料与设备，要分别统计其使用数量及维护系数。 

（3）建筑拆除阶段  

建筑的拆除阶段，需要统计的项目分别有：拆除的施工工艺和废弃物。对于

拆除的施工工艺，需要统计其施工量；对于废弃物，需要统计其数量、运输方式

及运输距离。 

3 既有建筑碳排放的计算模型 

 建筑改造生命周期碳排放的计算模型是利用数学公式将建筑生命周期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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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建筑改造施工阶段、建筑运营阶段、建筑拆除阶段中对应的碳排放分别

的进行统计计算，建筑改造生命周期碳排放总量就三个阶段碳排放的总和。 

建筑改造生命周期碳排放的计算模型是利用数学公式将建筑全生命周期的

三个阶段：建筑改造施工阶段、建筑运营阶段、建筑拆除阶段中对应的碳排放分

别的进行统计计算，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总量就三个阶段碳排放的总和。具体

计算公式如下： 

cot op deP P P P  
 

Pt——建筑改造生命周期碳排放总量，（kgCO2）;
 

Pco——建筑改造施工阶段的碳排放总量，（kgCO2）; 

Pop——建筑在运营阶段的碳排放总量，（kgCO2）; 

Pde——建筑在拆除阶段的碳排放总量，（kgCO2）。 

2.1 建筑改造施工阶段的碳排放计算 

由清单分析可知，建筑改造施工阶段的碳排放量主要由建材的生产和运输，

设备的生产和运输、建筑施工三部分组成。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co.m . .co co e co cP P P P  
 

Pco.m——建材的生产和运输的碳排放总量，（kgCO2）; 

Pco.e——设备生产和运输的碳排放总量, （kgCO2）; 

Pco.c——建筑施工的碳排放总量，（kgCO2）。 

（1）建材生产与运输的碳排放量计算 

建材的生产与运输阶段的碳排放量的计算公式为： 

. co.m.p .m.tco m coP P P 
 

Pco.m.p——建材生产的碳排放总量，（kgCO2）; 

Pco.m.t——建材运输的碳排放总量，（kgCO2）。 

① 建材生产阶段，考虑的是原材料开采与材料生产制造这两个阶段的能源

消耗，同时也考虑材料回收再利用。因此建材生产阶段的 CO2排放因子计算公式

为： 

1 (1 a )co.m.p
n

i i i ip mP


   
 

 
i——建材的种类数; 

支持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发展的新政策框架/评估工具

-143-

2019年可持续建筑环境深圳地区会议论文集 www.sbe19shenzhen.com



pi——生产单位建材的碳排放量,(kgCO2); 

mi——建材的使用数量; 

ai——建材的回收系数。 

i ip A    

Ai——生产单位重量 i材料的能源消耗量; 

η —— 能源碳排放因子。 

② 建材的运输阶段碳排放量计算：在建材的运输阶段，只考虑从工厂运输

到施工场地的能源消耗及其所带来的 CO2对环境冲击。建材运输阶段的 CO2排放

因子计算公式为： 

1co.m.t
n

i i i cd m tP


  
 

di——建材 i从生产地运送至建筑工地的平均距离; 

tc——不同运输方式运输单位建材的碳排放量。 

（2）建筑设备生产和运输的碳排放量计算 

建筑设备的生产与运输阶段的碳排放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e co.e.p .e.tco coP P P 
 

Pco.e——建筑设备生产和运输的碳排放总量,(kgCO2); 

Pco.e.p——生产建筑设备的碳排放总量,(kgCO2); 

Pco.e.t——运输建筑设备的碳排放总量,(kgCO2)。 

① 建筑设备生产阶段，考虑的是建筑设备生产制造这个阶段的能源消耗。

因此建材生产阶段的 CO2排放因子计算公式为： 

1co.e.p
n

j j jp eP


 
   

j——建筑设备的总类数; 

pj——生产单位建筑设备的碳排放量,(kgCO2); 

ej——建筑设备的使用量。 

j jp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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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生产单位建筑设备 j的能源消耗; 

η——能源碳排放因子。 

② 建筑设备的运输阶段碳排放量计算：在建筑设备的运输阶段，只考虑从

工厂运输到施工场地的能源消耗及其所带来的 CO2环境冲击。建筑设备运输阶段

的 CO2排放因子计算公式为： 

1co.e.t
n

j j j cd e tP


  
 

dj——建筑设备 j从生产地运送至建筑工地的平均距离; 

tc——不同运输方式运输单位的建筑设备碳排放量,(kgCO2)。 

（3） 建筑施工时的碳排放量计算 

建筑施工的碳排放有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是通过施工工艺来计算建筑碳排放

的量，另一种是根据施工机械来进行计算。 

① 根据不同的施工工艺来进行碳排放量的计算。在建筑施工中，考虑的是

建筑运用了多种施工方法而造成的能源消耗，不同施工方法的 CO2排放因子计算

公式为： 

1co.
n

k k kp ecP


 
 

             k——施工工艺的种类数; 

             pk——施工方法 k的施工量; 

             ek——施工方法 k的单位碳排放量,(kgCO2)。  

根据相关文献分析研究，不同建造施工方法的单位面积 CO2排放因子如表 1

所示。 

表 1 施工工艺的排放因子[5] 

施工项目 排放因子（kg/单位） 

开挖、移除土方（m
3
） 0.82 

原地平整土方（m
3
） 0.42 

起重机运行（m） 3.24 

水平运输（t.km） 4.26 

碾压场地平整（m
3
）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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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照明（m
2
） 1.85 

② 根据施工机械来进行计算方法。在建筑施工中，一台机械连续工作 8 小

时称为一台班。不同机械产生的能源消耗而产生的 CO2 排放因子计算公式如下： 

1 'co.
n

k k kp qcP


 
 

k——施工机械的种类数; 

              pk——施工机械 k 的施工台班数； 

              qk——施工机械 k 的每台班的碳排放量，(kgCO2)。 

 

表 2 施工机械的排放因子[6] 

                        施工机械名称 排放因子(kg/单位) 

载货汽车 2.44 

灰浆搅拌机 17.3 

混凝土振捣机 4.56 

电钻 1.37 

直流电焊机 58 

聚氨酯发泡机 9.27 

自卸汽车 2.49 

挖掘机 9.4 

龙门吊 55 

卷扬机 58 

推土机 18.2 

打夯机 1.76 

铲运机 21.6 

石料切割机 14.9 

2.2 建筑运营阶段的碳排放量计算 

建筑日常使用的碳排放量是指建筑在正式投入使用后用户每年消耗的能源

造成的 CO2排放量。此阶段是分析建筑物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最长的一个阶段，建

筑运营阶段包括了建筑的日常使用和建筑的维护更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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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op op op mP P Y P  
 

 Pop.e——建筑在运营阶段能耗的碳排放量,(kgCO2); 

 Pop.m——建筑在运营阶段维护的碳排放量,(kgCO2); 

Y——建筑的使用寿命,年。 

（1）建筑运营阶段能耗的碳排放量 

建筑日常运营的阶段中，用户日常使用的能耗可分为空调能耗、照明能耗、

电器设备能耗和热水烹饪能耗等。空调、照明、电器设备能耗主要为电能，热水

烹饪能耗主要为天然气。具体计算公式为： 

.e .e.c .e.h . . . .i . .dop op op op e l op e op eP P P P P P      

Pop.e.c ——建筑制冷设备能耗的碳排放量,(kgCO2); 

Pop.e.h ——建筑制热设备能耗的碳排放量,(kgCO2); 

Pop.e.l——建筑照明设备能耗的碳排放量,(kgCO2); 

Pop.e.i——建筑其他设备能耗的碳排放量,(kgCO2); 

Pop.e.d——建筑热水能耗的碳排放量,(kgCO2)。 

（2）建筑运营阶段维护的碳排放量 

建筑维护更新的碳排放量是指在建筑修缮、更新阶段，考虑的是建材、管

道设备等材料使用寿命到期或遭到人为破坏后，对其进行修缮或更换材料的能源

消耗及其所带来的 CO2环境冲击。如果以 N年需要更新材料设备计算，建筑修缮、

更新的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可以描述为以下公式： 

1 1. . e. j . j( ) ( ).m  
     

n n

i jm i t i i t jp q K p q KopP
 

i——更换与维护材料的种类;  

j——更换与维护设备的种类; 

ki——建筑材料的维护系数; 

kj——建筑设备的维护系数。 

2.3 建筑拆除阶段的碳排放计算 

拆除阶段也可以按照施工时的方法来进行计算，部分材料还可以进行一些回

收。分为施工工艺计算方法和施工机械使用计算方法。根据资料分析，不同建造

施工方法的单位面积 CO2 排放因子如表所示。因此，建筑拆除的二氧化碳（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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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可以描述为以下公式： 

de.p .tde deP P P   

Pde.p——建筑在拆除施工时的碳排放量，(kgCO2); 

Pde.t——建筑在运输废弃物的碳排放量，(kgCO2)。 

（1）建筑拆除阶段，采用施工工艺来计算碳排放量，其计算公式为： 

1.
n

k k kp ede pP


 
   

  pk——单位施工量的碳排放量，(kgCO2); 

ek——工艺的施工量。 

 

表 3 拆除工法的排放因子[7] 

（2）建筑拆除阶段，运输废弃物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其计算公式为： 

                           1.
n

i i i cd r tde tP


  
 

  
 ri——废弃物 i 的数量; 

   di——废弃物 i 从生产地运送至建筑工地的平均距离; 

tc——不同运输方式运输单位废弃物的碳排放量。 

 

表 4 不同运输方式的排放因子[8] 

拆除工法种类 排放因子（kg/单位） 

破碎／构建拆除工艺(m2) 2.52 

平整土方(m3) 0.99 

起重机搬运(t) 0.88 

运输方式 排放因子（t·km） 

公路运输（汽油） 0.2004 

公路运输（柴油） 0.1983 

水路运输 0.0183 

航空运输 1.0907 

支持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发展的新政策框架/评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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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建筑改造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计算方法并非独立的理论，而是建立在生命周期

评价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建筑改造全生命碳排放基于 LCA 的架构，把建筑对全

球气候变暖所造成的影响量化为建筑全生命周期 CO2 排放当量。具体的计算方

法为：首先要确定计算的边界条件，然后在列出需要的核算的清单，最后分别通

过建筑改造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计算公式，定量计算出建筑改造全生命周期的

碳排放。 

 

参考文献： 

[1] 张道修,马晓雯等.深圳市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工作计划.北京：建设科技，

2012. 

[2] 张青阳.中国碳市场价格变动研究：基于七大试点碳市场的观察.广东：广东

省社会科学院，2016. 

[3] 罗景辉.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碳减排量化方法研究.河北：河

北工程大学，2014. 

[4]中国电力年鉴编辑委员会.2012 中国电力年鉴.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13. 

[5]汪静.中国城市住区生命周期 CO2 排放量计算与分析.北京：清华大学，2009. 

[6]顾道金.建筑环境负荷的生命周期评价. 北京：清华大学，2006. 

[7]冈建雄，LCCO2 试算方法.日本：日本建筑技术，2000. 

[8]中国交通年鉴社.中国交通年鉴.北京:中国交通年鉴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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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城市下的“绿活空间”营造策略 

——以华艺公司在深圳的建筑设计实践为例 

 

陈日飙 
   
尚慧 

（香港华艺设计顾问（深圳）有限公司，深圳 518057） 

 

摘要：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密度不断增加。大城市在高密度建设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非健康、反人

本和伪绿色的城市空间，导致人居环境劣化趋势严重。深圳作为全球高密度发展的典型代表，其城市

环境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涌入面临着日趋严峻的挑战。 

本文通过回顾深圳高密度城市发展的历程，着眼其中人与自然交流活动的公共建筑空间，尝试提

出“绿活空间”的营造理念，探索设计中实现健康节能等绿色建筑理念与人性化需求相结合的可能。

结合笔者所在公司在深圳 33 年进行的大量建筑设计实践探索，提出“贯绿，共融，联动，多维，智

能”的设计策略，为高密度的城市寻找“绿色+活力”的空间解决方案。 

关键词：高密度城市绿活空间 

 

1 全球大城市在高密度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空间问题作为研究的背景 

全球快速推进的城市化带来了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原有城市空间受到挤压，高密

度开发成为大城市建设的趋势。土地的密集开发带来的城市功能聚集往往具有便捷高的

特征。然而，在发展进程中，高密度的城市空间也出现了阴暗闭塞、通风不畅、热岛效

应、空间杂乱及安全不佳等一系列问题。非健康，反人本的城市空间大量涌现，人居环

境恶化趋势严重。如何在高密度条件下，实现高品质的建成空间以满足人对城市的复杂

需求，是近年来学术研究与建筑设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图 1   高密度的香港                图 2高密度的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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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建筑中积极营建和发展“绿活空间”是提升高密度城市公共空间品质的

解决思路之一 

2.1本文提出的“绿活空间”营造概念总结于广泛的建筑设计实践 

在人口持续聚集、土地密集开发的背景下，如何突破约束，化解不利，创造高品质

空间。放眼全球主要大城市近年来的建设实践，通过巧妙地营造公共绿色空间以提升城

市空间品质，已然成为一种普遍性且行之有效的解决思路。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政府通

过鼓励建筑增加微型绿化空间以实现空间品质改善。例如希慎广场的容积率高达 15，通

过开通底层“城市花园”，提高通风性，有效缓解了热岛效应；而在新加坡则要求见缝插

绿，大力发展城市空间立体绿化。达士岭租屋在 50层高度，9.0容积率的密度压力下，

借助裙房花园及空中花园营造了多维度的绿色社区空间；深圳后海片总部高塔聚集，各

大企业通过创造形式各色的“空中园区”，满足了员工对公共性的需求。腾讯新总部在 50 

层楼和 39 层两幢高楼之间设立的“链接”层，集合了公共社区空间、绿色空间、健身空

间和聚会空间功能，为企业员工之间建立了绿色健康的交流环境，激发企业活力。 

 

图 3香港希慎广场图     4新加坡达士岭祖屋图      5深圳腾讯大厦 

 

2.2“绿活空间”的定义 

“绿活空间”是指“绿色+活力”的公共空间，该“空间”可为人们共享，甚至是 24

小时向市民开放。“绿活空间”实际上衍生与前文的“公共绿色空间”，但在文字内涵上，

其内容更加丰富“绿活空间”中的 “绿”是广义的绿，包括应用绿色技术和引入绿化植

栽等方式实现的绿色空间；“活”最为关键，包含以下几重涵义：1、活动：该空间具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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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属性，可供人们在里面开展各种行为和活动；2、灵活：该空间不拘形式，可有多样化

的存在和形态；3、活力：该空间具有吸引力，可让人们在其中感到安全、舒适和愉悦。 

2.3“绿活空间”提升了高密度城市公共空间的品质与活力，满足了高密度城市下的人本

需求 

从需求角度出发，由于高密度人口催生高密度城市，而人对城市的需求是多样且复

杂的。因此，这些需求就倒逼城市提供高品质的空间来适应人的工作与生活。在高密度

城市发展的趋势下，人们渴望与自然交流互动，因此在公共空间设计中探索绿色建筑理

念与人性化需求相结合，有利于是提升高密度城市公共空间的活力与品质，为解决高密

度与高需求这一对矛盾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思路。 

 

图 6 高密度城市的人本需求催生出对品质空间的需求 

 

3 深圳具有高密度城市的典型特点，面临其普遍问题，具备营造“绿活空间”

的基本条件 

3.1深圳的发展现状具备高密度城市的典型特点 

深圳作为全球大城市高密度开发的典型代表，其发展路径也具备其典型特征：第一，

人口规模庞大且持续增长；二、土地开发强度高。深圳目前 1996.85平方公里的土地承

载了约 2000万人口1，至 2020年还将接纳 340万2；深圳的土地开发强度逼近 50%，远超

国际警戒线3。逐年增加的超高层建设量从侧面佐证了深圳强度开发的现状：截止 2019年

7月，深圳已封顶的 200m 以上超高层达 123栋，4全球第一。深圳目前正寻求通过填海造

                                                             
1数据来源：“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最大特点是开放”——专访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2数据来源：http://www.szrhztc.com/article-18405.html 

3数据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4数据来源：《2019中国摩天高楼排行榜第二季（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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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方式解决土地紧缺。然而，由于依然强劲聚集的人口，存量严重不足的土地，深圳

的土地开发强度还将进一步提升。5 

3.2深圳的城市空间面临着高密度城市的普遍问题 

随着城市密度的逐年增加，城市功能不断聚集、复杂，并被带向高空，城市空间作

为其载体则趋向于集聚及复杂。然而，早期开发的高密度区域，由于设计理念缺失、政

府管控落后等原因，大量空间拥挤逼仄、单调乏味、安全缺失；与之相对的是，因缺乏

人性化设计，大而不当、聊胜于无的城市空间却比比皆是，不仅没有优化城市环境，还

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 

 

 

图 7深圳高密度城市的公用空间现状 

左上、右上；高密度的深圳 左下：缺乏美观与安全的空间  右下：大而不当的绿化空间 
 

3.3深圳的城市环境具备营造“绿活空间”的基本条件 

深圳的环境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为“绿活空间”的营造提供了优良的条件。首先，

深圳的亚热带海洋性气候，适合多样化植物的生长且四季常青，这为“绿活空间”的营

造提供了有利的自然环境；其次，由于深圳年轻有活力的人口特征，年轻人更向往公共

性强、充满趣味，绿色健康的多样化生活方式，这为“绿活空间”的建设提供了充分的

人群基础；另外，深圳政府近年来对城市公共空间绿色生态的逐年重视并给于政策上的

鼓励，这又为“绿活空间”的普及提供了强有力的政府支持。 

                                                             
5 深圳新版容积率规划标准出炉，标志着深圳的基础开发强度将获提升

 

-153-

2019年可持续建筑环境深圳地区会议论文集 www.sbe19shenzhen.com



4  “绿活空间”营造策略在深圳的建设实践 

如前文所说，营造“绿活空间”为应对高密度城市发展和人的需求提供了高品质的

空间解决方案。那么绿活空间具备哪些特点和如何实现呢？笔者通过再次对高密度城市

人口多样化需求进行梳理，可以归纳出“健康、绿色、活力、复合、高效”五大需求，

针对以上需求，提出“贯绿，共融，联动，多维，智能”的五大设计策略与之呼应，即

为“绿活空间”的营造策略。以下，笔者将结合所在公司三十余年在深圳进行的大量实

践，以展示“绿活空间”营造理念的实践应用。 

 

 

图 8“绿活空间”提供五大营造策略以解决人的五大需求 

4.1“贯绿” 

所谓“贯绿”，是指通过地景引入、立体绿化、空中庭院、屋顶绿化等方式，将绿色

“贯穿”建筑空间的各处。 

深圳天健创智中心项目，由于临近北环快速路，环境欠佳。设计的策略是尽量拓展

地面的绿色活动空间。通过东南、西北方向架空三层，形成贯穿建筑群的通廊，在局促

的用地中形成大面积绿化广场，同时结合屋顶绿化，创造大量的绿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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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天健创智中心项目  

左上：设计概念图 右上、下：项目现场照片  

 

广田国际大厦项目，限高 50m,容积率高达 5.0，业主方希望能够拥有花园式的办公

环境。在建筑设计上，通过全部采用无梁楼盖，把层高控制在 3.7米，在限高下做到比

常规层高 4米多出一层，减少了建筑覆盖率，使广场绿地面积最大化。设置大面积半地

下千人会议室，并隐藏于葱郁的中心花园之下。整体设计结合高台地景、屋顶绿化，消

解建筑体量，将高密度项目做出了低密度花园的感觉。 

 

图 10广田国际大厦项目  

上：中庭花园剖面示意 中：概念图 左下：效果图 右下：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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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共融” 

“共融”，是指通过建筑与自身、以及建筑与环境的有机融合，创造活力共享的公共

空间。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一期)三号地是一个投标方案。建筑用地狭小，容积率高达

5.54，业主同时要求地块设置两个不同的学院。建筑师摒弃了常规一栋塔楼垂直分区的

功能处理形式，转而将塔楼体量一分为二，左右并置。同时，塔楼设垂直街道，借助步

行系统将各层零散平台花园串联成垂直园林。建筑在功能上既满足了两个学院的独立运

作，同时又在空间上建立了良好的互联，并实现空间的活力共享。 

 

 

图 11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一期）三号地项目 

左上：概念图 右上：效果图 下：垂直步行系统串联垂直花园形成垂直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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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湾生态科技城的设计可以说是深圳第一个实现垂直城市的案例。在该设计中，

“共融”策略得以充分体现。在片区的规划设计上，设置了 8.4m，40m高度的垂直绿化

分层。8.4m高的水平平台将园区整体联通，为跨地块且完全对外开放的公共空间；40m

高的平台层高度上，设置服务于地块内部楼栋的半公用空间。多层次的绿化分层，为科

技城的员工提供了工作间隙可休憩、可娱乐的场所，创造了街区环境的共享与有机融合。 

 

 

 

图 12 深圳湾科技生态城项目 

上：园区“分层平台”概念图  左下：深圳万科技生态城效果图  

右下：园区绿化平台概念及庭院效果图 
 

4.3“联动” 

“联动”指通过城市绿廊、立体交通的方式解决地块之间的连接，建立绿色走廊，

使原本单调的行走与交通环境，变得活力并且充满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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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前海交易广场项目由六个地块构成，总建筑面积 62万平方米。群体分南北两区，

中间南北狭长的场地为大尺度的绿化带。为了联通南北区，在建筑设计中采用了包括地

下连接、绿化草坡、空间连廊等多维度的连接手法，实现大尺度空间之间建筑群的有机

联动。 

 

 

图 13深圳前海交易广场项目 

左上：项目效果图 右上：地块分区图 左下：概念图  右下：中部绿化带放大效果图 

 

华侨城创想大厦建筑高度达 200m,容积率 10.0。建筑周边原本已经存在城市公园及

相对成熟的商业设施。建筑师研究未来使用者的交通行为和路径，把高密度的建筑体裙

房一分为二，结合首层及裙房部位，打造出一条活力生态的城市通道，让建筑充分开放

融入了城市。本案从人的需求出发，建立了建筑内部与外部街道的便捷互联，创造出富

有生机与活力的城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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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华侨城创想大厦项目 

左上：效果图 右上：“建筑内外部便捷互联”概念图 中左：“裙房绿化”概念图  

中右：裙房效果图  左下：项目总平面图  右下：项目周边环境 

 

4.4“多维” 

“多维”是指通过建筑功能与绿地、公园、绿化平台的复合，创造出兼具绿色又满足

功能需求的室外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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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云城绿廊项目为高密度的城市空间中公用极致化应用的一例。建筑限高 10m,其屋

顶同时也是城市的绿地公园。公园主体绿化与办公、运动场地、公交车站等十多种功能

结合完美结合，复杂的功能模块融入城市绿地以形成生态综合体，让建筑与自然完美融

合。 

 

 

图 15万科云城绿廊项目 

左上：万科云廊实景图 右上：万科云廊效果图 中：万科云廊功能概念图 

下：万科云城绿廊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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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恒大城市之光项目的设计，由于容积率高且用地局促，大量配套无法在地面设置

裙房，因此充分利用屋顶空间设置了商业街区和大量运动设施，包括 470 米的空中跑道，

400㎡的空中篮球场，空中泳池及立体园林，打造了一个活力四射的空中乐园。 

 

 

图 16深圳恒大城市之光 

上、左下：屋顶乐园效果图  右下：总平面图 

深圳工商银行大厦的功能设计有其特殊需求，裙房以下为对外功能，上部为对内功能。

设计师通过在不同的标高设置 3个针对不同使用群体的空中花园平台，分别为市民、来

访客户及企业内部员工创造了匹配其各自需求的公共活动空间，很好的回应了业主的期

望。 

 

图 17深圳工商银行大厦项目 

左：塔楼效果图 右上、右下 平台空中花园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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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智能” 

“智能”是通过绿色技术手段直接或者间接地实现节能与建筑设计的结合，从而提高

空间质量的有效措施。 

深圳北京大学汇丰学院是全球首个获得 LEED EBOM V3 铂金级认证的大学建筑，建

筑在屋顶设置了张弦梁采光天棚，打造了绿色生态的室内花园，创造出局部小气候，实

现美化环境、净化空气的效果，提升了建筑的空间品质。在深圳中海油湾区企业总部的

设计上，在裙房屋顶布置了复合利用的太阳能发电廊架，廊架上方设置太阳能集热板，

下方空间作为休憩和球场看台，这一巧妙的设计体现了空间公共功能与建筑环保的有效

结合，可谓是绿色技术与建设设计结合的典范。 

 
图 18深圳北京大学汇丰学院 

左：建筑外观实景照片 右：张弦梁采光天棚及室内绿化  

 

 
图 19深圳中海油湾区企业总部 

左：建筑实景照片  右：屋顶花园中的太阳能发电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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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深圳土地资源稀缺，率先步入存量发展时代，高密度城市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然

而，高密度的城市不等同于低品质城市空间。高密度城市会带来各种问题和挑战，也将

会将带来高效、节能和便利，同时公共空间将进一步趋向立体、复合以及多维。 

我们需要综合城市对项目需求以及项目自身需求，从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的双重角

度，塑造“绿活空间”，以充分激活城市生活。通过“贯绿、共融、联动、多维、智能”

的设计策略，以满足“健康、绿色、健康、活力、复合、高效”的需求。如此看来，只

要在高密度城市注重并有技巧地设计和营造出大量的“绿活空间”，高密度的城市也可以

拥有高品质的公共空间，以充分满足人们的多样化的人本需求。从这个角度上讲，高密

度城市也可以是高品质与宜人的。“高密度城市”绝不是“问题”，相反，是应对人口高

度聚集这一不可逆趋势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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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数据来源：“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最大特点是开放”——专访深圳市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 

2 数据来源：http://www.szrhztc.com/article-18405.html 

3 数据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 

4 数据来源：《2019 中国摩天高楼排行榜第二季（0707）》 

5 深圳新版容积率规划标准出炉，标志着深圳的基础开发强度将获提升 

 

图片 

图 1来源  https://www.arup.com/zh-cn/projects/hysan-place-lee-gardens 

图 2来源  http://www.win4000.com/wallpaper_detail_116503_6.html 

图 3来源  https://www.arup.com/zh-cn/projects/hysan-place-lee-gardens 

图 4来源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610/17/3146881_477193845.shtml 

图 5来源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05590924844158339&wfr 

图 6来源  作者自绘 

图 7来源  来源于网络 

图 8来源  作者自绘 

图 9来源  天健创智中心项目图片 

图 10来源广田国际大厦项目图片 

图 11来源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一期）项目图片 

图 12来源 深圳湾科技生态城项目图片 

图 13来源 深圳前海交易广场项目图片 

图 14来源 华侨城创想大厦项目图片 

图 15来源 万科云城绿廊项目图片 

图 16来源 深圳恒大城市之光项目图片 

图 17来源 深圳工商银行大厦项目图片 

图 18来源 深圳北京大学汇丰学院项目图片 

图 20来源 深圳中海油湾区企业总部项目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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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城市校园绿地系统的评价指标研究 

——以澳门非高等教育校园为例 

 

郑霄剑 

（澳门科技大学，澳门） 

 

摘要：本文对澳门非高等教育校园绿地系统的评价指标进行研究，通过对国内外绿地系统评

价指标导研究。借鉴相关研究经验，构建适合高密度城市的校园绿地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 

提出了“绿视率，绿斑密度，绿地经济价值评估和周围绿地服务盖度”四个二级评价指标。

以适应澳门及其它高密度城市校园绿地系统的评价。帮助高密度城市增加校园绿地面积，调

整植物配置，优化和完善校园绿地系统，使其达到最大的生态效益与景观效益。  

关键词：高密度城市（校园）、校园绿地系统、澳门半岛、校园绿地评价指标 

 

不同的城市包括城市中不同的功能空间，都有不同的空间格局和地域特质，

应采用与之匹配的绿地系统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与常规的城市相比，高密度城

市人口密度高，用于绿化的土地资源有限。其绿化构成也更加微妙和立体，影响

绿化区域的因素也更加复杂。在高密度城市中的校园绿地的受众则更具体，使用

更多样化。正因如此，研究一套针对高密度城市中校园绿地的评价指标体系是非

常有必要的。 

本研究尝试构建能够满足绿地评估指标基本原理并且易于计算和操作且适

用于高密度城市非高等教育校园的绿地评价指标。根据国家有关技术规范中现有

的相关指标，采用了三个一级指标“空间绿量水平”，“绿地空间布局”和“绿色

效益”，同时扩展了相应的二级指标。从而构建适用于澳门这样高密度城市的非

高等教育校园绿地的评价指标体系。 

1 评价指标构建的基本原则 

    校园绿地是城市绿化的重要组成，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起

到了有效优化教育环境，促进城市环境不断提升的作用。正如前苏联教育学家苏

霍姆林斯基所言:“对周围世界的美感，能陶冶学生的情操，使他们变得高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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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富有同情心，僧恶丑行。”可见环境之于教育的重要性。因此，为了科学地

衡量像澳门这样的高密度城市校园绿化建设水平，有必要制定对应合理的评价指

标系统，且指标的构建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1集成综合 

    高密度城市的校园绿地系统通常不独立于城市发展而存在存在，而是高度集

成的。有关评价指标应从“空间绿量水平”，“绿地空间布局”和“绿地空间效益”

三个层级入手，力求全面反映校园及其周边地区绿化建设的内涵，从而全面反映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以及景观效益在高密度城市校园绿地系统评价中的集成原则。 

1.2相互独立 

    评价指标的独立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高密度城市的校园绿地系统评价

指标应该是独立于常规的绿地评价指标。另一方面，体系中的指标应相互独立，

在实现绿地系统建设水平的基础上，应避免重复以确保评价工作尽可能简练。 

1.3定量分析 

    一般的定性描述很难准确地表达校园绿地空间的多元功能。而定量分析的结

果可以直接反映出校园绿地的主要特征，也可以反映出绿化建设的利弊。量化评

估指标还可以帮助进一步指导高密度城市校园及其周边片区空间绿地系统的规

划和建设。 

1.4简练易操 

    现阶段许多相关研究提出了许多指标层级，每个指标级别都包含诸多子项目。

过于繁杂的指标分层，加大了实施的难度也不利于实际的推广与应用。且其中一

些指标涉及更复杂的模型和仪器使用，无形中增加了应用成本。因此指标的构建

必须考虑它的便捷易操作原则，并且可以对接现行的绿地评价指标，从而达到广

泛应用的目标。 

1.5精准细化 

    高密度城市的非高等教育的校园具有“土地形态紧凑化、空间利用立体化、

利用密度集约化、校园体量小型化以及绿地空间稀缺化。”等特征，因此评价指

标的构建应遵循“计量精细化，规模缩减化，指标立体化，绿地人均化，价值货

币化”的构建原则。1原则的构建主要从四个方面来思考：一、针对高密度城市

                                                             
1
 肖 希.澳门半岛高密度城区绿地系统评价指标与规划布局研究,《重庆大学博士论文》.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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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土地形态紧凑化、校园体量小型化的情况提出了“计量精细化”和“规模缩

减化”两项原则。前者指的是在指标设定与统计时应尽可能的精细准确;后者指

的是指标中的基本尺度单位应当由原来的校园片区的尺度，缩小到楼层、立面的

尺度。二、基于在高密度城市中校园可用于地面绿地建设的空间有限的情况，提

出了“指标立体化”的原则。三、着眼于高密度城市校园人员较为密集的状况和

基于社会公平的价值观原则，为了更好的反映出在校园环境中人均享有的绿地空

间和公共服务的情况，提出了“绿地人均化”。四、针对澳门 非高等教育私营化、

教会学校独立化、办学力量多元化这样极具特色的办学环 境提出的“价值货币

化”，指的是货币化衡量和反映绿地空间的经济价值的方法，从而使高密度城市

中的校园绿地建设更具有客观性和前瞻性。 

2 评价指标甄选 

2.1指标甄选的基本原则  

    一、增加小尺度评价要素。高密度城市的生态环境与一般城市不同，人类活

动对于生态环境的干扰因素是压倒性的。以平均人口密度为 20777.5 人/平方公

里的澳门半岛为例，大型野生动物基本上已灭绝。在过去的一些研究中时常将一

般生态学和城市生态学的概念混淆。将一般生态学的一些指标评级，直接用 于

评估 高密度城市的非高等教育校园。并提出不符合实际的规划措施(如绿地 的

生物多 样性要求等)是难以实现。与普通城市相比，高密度城市的非高等教育校

园空间的特点是建筑单元密集，体积小，校园和绿地的规模相对较小。 正因如

此，构建高密度城市校园绿地评价系统，不单要考虑人为的生态因素外，还要适

当增加小尺度的评价指标。  

    二、所选评价指标应尽可能地量化。一方面以便不同城市可以相互比   较。

另一方面，这些定量指标可为高密度城市中的非高等教育校园以及其所在 的片

区的绿地规划提供指导。 一般的绿地评价指标在选择过程通常有：1、在 相关

研究中主观选择频率较高的指标；2、专家评分或层次分析法（AHP）筛 选；3、

分配不同的指标权重。这样相对固定的步骤，可以作为构建校园绿地系  统的参

考。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便于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水平比较，但不能清楚  地识别

出校园绿地系统的具体问题， 无法及时找到改善方法来指导优化。像澳 门这样

的高密度城市，一般都是城市 化发展起步较早的区域，其土地紧缺的问 题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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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绿化三维化的趋势早有 端倪。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推进，越来越 多的研

究中提及“三维绿量”的指标概念，将绿地平面指标空间化以便于客观 评估高

密度城市具体空间的绿化水平。不过目前的测算方法大多需要依靠精密  仪器来

收集数据和建立数学模  型，这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存在难

以推广的问题。  

2.2指标甄选体系的构建 

    结合澳门高密度城市校园环境的实际情况，根据《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 准》

（GB / T 50563-2010）中的相关技术规范。提出一套有针对性的绿化评价 指标，

为便于比较，指 标能够与相关的国家规范和标准对接，以充分体现校园 绿化的

建设水平和地域 特征。  

    根据前文中指标构建与指标甄选的要求，以及“计量精细化，规模缩减化，

指标立体化，绿地人均化，价值货币化”这些根据澳门的特殊性提出的对应的构

建原则。进一步融合澳门非高等教育校园环境的实际情况，建立澳门城市校园绿 

地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该指标分为两个级别。 一级指标包括“空间绿量水平”，“绿地空间布局” 和

“绿地空间效益”。 其中，空间绿量水平的子项目中的“校园绿化覆盖率” 和

“校园绿地率”的两个指标是一般意义上的校园绿化程度的常用指标，被包 括

在美国绿色建筑协会提出的绿色空间评价体系中，也是相关研究中均会涉及 的

内容。 另外，用“片区人均活动绿地面积”替代在一般指标中常用的基础性指

标“人均绿地面积”。 因为校园体量的限制，在高密度城市的非高等教育校园的

实际教学活动除了发生在校园内的空 间，还有可能发生在校园周边的附属绿地

空间中。例如澳门莲峰普济学校，其 周边的莲峰庙前地、逸园赛狗场空间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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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的教学活动区域。该指标可以更好地 反映出高密度城市校园的实际教学

活动，也可以一定程度的衡量出校园使用者对于环境的感知，又能够关注导校园

的三维绿 化量，还可以清楚地反映高密度城市绿化三维化程度的指标——“空

间绿视 率”。 

    而空间绿地布局中的二级指标“周边绿地服务服务盖度”主要用来衡量校园

周边绿地服务面积范围的比例，而且由于高密度城市的总体规模通常与普通城市

不同，因此绿地覆盖范围的半径应该也有所不同；“绿斑密度”可以衡量校园的

绿地空间布局，并用于预判校园绿地的结构以及校园中不同人群对于绿地的可达

性。该指标与校园中的人员密度、绿地边界以及绿地使用周长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活动绿地占比”指标可以衡量校园绿地类别中活动绿地的比重，避免在寸土寸

金的空间中因为绿地的规划不当造成空间资源的浪费。 

    效益评价指标的部分分为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层面。其中经济效

益评估是对应指标构建的精细化原则，针对澳门非高等教育私营化、教会学校独

立化、办学力量多元化这样极具特色的办学环境提出的“价值货币化”的对应指

标。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像澳门这样土地资源稀缺的区域中因绿地价值不明确而

引起的侵占绿地的现象。把校园及其周边绿地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货币化，计算绿地的经济效益。也可以便于量化绿地的经济价值，保障绿地土地

所有方的利益。 社会效益主要通过校园及其周围地区的绿地服务水平来评估。 

考虑到高密度城市的校园规模较小，需要进一步完善研究，在应用上述所有指标

时，除了对校园内的数据进行计数外，还可以深入建筑的内部空间，从区域/楼

层/面积来测算，从而达到更完善的评估效果。 

3 评价指标的计算 

3.1校园绿地评价指标的计算方式 

   根据表1中所提到的一级指标结合澳门的实际情况甄选相应的二级指标，并研

究其具体的计算方式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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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增二级指标的具体运算 

3.2.1 绿视率计算方法 

    使用精算法对绿色植物进行提取b并进行绿视率的计算，基于Photoshop和 

人工视觉相结合的释译，提取观测图像中的植被，例如花草、树木，植被覆盖 的

山脉等（建筑物、人或物等遮挡的部分不做计算）。将绿植与图像总体的比例 作

为观察点的绿视率进行计算。 为了更客观，准确地获得网格的绿色率值，对 观

察点采集到的所有图像进行计算，其计算公式：2 

𝐺𝐼𝑅 =
 𝑆𝑔
𝑛
i=1

 𝑆𝑝
𝑛
𝑖=1

× 100% 

    其中：GIR代表“绿视率”，n是观测点所得的图像数量，Sg是植被的面积， Sp

是观察到的图像面积。绿色植物和观察到的图像的面积通过它们包含的像素 数

来衡量。   

3.2.2绿斑密度计算方法 

    本文研究的“绿斑密度”是“绿地斑块密度”的缩写，是通过勘测获得的 城

市绿地的平面图像。 城市下垫面上具有封闭边界的绿地空间在地图上显示为 

                                                             
2
陈明,戴菲,李文佩,杨超.基于绿视率的城市绿化评估——以武汉江汉区为例[J].《中国城市林业》,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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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斑”。 它与景观生态学中定义的“斑块”概念不同，后者是具有绿地属性 的

城市土地，而不是自然生态景观中的生物元素类型（例如动物和植物群落）。  

    根据景观生态学原理，景观元素可分为三种：“斑块、廊道、基质”。“斑块”

具体是指与周围背景不同的相对均匀的非线性生物群落区域。景观生态学通常使

用“斑块”作为基础性的单位尺度，以满足为野生生物提供基本栖息地空间的需

求。但是，对于澳门这样高密度城市，人类活动的干扰因素是压倒性的，大型野

生动物基本上已灭绝。因此，使用一般生态学的“斑块”概念用于澳门是不适宜

的。引用“绿斑”和“绿斑密度”的概念来清晰地表达高密度城市非高等教学校

园绿地的空间布局，是研究对象对应的单位面积中的绿斑个数。“绿斑密度”

(Green Patch Density)
3其对应的计算公式如下: 

𝐺𝑃𝐷 =
𝑛

U
× 100% 

    式中，“GPD”表示绿斑密度（Green Patch Density），n表示绿斑的总数，U

表示城市土地面积的总面积（km2）。 作为可衡量的绿地空间规划布局指标，绿

斑密度反映了城市布局中绿地空间的排布疏密。4 

3.2.3 绿地经济价值评估 GI 估值工具箱计算方法 

    笔者研究发现，国外的研究学者更加重视绿地空间的经济价值评估，并以 货

币化的形式表达城市绿化工程的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反映了绿地建设的优势。 

可以更直观的判断校园绿化建设的成效，也可以更准确地评估对于校园绿化建设

的投资收益。5  

    由英国“西北地区的自然经济”(Natural  Economy  Northwest)主 持，由

“自然的英格兰”(Natural  England)管理，伦敦建筑设计与建筑环境委 员会 

(CABE)设计的GI 估值工具箱(Green  Infrastructure  Valuation Toolkit   

Calculator)。是一种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理论的绿地效益评估的工具箱。6  

    以下是研究中 GI 估值工具箱的应用步骤:  

                                                             
3
 肖希,李敏.绿斑密度:高密度城市绿地规划布局适用指标研究——以澳门半岛为例[J].《中国园林》,2017. 

4
 肖希,李敏.绿斑密度:高密度城市绿地规划布局适用指标研究——以澳门半岛为例[J].《中国园林》,2017. 

5
 周艳妮，尹海伟.国外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的理论与实践[J]. 城市发展研究，2010(8): 87-93 

6
 Green Infrastructure North West. Green Infrastructure Valuation Toolkit, 

[EB/OL].http://www.greeninfrastructurenw.co.uk/html/index.php?page=projects&GreenInfrastructureValuation 

Toolkit=true，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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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澳门统计暨普查局，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IPIM）的公开资料中筛选相关

数据， 结合“中国行业碳成本的国际比较”资料，在工具箱的“标准价值库”

中输入基本数据，形成表 3中对应的价值库的统计。 

 

2、在数据库中输入对应片区的基本资料，包括研究对象（具体研究的校园或校

园所在片区）的总面积、绿地面积以及天面层绿化总面积等数据。由于澳门半岛

各区的基本数据基本一致，因此可以先计算澳门半岛的单位绿地经济价值。再根

据具体研究对象进行折算。 

3、GI评估工具箱会根据满足相关需求的每个研究对象的内容，自动换算对应的

校园绿地建设带来节能效果的数据。以下为具体计算流程: 

1）增加地面层的绿化，对于建筑物中楼层低于 10m的空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

省能源。根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统计数据，澳门半岛有 17176个这样的空间（户：

以电表数量计）。 采用 GI工具箱用于计算由绿化可带来约为 220179mop 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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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每年节能减排量所得的价值约 506,722mop。因此，每年植物蒸腾使得空

调量的减少，从而达到碳排放的减少约有 425,862.32mop。 

    过去的五年，澳门半岛天面层绿化面积新增 16570平方米，年均增量 3314

平方米。天面层的绿化可以有效地促进屋顶热量的吸收，并减少空调的电力消耗。

由此换算，澳门每年可减少 2,562,325千瓦时的能源消耗，标准价值库中澳门的

能源价格可每年节约 24,598.32mop。因此澳门的绿地系统建设带来的小气候，

每年可以节约价值约为一百六十万澳门币（mop）。 

 

2）根据 2015年澳门的降雨量（1550mm）和澳门近五年每年的绿化增量（11.2

公顷），可以估算出通过绿化保持水土，减少下水道的排水量的取值。这相当于

节水 857,929 kWh，相当于节省了 460.71吨碳排放量，每年总共节省 256,834mop。 

3）因为绿化环境的改善从而带来的运动量的增加，从而降低了死亡率，根据工

具箱中内置模型，可计算出该年度模型可以节省 21,561澳门币；通过内置的“NPV

公共利益价值估算”由新增绿地带来的减少空气污染的措施，相当于每年节省

33,750澳门币。 

    结合澳门半岛的实际情况，运用 GI工具箱对这六个项目的可评估内容进行

了价值评估。计算结果如表 4所示。根据这些能源/碳/污水/排放量的减少量以

及具体研究的学校中学生/教师/校工的数量，乘以单价即可得出最终的特定经济

回报价格。 

3.2.4周边绿地服务盖度的计算方法 

    常规的指标中绿地服务“半径”是从绿地的中心为圆心开始测量的。但是在

高密度城市中，周边的绿地服务半径则应该从绿地边界开始计算。如果仍然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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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2010)中设定的“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的说法有不

适宜之处。因故，本文中提出了“周边绿地服务盖度”的概念。 

    其中的“盖度”一词是来源于生物学，用于描述植物在地上部分的投影面积

所占地面的比例。从而在研究中引申为具体校园所在的片区绿地的合理服务距离

范围的绿地盖度。绿地服务盖度能够反映出校园及其周边绿地的服务水平。并在

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周边绿地的可达性。计算方法是根据公园绿地的边界向外扩

展相同的距离，从而进行计算。通常，在计算服务半径时，通常使用行进距离用

于距离转换，是指一个普通人需要穿越某个空间的时间成本，可以通过测量师生

从校园到周边绿地的最短距离来估算，其计算公式为： 

周边绿地服务盖度 =
校园及周边城市绿地合理服务半径覆盖范围

校园所在片区面积
 

    公式中，的“周边城市绿地合理服务半径”根据中美城市公园的服务范围的 

基础数据分别用 100 米、200米的半径进行分层测算：1、若设澳门半岛的绿地 服

务半径为 100米，则绿地的服务范围为 7.1km2，占澳门半岛总面积的 76.6％； 2、

若设绿地服务距离为 200 米时，则绿地服务面积为 9.0km2，占澳门半岛面积 的

97.0％。 因此，若以 200米的服务范围作为评价标准时，绿地的服务区域基 本

覆盖了整个半岛区域。而 200米只是现行的规范中，沿街绿线的服务半径。考 虑

到等距线的直接使用会忽略城市的实际步行条件，研究也可以通过使用交通行 

进成本进行核查，可知在澳门半岛的绿地，采用 200米的服务半径是相对合理的。 

3.3校园绿地评价指标的计算要求 

表1和表2中提到各个层级指标的计算要求如表5所示： 

-174-

2019年可持续建筑环境深圳地区会议论文集 www.sbe19shenzhen.com



    表2中的一级指标可以结合不同的高密度城市的实际情况，进一步量化分析，

甄选适宜的二级指标。在本研究中结合澳门的实际情况，参照《城市园林绿化评

价标准》GB/T 50563—2010，提出表5中相应的评价指标的计算要求。 

4 结语 

   本文提出在高密度城市中构建适用于非高等教育校园的绿地系统评价指标体

系应遵循集成综合、相互独立、定量分析、简练易操以及精准细化的原则。在国

内外绿地系统评价指标研究中，借鉴相关研究经验，构建适合高密度城市的校园

绿地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充分考虑高密度城市绿地系统建设的特殊性的基础

上，引入了“绿视率，绿斑密度，绿地经济价值评估和周围绿地服务盖度”四个

二级评价指标概念。以适应像澳门这样高密度城市的校园绿地评价系统，并详细

阐述了指标对应的计算方法和计算要求。为像澳门这样的高密度城市增加校园绿

地，调整植物配置，优化和改善校园绿地系统，以实现最大的生态效益、景观效

益和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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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在 2019 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小城镇规划学术委员会年会论文集发表 

小城镇“工业—生态风险”综合评价研究 

——以霸州市扬芬港镇为例 

 

郭海沙   曾坚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天津 300072） 

 

摘要：针对目前工业型小城镇的工业发展、空间扩张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人民生产生活受

到严重影响的问题，本文以霸州市扬芬港镇作为研究对象，基于 GIS平台，首先选取高程、

坡度、河流湖泊等景观生态因子，以及土地利用、交通可达性、旅游资源等社会经济因子，

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进行叠加分析，得到生态适宜性评价图；其次，分析得出不同工

业业态的安全防护距离、卫生防护距离以及缓冲距离与生态安全等级的评价图，并将其与扬

芬港镇生态适宜性评价耦合分析，最终得到扬芬港镇的“工业-生态风险”综合评价结果。

最后，基于研究提出扬芬港镇空间结构优化的规划策略。由此，为扬芬港镇的用地选择和功

能布局提供一定的指导价值和借鉴意义，使当地既能保证产业的健康发展，又能使人民享受

到和谐宜居的生态环境。 

关键词：工业型小城镇；生态适宜性分析；“工业-生态风险”综合评价；用地布局优化 

 

1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不断推进，建设产业互动、生态宜居

的新型城镇成为了很多现代化小城镇的发展诉求。在这些城镇中，有一批工业型

小城镇，它们抓住时代发展机遇，以工业作为主导产业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这种发展模式不仅会导致环境污染，还致使建设用地

无休止地扩张，给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影响和破坏。如何在建设过程中处理好生

态环境与工业企业的发展关系，成为小城镇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扬芬港镇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由于扬芬港是霸州三大产业集

聚区之一，特色乐器制造业产业基地，现状工业基础雄厚，发展工业优势明显，

因而工业成为其谋求发展的必经之路。因此本文选取扬芬港镇作为研究对象，进

行小城镇的“工业—生态风险”综合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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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况与方法 

2.1研究区概况 

扬芬港镇位于霸州市区东 41.6公里，东邻天津市西青区，西与东段乡为邻，

南邻静海县，北连武清区王庆坨镇。镇域总面积为 85.1平方公里。在大区域范

围内，扬芬港东邻天津，西接保定，北联廊坊、北京，作为津雄发展走廊上的重

要节点，它是扼守天津对接雄安的重要门户，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如图 1）。  

 

图注内容 1：扬芬港镇宏观区位图（来源：网络） 

扬芬港镇属华北平原，地势较为平坦，水资源条件丰富。区域内南有大清河，

北有中亭河横穿全境。镇域中耕地面积 1206.68 公顷，园地 435.77 公顷，林地

568.79公顷，草地 2211.25 公顷，水面 315.21 公顷，道路及城市占地面积 613.46

公顷。 

在工业发展方面，扬芬港镇借力津港开发区的发展带动，扬已形成了以电子

信息、乐器制造、精细化工、食品加工、机械制造的五大现状产业为基础的产业

集群。 

2.2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扬芬港镇政府各部门提供的 2018年扬芬港镇上位规划

相关资料、各专项规划资料、调研数据，以及从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下载的分辨

率为 30m的扬芬港镇域的数字高程数据等。 

2.3工业-生态风险评价 

论文为研究扬芬港镇这一工业型小城镇的生态化规划策略，基于 ArcGIS平

台，选取了高程、坡度、土地利用、交通可达性、生态敏感性等因子，采用层次

分析法（AHP）确定各因子的权重，得出生态适宜性分析；并根据基地现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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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工业区的卫生防护距离、安全距离等，得出工业区的生态防护等级评价图；

最后，通过将生态适宜性分析与工业区生态防护分析进行耦合分析，得出一套普

适性的工业型城镇生态风险评价的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如图 2）。 

 

图注内容 2：工业-生态风险评价技术路线图（来源：笔者自绘） 

3建设用地生态适宜性评价 

3.1评价体系的构建和权重确定 

根据对扬芬港镇的实地调研、政府部门获取、地理空间数据云等平台获取的

相关规划数据，综合考虑了方案的可行性以及评价方法的普适性，选取了地形、

社会条件、生态安全三方面的评价因子进行空间分析。地形因子包括高程和坡度，

决定基地是否平整，对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城市发展方向选取和空间布局有着重大

影响。社会经济方面，土地利用中的耕地、林地、草地等分布情况影响着土地的

开发和建设；旅游资源是扬芬港镇生态环境中条件优越的资源，其合理的开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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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够对城镇的生态适宜性产生积极作用；交通的可达性则是决定了扬芬港镇与

外界的联系强度，对生态环境的系统性和一体化有重大价值。此外，在生态安全

因子方面，由于扬芬港镇为工业型小城镇，其河湖水系的污染防治以及基本农田

保护区、生态安全控制区的生态敏感性需要特别重视，因此在研究因子的选取中

也着重考虑了该方面的因素。 

在权重确定方面上，采取层次分析法（AHP），通过“建立层次结构—构建两

两判别矩阵—进行层次排序”的方式，获得各个因子所占的权重（如表 1）。 

表 1：扬芬港镇建设用地生态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表 

评价模型 
指标体系等级划分 

权重 
5 4 3 2 1 

地形因

子 

高程 2~7m 7~15m 15~29m 29~55m 29~55m 0.1431 

坡度 ＜2° 
2°

~6° 
6°~15° 

15°

~25° 
＞25° 0.1382 

社会条

件因子 

土地利用 
建设用

地 

林地、

草地 
园地 耕地 水域 0.1053 

旅游资源 0~100m 
100~20

0m 
200~300m 300~500m ＞500m 0.1975 

交通要素 0~0.5km 
0.5~1k

m 
1~1.5km 1.5~2km ＞2km 0.0919 

生态安

全因子 

河流湖泊 0~100m 
100~20

0m 
200~300m 300~400m ＞400m 0.1427 

生态敏感

性 

其他用

地区 

—— —— 基本农田

保护区 

生态安全

控制区 

0.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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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评价结果 

3.2.1 景观生态层面分析 

  

高程分析 坡度分析 

  

河流湖泊分析 生态敏感性分析 

图注内容 3：景观生态因子分析评价（来源：笔者自绘） 

从生态层面对各类要素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扬芬港内除中部偏东一小片区

域有一定的高差，坡度也比较高之外，其余地区均比较平缓，地势偏低，适宜进

行城镇建设。由于境内有中亭河和大清河经过，沿河附近多种植着生态树木，因

此扬芬港镇的中部、西北部和西南部的生态适宜性较好；西北部则多为基本农田，

尚未开发利用；除此之外，镇域内的建设用地零散分布，不够集中也不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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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社会经济层面分析 

   

土地利用分析 旅游资源分布分析 交通可达性分析 

图注内容 4：社会经济因子分析评价（来源：笔者自绘） 

从社会经济层面来看，扬芬港镇的现状建设用地零星分布于中亭河以北，有

一定的建设基础但不成体系，大多属于村庄建设用地。交通可达性方面，大多为

村路或土路，连贯性及对外连通性较差。镇域内还存有一定比例的旅游资源有待

保护，为扬芬港镇带来一定的生态价值。 

3.2.3 建设用地生态适宜性分析 

根据评价结果以及层

次分析法确定的权重，对

各因子进行叠加分析，从

而得到建设用地生态适宜

性的综合评价。从图中看

出，扬芬港镇西部、西北

部以及中部和东北部的部

分用地生态适宜性较好，

适合通过选址规划，进行

功能布局。而东南部、南

部地区，以及东北部的部

分用地则不适宜作为建设用地。 

 

4“工业—生态风险”综合评价 

4.1“工业防护距离—生态安全等级”评价 

图注内容 5：建设用地生态适宜性分析评价

（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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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业型小城镇,工业园区是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态化规划设计

需要重点考虑的片区。工业型城镇的工业业态选取、工业区位置布局，都会对城

镇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影响。 

扬芬港镇区内现状工业布局分散无序，用地粗放且效益整体偏低，大多沿路

零散分布。相对成规模的工业用地为霸州超拨乐器有限公司、霸州扬芬港橡胶厂、

汽车制造厂等。其余大部分工业用地为小作坊，包括塑造厂、包装印刷等产业。

根据《工业企业卫生用地防护标准》（GBl8068~18082-2000）以及相关经验数值，

列出镇区内各类业态工厂的最小卫生防护距离、最小安全防护距离以及缓冲距离

的数值（如表 2），对镇区内的“工业防护距离—生态安全等级”进行评价分析。 

表 2：不同工厂业态最小防护距离表 

工厂业态 最小卫生防护距离

（m） 

最小安全防护距离

（m） 

最小缓冲距离（m） 

橡胶厂 1200 500 800 

硫酸厂 600 300 500 

乐器厂 100 100 80 

塑料厂 100 100 80 

包装厂 100 100 80 

汽车制造厂 300 200 300 

首先，基于 Gis 平台，分

别得出卫生防护距离、安全

防护距离以及缓冲距离的缓

冲区分析，再通过经验值确

定权重，将三类防护距离分

析进行叠加，从而得到不同

业态类型工业的综合防护距

离-生态安全等级评价图。 

由图中可以看出，扬芬

 港镇的现状工业位于东

北部以及中部，会辐射到镇域
图注内容 6：“工业防护距离—生态安全等级”

评价（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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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部建设用地内的居民生活，且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和破坏。 

4.2“工业—生态风险”耦合评价结果 

将“工业防护距离—生

态安全等级” 评价结果与

上文 2.2中得到的建设用地

生态适宜性分析进行耦合，

最终得出“工业—生态风

险”耦合评价结果。 

根据图中的结果，扬芬

港镇域内的东北、东南片区

以及中部的少部分地区“工

业-生态风险”较高，尤其

以东北部最高。这表明该部

分地区由于生态适宜程度较

低，以及受到工业区集聚效应的影响，生态破坏严重，不适宜作为城市建设用地。 

东南部片区为“工业-生态风险”较高的片区。说明该片区临近中亭河的生

态本底已遭到破坏，需要采取生态涵养措施来进行修复，促进中亭河生态带的活

力提升。 

西南部片区的为“基本适宜”用地，应作为“三生空间”中的生产空间，为

作物的生长提出场所，作为镇域发展农业的重要场所。 

在镇域的西北部和中部部分地区，“工业-生态风险”最低，生态适宜性最好，

应将其作为镇区的适宜选址方位，为城镇的建设发展提供必要空间，进行扬芬港

镇的合理开发建设和功能布局，并为居民的生活留出充分的休闲居住场所。 

5基于评价结果的用地布局结构建议 

5.1用地布局结构建议 

依据“工业—生态风险”耦合评价图，对扬芬港镇域的空间结构进行一定的

优化调整。本文提出“两轴一带六区”（如图 8）的空间布局建议。 

“两轴”指沿码扬路的南北向城镇发展轴、以及中部东西向的城镇延展轴。 

图注内容 7：“工业—生态风险”耦合评价 

（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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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是指镇域南部沿中

亭河的生态活力带。 

“六区”——是在镇域东北

部，规划 “城镇景观风貌区”，

利用生态适宜性较好的片区进行

镇区的建设和发展；“城镇景观风

貌区”以西，结合现状居住用地

设置“生态村庄风貌区”；对于镇

域以北的中部，生态基本适宜的

片区，合理利用其现状工业基础，

在不影响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

现代产业的规划建设，打造“现

代产业风貌区”；在镇域以东，中

亭河南北两边“工业-生态风险”

较大的片区，实行自然修复，规划“生态涵养风貌区”来进行封禁保护相应措施；

在中部片区，利用适宜的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旅游风貌区”；其余片区则作为农

作物的种植基地，将其打造为“休闲农业风貌区”。 

5.2结论 

（1）土地利用布局与生态环境之间有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生态

环境的适宜性影响土地的开发建设、用地布局；土地利用的功能分布也反过来对

生态环境产生影响。本研究将工业用地的防护距离与扬芬港镇的生态适宜性进行

耦合分析，得出扬芬港镇的现状土地利用分布与生态环境之间不甚协调，存在一

定问题，建议通过用地布局的调整来改善生态环境。 

（2）在小城镇发展方向选取和功能布局时，应将城镇的用地功能诉求和不

同土地的生态适宜程度进行综合分析，统筹考虑用地布局。如工业、居住、物流

仓储、商业等用地各自需要何种生态适宜性的用地，以及生态适宜性不同的土地

分别适合生态保育、生态涵养、建设开发等哪一类型的发展。运用 Gis 平台、遥

感等技术手段，将各个因素进行耦合分析，从而更加科学地进行城镇用地的建设

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更加合理地利用土地。 

图注内容 8：基于研究结果的扬芬港镇空间布

局结构建议图（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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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城镇相比于大城市来说，拥有更加优越的生态资源。例如扬芬港镇

境内的大清河、中亭河，以及丰富的旅游资源。因此，工业型小城镇在未来的建

设发展中，不应摒弃良好的生态环境资源，或与其对立发展。在小城镇的发展中，

应当转换思路，发展生态型产业，在产业的发展中避免对江河林田湖的占用，实

行精细化、生态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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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气候分析的高密度城市住区空间优化策略研究 

——以天津市典型住区为例 

 

高志琴   陈天 

（天津大学，天津 300001）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迅速发展，使得目前城市高度密集，而高密度的城市

环境对城市微气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对高密度城市住区空间形态的相关研究综述，

明确城市住区与城市微气候的相互关系，以天津市典型住区为例，结合计算机模拟的对比分

析。通过案例研究及对比分析，总结高密度城市住区空间微气候的影响因素，最终提出高密

度城市住区空间优化策略。 

关键词：高密度；城市住区；微气候； 

 

1研究背景与范围 

1.1 研究背景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城市人口快速集聚，城

市化进程加剧，大量的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镇，高密度的人口集聚使得城市中高

密度空间大幅增加，引发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如交通堵塞，住房短缺，环境污

染，水资源匮乏，城市热岛效应日益严重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城区尺度、

街区尺度、住房尺度的热环境问题受到了业界学者的广泛关注。良好的住区生态

环境能够最大地吸引居民，从而使得室外空间能被充分利用，增加居民的户外活

动时间，从而有利于降低建筑能耗，增加邻里交流，促进住区的和谐发展。因此，

日后住区的规划发展应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从住区的气候环境和区域特

点出发，合理配置住区室外环境设施、基础设施、活动设施，以实实现住区资源

的循环利用。 

1.2 研究范围 

居住区室外环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住区规划的发展，人们开始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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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关注住区空间品质与环境舒适度。居住区室外热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住区环

境的舒适度，因此开展对居住区室外微气候环境的研究对人居环境建设具有重要

影响。 

本文以天津地区既有住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测试、问卷调查及计算机数

值模拟等方法，分析空气温度、风速等物理因素以及建筑布局、景观绿化等规划

因素与人体热舒适度的关系，综合评价现有住区的室外热、风环境状况的影响因

素，进而提出住区空间布局与景观优化的具体策略。 

2 高密度住区布局特征 

2.1 气候特征 

天津地处华北平原北部，东临渤海、北依燕山，位于东经 116°43′至 118°

04′，北纬 38°34′至 40°15′之间。位于海河下游，地跨海河两岸，是北京

通往东北、华东地区铁路的交通咽喉和远洋航运的港口，由“河海要冲”和“畿

辅门户之称”。天津气候属于典型的大陆季风型气候，有明显由陆到海的过渡特

点：四季明显，长短不一；春季多风，干旱少雨；夏季炎热，雨水集中；秋季天

高气爽；冬季寒冷干燥少雪。年平均降水量为 550~680 毫米，夏季降水量约占全

年降水量的 80%。年平均气温为 12.6℃，其中最热月平均气温为 30.9℃，最冷约

平均气温则低至-3.5℃。 

2.2 布局方式分类 

通过对天津地区主城区+滨海新区内的居住区进行走访调查，结合 Google 

Earth 的观测于记录，并对各个住区的布局形式进行分类统计（如表 2-1）。发现

天津市住区可涵盖“多层行列式、多层围合式、多层板式＋高层点式、高层点式”

等不同组合模式，多数以多层板式或高层点式为主。不同的组合方式对内部环境

影响较大，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和软件模拟相结合的方式对高密度住区的热环境、

风环境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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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天津住区规划布局分类统计表 

布局形式 图示 住区名称 数量 
比

例% 

行列式 

平行式 

 

万通正奇、 玉水园、新

都花园、安华里、 金色

家园、 首创宝脆花都、

桂荷园、佳音里、长江

里、广泰园、开城里 

11 16.9 

斜列式 

 

金蕾花园、千吉花园、 2 3.1 

山墙错

落式 

 

府湖里、晨曦公寓 2 3.1 

围合式 

 

“L”型

围合式 
 

佳怡国际、顾安里、三

潭东里、雅云里、金田

花园、天江格调花园、

宝龙湾家园、天华雅园、

容彩里、 

9 13.8 

纵向围

合式 

 

汇园里、金庭里、金山

里、犀地小区、珍园里 
5 7.2 

点式高

层 

行列式 

 

盛泰嘉园、华郡新苑、

新安花园、荣庆园、兴

业家园、风湖里、富贵

嘉园 

7 10.8 

斜列式 

 

环湖东里、贵贤里、家

和园、景杉园 
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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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列式 

 

新城家园、鲲玺园、季

景华庭、红树湾 
4 6.2 

混合式 

高低结

合（南高

北低） 

 

天和园、 新新园、风湖

里、秋园里、时代奥城、

天越园、居华里、格调

春天 

8 12.3 

高低结

合（中高

两低） 
 

宁乐里、时代奥城、隆

盛花园、佳成苑、佳顺

苑、觉康园 

6 9.2 

高低结

合（东高

西低） 

 

金德园、兰景园、仁恒

河滨花园、春和仁居、

爱家星河花园 

5 7.7 

板式高

层+点式

高层 

 

上城豪苑、红光家园、

星海苑 
3 4.6 

板式＋

点式高

层与板

式多层

结合  

金冠里、滨悦花园、紫

云国际 
3 4.6 

两端板

式多层

加点式

高层  

融汇商务园、紫云名居 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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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住区微气候环境的实验研究 

3.1 高密度住区微气候环境实地观测 

3.1.1 调研住区概况 

在走访多个类型住区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从多个调研住区中选取了天

津滨海新区 2 个具有代表性特征的小区（莱茵春天、锦庐园）进行具体调研。这

八个住区建设时间不同且均在 90 年代后建成，基本遵循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

计规范》，并对居住区的环境品质进行了考量。另外这几个住区的建筑形式、布

局形态各具特点，入住率较完善，覆盖居民群体较广，总体来看基本上能够代表

不同类型住区环境品质。 

表 3-1  莱茵春天基本特征分析 

名称 施工时间 
占地面积/公

顷 
建筑形式 建筑布局 

莱茵春天 2003 16.61 板式 行列式 

住宅层数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朝向 楼间距 

5 1.15 23.5% 南北＋东南 
 

简介 总平面 

莱茵春天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采用多

层板式花园洋房的建筑组合形式。小区

整体可分为四个较大的组团，设有中心

花园，活动设施齐全。各组团的集中绿

地环境处理有机地与小区的条状地形

结合，形成一“链”串多“珠”的景观

模式， 
 

表 3-2 锦庐园基本特征分析 

名称 
施工时

间 
占地面积/公顷 建筑形式 建筑布局 

锦庐园 2012 9.06 点式＋点式 行列式 

住宅层数 容积率 绿地率 建筑朝向 楼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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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1.4 40% 东南＋南北 
最大楼间距

36m 

简介 总平面 

万科锦庐园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属中

新生态城起步区，建筑群体空间采用点

式高层、板式多层花园洋房相结合的方

式，主要公共空间为儿童活动区与绿茵

广场。小区入口处设半地下车库入口，

人车人流，减少了对住区环境的干扰。 

 

3.1.2 实测位置 

本文根据人们在户外活动空间分布的特征分别在两个住区内的树荫、遮阳、

草坪或湖边等地方布置了 6 个测点（图 3-1，表 3-3），在 2019 年 7 月 3 日同时

对两个住区的风环境、热环境进行实际测量。 

    

图 3-1 各住区测点分布图 

表 3-3 各居住区的不同测量地点 

 
 莱茵春天 锦庐园 

测点 1 
概况 

位于小区东门入口处，周边仅有

一颗高大乔木，无灌木、草坪。

北侧为多层，西侧为小区入口 

位于小区西门入口处，

与小区主干道衔接，周

围有大量的草坪和灌木

以及少量的乔木 

地面材质 地面砖 植草砖 

测点 2 
概况 

位于住区近入口处的室外活动场

所，周边有大量的灌木、草坪以

及少量的乔木，外围是住区的室

外活动场所 

位于住区南侧多层住宅

组团中，靠近住宅入口

处，有宅前绿化 

地面材质 草坪植被 植草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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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 3 
概况 

位于住区中心的室外活动场所，

周边设有活动器材，且有少许的

乔木和灌木 

位于小区东部宅前道路

边缘，周围有大面积的

草坪和少量灌木、乔木 

地面材质 地面砖 地面砖 

测点 4 

概况 
位于建筑的东西间距之中，周边

设有廊架和大量的乔木、灌木 

位于小区中央的室外活

动场地，设有健身器材

和大量的草坪植被 

地面材质 水泥地 地面砖 

测点 5 
概况 

组团的次要休憩空间，周边绿化

稀少，仅有几株乔木，配有健身

器材，但因无遮荫设施，使用率

较低 

位于小区西北侧高层组

团间，有宅前绿化 

地面材质 地面砖 木板 

测点 6 

概况 

住区的主要干道，一侧设有停车

场，道路两侧的行道树生长较为

旺盛 

位于小区东北侧的儿童

活动广场，设有儿童娱

乐设施，结合大量的灌

木和少量的乔木 

地面材质 水泥路面 植草砖 

3.1.3 实测结果分析 

（1）温度分析 

图 3-2 莱茵春天各测点温度变化图 

由图 3-2 可知，莱茵春天六个测点的温度变化趋势波动较大， 8：30-13：

50除去测点 5的其它五个测点温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14：30开始测点 4的温

度下降趋势加快。测点 6的温度明显高于其他测点，测点 6位于小区西门入口处。

测点 1与测点 2的变化趋势最为接近。平均温度最的为测点 4，位于小区西侧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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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路旁，周边绿化环境较好，乔灌草结合，形成较好的遮阳空间。 

图 3-3 锦庐园各测点温度变化图 

由图 3-3可知，锦庐园六个测点的温度变化趋势波动较大，其中测点 5与测

点 1，测点 2与测点 3的温度变化趋势较为接近，而测点 6的温度波动范围最大。

测点 6位于高层组团的侧方，周边环境较为空旷，周围有大面积的草地和少量的

灌木、乔木，地面有大面积的硬质铺装，储热量较高，且周边缺少建筑物遮挡，

易受到太阳辐射的影响。测点 4的平均温度值最小，该测点位于多层花园洋房的

宅前绿道旁，周边绿化环境较好，乔灌草配置具有一定的层次性。 

（2）风环境分析 

图 3-4 莱茵春天各测点风速变化图 

由图 3-4 可知，由于受到周边环境和建筑群遮挡的作用，六个测点的风速值

波动很大。其中测点 4 的风度值较其他测点要小，测点 4 的选取位置在建筑组

合的休憩空间，两边树木高大密集，且建筑群围合关系较为紧凑，使该区域的通

风作用减弱。测点 3 的风速平均值为各测点风速平均值最大值，改测点周边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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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数较低，且间距较远，周边乔木、灌木较少，绿化配置较为稀疏，邻近道路尺

度相对较大。 

图 3-5 锦庐园各测点风速变化图 

对六个测点实测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各个测点的风速值波动很大。其中测

点 3 在上午 11：30、下午 16：00 左右出现最大值，测点 4 的风速值较其他测点

要小。测点 3 的选取位置在邻近道路的地点，周边环境比较空旷，有大面积的草

坪和少量的灌木、零星的乔木，对风的阻碍作用较小。测点 4 位于多层花园洋房

的宅前绿道旁，两旁绿植配置较为密集，使道路的通风作用减弱。 

（3）人体舒适性评价分析 

人体舒适度指数是指从气象的角度来评价在不同条件下人体的舒适感，是根

据人体自身与周边环境之间的热交换而制定的指标。空气温度、相对湿度和风速

是对人体感觉影响较大的因素之一，人体属是则是根据这三个物理因素的相互作

用而建成的非线性方程，计算公式

ssd=(1.818t+18.18)(0.88+0.002f)+(t-32)/(45-t)-3.2v+18.2。其中 ssd 为人体舒适度指

数，t 为平均气温，f 为相对湿度，v 为风速。根据实测数据，对各住区人体舒适

度进行统计分析，确定各住区舒适程度（表 3-4）。 

表 3-4 各居住区的不同测量地点 

住区

名称  

人体热

舒适度

指标 

热舒适

度等级 

住区

名称  

人体热

舒适度

指标 

热舒适度

等级 

莱茵

春天 
测点 

1 88.45 4 

锦庐

园 
测点 

1 73.18 1 

2 88.41 4 2 73.20 1 

3 85.38 3 3 78.73 2 

4 88.41 4 4 74.87 1 

5 85.37 3 5 78.1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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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8.98 4 6 73.27 1 

住区平均 87.5 4 住区平均 
住区平

均 
75.23 

 

3.2 局部微气候环境模拟分析 

为了更好的分析住区微气候环境的影响因素，本文利用模拟软件 Envi-met

结合天津市住区布局样式简化模型，选取 7 月 21 日对住区模块进行了软件模拟

分析。另外，根据实测数据可发现一天中温度最高时刻在 14：00，因此选取 14：

00 作为出图时刻，进行温度、风速以及人体热舒适度分析。 

3.2.1 模型提取 

根据章节 2.2 对天津市地区部分住区的基本建筑布局进行了统计分析，归纳

出六种基础模型，分别为行列式、斜列式、错列式、周边式、点群式以及组合式。

其中周边式包括：多层行列式＋竖向围合、“L”型围合的口字形内置行列式，

组合式包括：板式高层＋点式高层、板式＋点式高层＋多层、围合型板式＋点式

高层、板式多层＋点式高层、竖向板式＋点式高层等共计 15 种组合方式，对该

15 种简化模块进行编号模拟（表 3-5）。其中模块 1-5 为多层住区简化模型、6-9

为高层住区简化模型，9-15 为混合住区简化模型。 

表 3-5 各居住区的不同测量地点 

① 多层行列式 ② 多层错列式 ③ 多层斜列式 

 

 

 

④ 多层行列式＋竖向围合 
⑤ “L”型围合＋多层行

列式 
⑥ 高层点群平行式 

 

 

 

⑦ 板式高层＋点式高层 ⑧ 点式高层错列式 ⑨ 点式高层斜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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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板式多层+点式高层（南高

北低） 

⑪ 板式多层＋点式

高层（中间高两侧低） 

⑫ 竖向板式多层+点

式高层 

 

  

⑬ 板式＋点式高层＋板式多

层 

⑭ 板式多层＋点式高层

（左低东高） 

⑮ 点式高层＋板式

多层（点式半围合） 

   

3.2.2 模拟结果分析 

为观察各典型住区模块得昼夜变化规律，在每个住区模块得同一位置设置观

测点 P，P 点位于居住区中心且靠近下风相处（图 3-6）。 

图 3-6 P点位置示意图         图 3-7 P点人行高度温度随时间变化图 

图 3-7 是模块 1-5 下 P 点从 7 月 21 日 7 月 21 日 7 点至 7 月 22 日 7 点 24 小

时的时间温度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一天中最高温度在 15 点左右，最低

温在 6 点左右，夜晚温度规律比较稳定，结合长常用的出图时间，以 7 月 21 日

14 点作为出图时刻。 

① 温度分析 

由图 3-8 可以看出，各住区模块的高温区主要位于居住区周边得道路上，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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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中心区得温度明显低于周边区域。由于入流风得影响，模拟中心区右边区域

比左边区域高出 0.4℃左右。另外还可看出，东西向道路上得温度，明显高于南

北向道路，这是由于在模拟中心区域得调控作用下使下风向南北向道路温度降低，

而东西向得道路上由于建筑得阻挡，不能快速地将热量排出。 

多层住区模块中，模块 1、5 的室外温度舒适区域分布较为规则，且舒适区

范围较大。高层住区的模块中，模块 6、7、8 的热环境舒适度较高，舒适温度区

域较为集中。混合类住区模型中，模块 12、13 所产生的舒适温度区域范围较大，

且分布范围较为规则。 

 
 

 

模块 1 模块 2 模块 3 

  
 

模块 4 模块 5 模块 6 

   

模块 7 模块 8 模块 9 

   

模块 10 模块 11 模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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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13 模块 14 模块 15 

图 3-8 各模块温度模拟图 

② 风环境分析 

由图 3-9 可以看出，大部分住区模块的最大风速在 4.20m/s 左右，而模块 3、

模块 5、模块的风速较低，其最大风速在 2.65m/s 左右。中心模拟区的出流边界

风略高于入流边界，且高风速区主要位于居住区周边的道路以及部分靠近周边道

路的建筑前后两排之中。 

多层住区模块中，模块 5 的低风速区域较高，不利于夏季通风。模块 1 的风

环境舒适区范围分布最广。高层住区的模块中，模块 6、7 的不舒适风环境区域

最低，且舒适区分布相对规则。混合类住区模型中，模块 15 的静风区范围最小，

且舒适区范围最大。 

 

 
 

 

模块 1 模块 2 模块 3 

   

模块 4 模块 5 模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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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7 模块 8 模块 9 

 

  

模块 10 模块 11 模块 12 

 

  

模块 13 模块 14 模块 15 

图 3-9 各模块风速模拟图 

通过对以上不同类型的居住区模块风环境、热环境模拟结果的对比分析，可

以看出在多层建筑布局模式中，行列式布局、围合式布局夏季热舒适区域面积比

例较大，但围合式布局的空气流通状况较差，斜列式布局易产生局部不良的热环

境区域；在高层建筑布局模式中，点、板结合且板式高层位于点式高层上风向时，

夏季热舒适效果和通风效果均好于纯点式布局模式；在多层高层相结合布局的模

式种，当住区以点式高层为主时，多层住宅宜布置于夏季迎风侧，有利于住区的

夏季通风，提高住区的热舒适度，当住区以多层建筑为主时，高层建筑宜置于夏

季背风侧，防止对夏季风流的阻碍。 

4 高密度住区微气候环境影响因素分析及优化建议 

4.1 高密度住区微气候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典型住区实测与软件模拟的分析，可以总结出住区风、热环境的影响

因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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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建筑物特别是高层建筑的布置所形成的居住空间，对住区中的“建

筑风”具有重要的影响。建筑群体的空间布局设计影响着城市住区内自然通风效

果和气流组织形式，因此建筑群体的布局形态对住区的微气候环境的影响较为重

要。不同类型住区对应的不同建筑布局所反应出的热环境、风环境以及人体舒适

度程度均不相同。 

（2）室外空间的绿植对空气高温有一定的缓解效果，同时不同高度、种类

的绿植对室外气流也有一定的阻挡与引导作用。但室外空间的绿植过密，会阻碍

风流的通过，对住区热岛强度的缓解效果降低。 

（3）硬质铺装的材质对住区热环境的影响较大，通过实测数据的对比分析

可发现，测点位于砖地、水泥地附近时的温度明显高于测点位于透水性铺装附近

的温度，因此可发现透水性铺装对降低住区室外环境的温度有明显作用。 

（4）通过住区模块模拟分析可发现，建筑阴影区的温度较低，人体热舒适

度较高，而实测数据的对比也可发现在有遮阳的空间温度较低，因此遮阳设施在

提高住区热舒适方面有较明显的作用。 

（5）住区的热环境、风环境均受到多因子的共同作用，因此提升住区微气

候环境单单改善一个因子的作用明显低于对多因子进行共同改善。 

4.2 高密度住区微气候环境优化建议 

4.2.1 建筑布局与形态 

（1）建筑群体组合形态 

住区建筑群体组合是住区室外空间风、热环境重要影响因素，良好的建筑群

体布局不仅能达到节能省地的效果，还能通过提供舒适的户外空间提高人居环境

的舒适性。天津地区的居住区建筑群体可以灵活布局，以天津滨海地区为例，风

环境为典型的季风性气候，夏季主导风为东南风，冬季主导风为北风，因此夏季

增加以东南风为主的自然通风，能有效提高住区气候环境的人体舒适度另外，由

于天津多大风天气，建筑之间易形成大风通道，因此要避免住区中过多的形成死

角与漩涡，从而降低住区建筑能耗（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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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住区布局模式 点式高层住区布局模式 混合式住区布局模式 

图 4-1 不同形式住区最佳布局模式 

（2）建筑单体 

建筑形体、建筑外表皮材质、颜色对住区微气候环境有一定的影响和制约。

如，对于高层住区在建筑住宅相应位置处，通过架空层、骑楼、宽外廊、立面庭

院、屋顶花园等建立热缓冲空间以改善住区小环境的自然通风条件，同时，可以

结合廊架、花池、景窗、绿化植物等元素在架空的空间内设置空中花园、活动空

间，使居民就近感受绿色和清新的空气，提高住区整体环境的舒适度。 

图 4-2 建筑架空、连廊示意图 

4.2.2 住区空间优化设计 

（1）室外空间选址 

通过对不同住区模块的室外热环境模拟分析与研究可知，不同布局模式的住

区其室外热环境具有不同的特征。结合住区建筑布局的研究，依据热舒适度要求

的基本标准，将温度、风速、人体热舒适度的优势区域进行叠加，选取合适的室

外空间进行布局，将从基础上优化住区的室外热环境。对于多层住区，行列式多

层住区的室外活动空间宜布置在宅前空地处（图 4-3）；“L”形周边式多层住区

的室外活动空间按宜布置在建筑间空地处，且与建筑存在一段距离。（图 4-4）。

对于高层住区，板式高层与点式高层混合住区的室外活动空间宜布置在宅前空地

靠近后排建筑的一侧，部分建筑东西间距的空间也可布置面积较小的休憩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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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点式错列式住区的室外活动空间宜布置在宅前空地处（图 4-6）；对于高层

与多层混合式住区的室外活动空间宜布置在宅前空地靠近高层住宅的一侧，后排

板式多层住区可在宅前空地处布置小范围的休憩区（图 4-7）。 

 

图 4-3 行列式多层住区活动空间场地选择 

 

图 4-4 “L”型周边式多层住区活动空间场地选择 

 

图 4-5 点式板式高层住区活动空间场地选择 

 

图 4-6 点式错列式高层住区活动空间场地选择 

 

图 4-7 高层与多层混合式住区活动空间场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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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表材质的选择 

地表材质对住区的热环境有着巨大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路面铺装、乔草

比、水体、建筑物遮阳空间、绿化覆盖率、路面遮荫等不同地表层面的地表材质

复杂程度的不同均会导致不同程度的吸热辐射量和放热量，进而使得地表温度不

同程度的升高和下降。其中铺装是住区空间地表平面重要的构成部分，传统的铺

装材料改变了天然地面疏松的土壤性质，从而使地面失去了良好的渗透性以及保

水性，降低了蒸发量与空气的相对湿度。 

相关研究表明，透水性铺装能使雨水渗透到铺地下层的土壤中，一方面缓解

了城市排水泄洪的压力，另一方面为潮湿的土壤汇集了养分，为微生物创造了适

宜生长的空间；同时透水性铺装在太阳辐射的影响下，蒸发地下表层的水分，吸

收一分部热量，从而对地表温度起到调节的作用。 

4.2.3 景观绿化优化设计 

（1）绿色生态技术的应用 

景观赋予城市应对气候、地理及历史的变化而不断进化的功能（巴尔莫里著；

董瑞霞译。景观宣言）。海绵城市理念的推广可以推进城市的生态化、宜居性以

及低碳性的发展，将海绵城市理念应用于住区规划设计中，在丰富住区景观，缓

解住区微气候环境的同时，还可推进生态城市的建设。、 

结合海绵城市“渗”“滞”“蓄”“净”“用”“排”六字方针进行有组织的规

划设计。首先对住区内的道路采用透水性铺装，其次，对住区内得人行道、静态

交通等位置，采用具有良好透水、透气性能的透水砖、草坪砖，减少地面吸热量，

从而降低住区地表温度。在住区的绿地空间内增设雨水花园，创造较好景观生态

效益的公共绿地。天津地区的气候特征夏季炎热多雨，因此将海绵城市的设计理

念与住区景观环境结合，在循环利用雨水的同时，也加大了住区的渗水、蒸发能

力，从而提升住区的相对湿度，降低室外综合温度，如图 4-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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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住区“海绵城市”应用示意图 

（2）绿植的配置 

作为住区室外环境的重要构成要素，景观植被在住区中兼顾美学作用于生态

保护作用。植物的生长受到环境的制约，但同时通过生态调节作用对周边的环境

产生反馈作用。一般来讲，植物在调节气候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如：防风、降

温增湿等，此外还能释放杀菌毒、净化空气、弱化噪音等，通过这些生态效应的

作用，从而提高环境质量，给居民营造较高的住区舒适生活。 

植物布置层面，基于优化改善住区室外空间的热舒适度这一目标，应以夏季

遮荫通风，冬季向阳避风为主，因此可在夏季阳光照射区域使用落叶乔木、灌木，

在冬季主导风向的一侧设计常青树作为防风屏障，达到夏季通风、冬季避风的效

果（图 4-9 ）。 

图 4-9 绿化配置示意图 

5 结语 

当前高密度住区中，很多的微气候环境都不是那么舒适，因此这类住区的微

气候环境改善具有较大的意义。结合微气候环境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对住区进行

设计可提高居民的舒适性，有利于住区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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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峡谷中污染物扩散的场协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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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街道峡谷中污染物扩散的实质上是对流传质过程。文中拟采用 CFD 模拟的方法，研

究来流风速和街谷几何结构对污染物扩散的影响。由于对流传热与对流传质的物理过程具有

相似性，以及场协同理论在湍流中的适用性，研究中，我们拟把对流传热的场协同理论应用

到街谷中污染物扩散规律的研究中，通过比较不同街谷内速度矢量与污染物浓度梯度之间的

协同角的分布，揭示协同场与污染物浓度的关系，进一步定量分析场协同数和舍伍德数与街

谷通风能力、污染物扩散能力的关系。 

关键词：街道峡谷；场协同理论；CFD 模拟；污染物扩散； 

 

1 引言 

随着世界范围内城镇化的迅速发展，交通需求日益增强，机动车污染物排放

量日益加剧，城市街道峡谷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探究污染物在街道峡谷中的扩

散规律，根据当地的城市形态、气象条件合理预测和评估空气质量至关重要。近

十几年来，大量学者[1-5]通过现场测量、风洞试验、CFD 模拟探究了建筑几何形

状、局部大气条件、街谷形状因子、污染物的化学反应、植被覆盖情况、动态、

静态障碍物阻挡等各种因素作用下，街道峡谷内污染物的扩散和迁移规律。

Hamid[6]通过实验风洞、烟气可视化试验和计算流体动力学(CFD)模拟，研究了

不同开口数量的捕风器的通风性能，探讨开口数量对捕风器通风效果的影响。

Chew 等人[7]用实验和模拟已经证明了在建筑一侧使用倾斜捕风器，引导大气风

进入街道峡谷内，可以提高街道峡谷内的近地风速。目前的研究大多是从定性的

角度来分析街谷内污染物的分布情况以及近地面区，行人呼吸高度处的污染物浓

度变化情况，在定量评估整个街谷内污染物的扩散和迁移情况的研究还相当有限。

研究街道峡谷内污染物传播本质上是研究在大气边界层中，自然风的驱动下，污

染物在半受限空间内的扩散规律。考虑到动量传递、热量传递和质量传递的类比

性，且城市建筑对大气边界层的扰动，与换热管中的粗糙元对管内流体的扰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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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似的物理规律，因此，我们归纳整理了强化换热的研究，并从中得到启发。 

20 世纪 70 年代初出现的世界性能源危机，使传热强化技术获得了快速发展，

但是在强化传热的同时，阻力损失也很大，这限制了它在工程中的应用。为了深

入揭示对流强化传热的实质，1998 年，过增元[8]将对流换热比拟成具有内热源的

导热问题，通过对边界层能量方程积分，引入源强化的概念，推导出强化传热的

场协同原理，首次提出了强化传热的新理论和新途径。韩光泽等[9]依据寂态热动

力学和非平衡热动力学理论，论证了场协同理论的热力学、唯象学、哲学基础，

将场协同理论推广至自然界三传（动量、热量、质量）传递过程，提出了广义的

场协同理论。刘伟等[10]研究了流体与壁面的层流换热，提出层流中流场质点物

理量间的协同原理，论述了协同规律与强化传热的内在联系，指出流场中任意质

点，都可用温度梯度、速度梯度、压力梯度与速度矢量之间的夹角来表征各物理

量的关系，这为对流换热的有效组织提供了理论指导。Zeng 等[11]将场协同原理

应用到湍流换热，并通过计算全场积分值，证明了场协同原理对湍流换热同样适

用。刘伟等[12]在层流对流换热协同原理的基础上，建立了湍流换热的能量和动

量协同方程，揭示了湍流换热中热流、质量流与流体驱动力之间的协同关系，证

明了场协同原理在湍流换热的适用性。Chen Qun 等[13]基于三传的类比性，将场

协同原理推广至对流传质分析中，揭示了速度矢量和污染物浓度梯度之间的协同

作用对室内通风去污率的影响规律，通过求解对流传质场协同方程得到最佳通风

方式，提高了房间净化能力，为利用场协同原理提高室内去污率提供了理论指导。 

基于场协同理论在湍流流动、对流传质领域的适用性，本文将场协同理论扩

展到街道峡谷中污染物传播的研究中，尝试从对流传质的角度来定量评估街谷内

污染物去除情况，通过分析街谷内污染物浓度与速度矢量和浓度梯度矢量这两场

协同性的关系，证明用场协同理论揭示街道峡谷污染物扩散规律的可靠性。接下

来，应用此理论分析不同几何形状，不同风速对污染物扩散情况的影响规律。进

一步，为了提高街谷的通风能力，疏导街谷内污染物的扩散，改善街谷内的空气

质量，对不同几何形状的街谷两侧建筑增设直角捕风器，通过对比其场协同角的

分布，舍伍德数等的变化，衡量捕风器对街谷内污染物扩散效果的影响。 

2 对流传质中的场协同理论 

Chen 等人[13]根据三维无源项稳态质量扩散的浓度守恒方程，在整个扩散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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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程积分，然后运用高斯定理将体积积分转化为表面积分，不发生质量扩散的

表面，浓度梯度为零，积分值为零，同时，进出口风速很大，浓度梯度很小，可

以忽略，最终方程简化为： 
 

cos ( D C)
S

U C dV n dS 


   


                                   （1） 

其中， —空气密度（kg/m3）； U — 流体速度（m/s）； C —组分的浓度

梯度； D — 传质扩散系数（m2/s）；  —速度矢量与组分浓度梯度矢量的夹角。 

无量纲速度、浓度梯度分别定义为： 

2 2
x y

UU
U U






                                                    （2）

2 2
x y

CC
C C


 
 



                                                （3） 

将无量纲变量代入方程（1），将方程进行无量纲化及变形，得到舍伍德准则数，

其表征了对流传质与扩散传质的相对大小，由于街谷内污染物在自然风的驱动下

扩散，对流传质过程占主导。因此，我们认为它可以衡量街谷污染物扩散效果的

好坏。舍伍德数表达式如下： 

Re
U CdV

Sh Sc
V





                                            （4） 

其中，舍伍德准则数为 mh dSh
D

 ；施密特准则数 Sc
D


 ，与流体的物性有

关； mh 是对流传质系数。 

从式（4）分析，舍伍德数的大小不仅与雷诺数和施密特数的大小相关，还

取决于速度矢量与浓度梯度矢量的协同角的大小，即两矢量的点积在目标区域的

积分值。因此，将表征协同性的这一积分值定义为场协同数，即 

cm

U CdV
F

V




                                                 （5） 

对于方程（5）中， cosU C U C     ，显然，两矢量的点积越大，场

协同数也越大，舍伍德数将越大，对流传质效果将越好。同时推导出协同角的表

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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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cos( )U C
U C







                                             （6） 

 

3 物理与数学模型 

3.1 物理模型 

为了分析不同街谷形状对污染物扩散的影响，建立了一个经典的城区多街道

峡谷模型，如图 1 所示。模型中共有 7 个街谷，以第 4 个街谷为目标街谷，不同

的街谷形状设置只针对目标街谷，其他街谷始终保持不变。建筑高度 H=20m,采

用 H/W=1：1 的理想街谷模型。双向四车道的交通线位于街道中央，每条车道宽

度为 4m，共 16m，在车道上设置均匀的面污染源，宽度为 0.8H,高度为 0.03H。

入口边界距离第一个街谷的上游建筑为 5H，出口边界距离第 7 个街谷的下游建

筑为 10H,上部边界距离建筑物的顶部为 5H。基于以上准则，整个计算域的尺寸

大小为 520 m×120 m。 
 

 
图 1 二维模型计算域和边界条件 

3.1.1 边界条件 

速度入口设置为梯度风的形式，出口边界设置为自由出流条件。计算域上部

边界设置为对称边界条件，即为零梯度边界。在建筑物的近壁面区和近地面区，

雷诺数较低，湍流应力小，导致湍流不能充分发展，在建筑物的壁面、屋面及地

面，引入了标准壁面函数进行近壁面修正。所有壁面应用无滑移墙边界条件。 

3.1.2 梯度风设置方法 

环境风的垂直特征受地形影响，与地形粗糙度密切相关，正是基于此，以梯

度风表征环境风速，对于入口边界条件，来流风速符合指数定律或对数定律[14, 15]。

本文通过用户自定义函数对速度入口的指数率速度曲线以及相应的湍动能与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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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耗散率进行定义如下： 

( )z ref
ref

zU U
z

                                                  （7） 

2(U )k
C



                                                       （8） 

3(U )
kz




                                                       （9） 

refU 表示参考高度 refz 处的速度。本文参考高度取 20m。 是地面粗糙指数，

为 0.2。U表示摩擦速度， k 为 von-Karman 常数，取 0.42，C为 0.09。 

3.2 数学模型 

目前，街道峡谷的数值模拟广泛使用雷诺平均 Navier-Stokes 湍流模型。已

经有许多学者[16, 17]比较了不同雷诺平均湍流模型的特点，重整化 k-ε 模型是基于

标准 k-ε 模型进行修正，发现该模型在污染物浓度的预测中计算结果更为准确。

因此，为了保证计算精度，同时又尽可能地节约计算资源，本文采用重整化 k-ε

湍流模型来模拟污染物的扩散规律。 

在街谷内，空气以较低的速度运动，认为空气为不可压缩流体。粘性不可压

缩流体的流动用 Navier-Stokes 方程描述。假定来流风和污染源源强不随时间变

化。相应的连续性方程，动量方程，能量方程，组分输运方程以及 RNG k-ε 方

程如下： 

连续性方程： 

0i

i

u
x





                                                         （10） 

Navier-Stokes 方程： 

( ) ( ) ij
i i j i i

j i j

pu u u g F
t x x x


  

  
     

   
                           （11） 

2( )
3

ji i
ij ij

j i i

uu u
x x x

   
  

   
    

                                     （12） 

能量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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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k T ( ))effeff j hj
E E p h J S

t
    


       




 
           （13）  

其中，keff 为有效导热率（k+kf 其中，kf 为湍流引致的导热率，由模型中使用的湍

流模型确定）。 jJ 为组分的扩散通量。方程（13） 右边的前三项分别表示由于

热传导、组分扩散、粘性耗散而引起的能量转移。Sh 包含化学反应放（吸）热以

及任何其它的由用户定义的体积热源。                      

组分输运方程： 

1 (D ) +i i t i
j i

j j t j

C C Cu S
t x x Sc x





   
   

     

                               （14） 

S 是文中定义的污染物源项，设置为 10-7 kg/(m³.s)。 
RNG k-ε 方程： 

( ) ( ) ( )i k eff k b M k
i j j

kk ku G G Y S
t x x x
    

   
      

   
             （15） 

1 3

3 2
0

2 3

( ) ( ) ( ) ( )

(1 / )
1

i eff k b
i j j

u C G C G
t x x x k

C
C S

k

  



 

 
   

   




   
   

   

 
   

  

                  （16）                                                              

其中 k 、  分别是 k 和 ε 的逆有效普朗特数， eff 是有效湍流粘度； /Sk  ，

S 是形变张量， 1C  =1.42， 2C  =1.68，C =0.0845，一般取 0.012  ， 0 4.38   。 

3.3 网格划分及独立性验证 

计算区域离散化是数值模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结构化网格的优点[18]是网

格有规律，结构简单，构造方便，容易计算，占内存小。由于本研究的几何模型

相对简单和规则，为了保证计算准确性和节省计算资源，整体计算域采用结构化

网格。为了保证标准壁面函数的适用性，在建筑物的壁面处和地面处设置了 8

层边界层网格，第一层网格为 0.02m,保证在边界处的 y+约为 20。在街谷内部以

Δx×Δy=0.2 m×0.2 m 的网格布置形式，对于计算域边界区域网格划分较为稀疏，

最终划分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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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格划分示意图 

本文的数值模拟使用通用 CFD 商用软件 ANSYS FLUENT 15.0 进行计算。

求解选用 SIMPLE 算法，来流风通过用户自定义函数方法进行编译。对流项的离

散方法选用二阶迎风格式，梯度插值选用格林-高斯节点方法，压力插值使用

Standard 算法。能量方程的收敛因子设置为 1×10−8，其它变量收敛因子设置为

1×10−5。 

为保证计算精度，对网格进行独立性验证。本文选择 3 种不同的网格数，分

别是 201162，272608 和 396578，用同一计算机在相同的工况条件下进行计算，

参考风速为 2m/s;污染源源强设为10−7𝑘𝑔/(𝑚3 ∙ 𝑠),图 3 显示了测试结果。选择沿

X 轴的街道中心线（X=210m,Y 从 0m-20m 的线），三种网格条件下,速度和 CO

质量分数曲线图分别如图 3（a）,(b)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三种网格条件下，

速度、CO 质量分数的最大误差均低于 5%。网格数为 201162 时误差最大，其他

两种网格的计算结果基本相同。结果表明，进一步增加网格数不会引起计算结果

显著改变，因此，选用网格数 272608 作为本文的基本网格系统。 
 

      
（a）                             （b） 

图 3 网格独立性验证结果 

4 结果和分析 

现实生活中街道两边的建筑高度不尽相同，本文研究了三种常见的街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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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上阶型街谷（H1:H2=1:2）,对称型街谷（H1:H2=1:1）,下阶型街谷（H1:H2=2:1）

的污染物扩散情况。用场协同理论定量分析街谷内污染物迁移情况与对流传质效

果的内在联系。 

街谷内的污染物可分为气态污染物和固体颗粒物。相比于气态污染物，颗粒

物的扩散效果不仅受风速，热浮力等影响，还与颗粒物的粒径大小，空气湿度不

同造成的沉积效应等密切相关。为了简化分析，本文选择机动车尾气中占比较大，

且化学性质稳定的 CO 作为示踪污染物，研究其扩散规律。为便于比较分析，下

文将污染物浓度进行无量纲化，其表达式如下： 

air ref

c c

CU H
K

S A


                                                  （17） 

其中C 表示从 FLUENT 模拟中获取的污染物的质量分数；Uref（m/s）是参

考高度处的风速；H 建筑物高度,Sc 表示总的污染物源散发强度,单位 kg/(m³.s)；

Ac（m2）是污染物的控制面积。对污染物浓度无量纲化，目的是有效规避源强大

小以及街道几何尺寸等因素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街谷内污染物平均浓度计算公式： 

iC dS
C

S







                                                     （18） 

其中 iC 表示第 i 个网格中 CO 平均质量分数；表示目标街谷的计算域；S

表示目标街谷的控制面积。 

4.1街谷几何形状的影响 

图 4 表明，街谷形状的改变引起了流场和污染物分布的显著变化。（1）上阶

型街谷，在街谷内形成一个顺时针主涡，它由于背风侧建筑较矮，使得气流沿背

风侧建筑流出街谷，与上个相邻街谷内的空气相互作用，在背风侧建筑屋顶处形

成一个小涡。其污染物主要聚集在背风侧近地面处和建筑表面附近和屋顶处。迎

风侧建筑附近包括右侧人行道处，污染物的浓度与背景浓度一致。（2）对称型街

谷，街谷内部是一个完全封闭的顺时针主涡。背风侧污染物的浓度大于迎风侧，

污染物对背风侧建筑的影响局限在临街立面，没有波及屋顶。迎风侧建筑附近及

近地面处污染物浓度略高于背景浓度。（3）下阶型街谷以下风侧建筑屋顶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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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上下两个方向相反的涡，下部的涡呈逆时针，上部涡呈顺时针，涡延伸至迎

风侧建筑屋顶。此时污染物集中分布在迎风侧建筑附近，由于上部涡的抑制作用，

街谷内污染物大部分集中在街谷的右下部，背风侧建筑物附近的浓度分布出现分

层现象，下半部分浓度是上半部分浓度的近两倍。通过比较三种街谷的无量纲浓

度的最大值，上阶型街谷最小，下阶型街谷约是其它两种的 2 倍，这表明下阶型

街谷对污染物的扩散与稀释是极为不利的。上阶型街谷有助于污染物的扩散。 

接下来，将应用场协同理论揭示污染物扩散情况的规律，污染物在空气中的

扩散实质上是对流传质的过程，基于此，在街道峡谷这一区域中引入对流传质场

协同理论。理论推导出的无量纲关系式表明，对于同一种物质，相同扩散工况，

其物性是不变的，即传质扩散系数和运动粘度为常数，对流传质效果不仅取决于

速度矢量和浓度梯度矢量的大小，还与两矢量的夹角相关。对于此三种街谷类型，

控制参考风速一致，均为 2m/s，雷诺数相同，物性不变，则施密特数相同，最

终，表征对流传质效果好坏的定量参数即为场协同数 Fcm。 

图 5 对比了三种街谷内场协同数以及街谷内平均浓度的大小。结果表明，场

协同数越大，即街谷内速度场与浓度梯度场的协同性越好，在其他条件一定时，

对流传质扩散效果也越好。从而，街谷内平均浓度越小。利用对流传质理论从定

量角度分析不同几何形状的街谷内污染物扩散特征的本质规律，明确体现了三种

街谷形状污染物扩散的优劣性：上阶型街谷>对称型街谷>下阶型街谷。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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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                  （f） 

 
图 4 三种街谷流场及无量纲浓度图 

 

 
图 5 场协同数、平均浓度对比柱状图 

 
4.2 环境风速的影响 

根据文献[19]可知，街谷内空气质量的恶化通常发生在临近气流垂直或平行

于街谷时，为了将模型简化为二维，节省计算资源，本文研究环境风向垂直于街

谷的情况，因为风速对街峡谷内的流动结构和污染物扩散的影响是明显的。设置

了 5 种来流风速即参考风速分别为 1m/s，2m/s，3m/s，4m/s，5m/s 来表示弱风，

微风，小风速，中风速，大风速 5 种情况。 

 

（a）                                   （b） 
图 6  舍伍德数、平均浓度随风速变化曲线图 

1 2 3 4 5
0

5

10

15

20

25

30

35

S
h
 (1

0^
4)

参考风速（m/s）

 上阶型街谷
 对称型街谷
 下阶型街谷

1 2 3 4 5
0

5

10

15

20

25

平
均

浓
度

（
10

^-
7）

参考风速（m/s）

 上阶型街谷
 对称型街谷
 下阶型街谷

-216-

2019年可持续建筑环境深圳地区会议论文集 www.sbe19shenzhen.com



 
 

 
此时，风速不同，雷诺数不同，场协同数无法代表对流传质扩散效果，因此

比较了舍伍德数与平均浓度随风速的变化。图 6 表明，随着风速的增加，每种街

谷形状污染物的扩散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街谷内污染物平均浓度都随风速

的提高逐渐下降，舍伍德数都随风速的提高逐渐增大，再一次印证了街谷内污染

物浓度与表征街谷内污染物传质效果的无量纲数的对应关系。对于上阶型街谷，

舍伍德数值最大，体现了上阶型街谷的结构优势，增长速率最大。雷诺数的增长

与场协同数的增长两者共同作用，引起舍伍德数的增长。风速增长一致，而不同

的增长速率体现了对于不同的街谷形状，风速对于街谷内速度与浓度梯度两矢量

的协同性改善的效果不同。表现为：上阶型>对称型>下阶型。图 6（b）表明下

阶型街谷街谷内平均浓度下降速率最快,这是因为下阶型街谷，污染物分布最均

匀，风速的改变，引起对流传质扩散效果的改善的作用区域最大，使得整个街谷

内平均浓度下降最快。另外，随着风速逐渐增加，街谷内平均浓度的下降速率逐

渐降低。说明风速增大到一定程度，风速对污染物平均浓度的下降的影响逐渐减

小。 

5 结论 

基于对流传质与对流传热的相似性，将对流传热强化理论中的场协同理论推

广至街谷污染物扩散的对流传质场协同理论中，通过对不同街谷形状，不同风速

下的场协同角、场协同数、舍伍德数的比较分析。揭示了表征对流传质强弱的舍

伍德数与街谷内污染物平均浓度的关系。证明了对流传质场协同理论在评估街道

峡谷中污染物扩散效果的可靠性。结论总结如下： 

（1）利用对流传质场协同理论可以定量评估街谷内污染物稀释效果，对于

垂直于街谷风向，风速越大，舍伍德数越大，街谷内污染物浓度越小，越利于街

谷内污染物的扩散，但是风速对不同街谷形状内污染物的稀释影响作用不同，表

现为上阶型街谷>对称型街谷>下阶型街谷。 

（2）在同一风速下，由于物性不变，雷诺数不变，场协同数可用来评估对

流传质效果，场协同数越大，街谷内平均浓度越小，上阶型街谷有利于污染物向

上风侧相邻街谷扩散，稀释效果最佳；下阶型街谷污染物大量聚集于迎风侧。街

谷内污染物浓度远高于其他两种街谷，街谷内环境最差。 

-217-

2019年可持续建筑环境深圳地区会议论文集 www.sbe19shenzhen.com



 
 

参考文献 

[1] Yazid, A.W.M., et al., A review on the flow structure and pollutant dispersion in urban 

street canyons for urban planning strategies. Simulation, 2014. 90(8): p. 892-916. 

[2] Zhong, J., X.-M. Cai, and W.J. Bloss, Modelling the dispersion and transport of reactive 

pollutants in a deep urban street canyon: Using large-eddy simula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15. 200: p. 42-52. 

[3] Su, J., et al., Effects of real trees and their structure on pollutant dispersion and flow field 

in an idealized street canyon. Atmospheric Pollution Research, 2019. 10(6): p. 

1699-1710. 

[4] Wang, Q., et al., Effect of moving vehicles on pollutant dispersion in street canyon by 

using dynamic mesh updating method. Journal of Wind 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Aerodynamics, 2019. 187: p. 15-25. 

[5] Dou, H., et al.,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pollutant dispersion characteristics in a 

three-dimensional urban traffic system. Atmospheric Pollution Research, 2018. 9(4): p. 

735-746. 

[6] Montazeri, H.,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study on natural ventilation performance of 

various multi-opening wind catchers.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2011. 46(2): p. 370-378. 

[7] Chew, L., N. Nazarian, and L. Norford, Pedestrian-Level Urban Wind Flow Enhancement 

with Wind Catchers. Atmosphere, 2017. 8(12): p. 159. 

[8] Guo, Z., D. Li, and B. Wang, A novel concept for convective heat transfer enhanc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1998. 41(14): p. 2221-2225. 

[9]   韩光泽, 华贲, 魏耀东, 传递过程强化的新途径——场协同。自然杂志, 2002(05): p. 

273-277. 

[10] ZhiChun, HUANG, and SuYi, Physical quantity synergy in the field of turbulent heat 

transfer and its analysis for heat transfer enhancement. Science Bulletin, 2010. 55(23): p. 

2589-2597. 

[11]   Zeng, M. and W.-Q. Tao, Numerical verification of the field synergy principle for turbulent 

flow. Journal of Enhanced Heat Transfer, 2004. 11(4). 

[12] Liu, W., Z.C. Liu, and S.Y. Huang, Physical quantity synergy in the field of turbulent heat 

transfer and its analysis for heat transfer enhancement.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10. 

-218-

2019年可持续建筑环境深圳地区会议论文集 www.sbe19shenzhen.com



 
 

55(23): p. 2589-2597. 

[13]  Chen, Q., J. Ren, and Z. Guo, Field synergy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of decontamination 

ventilation desig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2008. 51(3-4): p. 

873-881. 

[14] Rajapaksha, I., H. Nagai, and M. Okumiya, A ventilated courtyard as a passive cooling 

strategy in the warm humid tropics. Renewable Energy, 2003. 28(11): p. 1755-1778. 

[15] Leung, K.K., et al., On the study of ventilation and pollutant removal over idealized 

two-dimensional urban street canyons. Building Simulation, 2012. 5(4): p. 359-369. 

[16] Blocken, B., et al., Numerical evaluation of pollutant dispersion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 

Comparisons between models and experiments. Journal of Wind 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Aerodynamics, 2008. 96(10-11): p. 1817-1831. 

[17] Nazridoust, K. and G. Ahmadi, Airflow and pollutant transport in street canyons. Journal 

of Wind 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Aerodynamics, 2006. 94(6): p. 491-522. 

[18] Hefny, M.M. and R. Ooka, CFD analysis of pollutant dispersion around buildings: Effect 

of cell geometry.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2009. 44(8): p. 1699-1706. 

[19] Blocken, B., et al., Application of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in building performance 

simulation for the outdoor environment: an overview. Journal of Building Performance 

Simulation, 2011. 4(2): p. 157-184. 

 
 

-219-

2019年可持续建筑环境深圳地区会议论文集 www.sbe19shenzhen.com



华南地区室外不同绿化方案对学生公寓采光和微气候的 

模拟研究 

——以深圳大学学生公寓为例 

 

董佩承
1，2 

 吴向阳
1,2* 

 许锦圻
1,2
 

（1.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深圳 518060； 

2.深圳市建筑环境优化设计研究重点实验室，深圳 518060；*通讯作者） 

 

摘要：室外绿化在学生公寓的室外环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室外绿化既能给人们带来舒适的

感受，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建筑微气候：另一方面距离建筑过近的高大树木会影响建筑采

光，导致室内过暗。本文主要通过照度计、风速仪、室内热环境与空气质量测试仪进行实测，

运用 Envi-met 软件对室外不同的绿化改造方案进行模拟。以树木树冠与建筑外立面的距离

为自变量，以测点的风速、空气温度、相对湿度、照度为因变量，探讨树木满足建筑采光的

合适距离以及该距离下其它因变量的变化，并以此作为现有绿化方案的改进参考。结果表明

树木树冠距与建筑外立面的距离为 4m 时能满足室内的采光需求，此时各层的平均照度、平

均风速有较大的提升，平均温度、平均相对湿度相比原来绿化方案变化不大。此结果也可以

为具有相似情况的景观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学生公寓，软件模拟，建筑采光，建筑微气候，室外绿化 

 

1 引言 

学生公寓是学生校园生活的重要场所，天然光环境是学生公寓物理环境的重

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天然光环境可以使人心情舒畅，有助于人们保持健康，还可

以很大程度上降低建筑能耗。此外，光还具有诱导重置生物钟的作用。[1]影响室

内采光的因素主要有建筑设计和室外环境两个因素：建筑设计的影响因素主要是

采光口的形式；室外环境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室外遮挡物如建筑、室外绿化等。[2]

现在关于采光优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运用软件模拟对采光口和室外建筑物

的优化研究，进而改善室内采光。倪绍敏利用 Ecotect对大学公寓的采光不利点

进行了模拟优化[3]。赵华利用 Radiance 软件模拟分析反光板、百叶式遮光板、

百叶遮光帘、遮阳导光幕系统对室内采光的优化效果[4]。李天骄利用 DAYSIM 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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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进行天然采光模拟分析，提高了生活单元的天然光环境品质[5]。各种光环境分

析软件的优点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还是研究采光口和室外建筑物对室内采光的

影响，在室外绿化影响室内采光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室外绿化对建筑微气候的

调节却起着积极的作用，在夏季高温天气里,植物群落可显著降低空气温度和光

照强度,提高相对湿度。[6]但是，如果在离建筑的不远处种植高大的树木，树木

的遮光将严重地影响室内采光。本研究以深圳大学学生公寓海棠阁及其北面庭院

为例，使用 Envi-met 软件模拟室外绿化对采光、通风、温度、湿度的影响，并

预设多个室外绿化方案进行对比分析，为深圳大学学生公寓现存的室外绿化影响

室内采光问题建议，为有类似情况的景观设计提供参考。 

2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选取深圳大学海棠阁及其北面庭院。研究的核心区面积约 1500㎡，

如图 1 中的红色线范围内。需要考虑周边的建模范围为 100m×100m 的正方形区

域。海棠阁和疏影阁实为一栋建筑，北侧建筑为海棠阁。疏影阁与本次研究无关，

因此不纳入研究范围。海棠阁高 8层，高度约 28m，北部与文杏阁之间有室外庭

院。庭院内主要有乔木、灌木、草坪。在庭院的东侧有数棵高大的人面子树和樟

树，由于距离海棠阁过近，已经贴在建筑外立面上，严重地影响了建筑的室内的

采光，如图 2。 

     
图 1 研究区域                  图 2 室外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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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  

图 3 研究逻辑图             图 4 海棠阁局部剖面图 
 

 
图 5 海棠阁标准层平面 

 

图 6 房间平、剖面图 

3.1实地测量 

海棠阁已经建成使用，其室内主要为单侧采光，室内的采光效果主要受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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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进深、采光口大小、室外遮挡物。实地照度测量选择了图 5中红色线范围

内分别处于 2、5、8 层的房间进行测量。房间内测点的位置如图 6 所示。采用

TES-1339R 照度仪、TES-1340 风速仪、JT-IAQ 系列室内热环境与空气质量测试

仪对测点的照度、风速、温空气度、相对湿度进行了测量。 

3.2 Envi-met软件模拟 

Envi-met 是一款微气候的模拟软件，由德国波鸿大学于 1998 年开发。[7]本

次研究所使用的软件版本为 Envi-met V4。[8]本次研究的核心区域面积约 1000

㎡，为使模拟的准确性更高，建模尺寸扩大到 180m×180m。目前有较多的研究

表明，Envi-met 能较准确地模拟建筑微气候，能提供温度、湿度、风环境、太

阳辐射等多种模拟结果[9][10][11]。Envi-met只给出了太阳辐射并没有照度，而实地

测量得到的是照度，因此需要把太阳辐射转换为照度，太阳辐射与照度的换算参

考了张艳玲的研究[12]。 

通过 Envi-met 模拟建筑外部的环境，进而对室外绿化进行评价。软件模拟

的测点位于海棠阁右上方，见图 1 的测点处，平面上对应图 6 的 S0。各层测点

由下至上为 1~8，如图 4所示。测点位于树木群组中部，此处树木对建筑影响最

大。在建筑的每一层设置一个点，可以了解室外绿化对不同楼层的影响情况。由

于 Envi-met 建模网格大小为 2m，测点间距为 2m 的倍数，因此各层测点与该层

窗户的相对位置不尽相同。各层测点的位置尽量靠近窗户，以减少误差。 

通过不同的绿化方案的对比，可以得出树木树冠边缘与建筑外立面的合适距

离。通过不同日期的模拟，研究树木树冠边缘与建筑外立面的合适距离是否受到

太阳高度角的影响。由于不同日期的日照时数不同，因而采用太阳高度角最高的

中午十二时作为模拟结果对比时间。 

3.2.1 参数设置 

地点/经纬度 深圳/N22.55, E114.07 

网格大小/分辨率 96*96*50/2m 

模拟日期 
2018.11.22 

(冬至) 

2019.9.30 

（实测日期） 

2019.6.21 

（夏至） 

模拟时间 11:00~12:00 

温度[13] 19~26℃ 27~34℃ 29~32℃ 

风速[13] 3.2m/s 3.2m/s 3.3m/s 

风向[13] 东北 西北 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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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系数 0.85 

灌木[16]Simple Plan 

LAD 1~10 依次为 0.060、0.060、0.150、0.320、 

0.480、0.690、0.980、1.210、0.890 和 0.120，根

深 1m，RAD均为 0.1，高度为 2m 

乔木[16]Simple Plan 

LAD 1~10 依次为 0.075、0.075、0.075、0.075、0.250、

1.150、1.060、1.050、0.920 和 0，根深 2m，RAD

均为 0.1，高度为 10m 

樟树（乔木）[14] 高 25m、宽 15m、LAI 3.26 

人面子树（乔木）[14] 高 16m、宽 10m、LAI 2.08 

其它参数采用默认值 

表 1 Envi-met软件模拟参数设置 

3.2.2 室外绿化模型设计： 

现有绿化的采光问题主要由靠近建筑的高大树木造成，集中在庭院的右侧。

按改造难易度由简单到复杂设计模型 C、D、E。此外设置一个没有树木的模型作

为对照组（模型 A），以及一个现有绿化布置的模型（模型 B）。模型 C 把贴在

建筑外立面一侧的乔木换为灌木，此时庭院西部树冠距离建筑立面的距离为 2m。

模型 D与模型 E通过增加树木树冠与建筑外立面的距离，探寻树冠与建筑外立面

的最佳距离，以避免建筑的采光困难。模型 D的树木树冠距离建筑立面的距离为

4m，模型 E 的树木树冠距离建筑立面的距离为 6m。模型 A、B、C、D、E 的绿化

率相同，作为对照组的模型 A 只有草坪，模型 B、C、D、E 均由草坪、乔木、灌

木构成。樟树和人面子树对测点的影响最大，因此采用 3D 植物，其他植物为简

单植物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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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A：无树木，庭院

内只有草坪 

模型 B：现有的绿化布

置。 

 

 
模型 C：把贴在建筑外立面一侧的乔木

换为灌木。此时庭院右侧树木树冠边缘

距离建筑外立面为 2m。 

  
模型 D：树木树冠边缘

距离建筑外立面为 4m。 

模型 E：树木树冠边缘

距离建筑外立面为 6m。 

表 2 绿化模型 

4 调查数据分析 

楼层 S3照度

(lux) 

S2照度

(lux) 

S1照度

(lux) 

S0(lux) 空气温

度(℃) 

相对湿

度(%) 

风速

(m/s) 

8层 1465 3262 5890 16030 29.4 65.4 0.67 

5层 492 1305 2915 14270 31.4 63.4 1.93 

2层 178 942 1983 4500 31.6 58.5 0.54 

表 3 实地测量数据 

根据《建筑采光设计标准》，室内的照度不应少于 300lux[15]。现场的调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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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5层的实测房间中照度较好，根据该房间的照度数据按比例减少可以推断出，

当房间的室外照度达到约 8700lux 的时候，室内的采光可满足使用要求，能使

S3处测点照度达到 300lux。因此将 8700lux作为参考照度值。 

5 模拟分析结果 

5.1实测数据与模拟数据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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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实测数据与模拟数据的对比分析 

由图 7可知，空气湿度的模拟值与实测值有较高的吻合度，实测值略高于模

拟值。照度的模拟值与实测值在 5、8层的有较高的吻合度，2层的吻合度较低

推测是由树木的建模误差产生。空气温度的模拟值与实测值在建筑的 2层有较高

的吻合度，在 3、5层的吻合度较低相差约 1℃，误差并不大。在对风速的模拟

方面，由于模型本身模糊了一些环境影响的偶然性，相对于复杂的城市环境来说，

风环境的模拟较稳定，而实测过程中，风速瞬时变化大，ENVI-met不能模拟逐

时动态风速，因此风速模拟上误差可能会较大[16]。总体来看，本次模拟能较好地

反映实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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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绿化模型的模拟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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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模型 A与模型 B的比较分析 

通过比较两组模型的风速、空气温度、相对湿度、照度，可以发现栽种树木

后，无论是模型 A或是模型 B，风速均随着楼层高度的增加而增加。由于树木的

影响，模型 A的平均风速明显要比模型 B要大。8层的室外没有树木，模型 A和

模型 B的风速在该位置最为接近，但模型 B的 8层风速仍然低于模型 A的 8层风

速，表明树木在该位置依然会影响风速。从模型 A、模型 B的空气温度对比可以

看出，随着楼层的高度增加，空气温度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模型 B的空气温度

整体都低于模型 A，并且模型 B 的 8 层仍然收到绿化的影响而降温。从模型 A、

模型 B的空气湿度对比可以看出，植物对空气的增湿效果非常明显。模型 A的空

气湿度随楼层高度的增加而呈现出明显的线性下降，模型 B的空气湿度在楼层中

部达到最大值，推测是由于树冠在此处宽度最大而造成的。从模型 A、模型 B的

照度对比可以看出，模型 A的照度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照度随着楼层的上升而上

升。模型 B的照度在建筑的 2 层到 5层处非常低，这是由于树木已经贴在建筑的

外立面上，室内只能透过树叶间隙获得少量的光照。在建筑的 5层往上，由于树

木的树冠开始缩小，因此照度开始提高，建筑在 7层以上照度才能满足室内的采

光需求。 

通过模型 A与模型 B的分析可知，室外的树木有明显的降温增湿功能，但另

一方面对风速的影响较大，并且最重要的是现有的室外绿化情况已经严重影响到

室内采光。 

5.3 模型 B与模型 C的比较分析 

从模型 B、模型 C 的风速对比可以看出，模型 C 的风速在建筑的 1~2 层有了

较大的提升，但模型 C的风速在 3~8层较模型 B的风速变化不大。从模型 B、模

型 C的空气温度对比可以看出，模型 C空气温度总体高于模型 B，空气温度变化

的总体趋势依然是随着层数的增加而降低，并且模型 C在 1~4 层的空气温度提升

较 5~8层要明显。从模型 B与模型 C的相对湿度对比可以看出，模型 B的相对湿

度整体上要高于模型 C，模型 C 相对湿度在 1~4 层下降较为明显。从模型 B、模

型 C的照度对比可以看出，模型 C的照度在建筑的 1~3层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但没能达到参考照度值，模型 C的照度在 3~8层对比模型 B变化不大。 

通过模型 B、模型 C 的对比可以看出，把贴在建筑外立面的乔木换为低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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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木，并不能很好地改善各层的采光。对风速、空气温度、相对湿度、照度的影

响主要局限在建筑的 1~4层。 

5.4 模型 C与模型 D、模型 E的比较分析 

通过模型 C 和模型 D、模型 E 的风速对比可以看出，随着树木树冠与建筑外

立面距离的增加，模型 D、模型 E测点的风速比起模型 C均有了较大的提高。模

型 E的风速维持在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并且模型 E风速总体上比没有栽种树木的

模型 A要高。从模型 C与模型 D、模型 E的空气温度对比可以看出，模型 D与模

型 E各层的空气温度相差较少，各测点温度均比模型 C要高。从模型 C与模型 D、

模型 E相对湿度对比可以看出，相对湿度随着树木树冠与建筑外立面距离的增加

而降低。模型 C在 3~5层的相对湿度最高，推测是树冠的影响，而模型 D、模型

E 并没有这种情况。从模型 C 与模型 D、模型 E 的照度对比可以看出，模型 E 各

层测点照度略高于模型 D，模型 D和模型 E各层照度对比模型 C均有较大的提升，

模型 D的各层照度已经达到了参考照度值。可以得出结论：当树木树冠与建筑外

立面距离为 4m时，各层测点照度均大于 8700lux，可使室内满足采光要求。 

5.5不同日期的照度模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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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日期的照度模拟对比 

通过对冬至日和夏至日两个不同日期的模拟可以看出，由于深圳位于北半球

的北回归线以南，夏至日正午时分各层测点均能受到太阳的直射，因此照度很高。

无论时冬至日还是夏至日，当树木树冠与建筑外立面距离间距为 4m 时，各层测

点照度均大于 8700lux，可知太阳高度角的并不是该模拟的主要变量。树木树冠

与建筑外立面的合适距离并不受限与太阳高度角的影响。 

6 结论与讨论 

1.通过对海棠阁及其室外绿化的模拟，要满足室内采光，树木树冠与建筑外

立面的距离需要大于 4m。但继续增加树木树冠与建筑外立面距离会占用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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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和增加室内空气温度，因此树木树冠与建筑外立面的合适距离为 4m。当树

木树冠与建筑外立面的距离为 4m时，对比现有绿化方案，各层平均风速增加了

68.79%，各层平均空气温度增加了 1.55%，各层平均相对湿度减少了 5.55%，各

层平均照度增加了 32.55%。总体看来照度和风速有较大的提高，相对湿度和空

气温度的变化不大。建议把贴近建筑外立面的乔木更换为不影响采光的低矮灌

木。对于庭院右侧中部的高大乔木，应该定期进行修剪，保持其与建筑外立面的

间距为 4m左右。此外在今后的景观设计中，建议在设计初期就考虑日后树木长

成后的大小，合理选择树木的种类并把树木布置在合适的位置，确保树木长成后

也能保持与建筑合适的距离，避免影响建筑的采光，如表 2的模型 D。 

2. 根据王婷[16]的研究，乔木和灌木均能起到降低空气温度和增加相对湿度

的作用。在海棠阁的室外绿化中，庭院中部绿地因为有蓄水罐的存在，难以栽种

更多的植物，建议维持现状。在庭院的西侧有少量的乔木，

因此可以增加乔木的数量以降低空气温度和增加相对湿度。

在庭院的东侧，乔木的栽种密度已经非常大，没有空间可以

种植更多的乔木，可以在庭院乔木下方增加灌木的数量以降

低空气温度和增加相对湿度，如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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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绿化对室外热环境的影响机制和效益评估方法研究 

 

董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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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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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静

2
 

（1.同济大学，上海 200092；2.冠茵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200092） 

 

摘要：基于 Citespace 文献计量方法对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的文献进行研究，将立体绿

化对室外热环境的影响机制和效益评估方法进行了具体阐述。针对立体绿化的物理热环境评

估指标缺乏系统性的问题，梳理了立体绿化对室外热环境的影响机制和评估方法，主要聚焦

于室外热环境的表征因子，立体绿化影响因子以及其对应的评估工具，总结目前国内外立体

绿化对热环境研究中各类影响指标的相互关系。并对可持续建筑环境的未来提出展望。 

关键词：立体绿化、室外热环境、效益评估、影响机制、Citespace 

 

1 概述 

随着城市快速扩张，人口大量聚集必然伴随城市建设区迅速扩张，改变地表

热量平衡，大多数城市只有不到 10%的土地总面积作为绿色空间[1]，将立体绿化

与建筑绿色表皮结合，是存量时期快速增加绿化面积最为经济有效的新型技术和

被动式节能策略，广泛被运用于高密度人居环境中。立体绿化营造的热环境是其

生态效益的重要方面，关乎局地微气候和空间使用者的舒适感受。由于室外环境

难以人工控制，立体绿化的热环境效益研究大多为中微观尺度。本文采用

Citespace可视化文献研究的方法对立体绿化的热环境效益进行梳理综述，发现

目前立体绿化对室外热环境使用的评价指标各不相同，本文总结立体绿化自身影

响因子和室外热环境指标间的相互关系，并对其中最为常用的综合指标展开具体

评估方法的描述。 

2 国内外立体绿化对热环境效益研究进展 

2.1研究资料来源 

文献数据来源采用 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检索。ISI Web of Science 是

全球最大、覆盖学科最多的综合性学术信息资源，收录了多个研究领域的 SCI、

SSCI、AHCI 多种核心学术期刊，具有质量高、数量大、资料信息齐全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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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跨度选择 1998-2019年，英文文献检索以“Verticalgreening”、“green roof”、

“green wall”为标题，“thermal environment”、“microclimate”为主题词进

行模糊检索，过滤与目标内容有偏差的文献，筛选与目标内容相关度高的文献，

再对收集文献中的参考文献进行二次追溯检索。共收集到有效文献 280篇。借助

陈朝美博士[2]开发的 Citespace 文献计量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图谱可视化分析。 

2.2立体绿化对热环境的研究历程 

纵向来看，在 21 世纪前后国内外对立体绿化的热环境效益研究发表的文献

数量较少，此后到 2011年相关研究文献数量增长都极为缓慢，而近 10 年来文献

数量日益增加。可以推断其原因是立体绿化对热环境的研究随着城市化进程带来

环境恶化的负面影响而推进，其二是随着新的研究工具和技术手段的应用使得立

体绿化绿化在热环境的表现更易观测和量化。 

 

图 1.各年立体绿化在热环境领域发表文献数量 

横向来看，在 WOS来源文献中设置节点

类型为国家进行 Citespace的引文年环分析，

其中中心性大于 0.1 的国家用紫圈表示，中

心性越高表示被引程度越高。发文数量前三

的国家分别是：中国 51篇（占 18.2%，中心

性 0.11）、美国 37篇（占 13.2%，中心性 0.81）

和意大利 28 篇（占 10%，中心性 0.12 ）。
图 2. Citespace 国家引文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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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国家对立体绿化热环境效益贡献了检索范围中大多数文献，这些国家都面

临着人地关系紧张，生态问题突出的问题，是主要研究力量。 

在检索文献具体聚焦的领域，对收集的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聚类分析

是基于事物及其属性相似性的一种事物分类方法，各聚类按照关键词首次出现的

年份在时间轴内展开，由此可知每个聚类里关键词的发展情况。Citespace将所

有文献的关键词分为 7 个聚类，出现频次依次为热舒适、绿色植被、衰减系数、

反射材料、绿色空间、蓝星花、绿化特性。可见热舒适是立体绿化对热环境的影

响中关注最大的效益，热舒适聚类中，出现最早的关键词为“模型”、“微气候”、

“区域”，出现最多的关键词为“绿色基础设施”、“微气候”；而绿色植被是出现

时间最早的聚类，“植物”和“光”是立体绿化对热环境效益最早被关注到的对

象；衰减系数聚类内“屋顶绿化”和“涂层”是最早被研究，“城市热岛效应”

出现频次最多，除了前三个聚类外，关乎立体绿化下垫面的“反射材料”、不同

尺度的“绿色空间”、作为常见屋顶绿化植物的“蓝星花”和 “绿化特性”也是

文献中所关注的大方面。 

 

 

总体来说，立体绿化的特征因子和热环境表征因子是构成此问题研究的两大

基础。虽然总体研究历程并不长，但由于热环境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相对完善，

立体绿化对室外的热环境效益研究也有方法可依，现今面临的困难是室外热环境

图 3. 关键词聚类时间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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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杂乱，各家学者使用不同的评价指标，到目前未形成统一通用的衡量标准和

评价方法，且针对立体绿化的研究尚在实验阶段，研究成果如何转化为城市规划

和建筑设计中的实际应用还有待深化。 

3 立体绿化对室外热环境的影响机制 

立体绿化区别于地面绿化对热环境的影响在于，立体绿化依托建筑表皮空间

存在，可忽略城市下垫面的热传导，但受空间三维影响更大。本文不考虑与建筑

室内的热交换，立体绿化对室外热环境的影响主要分立体绿化的影响因子和热环

境的表征因子来阐述其运行机制和评价方法。 

3.1立体绿化对热环境的影响因子 

立体绿化运用园林技术种植绿化形成建筑绿色表皮以改善城市热环境。对立

体绿化分类的方式有很多种，主流的分类是根据其所处的建筑空间位置分为屋顶

绿化、墙面绿化和阳台绿化三类。单类的立体绿化影响因子大致相同，可归纳为

植物特性和空间特性。 

3.1.1 植物特性 

a)叶面积指数 LAI 

立体绿化所选择的植物种类对热环境的影响大相径庭，但最常见的指标为叶

面积指数 LAI。叶面积指数 LAI是指植物植株所有叶片单面面积总和与植株所占

的土地面积的比值，可以反映冠层结构的变化。在植物生长模式中，根据 Monsi

和 Saeki提出的冠层辐射衰减理论[3]，冠层叶子吸收的太阳辐射是控制光合作用

和蒸腾的主要因素。叶面积密度 LAD是植株某一高度单位立方米空气中的叶片总

面积。由于实测较为麻烦，国内外学者通过各种实验得出测算 LAI值的方法。Meir

等人通过通过摄像进行数据统计[4]、Ross等人确立茎高和叶面积分布关系来计算

[5]、Stadt 测量植株各个髙度通过叶片缝隙的光通量来计算[6]。Laliche[7]提出了

更为简单的方法，只需输入植株髙度(h)、最大 LAD值𝐿𝑚及其所在高度𝑧𝑚便可计

算 LAI,𝐿𝑚的值可以通过查阅资料直接获取: 

LAI= 𝐿 𝑧 𝑑𝑧 =
ℎ

0
 𝐿𝑚  

ℎ−𝑧𝑚

ℎ−𝑧
 
𝑛

exp([𝑛(1−
ℎ−𝑧𝑚

ℎ−𝑧
)])𝑑𝑧

ℎ

0
（1） 

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现已有叶面积指数仪可以直接获取 LAI读数，如由美

国 LI-COR 公司开发的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推出的 LAI2200;英国 Del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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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s 公司生产的 Sunscan；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陈镜明教授研制的 TRAC1，

都可快速方便地直接获得叶面积指数指标。 

林波荣[8]在其博士论文中通过软件模拟得到在总绿量相等的情况下，叶面积

密度越平均，水平区域面积越大，则绿化对热环境的改善效果越好的结论；

Ali-Toudert
[9]用 Envi-met微气候软件模拟了树的叶面积指数对街谷热舒适的影

响，研究表明树的密度（LAD、LAI）和形态大小是决定树木能否有效改善热环境

的关键变量。Wong NH[10]通过测试屋顶绿化的传热的实验发现，植物的遮阴可以

给混凝土的屋顶表面带来至少 3.0℃的降温，而且具有较厚叶片和较高叶面积指

数(LAI)的植物所带来的降温效果更为明显。 

b)植物蒸散率 

植物蒸发量是影响周围空气中平均辐射温度的重要因子，植物蒸散发的测量

可以通过水文方法准确测量，因为水分损失可直接称重，使用测压元件可以获得

较高的精度。在 Tan C L 等人[11]的研究中，植物的蒸发蒸腾速率通过用测压计测

量水分损失获取。他们在屋顶绿化旁放置测压原件，每 20 秒测量一次测压元件

的重量。数据处理时间为 1分钟。植物蒸散率的公式如下： 

ET=（
𝑊𝑎−𝑊𝑏

10𝑚𝑖𝑛𝑢𝑡𝑒𝑠
∗

1

𝐴𝑃𝑙𝑜𝑡
）（2） 

ET:植物蒸散率；𝑊𝑎：测压原件在 5分钟前的重量；𝑊𝑏：测压原件 5分钟后

的重量；𝐴𝑃𝑙𝑜𝑡 :占地面积 

c)灌木反照率 

入射到植物表面的太阳辐射可以被植物吸收、反射或透射。灌木表面反射辐

射与入射辐射的比值称为灌木反照率，是植物的吸热性能的指标。在 Tan C L

等人[11]的研究中，使用了辐射计来测量辐射量。一个辐射计指向天空以测量全球

太阳辐射，随后的辐射计指向灌木以测量反射辐射。温度计设置在距灌木冠层

0.5米以内。 

值得指出的是，不同植物表现出明显不同程度的冷却潜力，但高 LAI值的植

物并不总能提供最大的冷却效果，植物的叶片反射率和蒸散率都会影响其整体的

降温潜力[12]。在选择植物的过程中，要将植物的冷却潜力综合考虑而不是单纯考

虑植物地单一性征。 

                                                             
1
农业仪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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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空间特性 

立体绿化所处环境的建筑组合和朝向不同，热效应也相应改变。杨俊宴[13]

总结了城市热环境研究中所应考虑的空间指标如表 1。立体绿化对热环境的表现

性能受空间环境影响较大。 

表 1.杨俊宴[13]总结城市热环境研究中采用的各种指标 

类别 指标 

建筑组合 建筑朝向、围合式、行列式、散点式、随机或混合式、紧凑与开

敞、不同高度建筑的组合 

空间形态 建筑密度、容积率、街道宽高比、平均高度、粗糙度、天空可视

度、数目可视度、阴影系数、围合数 

其他 人口规模、距冷热源的距离 

林波荣[8]在博士论文中指出，在不同朝向的建筑中，绿化对热环境的改善效

果不同，取决于有效遮阳的绿量。Taleghani[14]等人将荷兰典型住宅分为独栋建

筑、线型建筑和闭合式建筑等三种类型，通过软件模拟显示，独栋建筑经历长时

间太阳辐射后，是三种类型中热舒适最差的空间。Ali-Toudert[9]等人研究发现，

相对于 N-S和 E-W走向街道，NE-SW和 NW-SE 走向街道因兼顾增大夏季因应覆盖

面积和提高冬季接收太阳辐射量，对全年热舒适度改善效果更好。 

同样地，立体绿化所处的空间形态的不同致使建筑密度、天空可视度、街道

宽高比的变化对风热环境有较大影响。Morakinyo 等人[15]用软件模拟得出同样宽

高比的街道峡谷，绿化对更深的街道热改善效应更好和绿化改善热舒适的有效性

随着城市密度的增加而降低的结论。何旸[6]等人通过建筑有无绿色表皮的情况下

影响室外环境的 8个因素的参数分析表明，在不同的条件下，建筑绿色表皮对城

市冠层空间的降温作用是不同的，其中建筑密度的影响最为显著。 

3.2 立体绿化对室外热环境影响的表征因子 

3.2.1 单体指标 

热环境显著的单体指标因子包括湿球温度、干球温度、黑球温度、相对湿度、

风速、太阳辐射。文献研究表明立体绿化对单体指标均有显著影响。 

表 2. 室外热环境显著单体指标 

指标名称 描述 

湿球温度 
湿球温度是指对一块空气进行加湿，其饱和（相对湿度

达到 100%）时所达到的温度2 

                                                             
2
牛津天气词典 ISBN 978-0-19-954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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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球温度 
干球温度是指在不受辐射及水分的情形下，温度计直接

暴露在大气中所测量的温度，即空气温度 

黑球温度 

黑球温度也叫实感温度,标志着在辐射热环境中人或物

体受辐射热和对流热综合作用时,以温度表示出来的实

际感觉温度3 

相对湿度 
单位体积空气中，实际水蒸气的分压与相同温度和体积

下水饱和蒸气压的百分比4 

风速 
空气相对于地球某一固定地点的运动速率，会影响人体

的对流散热和人的行动 

太阳辐射 
太阳以电磁波的形式向外传递能量，是热环境的重要组

成部分。 

 

Acero, Juan A[17]等人通过模拟表明，在太阳辐射强烈的日子里，立体绿化

系统对降低温度和风速带来巨大效益。Morakinyo 等人[18]研究表明，占建筑表面

积 30%-50%的墙面绿化可以将香港的日间温度降低 1℃。丁云飞[19]等人采用模拟

证明，与普通建筑相比，采用立体绿化对建筑前广场、草地、河流上方 1.5m 处

温度分别降低了 0.5-2.5℃、0.5-2.0℃、0.5-1.5℃，屋面温度降低 8℃。 

3.2.2 综合指标 

立体绿化的热效应不仅仅只影响到环境单体指标，各类综合指标也是立体绿

化热效应的体现。吴志丰等人[20]指出，构建热舒适度评价指数是判断热环境优劣

的主要方式。通过热环境发展阶段和研究基础，将热舒适度评价分为经验指数和

机理指数。经验指数主要依靠人体在不同环境下感受的统计分析来构建评价指数，

Ali-Toudert[21]指出目前经验热舒适评价指数有 100 多种，但缺乏环境的综合作

用且忽略人体热调节机制；而机理性热舒适从热交换机理上建立了热舒适度评价

指数。 

 

表 3.吴志丰[20]总结的常用热舒适度评价指数 

名称 指标描述 

经 验

指数 

有效温度 

ET° 

通过受试者对不同空气温度、相对湿度、风速环境的主

观反映得出具有相同热感觉的综合指标 

表观温度 

AT 

与真实空气温度、相对湿度和太阳辐射条件所达到的舒

适程度所对应的参照湿度水平下的空气温度值 

风冷指数 

WCI 

基于裸露皮肤的散热率，用于评价风速与空气温度对人

体综合影响的指标。适用于 低温环境热舒适度评价 
                                                             
3
职安健辞典：湿黑球温度，《绿十字》杂志，2008 

4
维基百科 

-237-

2019年可持续建筑环境深圳地区会议论文集 www.sbe19shenzhen.com



湿球黑球温

度 WBGT 

用以评价人体的平均热负荷，单位为℃。采用自然湿球

温度和黑球温度，露天情况下加测空气干球温度 

平均辐射温

度 MRT 

一个假想的等温围合面的表面温度，它与人体间的辐射

换热量等于人体周围实际的非等温围合面与人体间的辐

射换热量。平均辐射温度考虑了风速、气温、长短波辐

射对人体的影响 

机 理

指数 

标准有效温

度 SET 

是在 ET°基础上考虑不同活动水平和衣服热阻得到的指

数 ET°为达到与标准室内环境（RH=50%;𝑇𝑚𝑟𝑡 =𝑇𝑎 ；

v<0.15m·s-1）同等排汗率和体表温度所对应的气温 

 

室外标准有

效 温 度

OUT_SET 

在 SET°基础上考虑太阳辐射强度得到的室外热舒适评

价指数。 

 
预计热舒适

指数 PMV 

代表同一环境中大多数人的平均热舒适程度。通过空气

温度、相对湿度、平均辐射温度及风速等 4 个气象因子

和人体活动的代谢率和衣服热阻来估算 

 
生理等效温

度 PET 

某一室内或室外环境中，人体皮肤温度和体内温度达到

与典型室内环境（𝑇𝑚𝑟𝑡 =𝑇𝑎；vp1=12hPa;v=0.1m·s-1）同

等的热状态所对应的气温。 

 
通用热气候

指数 UTCI 

为 达 到 相 同 舒 适 水 平 的 标 准 室 内 环 境

（RH=50%;𝑇𝑚𝑟𝑡 =𝑇𝑎;v<0.15m·s-1;vp<20hPa）所对应的气

温 

综合文献来看，在立体绿化领域对室外热环境的评价指标最主要和常见的综

合指标有湿球黑球温度、平均辐射温度、生理等效温度等。 

湿球黑球温度是一个环境热应力指数,主要用于评价人体在高温环境下的热

负荷。对于复杂多变的城市户外空间热环境来说，国内外相关学者认为较为实用

的热环境指标应将物理变量和个人变量分开。湿球黑球温度是纯物理的简单的热

应力指标，不包含个人变量，比较符合要求[21]。 

平均辐射温度表示近地表人体所接收到的辐射热量，是研究立体绿化热环境

领域中考虑环境因素对人体感受的综合指标。Liang, Tan Chun等人[23]通过混凝

土墙面和垂直绿墙的对照组实验，相对于混凝土墙，垂直绿墙为离墙距离 0.5m

处的平均辐射温度 MRT数值降低 10.9-12.9℃。 

生理等效温度是评价立体绿化热舒适环境中出现最多的综合指标，结合了人

对空间环境的感知评价。Acero, Juan A[22]通过模拟表明，朝东的立体绿化系统

在中午前后可以降低生理等效温度 PET的值至 4℃，靠近地面的特定地点甚至可

以达到 7℃。魏冬雪[24]整理了不同地区实验结合当地人热感知的 PET 舒适范围，

给出了热舒适值的定量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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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不同地区生理等效温度范围值 

文献 城市 试验地 PET/℃ 

Lin,2009 台湾台中 广场 21.3-28.5 

Lin,et al,2013 台湾嘉义 公园 26-30 

Lai,et al,2014 天津 公园 11-24 

Chen,Wen et al,2015 上海 公园 15-29 

Cohen,et al,2013 特拉维夫 公园 20-25 

Salata,et al,2016 罗马 校园 21-29 

Trindade da Silva and Engel 

deAlvarez,2015 

维多利亚 滨水区 22-30 

Cheng,et al,2012 香港 校园 12-32 

立体绿化的影响因子需要将植物特性结合空间特性综合考虑才能有效进行

室外热环境评估。而室外热环境的表征因子从单一的环境指标发展为结合人体舒

适度考虑的综合指标，是立体绿化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发挥出日益重要影响力的体

现。 

4 立体绿化对室外热环境影响的测量与评估方法 

由于上述常用指标中的平均辐射温度、热舒适度等无法用仪器直接获取数据，

室外热环境的测量方法通常采用现场实测加经验公式、现场实测加数值模拟的方

式获得数据；而评估方面，有学者利用问卷调查收集人为主观感受或进行感知实

验测定人体生理数据进行热环境评估，但样本个体差异会对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影

响较大且干扰因子过多不易操作。目前还未形成通用的广泛接受又简单易算的室

外热环境的评价方法[25]在建成环境学科领域，目前使用最多的方法还是现场采集

相应单项数据后用软件模拟或经验公式来衡量室外热环境的优劣。 

4.1现场实测 

现场实测利用各种气象监测仪器的测量手机现场第一手气象数据，采用的工

具一般有：温湿度记录仪、太阳辐射仪、湿黑球温度测量仪、叶面积指数仪、红

外测温仪、红外热成像仪、风速仪等。数据真实可靠，但缺点费时费力，需要根

据研究目的制定实测计划，把控其他影响因素。 

4.2 经验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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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已推导回归出各综合指标的经验公式，但由于各个实验地区气候

条件不同，使用时需要对公式进行修正。以 Morakinyo【15】在香港进行的实验为

例，MRT公式为： 

MRT=[ 𝑇𝑔 + 273.15 
4
+

1.1∗108𝑣𝑎
0.6

𝜀𝐷0.4
∗  𝑇𝑔 − 𝑇𝑎 ]

0.25（3） 

𝑇𝑔为黑球温度，𝑇𝑎为空气温度，𝑉𝑎风速，D为黑球直径，𝜀为黑球发射率； 

Ashrae在亚特兰大使用的湿黑球温度 WBGT 的公式为：

WBGT=0.7𝑇𝑤+0,2𝑇𝑔+0.1𝑇𝑎（4） 

(𝑇𝑤为湿球温度，𝑇𝑔为黑球温度，𝑇𝑎为干球温度)【26】 

由于舒适度的经验公式随采用指标的不同而改变，由于计算较为复杂，大多

数学者采用热环境软件进行数值模拟来等效换算。 

4.3 数值模拟 

城市微气候的数值模拟方法主要有分布参数法与集总参数法，分布参数法通

过计算流体力学 CFD 的理论对城市微气候热环境的导热、对流和辐射换热效应进

行耦合计算，集总参数法则是一种忽略物体内部热阻的简化算法。【27】 

在风景园林专业，最为常用的模拟软件为德国美茵兹大学教授 Micheal 

Bruse 开发的 Envi-met 软件，由于内置可以修改参数的植物库，能够很好的分

析建筑物单体、地表和植被之间的内在关系。Envi-met 可以输入单体指标后运

算得到综合指标，但人体舒适度指标模拟功能需要付费后使用；Phoneics 是第

一款计算机流体力学 CFD与传热学的商业软件，该功能可以有效输出热环境的单

体指标，且能与 CAD、Sketchup、Gis 等数据对接，但对于复杂植物模型需要现

在别的工具中建模；由德国弗莱堡大学的气象研宄所开发的 Rayman 软件和由瑞

典哥德堡大学城市气候研究中心开发的的 Solweig 软件是基于能量平衡方程模

型的模拟工具，主要用于计算人体舒适度 PET 指标；由华南理工大学开发的 DUTE

工具，内置不同类型的自定义植物供用户使用，也能进行热环境单体和综合指标

输出。室外热环境指标与可用软件的对应关系如图 4所示。实际评估过程中，可

根据实际所需评估指标选择相应的模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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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立体绿化影响因子、热环境表征因子与对应的评估方法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现场实测工具可以精准测量某一单体指标，研究学者

针对不同气候区推导出适合的经验公式，各类模拟软件的开发也让立体绿化改变

热环境的效益清晰直观。测量工具是可灵活选择的，如何根据指标需求选择最有

效率的评估方法是指标制定者、设计师们需要考量的方面。 

5.总结 

本论文梳理了需要综合考虑的立体绿化与空间环境的影响因子，进而从室外

热环境的表征因子中总结出三个最为常用的室外热环境综合指标：平均辐射温度、

等效生理温度和湿球黑球温度，并对其研究方法进行探究。 

立体绿化对室外热环境的影响机制不是单一孤立的，而是需要结合城市空间

形态、建筑形式综合考虑的生态节能技术，其精细化程度决定着人为调控城市微

气候效率的高低。长期以来，室外热环境的评价指标较为混乱，在垂直城市日渐

发展的高密度人居环境中，立体绿化对室外热环境的评估方法依然是绿色建筑、

生态城区、风景园林建设领域的亟需发展的领域。对未来立体绿化在室外热环境

方面的展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推进对既有建成区域立体绿化热效益的研

究进度，在城市环境日益恶化的存量时代，立体绿化已成为改善人居舒适环境的

不二选择。二、对立体绿化所处空间形态和室外微气候的指标参数进行定量管控，

并纳入政策法规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层面加以实施。三、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不同，

加之室外立体绿化所处空间形态的复杂性，对于不同区域制定适宜的立体绿化热

环境管控体系才能营建更舒适的城市局地微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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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ENVI-met 的垂直绿化室外热舒适模拟 

——以南海意库为例 

 

赵祥路
1  
崔冬瑾

1  
许晓雯

2
 

（1.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深圳 518060； 

2.深圳市建筑环境优化设计研究重点实验室，深圳 518060） 

 

摘要： 探究同等绿量下垂直绿化和行道树对分别对亚热带湿热气候区建筑室外热舒适产生

的影响，采用控制变量法对深圳市南海意库工业区进行了热环境计算机数值模拟. 为定量分

析垂直绿化对过渡季节街谷行人呼吸层热舒适的影响，文章在利用实地测量环境数据的基础

上，运用 ENVI-met 对研究区域建立裸墙面、仅有垂直绿化、仅有行道树和兼有垂直绿化及

行道树 4 种不同绿化形式并进行建筑数值模拟对比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1. 绿量（总叶面

积）一定的情况下，行道树对街谷行人层的整体热舒适的改善比垂直绿化更为明显. 2. 绿

量（总叶面积）的增加会使植物对街谷行人层的降温增湿作用增加. 

关键词：自然通风; 计算流体力学; 高密度城市; 垂直绿化; 热舒适 

 

1 引言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高速的人口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促使高密度

街区的出现，从而增加了不透水的城市下垫面，损害了地面植被景观，加剧了城

市热岛效应（UHI）[1，2]． 因此，在高密度湿热地区（如深圳）夏季季节热应激

状况普遍存在． 目前已有研究表明植物通过叶片遮挡作用降低太阳直射，并通

过蒸发蒸腾作用将吸收的太阳热转化为潜热，使到达地表的总热辐射量降低

[3]． 随着地面绿化发展的压力增加，垂直绿化作为一种立体式的生态补偿技术

被人们所关注． 

前期关于垂直绿化的研究表明，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绿色基础设施在降低气

温方面存在差异[3-8]． 如利雅得气候干燥炎热，峡谷内白天气温平均下降 11.3 ℃，

达到 9.1 ℃． 相比之下，在香港湿热气候下，平均气温下降幅度高达 8.4 ℃，

达到 6.9 ℃． 在新加坡，Tan 
[4]
等人在距离绿色墙体 1.5 m 处测量到气温下降

1.1 ℃，Hien[5]等人进行了一系列计算机模拟，研究垂直墙体绿化覆盖率对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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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的影响．与裸墙面相比，立面绿化覆盖率为 100 %的情景，最大降温幅度为

1 ℃，平均降温幅度为 0.3 ℃． 此外，Hien 等测量了 8种不同垂直绿化立面在

不同距离对环境气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 0.15m时，环境空气温度的最大降幅

为 3.3 ℃; 距离墙体 0.6 m，温度为 1.3 ℃[6]． 同时，De Jesus[7]等通过实验

发现，在西班牙地中海气候下，对比立面绿化墙面和裸墙面的效果，空气温度降

低了 2.5 °C-2.9 °C． 同时，Yin[8]等人在南京湿热气候的实验研究中发现，

地表温度降低了 8℃． 在相似的气候条件下，Hien 等人测量到新加坡的地表温

度下降了 11.6 ℃[9]． 

然而，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垂直绿化对降低环境空气温度的影响，而忽略

了不同绿化模式对于风环境降低对于室外热舒适的影响． 因此，本文基于单一

小尺度规模街区行人层风热环境，结合实地测量与 ENVI-met 数值模拟，研究同

等绿量的不同绿化形式对于街道热舒适的改善效应． 在室外风、热环境参数后

处理中采用 PET作为研究亚热带湿热地区的热舒适评价指标． 

本研究主首先对目标区域进行实地气象数据的测量，并利用目标区域的附近

气象站的天气数据作为边界条件进行数值建模，所得模拟结果与当日实测数据进

行验证. 在基于验证成功的基础上，进行同等绿量不同种类绿化形式对建筑室外

环境的研究. 

2实地测量 

本研究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意库的内街绿化进行调研（见图 1）．南海意库

的前身是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工业厂房，随着深圳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升级转型

面临功能置换问题，于 2005 年被整体改造为生态型创意园。其中，南海意库以

旧厂房建筑为基础实施生态节能改造是改造过程中的重点之一。厂房的立面设置

生态绿化墙，生态绿化墙的附着植被可以随季节的繁茂和衰减，使遮阳的效果在

夏秋季节比冬春季节要多，与气候变化和建筑采光需求相一致。 目标建筑区域

的四条内街建筑高宽比较为相似，且街道内均配置垂直绿化与行道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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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目标区域实地测量说明 

垂直绿化生长位置据地面高度 3 m ~ 18 m，每条内街的行道树数量为 2~8

棵． 测试时间为 2018 年 10月 21日 10:00点~13:00点、14:00点~15:00 点共 4

个小时． 参与测量的所有仪器均安装在离地面 1.5 m 外高的三脚架上（见图 1

（c））．所使用的仪器有风速仪以及黑球温度仪，并将数据接收器放置于离水平

地面 1.5 m 高度位置（图 1（e）），以便于监测行人呼吸层的空气温度、相对湿

度、风速、湿球温度、干球温度等数据． 同时，使用拍照的方式记录地面绿化

以及内街两侧墙体垂直绿化的分布状况，记录了各测点所在内街两侧的行道树数

量以及沿街两侧墙面的垂直绿化量． 

3 微气候模拟 

3.1Envi-met 软件 

ENVI-met是由 Bruse.M等于 1998年开发的三维城市微气候模拟软件[10]. 该

软件基于计算流体力学和热力学以及城市气象学的规律，主要用于模拟城市小尺

度空间内地面、植被、建筑和大气之间的相互作用，被认为可能是目前最好的微

气候专用流体力学模拟软件. ENVI-met 数值模拟软件已被国内外学者广泛用来

研究城市规划的设计和街区热环境的模拟以及微环境影响因素的分析 [11-16]. 

ENVI-met 对我国亚热带湿热地区的热环境预测结果验证结果显示 ENVI-met 4.0 

可作为亚热带地区夏季室外热环境的有效预测工具 [16]． 而本文所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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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met 4.4 Science 版本，已开放垂直绿化（facade greening）建模功能.

相比之先前版本的 1D 植物模型，ENVI-met 4.4 提出了三维植物建模工具

“Albero”，它是一个需要输入多个植物建模参数的 3D 树木建模平台，提供了

3D 植物建模用户数据管理功能. 利用该插件可对植物冠层所占据的每个网格的

叶面积密度 Leaf Area Density（LAD）进行定义及读取，可实现对行道树不同

冠层形状和 LAD 分布的描述，从而能够计算每个 3D 植物模型的叶面积总数. 同

时，ENVI-met 4.4 版本中的“Database Manager”模块中我们可以对单个网格

的垂直绿化的叶面积指数 leaf area index（LAI）进行定义及读取，可实现对

附着在模型上立面的总叶面积进行计算.在 ENVI-met 的模型网格定义上[11]，LAI

与 LAD的等价转换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进行理解： 

𝐿𝐴𝐼 𝑧，𝑧+△ 𝑧 =  𝐿𝐴𝐷 𝑧′ 𝑑𝑧′
𝑧 ′+△𝑧

𝑧′
（1） 

其中，z为植物在模型中垂直方向上的高度. ENVI-met在分析对太阳辐射的

影响时，植物冠层被视为浑浊介质，模型根据植物叶面积密度和太阳光直射在树

冠中的路径来计算太阳辐射透射率，不考虑植物对散射辐射的影响． 因此，我

们可以控制我们所建模型中的总叶面积数以及单个网格的叶面积密度及叶面积

指数来模拟相同绿量下行道树和垂直绿化分别对目标区域街道热舒适的影响.  

3.2 模型说明 

目标模拟区域的模型是利用谷歌地图所提供的建筑物和街道的布局及实地

测量的尺寸资料而建立的． 模拟区域水平范围是 300 m×300 m，水平网格及垂

直网格分辨率均为 3 m．在我们选定的区域内，建筑（包括裙楼）的高度为 18.5m，

均假定为混凝土结构． 而街道人行道部分主要由浅色混凝土铺装覆盖，车行道

部分主要由沥青混凝土覆盖．如前所述，我们在 ENVI-met 中模拟绿色表皮单个

网格的叶面积指数为 1.5 m2 / m2． 为初始化模拟，我们从邻近的将东角头气象

站获取实地测量当日的气象记录（逐时的空气温度及相对湿度）（见图 2（b）），

并强制作为当日模拟的边界条件． 验证模拟练习的所有模型输入参数和值的汇

总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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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ENVI-met模型参数表 

网格分辨率 1 grid=3 m 

网格数量（x × y × z） 100 × 100 × 30 grids 
边界网格数量 5 grids 

经纬度 22.5 N，114 E 
时区设置 CET/UTC+8 
地面反射率 0.3 

建筑立面反射率 0.3 

建筑屋顶反射率 0.3 

 

模型边界使用“simple forcing”方法．该方法通过减小边界条件引起的误

差，保证了较好的精度． 当日最低气温 22.4 ℃，最高气温 28.4 ℃，相对湿度

60-89 %． 此外，在地面以上 10 m 处（参考高度）风速设为 2.5 m / s，风向

为西北（45 °），，初始土壤温度设为 20 ℃． 垂直绿化的叶面积指数（LAI）

为 2 m2 / m3，置于相应墙面的网格单元上．本研究模拟为无云天气条件下与的

24 小时的天气情况． 参数研究的所有输入参数和值的汇总如表 2 所示． 模拟

结束后，分别提取 4 个接受点的数据与目标区域 4个实测点的空气温度数据及相

对湿度数据进行验证． 

3.3 模型验证 

图 3为模拟与实测空气温度（Ta）、相对湿度（RH）的四个测点平均值的相

关统计量． 结果显示，Ta在太阳活动高峰期内被低估，RH在太阳活动高峰期内

被高估． 本研究采用决定性系数（R²）、均方根误差（RMSE）、平均绝对百分误

差（MAPE）三个指标的定量性能统计量来评价，如表 3． 结果表明其中空气温

度模拟值与实地测量数据的（R2）大于 0.7，RMSE小于 3℃；相对湿度模拟值与

实测数据的（R2）大于 0.8，RMSE小于 7%，表明模拟值与实测数据具有很好的相

关性. 

为了对比相同绿量下的垂直绿化以及行道树分别对目标区域内街行人层热

舒适的影响，本研究进一步设置了 4组对照模型，并采用了与验证模型的边界条

件背景相同的设置（表 1）以保证模拟的准确性． 其中案例 1不设置绿化，案

例 2设置了总叶面积为 18500 ㎡的垂直绿化，案例 3设置了总叶面积 18500 m2

的行道树，案例 4设置了总叶面积 18500 m2的垂直绿化及总叶面积 18500m2的

行道树（表 4）． 在参照实测基础上对模型绿化进行设置：垂直绿化主要分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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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街的两个立面高度 3 m以上的建筑外表面，而行道树则均匀地分布于每条内

街． 

 

（a） 目标区域 Ta模拟值与实测值对比 

 

 

（b） 目标区域 RH模拟值与实测值对比 

图 3 模型误差验证 

 

表 2 模拟结果与实测结果误差统计表 

 RMSE MAPE R² 
Ta 2.7 ℃ 4.20 % 0.74 
RH 8.74 % 6.90 % 0.86 

 

表 3 ENVI-met模型绿量统计表 

案例名称 案例 1 案例 2 案例 3 案例 4 

总叶面积（m²） 0 18500 18500 37000 

建模结果展示 

    

 

 

y = 0.670x + 10.32
R² = 0.745

27

27.5

28

28.5

29

29.5

30

25.5 26.5 27.5 28.5

实
测

空
气

温
度

（
℃

）

ENVI-met模拟气温（℃）

y = 0.916x + 8.686
R² = 0.860

54
56
58
60
62
64
66
68

50.00 53.00 56.00 59.00 62.00 65.00 

实
测

相
对

湿
度

（
%
）

ENVI-met模拟结果相对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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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拟结果分析 

4.1 温湿度分析 

以 14:00为代表输出 2018年 10月 21日的街道行人层的温湿度结果． 通过

结果各案例与裸墙面案例（案例 1）的对比图可以发现，垂直绿化对环境的改善

作用以片状分布为主，而行道树对周边环境的改善作用以树冠为中心向四周逐渐

减弱． 

通过对目标区域的正午行人层 Ta各案例差异等值线图（图 4）进行数据提取，

可以发现： 

1) 在同等绿量的情况下，行道树比垂直绿化的降温效应明显． 具体表现为案

例 2仅在局部形成了 0.2~0.4 ℃的降温效应，而案例 3的整体降温效应整体

达到 0.5 ℃以上，局部达到 1 ℃． 

2) 随着绿量的增加，植物对建筑外环境的降温效应增加． 具体表现为案例 4

降温达 1 ℃以上的区域占总面积的 2.6 %，降温效应达 0.5~1 ℃的区域占

10.7 %． 而案例 3 降温达 1 ℃以上的区域仅占总面积的 0.3 %，降温效应

达 0.5~1 ℃的区域占 8.2 %． 

通过对目标区域正午行人层 RH 各案例差异等值线图（图 5）进行数据提取，

可以发现： 

1) 在同等绿量的情况下，行道树比垂直绿化的增湿效应明显． 具体表现为案

例 2仅在整体形成了 1~3 %的增湿效应，局部达到 3~4 %的增湿效应． 而案

例 3的整体降温效应整体达到 3%以上，局部达到 7~8 %． 

2) 随着绿量的增加，植物对建筑外环境的增湿效应增加． 具体表现为案例 4

增湿效应达 5~7 %的区域占总面积的 6.8 %，增湿效应达 7 %以上的区域占

2.9 %． 而案例 3 增湿效应达 5~7 %的区域仅占总面积的 3.2 %，降温效应

达 7 %的区域占 0.3 %． 

4.2 风环境分析 

从目标区域模拟结果行人层风速差异等值线图（图 6）可以看出： 

1) 垂直绿化对街道整体微环境风速几乎无影响，仅在局部形成 0.1 m / s 左右

的降速区．街道行道树会在行道树周围形成局部的低速区，最大降速区可达

0.9~1.0 m / s，说明行道树会对大气来流风起明显的阻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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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随着绿量的增加，植物对街道整体微环境的降速作用增加． 具体表现为案

例 4降速效应达 0.5~1.0 m / s的区域占总面积的 5.6 %，降速效应达 1.0 m 

/ s以上的区域占 0.4 %． 而案例 3增湿效应达 0.5~1.0 m / s 的区域仅占

总面积的 4.6 %，不存在降速达 1.0 m / s 以上的区域． 

 

 

图 4 目标区域正午行人层空气温度各案例差异等值线图 

 

 

图 5 目标区域正午行人案例间相对湿度各案例差异等值线图 

 

 

图 6 目标区域正午行人层风速差异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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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目标区域正午行人层 PET差异等值线图 

 

图 8 目标区域正午行人呼吸层 PET温度变化 

 

4.3 室外热舒适分析 

基于 ENVI-met 的“Biomet”模块软件计算 PET 常用是目前对绿化的数值模

拟分析的一种常用方法．在本次实验的 PET计算模块的基础设定为：深圳秋季常

用出行服装（热阻为 0.5 clo），活动量 120 w，人体参数设置为男性标准体型（身

高 175 cm，体重 75 kg，年龄为 35岁），其他输入为各个对照组的空气温度、相

对湿度、太阳辐射、风速各项实测小气候指数，每 30 s 记一次 PET 指数，取模

拟时间内平均值．基于“Biomet”模块计算的各个对照组 PET等值线图能够反映

街道内及其邻近范围热舒适的总体状况（图 7）． 

通过分析 PET指数在行人呼吸层等值线图我们可以得出： 

1) 垂直绿化对街道内环境的 PET 作用不明显，最大降温区（比裸墙）仅达

0.5 ℃．而行道树对街道的 PET有明显的降低作用，其在内街形成的遮蔽区

成为 PET明显的热舒适改善区，最大降温区（比裸墙）可达 5 ℃以上．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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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树在改善其冠层周边改善热舒适的同时，也因其对风的阻碍作用形成了约

占总面积 13.9 %的增温区． 

2) 随着绿量的增加，植物对建筑室外热舒适具有改善作用．我们提取了目标区

域正午行人层 PET 差异等值线图的数据，通过分析可得案例 4PET 降温效应

达 1~5 ℃的区域占总面积的 5.4 %，案例 3的 PET降温效应达 1~5 ℃的区域

仅占总面积的 80.4 %．同时案例 4的 PET 升温区域仅为案例 3的 PET升温区

的 46.1%． 

5 结语 

本研究采用ENVI-met数值模拟方法，通过标定确立合理的数值模型及边界条

件，计算了密度建筑区域不同绿化的方案对街区行人层热舒适的影响．通过典型

建筑布局的垂直绿化方案的模拟，研究垂直绿化对城市风、热环境的影响机理，

为以后建筑师及规划师垂直绿化设计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具体结论如下： 

1) 行道树对于低密度街区热环境的改善优于同等绿量的垂直绿化．在绿量一定

的情况下，行道树的行人呼吸层降温增湿作用比垂直绿化明显，其降温增湿

的作用集中分布在由树冠形成的阴影区，而垂直绿化对行人层的形成了较为

均匀分布的降温增湿作用区． 

2) 在低密度建筑街区中垂直绿化对街区行人呼吸层的热舒适度有微弱的整体

性的改善作用，而同等绿量的行道树对街道内行人层的热舒适影响较大，以

冠层为中心向四周改善效应逐渐减弱．但行道树在改善街道热舒适的同时，

也会在其背风面热舒适形成的减速区，增大了该区域 PET 值从而降低热舒

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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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背景下城市高密度街区气候适应性评价与优化研究 

——以天津市中心城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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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2号 300110） 

 

摘要：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类活动消极影响下的生态足迹指数的攀升，气候变化已成为

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其普遍影响集中在：一，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热浪灾害（热岛）；二，暴雨

扰动下城市衍发的洪涝灾害。作者认为在漫长减缓气候变化的进程中，评价城市气候变化适应性、

增强适应与调节能力的“过程控制”，将是人类调适的漫长过程与必经阶段。此外由于城市中高密度

街区的灾害暴露程度处于较高水平，因此本文聚焦城市的高密度地区，聚焦中观街区尺度，探究街

区层面的气候适应性影响要素，找寻气候适应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城市高密度街区的气候适应

性，探究气候适应性与城市形态、布局与肌理等空间要素的内在关联，以期在夏热冬冷地区提出具

有适应性的精细化城市设计优化策略，选取高温与暴雨双高脆弱识别街区，进行中微观层面的城市

空间设计导引与优化对比分析研究。 

关键词：气候变化；高密度街区；高温热浪与暴雨扰动；气候适应性评价；优化策略；天津市 

 

1 引言 

据相关科学研究表明，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类活动消极影响下的生态足

迹指数[1]的攀升，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事关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联合国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在相关科学

统计报告中表明[2]，在气候变化的直接或潜在影响中，全球普遍、分布广泛且亟待解决

的气候变化因素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热浪灾害（热岛）；

二，暴雨扰动下城市衍发的洪涝灾害以及地表径流水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3]。持续的高

温天气不仅影响人类生活状态，危害动植物生存，还进一步衍发了空气污染等一系列生

态问题，城市热岛效应（Heat Island Effect）也进一步恶化了城市局部微气候等物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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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暴雨扰动因素下，城市洪涝灾害频发，极大妨碍了人类的生产生活，同时会衍发一

系列城市生态问题1，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与地表水生态污染问题。 

 

 

图 1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图图片来源：根据文献[1]改绘 

 

  

图 2 天津夏季暴雨扰动灾害频发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图 3 热岛效应影响下微气候条件恶化 

图片来源：https://image.baidu.com 

由于我国城市化程度的提升，大城市人口不断聚集，人类活动密度较高，各类经济

活动频繁，导致风险暴露程度2在世界范围内均处于较高的水平[4]，且随着城市的不断蔓

延，城市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类灾害时的安全隐患与暴露程度效应相当于被进一步放

大。21 世纪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高温热浪、暴雨洪涝、干旱等灾害等已

逐渐成为亟待攻克的难题[5]，本人认为虽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减少温室气体排

 
1
暴雨扰动下，地表径流在增加的过程中，往往会造成水土流失衍发水污染等生态问题。 
2
“灾害暴露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口密度分布等因素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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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低碳管理等“源头治理”依然是比较重要的解决策略，但是在漫长的减缓气候变化

的进程中，提升城市韧性、识别并评价城市气候变化脆弱性、增强其调节能力的“过程

控制”以及“末端治理”等城市适应性策略（用以缓冲气候变化带来的高温热浪、热岛

效应以及洪涝等灾害），将是人类不断调适的漫长过程与必经阶段，因此研究气候适应

性城市设计方法与策略将成为城市精细化设计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2 气候适应性研究动态 

2.1国外研究动态 

关于适应气候变化与气候适应性规划设计等研究，要从“适应性1”（adaptation）的

概念开始，“适应性”原属生态学术语，属于生物学、生物遗传与物种选择的范畴，指

生物在环境变化过程中，与环境要素之间互相调适以达到某种相对稳定状态的过程，

1930 年利物浦大学地理专家 P. M. Roxby 将“适应性”引入地理学领域，他认为人类在

发展建设自我的过程中应与地物相适应，强调人地和谐发展[6]。“气候适应”（Adaptation）

最早可追溯到达尔文的进化论与物种的自然选择，19 世纪末，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IPCC）在相关研究中，指出“适应气候变化”过程中，城市与人类系统应积极调适并

缓冲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类潜在的风险与灾害，包括短期可预见的以及长期和未来不可预

见的[7]，自此气候适应性设计正式进入城市规划相关领域，世界各国积极推进对于气候

适应的物质空间规划与设计新思路的探究。此外，对于气候适应性设计世界各国在政府

响应机制上也进行过积极探索，英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2004 年，

英国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重点在社区中的规划设计提出了适应性的指导与减排的相关策

略[8]；随后于 2007 年提出应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到宏观区域规划的层面之中[9]，并积极

探索了宏观区域层面的各项物质要素的空间结构布局、能源利用、土地利用等城市设计

系统与气候变化的关联。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重点关注了风暴潮、台风暴雨以及

高温脆弱等因素，2003 年美国交通部联邦公路局基于道路与交通等基础设施，探究适应

气候变化的交通设施脆弱性评估，并提出相应优化策略[10]；纽约属于暴雨台风等灾害频

发的城市，因此纽约政府也积极推出了相应的响应政策与规划机制；2008 年，规划学者

Jonathan Bernett 对气候变化为城市带来的洪涝、台风等灾害进行了因素关联性分析，并

                                                 
1
“适应性”的概念最初源于生物学范畴，指各类生物对于环境要素发生改变后的调节与适应能力，后被引入城

市规划与气象学相关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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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性的分别在地区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探寻调整与适应的空间模式[11]；彭仲仁等

通过建立评估指标体系，对于迈阿密地区的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进行了气候变化脆弱性

评价[12] [13]。德国政府积极推进对于区域与城市气候地图（Climatic Map）的研究[14][15]，

旨在通过降雨、气温、空气污染等气候相关因素进行叠加分析，对区域或者城市进行气

候分区，绘制气候分区图，用以指导宏观层面的区域开发与建设。 

同时，随着数字技术与地理数据的发展，空间规划与气候因子、社会经济发展要素

等各类指标数据的结合越来越容易实现，因此世界各国也积极推进关于局部气候分区

（Local Climatic Zones LCZ）的研究[16]，19 世纪初 30 年代，英国气候学家 Howard 首

先发现了城市与郊区气温的差异性，并观测到了伦敦市中心城区的温度通常高于郊区地

带，后来被定义为城市的热岛效应（Urban Heat Island Effect）[17]；2016 年，Jan Geletič

与 Michal Lehnert 利用 GIS 基于中微观尺度，重点对于欧洲城市进行了气候脆弱性评价

与分区研究[18]，属于更为精细化并且具有可操作性与指导价值的研究与分类方法，更进

一步推进了 GIS 等数字技术、规划同气候相关数据的耦合研究。 

2.2国内研究动态 

当前，在气候变化影响愈发频繁的大背景下，我国对于气候适应性的相关研究已经

初具规模，目前已有针对于气候变化带来的高温变化以及暴雨灾害的公共空间规划策略

研究[3]，针对于气候变化的政策响应机制的研究[19]，以及针对于气候变化基于社会公平

与空间正义的城市设计模式的相关研究[20]。洪亮平、华翔等提出了城市规划应该在技术

政策、措施与工具等城市规划制度体系与编制系统的层面加强对于气候变化的适应力[21]；

唐燕、周桐等探究了基于多要素叠置分析的气候地图的绘制和使用[14]，以期为城市规划

与设计者提供多尺度的气候变化数据与空间布局的可视化[22]；唐燕，陈恺等学者深入探

究了局部气候分区的精细化城市设计研究方法，并将局部气候分区的实践方法引入到城

市物质空间设计领域，加强了气候对于规划的导引与支撑作用，并提出了基于不同气候

分区的绿地与开放空间的城市设计策略与优化模式[23]；曾坚、王昕宇等学者，在应对气

候变化带来的高温热浪的灾害中，主要从高温灾害综合防治策略体系的角度提出了规划

应对策略，并进一步研究了高温高风险脆弱分区，以期较为科学的识别高温高风险脆弱

性区域，并有针对性的“有的放矢”，采取相应规划措施[24]；蔡云楠，温钊鹏从提升城

市韧性与适应性的角度，尝试性的提出了适应性的规划编制技术体系[25]；管力从纽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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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适应性相关规划实践中提取了有价值的设计经验，提出了应构建从脆弱性评估到

适应性策略提出，再到适应性规划实施，最后到适应性实施评估的适应性设计与反馈机

制体系[26]，从相对完善的城市适应性规划体系上提出了理论层面的构建思路。 

2.3研究评述 

综合来看，我国城市规划领域对于气候适应性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全球普遍关注的

气候变暖带来的高温脆弱性以及暴雨扰动下的城市洪涝灾害与雨洪安全管理两个气候

维度。研究的方法与策略也主要集中在两个视角[27]：减缓气候变化的发生与进一步恶化

的“源头治理”，比如低碳城市等相关研究；此外更多的是关注在气候变化已经造成的

情况下，探究城市设计技术体系，相关理念主要有韧性城市、海绵城市、气候脆弱性评

价与优化等，旨在通过空间适应性与弹性设计增强城市应对高温热浪与暴雨洪涝等各类

气候灾害的自适力、抵抗力与恢复力。西方各国关于气候适应性的相关研究，更多是相

关委员会、政府或者国际组织基于某些背景，并结合规划先哲经典的规划理论，出台相

关政策与响应机制，当代研究机构与专家学者在相应的理念与框架下，开展各类气候适

应性研究。 

3 研究技术路线与方法 

该研究计划主要分为基础、理念研究与技术体系构建，宏观区域与城市尺度的脆弱

性评价研究，中观城市片区尺度的脆弱性特征与要素关联性分析，以及微观街区与建筑

尺度的面向实施的空间参数与精细化城市设计策略研究四部分，本文将重点研究中微观

街区层面的气候适应性评价与优化策略。 

基于本文中微观街区尺度的研究视角，笔者选取天津高密度街区进行相对微观层面

的研究，研究首先会提出气候适应性街区的概念（气候适应性单元），找寻微观街区与

建筑布局等空间要素与热环境舒适度之间的关系，为构建良好的热舒适性设计策略做理

论基础，此外在暴雨扰动因素方面，应探寻缓解暴雨扰动与加快“消化”并恢复街区单

元正常运作的良好布局与设计模式（系统性的探讨街区在适应高温热浪与暴雨扰动等气

候变化因素时的，城市设计系统的状态与模式），探究街区生态环境要素与空间环境要

素对于气候变化的作用机理与街区层级的气候适应性模型，通过模拟分析探究最优气候

适应性理想街区模型，建立基于微气候舒适性的街区设计策略与雨洪安全视角下的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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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设计模式，用以指导具体的不同气候敏感性分区的城市设计策略，通过耦合分析探

究可能的布局模式、街区尺度、开发强度以及各项生态要素的布局结构，以期在街区尺

度上提出面向实施的城市设计策略与气候适应性导向的精细化城市设计策略，良好的衔

接区域、城市层面与微观建筑气候适应性营造层面，并尝试在建筑层面，提出具有指导

性的设计模式，比如绿色建筑、气候适应性建筑的具体设计或改造策略等。 

 

图 4 总体研究技术路线与方法 

图片来源：自绘 

 

图 5 微观层面研究技术路线与方法 

图片来源：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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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气候适应性影响指标体系建立 

4.1暴雨扰动适应性影响因子梳理 

表 1 暴雨扰动相关指标梳理 

作者 专著或文献名称 关键指标 

Ranha

oSun(

2012) 

Cooling effects of 
wetlands in an urban 
region: The case of 
Beijing 

Wetland type/Wetland area(km2)/ LSI/Distance from 
downtown(km)/Turning Distance/Temperature Difference 

臧鑫宇

陈天

(2013) 

《绿色街区城市设计

策略与方法研究》 

水气候灾害预警/水气候灾害防治/水气候灾害处理/水

体规模/地表径流/渗透率/生态排水系统/市政管网普及

率/自然湿地净损失/渗水铺装材料占有率 

夏岩妍

冷红 

(2014) 

《严寒地区村镇规划

方案气候适应性评价

体系研究》 

道路断面形式/河道断面形式/护坡（驳岸）控制 

马冰然

曾逸凡

曾维华

(2014) 

《气候变化背景下城

市应对极端降水的适

应性方案研究——以

西宁海绵城市试点区

为例》 

绿色屋顶/雨水花园/渗透铺装/雨水桶/植草沟/子汇水

区面积（hm2） /透水部分洼地蓄水深度（mm）/平均入

渗速率（mm/h） 

张福祥

舒平

(2016) 

《海绵城市背景下城

市街头绿地水适应性

景观设计研究--以天

津市和平区为例》 

道路边界适水设计/建筑边界适水设计/竖向设计/铺装

材质 

李光晖 

杨青娟

(2017) 

《可持续雨洪管理下

绿地和雨水管网协同

优化决策指标研究》 

控制年径流量/恢复河湖水系生态岸线/保持地下水位稳

定/管网漏损利用/雨水渗入量控制/透水面积比例/雨水

管管径/各级管网铺设率/管网网化度/管网联通指数/管

网覆盖率/应急管理/生态足迹指数/绿色屋顶覆盖率/不

透水下垫面径流控制比例/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4.2高温热浪适应性影响因子梳理 

表 2 高温热浪适应性相关指标梳理 

作者 专著或文献名称 关键指标 

黄媛 

李保峰

(2010) 

《夏热冬冷地区基于节能

的气候适应性街区设计方

法论研究》 

建筑密度/容积率/街道高宽比/主要朝向/方向性街道宽

度比/ 

王楠万婷 

(2010) 

《寒地城市滨水空间适应

性设计研究》 

空间要素：道路与滨水空间布局关系/滨水建筑尺度/滨

水空间界面 

Ranhao Sun, 
Ailian Chen 

(2012) 

Cooling effects of wetlands 
in an urban region: The case 
of Beijing 

Wetland type/Wetland area(km2)/ LSI/Distance from 
downtown(km)/ Wetland temperature(◦ C)/ Turning 
Temperature/Turning Distance/Temperature 
Difference/Temperature grad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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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岩妍冷红 

(2014) 

《严寒地区村镇规划方案

气候适应性评价体系研究》 

主要道路走向/建筑高度/建筑体型/建筑布局/断面形式

/河道断面形式/护坡（驳岸）控制/ 

齐梦楠 

姬凌云 

(2016) 

《北京商业步行街微气候

适应性空间优化研究》 

建筑密度、容积率、街道高宽比、建筑高度、街道走向、

建筑布局模式、水体缓冲覆盖率、下垫面材质、天空开

阔度、建筑围合度、建筑色彩、屋顶绿化 

Nedyomukti 
Imam Syafii 

(2016)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Urban Water 
Body on Thermal 
Environment at Outdoor 
Scale Model 

Influence of shadow and wind/air 
temperature/watertemperature/thermal radiation and 
exhibit/Spatialdistribution/Spatial distribution/Global solar 
radiation/Background climate 

Hong JinTeng 

Shao(2017) 

Effect of water body forms 
on microclimate of 
residential district  

Local microclimate regulation/tree 
speciesdiversity/landscape pattern 
index/environmentalsubsystem/environmental 
quality/display degree/social benefit/landscape 
naturalness/landscape visual enjoyment/overall landscape 

张丛通滋雨

(2017) 

《城市休闲广场水体布局

的微气候效应研究》 
街区内水体尺度/水体分散度/水体形态/水体布局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4.3评价层次结构与指标体系的建立 

4.3.1指标评价层次结构 

基于气候变化造成的主要问题——高温热浪与暴雨扰动，两个维度以及各个维度下

面的多重目标的分析，结合高密度街区的空间构成要素的分析，可得出高密度街区的气

候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由目标层、子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构成（如图 6）。 

 

图 6 高密度街区气候适应性评价体系层次结构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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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层：高密度街区的气候适应性提升是其空间适应性的总目标，暴雨扰动适应性

与高温热浪适应性是总目标下的两个维度的子目标。 

准则层：两个维度的气候适应性目标属性与侧重有所不同，因此其对于街区空间适

应性的要求亦不相同，因此各个准则条目也应有所区别。 

指标层：指标层是准则层的具体化和量化，更加侧重街区空间层面的物质要素，以

及空间要素与各个准则的耦合机理，属于层次结构的最低层，具有直接的指导实施与优

化的作用。评价指标的设定应根据相关理论研究内容、规范要求和规划建设对其应用和

执行的情况而定。 

4.3.2指标体系建立 

通过专家咨询与模糊综合评价，并结合上文中气候适应性两个维度的相关文献中指

标的梳理，最终分别得出相对科学、完善并与研究视角紧密结合的指标集。 

 

 
图 7 指标库建立与筛选技术路线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从指标库里面选取价值大的与街区层面研究关系更为紧密的指标进行保留，对于相

关性较小，或者与中观层面关系不大的指标进行舍弃处理。通过问卷调查、访谈、专家

咨询、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等，最终确定韧性视角下城市高密度街区水气候适应性评

价指标体系（见图 4-1/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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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街区气候适应性评价指标库的建立 
目标

层 A 

子目

标层 B 准则层 C 指标层 D（空间要素） 因子解释 

A 
街区

气候

适应

性 

B1 
暴雨扰

动适应

性（雨

洪安全

韧性适

应） 

C11 雨水

排放力 

D111 地表透水率 地面材质对于水的渗透性 

D112 竖向设计与坡度 竖向设计、汇水分区等 

D113 排水管网密度 街区内部排水管网的布局密度 

D114 地表雨水口分布 一个汇水区往往对应一个排水口，排水口的

数量与分布影响地表径流情况 

D115 排水体制与冗余度 排水设施的排水效能 

C12 雨水

贮存力 

D121 绿地率（含景观水面） 
 街区绿地面积占街区占地面积的比例 

D122 绿色基础设施 街区内部绿地、雨洪花园等设施 

D123 可浸区集水能力 街区内绿地、雨洪花园等可浸区的集水能力 

D124 地下蓄水体及蓄水能力 街区内部雨水井、蓄水体等设施的蓄水能力 

C13 雨水

回用力 

D131 雨水处理净化设施 
 街区内对于雨水资源的净化处理情况 

D132 雨水资源利用程度 街区内对于雨水资源的利用情况 

C14 空间

自适力 

D141 开发强度 
 建筑密度、容积率等空间参数 

D142 连廊等建筑连接设施 建筑二层连廊等防洪疏散设施 

D143 开放空间连接度 绿地、水体、道路与广场等空间的联系程度 

D144 植被配置 乔灌草不同植被类型会对雨水产生不同的阻

滞作用，从而不同程度上影响地表径流 
D145 灾害预警、处理与灾后保

障系统 
街区通信、防护、运输与救护等灾害防治、

应急处理设施系统 

B2 
高温热

浪适应

性（街

区微气

候调节

效能） 

C21 空间

环境要素

适应 
 

D211 开发强度 
街区开发强度会影响地面开放空间规模，从

而影响水环境对于微气候的营造 
 

D212 街区建筑布局 街区整体布局会影响街区对于微气候的营造 
 

D213 滨水建筑高度组合 街区滨水的建筑高度的不同组合会影响水环

境对于微气候的营造 
D214 滨水界面开放度 街区滨水界面的开放程度会影响水汽的渗透 

D215 街区滨水距离 

街区与滨水水体的关系会影响街区对于微气

候的营造（与水体的距离，对水体微气候利

用程度等） 
 

C22 生态

环境要素

适应 

D221 绿地率 街区绿地面积占街区占地面积的比例 

D222 滨水水体尺度与形态 水体的规模尺寸，直线型、弯曲型等不同的

水岸形态 

D223 街区水体布局与连通度 水体降温增湿的作用会影响街区对于微气候

的营造 

D224 植物配置水环境配合度 街区植物配置会影响街区对于微气候的营造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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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于要素导向的高密度街区气候适应性提升策略 

5.1复合街区功能优化街区空间布局 

提升功能混合，优化街区空间布局。街区的雨洪安全目标主要为：减少径流，雨水

滞留，提升可浸区比例，雨水净化与收集。优化空间布局，规划良好的街区地表布局，

较少地表径流，优化微气候环境。雨洪安全主要措施：着眼于外部滨水条件利用，从结

构、空间布局手法、场地措施三个方面着手提出措施的优化策略。根据用地性质不同，

合理布局下凹式绿地（操场)、可渗透地面、透水性停车场和广场，结合人工湿地、雨

水调蓄池等调蓄措施，就地拦蓄和储存雨水，从而对开发地块的雨水径流量进行控制。 

城市在高密度街区规划设计布局、不同高度建筑的组合形式、住宅区室外空间环境

以及环境营造材质等都会对街区气候造成一定影响，亦即城市居住区气候适应性设计的

重要影响因素。因此，从规划设计角度入手，最大程度地降低城市气候问题发生的可能，

是最经济有效的措施。从气候模拟结果归纳住宅区规划设计原则如下:（1）街区规划布

局应考虑建筑朝向顺应夏季主导风向，以利于夏季热空气及时流动排出，缓解社区热岛

效应。（2）街区的中心区域应布置一定的开阔场地，以绿地或水面为最佳。一方面作为

居民室外活动休憩场地，另一方面也是住区太阳热辐射的调节场所，可加大日间住区对

太阳热辐射的吸收，也可加速夜间对所吸收热量的释放。（3）在满足道路交通需求的基

础上，减少道路覆盖率，增加冠幅较大的乔、冠木类植物的种植，更能有效降低住区热

岛强度。（4）街区内硬化道路或广场，应选用透水性好、吸收热辐射能力强的建筑材料。

（5）在楼间区和角隅区种植乔木，可有效减少不利的角隅风和狭谷风。（6）合理规划

建筑密度、建筑容积率以及建筑布局。 

5.2契合生态要素 梳理街区廊道体系 

在街区规划设计中，应该注重廊道体系的设计，包括道路廊道与景观廊道。应注重

廊道与开放空间的结合设计。在开放空间的设计上，要注重与气候适应性基础设施的联

合设计，气候适应性基础设施类似于生态城市设计中的“生态基础设施”或者“绿色基

础设施”，不仅包括传统的排水设施、湿地、森林等，还包含地下集水单元模块、屋顶

集水设施、绿道、景观廊道、雨水花园等，这些要素通过互相的联系与耦合设计，形成

有机而网络化的气候适应性基础设施系统，该系统不仅可为野生动物迁徙和生态过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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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起点和终点，其自身还可以自然地管理暴雨，减少洪水的危害，改善水的质量，节约

城市管理成本。在空间容量上，要根据气候适应性与其的相关性满足一定的绿地率指标

要求，从而达到街区的水资源“滞留”与循环利用的目的。另外，应加强居民的公众参

与意识，使得集水、节水、水资源循环利用的理念深入人心，真正做到街区层面的“开

源节流”。 

 

 

图 8 雨洪安全廊道断面示意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 9 屋顶绿化与气候适应性基础设施建设 

来源：https://image.baidu.com/ 

 

此外，还应着重关注雨水收集、雨水循环利用、中水系统设计、雨水污水净化等具

有落地性的中微观层面。因此基于水资源集约利用的街区空间的设计策略应集中在以下

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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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雨水收集与循环利用：集水设施设计、渗水地面与收集装置的耦合设计、地

下排水设施与集水设施的耦合设计以及适水基础设施建设等； 

（2）生活污水的循环利用：中水回用系统设计、适水建筑设计、开放空间系统、

气候适应性基础设施、水体条件利用、绿地率以及地表透水比例等方面； 

（3）节水观念与意识的提升：设计的反馈机制、规划设计管理、建设实施与监督

检查等方面。 

 

  

图 10植草沟等绿色设施作用示意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 11街区雨洪安全提升设施意向 

图片来源：https://image.baidu.com/ 

 

在街区的空间设计中，应结合廊道提升水资源的集约利用以及储水设施的规划结合。

在前期调研阶段，应结合汇水分区以及微流域的划分，对排水系统进行协调设计，使得

人工排水与自然排水相结合，最大化的减少生态足迹对自然排水的干扰。在街区空间设

计与城市设计编制阶段应充分考虑空间环境设计层面的水资源集约利用的适应性，需要

重点考虑适水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开放空间系统与适水基础设施的耦合设计。比如考虑

在街区人工排水的同时最大化的将街区内部的降水或者生活污水通过渗、蓄、储的方式

进行留存，通过一定的水质优化技术进行水资源的循环利用，除生活使用外还可与街区

内部的水景观相结合，使得循环水得到最大化的效能发挥，这即需要在街区地下排水体

制设计、开放空间设计、绿地景观分布、地表铺装设计中应满足渗水、蓄水、雨水收集、

雨水循环利用等街区对于水资源集约利用的要求。此外可以考虑结合目前已有的技术体

系以及新型材料等进行雨水的地下收集，比如澳大利亚在水敏性城市建设中，为强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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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循环利用与良好储存，所研发的立体集中储水模块单元（图 12），位于地下，与

排水系统良好协作，可以最大化的收集雨水，形成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并减少地表径流

等。 

 

 
 

图 12德国 GRAF公司的技术集成集水单元模块 

来源：德国兰博尔环境工作室（Ramboll Atelier Dreiseitl） 

 

 

图 13街区雨水、生活污水资源收集与循环利用示意图 

来源：httpwww.ctoutiao.com 

5.3提升工程设施 强化街区防灾系统 

在雨洪安全工程防控方面，需要通过良好的中观设计策略以及空间适应性设计，满

足雨洪安全防控的需要，减少洪涝灾害等雨洪安全相关灾害对于街区的影响，因此中观

层面的设计策略主要集中在： 

（1）前期物质空间调研阶段：地形地貌的研究与勘察、气候条件的研究、土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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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条件的研究等； 

（2）空间规划设计阶段：用地布局、竖向设计、开放空间系统、气候适应性基础

设施、水体条件利用、绿地率以及地表透水比例等方面； 

（3）规划设计实施建设阶段：设计的反馈机制、规划设计管理、建设实施与监督

检查等方面。 

 

图 14 基于雨洪安全防护的空间适应性设计策略系 

来源：作者自绘 

绿色基础设施属于重要的工程安全设施，可以在雨水发生时，通过生物滞留、自然

降解、湿地净化等措施，减少地表径流的产生，通过物理、生物手段，达到对雨水的净

化和收集，增强雨水的下渗作用，实现对雨水资源的的可持续化再利用、这一过程需要

注重地表径流的水质和水量两个方面，通过对雨水资源的管理控制，增强城市的防洪能

力，增加地下水资源的含量，保障城市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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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雨洪安全气候适应性措施与要素设计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 16雨水流经示意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街区设计应该注重在利用雨水花园、储水罐、过滤池、湿地等措施对城市的地表径

流进行调控，屋顶花园+浅草沟雨水集蓄系统在小尺度空间上应用前景广泛，值得推广，

系统多安装于公共建筑场所及道路广场附近，通过雨水的分散控制缓解城市排水管网的

负担，并涵养地下水资源。该技术较符合天津的实际情况，广泛应用于以生态建设为目

标的北方干旱少雨的城市。使其更加接近于原始的地表自然状态。这一体系的建立，不

仅可以增加雨水资源的利用率还能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城市建设中

必不可少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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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功能用地径流控制策略 

分类 用地性质 径流控制措施 
径流系数 

（开发前） 

径流系数（开发

后） 

1 

教育用地 优先采用透水铺装、下凹式绿地

（50~100mm）、有条件区域可考虑

下凹式操场、雨水调蓄池 

0.5 
一年重现期 

雨水不外排 绿地与广场用地 0.33 

2 

居住用地 

优先采用透水铺装、下凹式绿地

（50~100mm）、有条件区域可考虑

雨水调蓄池 

0.61 

0.3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除教育用

地） 

0.78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

地 
0.82 

3 交通设施用地 
人行道采用透水铺装，道路两侧绿

化带采用下凹式绿地 
0.74 0.5 

4 
工业用地、物流仓

储用地、特殊用地 

根据地块情况采取合理的径流控

制措施 
- 0.5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在基础工程设施规划方面，首先需要对于街区进行较为详密的基础物质空间调研，

重点研究中观微流域，梳理坡面与沟道等基本单元的地表微流域环境因素，其可以良好

的确定出具体的集水区与地表雨水路径，从而对于城市微流域进行良好的划分，比如美

国联邦应急管理局旗下的可持续城市发展机构做的纽约市洪水区划（图 17），可以较好

的为进一步街区的用地布局以及街区设计中的竖向设计提供数据与技术支撑。基于以上

的流域划分或者相关的雨洪分区，通过 SWMM 等软件的相关雨洪模拟分析，对于不同

微流域分区进行洪水水位分析以及不同分区的径流量，从而指导中观街区层面的用地布

局，使得街区更好的满足雨洪安全防控的原则与目标。在街区的竖向设计中，应注重汇

水分区的设计结合微流域的区划，尽量利用自然排水，就近排水，此外应尽可能的增加

街区蓄水“海绵体”，减少地表径流，海绵体的设计应与开放空间系统进行良好的结合，

增加街区绿地率，增加地表透水面积比例，比如设置透水的停车场，此外应积极结合水

体条件，强化街区排水、储水、蓄水与渗水的综合能力，最终实现街区雨洪安全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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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纽约市百年一遇的洪水区划 

图片来源：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

（FEMA）官网 

  图 18新加坡排水流域划分来源：德国兰博尔

环境工作室（Ramboll Atelier Dreiseitl） 

  

图 19新加坡城市排水微流域划分 

来源：德国兰博尔环境工作室（Ramboll Atelier Dreiseitl） 

6 于家堡办公街区气候适应性实证分析 

6.1街区基本概况 

于家堡（pù）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河北岸，东西南三面临海河，北到新港路，规

划用地面积 3.44 万平方公里，是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商业区的核心地区，其主要具备金融

创新基地、城市商务、高端商业、都市旅游、生活居住等功能。中央已批准在天津于家

堡金融区建首个低碳示范城镇。街区属于典型商办（商业与商务办公）街区，集中酒店、

商业与办公等功能业态，也是我国大中城市尤其是新城开发建设的街区发展建设的主要

典型代表模式，因此研究与评价具有一定的商办街区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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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于家堡区位分析 

来源：作者自绘 

6.2街区雨洪安全韧性适应性评价 

  

图 21高程、坡度分析 

来源：作者自绘 

 

根据该区域的高程分析与坡度分析，可以发现该区域的整体地势较为平坦，西部临

近一片区域具有一定的坡度，较平坦的街区对于雨洪的处理与排放效果较差，地表排流

的天然优势则不再具有，主要需要借助地下排水管网。相关文献表面一定合理坡度的地

形更利于街区的安全性排水与减小地表径流。此外，在地表透水率方面，该居住街区的

情况一般，街区内部缺乏良好的绿化与渗透空间，大多为硬质广场。地表雨水口分布较

合理，主要位于街区道路两侧以及广场周边，排水体制为雨污分流，管道冗余度情况良

好，绿地率程度较高，雨洪花园、下沉绿地、植草沟等雨洪安全绿色生态设施具有一定

的规划与设计，但规模还不足，景观性较强，但是雨洪安全功能性还较低，此外绿色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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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集水装置与垂直绿化方面优于以上两个街区，街区内部植物配置情况良好，乔灌草配

置较为合理，灌丛植物有利于发挥生物阻滞效果，减少地表径流，可浸区集水能力较低。

绿地的高差式设计较差，往往在地表以上的花池里，雨水收集能力也较低。目前街区没

有地下蓄水体，对于雨水处理与净化设施有所考虑，雨水资源利用程度还需强化。街区

内部基本没有连廊等建筑连接设施，但是开放空间连接度较好，形成了安全与景观廊道。

灾害预警、处理与灾后保障系统与智能化设施情况较好。 

 
图 22研究区域雨洪安全模型概化分区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 5 模拟数值关键数据分析 

重现期/a 径流系数 
排水峰值

/(L/S) 

雨水排净时

间/h 
雨水收集量/L 

5 0.633 14.88 9.50 893 

10 0.653 16.95 10.00 1270 

100 0.691 20.34 14.25 1880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 23 天津嘉里汇混合街区前广场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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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街区微气候效能适应性评价 

首先对街区进行选点与点位布局分析，制作调研计划，本次研究，选取了如下六个

点位，在夏季利用移动气象站对街区进行物理环境数据采集与微气侯条件实测，一方面

验证模拟数据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分析街区的微气候现状情况并选取最适合模拟与实验

分析的时间节点。 

 

图 24 调研点位布局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 25 调研点位现状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街区微气候（温度、湿度、风速等）现状测量情况：根据现状五个移动测量站的测

量数据整理，发现该区域在夏季时段最高温度往往出现在下午 14：00 时刻附近，因此

本街区微气候模拟数据的提取为下午 14：00 的数据。 

以下为街区微气候（温度、湿度、风速等）现状测量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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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于家堡温度、湿度数据处理 

来源：作者自绘 

  

图 27于家堡太阳辐射、风速数据处理 

来源：作者自绘 

通过对于于家堡高密度商办街区温度、湿度、风速等微气候的模拟，可以看出街区

的微气候效能适应性方面处在较好水平，街区的开发强度较高，但是建筑密度较低，形

成了大疏大密的空间效果，街区滨水区域缺乏底层架空，但是对于大尺度的水体渗透景

观廊道有所考虑与规划设计，强化了水环境的降温增湿效应，强化了夏季风廊道的效应

发挥，通过风速变化率可以看出，位于建筑之间的景观廊道的风速具有一定的变化，静

风区情况较少。街区建筑布局采用点式布局与裙房相结合的组合形式，滨水建筑高度组

合较好，基本考虑了面向海河水环境高度逐级递减。建筑布局考虑滨水界面的开放程度，

街区夏季午后温度集中在 33.5-34.5℃之间。街区滨水海河水体尺度较大，水体形态为较

理想的模型——“直线型”，应进一步优化利用水气候效能的发挥，街区内部缺乏水体

设施的布局，植物配置与水环境的配合度也较低。 

下图为街区微气候（温度、湿度、风速等）现状模拟情况： 

  

图 28 现状温度模拟结果与现状街区内网格温度范围分布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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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现状街区内各网格温度范围分布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 30现状湿度模拟结果与现状街区内网格湿度范围分布 

 

 

图 31现状风速模拟结果与现状街区内网格风速范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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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现状风速变化率模拟结果与现状街区内网格风速变化率范围分布 

以上所有模拟分析图来源：作者自绘 

6.4 气候适应性目标导向下的空间优化模型 

根据以上优化策略，对于家堡办公街区进行气候适应性优化，主要通过底层架空、

廊道梳理、植被配置与绿地率的提升等策略，提升了微气候利用，根据优化策略，进行

街区空间的改造，改造后，进行 SWMM 雨洪安全模拟，ENVI-met 微气候模拟，然后与

现状情况进行对比分析，验证控制指标与优化策略的价值。 

 
 

 

  

图 33现状与改造对比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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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实施效果模拟验证与对比分析 

6.5.1暴雨扰动适应性分析 

表 6模拟数值关键数据分析 

重现

期/a 

气候适应性

提升策略采

用情况 

径流

系数 

径流系削

减率/% 

排水峰

值/(L/S) 

洪峰流量

削减率/% 

雨水排净

时间/h 

排水时间

削减率/% 

雨水

收集

量/L 

5 
采取前 0.633 — 14.88 — 9.50 — — 

采取后 0.248 60.82% 5.23 64.85% 4.75 50.00% 1300 

10 
采取前 0.653 —  16.95 — 10.00 — — 

采取后 0.250 61.72% 6.56 61.30% 5.25 47.50% 1980 

100 
采取前 0.691 — 20.34 — 14.25 — — 

采取后 0.252 63.53% 8.02 60.57% 6.00 57.89% 2679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雨洪安全韧性适应方面，街区通过增加植草沟、下沉绿地等可浸区以及绿色基础设

施等“海绵体”的布局，在雨洪安全模拟中，地表径流系数与洪峰流量明显降低，此外

通过空间优化，竖向设计方面对于街区内部下称绿地植草沟等生态基础设施的结合程度

大大提升，空间雨水收集能力显著提升。在地表透水率方面，通过增加街区的绿化与渗

透空间，提升雨水下渗，其中雨洪花园、下沉绿地、植草沟等雨洪安全绿色生态设施均

大大提升了街区的雨水收集能力。通过增加绿色屋顶集水装置与垂直绿化、蓄水体、雨

水处理与净化设施，街区的雨水资源利用程度也较大提升。 

   
图 34径流系数对比 图 35排水峰值/(L/S)对比 图 36雨水排净时间/h对比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6.5.2高温热浪适应性分析 

通过对于于家堡高密度商办街区温度、绝对湿度、相对湿度、风速以及风速变化率

等微气候因素的模拟，可以看出优化的街区的微气候效能适应性方面处在较好水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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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在保障开发强度不变的基础上，进行滨水界面的底层架空，并植入了二层廊道体系，

建筑高度调整，形成了大疏大密的空间效果，增加了街区内部大尺度的水体渗透景观廊

道的结合，强化了水环境的降温增湿效应，强化了夏季风廊道的效应发挥。通过风速变

化率优化可以看出，位于建筑之间的景观廊道的风速具有一定的变化，静风区情况较少，

优化的街区风速更加稳定，静风区与漩涡区均有所减少，人体舒适度更加舒适。街区建

筑布局采用点式布局与裙房相结合的组合形式，优化街区重点考虑了面向海河水环境高

度逐级递减。建筑优化布局考虑滨水界面的开放程度，街区滨水海河水体尺度较大，水

体形态为较理想的模型——“直线型”，策略中在滨水沿岸增加了植物配置，强化绿地

与水体的联合效应，进一步优化利用了水气候效能的发挥，同时在街区内部布局了散点

状的水体与景观设施，植物配置与进一步与水环境进行良好配合。 

下图为街区微气候（温度、绝对湿度、相对湿度、风速以及风速变化率等）现状模

拟与优化模拟的对比情况： 

  

图 37ENVI-met温度模拟结果（现状） 图 38ENVI-met温度模拟结果（优化） 

图片来源：笔者模拟自绘 

  

图 39ENVI-met绝对湿度模拟结果（现状） 图 40ENVI-met绝对湿度模拟结果（优化） 

图片来源：笔者模拟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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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ENVI-met风速模拟结果（现状） 图 42ENVI-met风速模拟结果（优化） 

图片来源：笔者模拟自绘 

  

图 43ENVI-met 风速变化率 

模拟结果（现状） 

图 44ENVI-met风速变化率模 

拟结果（优化） 

图片来源：笔者模拟自绘 

 

结语 

本文首先基于以上研究的街区气候适应性影响因素与指标体系，提出相应的街区气

候适应性设计策略，旨在提升城市在与气候变化关系研究中中观层面的强化与联系，中

观层面的气候适应性有利于宏观气候适应的真正落实，加强宏观控制与微观建筑与气候

变化关系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中观层面的“气候适应性单元”，为整个城市的良好气

候适应性奠定物质空间基础。本文首先研究了相关气候适应性街区的理论，借鉴其气候

适应性规划策略，进而根据街区气候适应性的相关因素及其初步的指标体系，提出中观

层面的气候适应性街区空间设计策略，分别基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说明：基于雨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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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的空间适应性设计策略，基于微气候适应性的空间设计策略，具体策略提出为街区

城市设计系统的要素导向：围绕街区功能布局优化、街区廊道体系契合、街区工程设施

提升三个城市设计系统要素维度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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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化现象对非保护类历史街区更新的影响 

 

许熙巍   李佩然 

（天津大学，天津 300072） 

 

摘要：非保护类历史街区是指历史遗存较少，达不到历史地段标准，却保留着重要的历史和

人文信息，其建筑样式、街区景观等体现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特色的街区。在这类

街区的更新中，通常是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导的模式，经济利益往往是重中之重，社会、文化

效益被边缘化，造成了高收入者对低收入者产生“过滤效应”和“挤出效应”，即城市更新

中的“绅士化”现象。开发商等更具有话语权的群体在更新过程中更具有优势，中低收入阶

层的住民利益容易受到忽视和伤害。本文旨在研究绅士化现象对非保护类历史街区更新的影

响，尝试用“包容性更新”的理念提出相应策略。 

关键词：绅士化现象、非保护类历史街区、传统特色街区、包容性更新 

 

1 引言 

2017 年中国城镇化率达 57.96％，中国式发展用近 40 年赶上了西方 200 多

年的城市化历程，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1]但取得了这一成绩的同时也引发了诸

多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 

在与高收入阶层的竞争中，中低收入阶层在城市的空间资源分配中处于劣

势。在城市发展的初期，中低收入阶层多居住于城市边缘，由于快速的城市化进

程，原先的旧城边缘迅速发展成城市中心的边缘地带。由于相对区位位置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中低收入阶层所处地段即非保护类历史街区的区位价值有了显著的

提高，在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导的城市建设模式下被大面积拆除，取而代之的是现

代化的高层建筑和各种高档住宅。 

居民被迫迁往城市边缘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城市中心区的功能、性质和

社会结构也都在大规模的拆除重建中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建设性的破坏，已

经威胁到了城市形态的相容性与延续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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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保护类历史街区 

非保护类历史街区的相关研究在国内约有 20篇左右，2016年前有多种称呼，

如非典型性历史街区、非历史性街区等。2016 年城市规划年会提出了非保护类

街区的概念，之后相关研究统一称为非保护类街区或非保护类历史街区。综合以

上研究非保护类历史街区是指位于旧城中心区，历史遗存较少，达不到历史地段

标准，却保留着重要的历史和人文信息，其建筑样式、街区景观等体现某一历史

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特色的街区。 

非保护类历史街区大多是城市底层市民生活的普通街区，充当了“城市图底”

中的“底”。作为城市的“底”，成片、成规模、具有普遍代表性，相较其他被

文物式保护的遗产有更为综合的价值，是城市历史横断面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表 1：国内非保护类街区相关研究中的概念 

作者 时间 杂志 题目 概念 定义 

姚兢 2008 年 

同济大

学建筑

设计及

其理论 

非典型历史街区

再生——上海泰

康路街区空间形

态演化研究 

非典型历

史街区 

于旧城中心区，不受特别保护的，具有一定历史文

化价值的，能够较为完整地反应某一个时期的特色

历史风貌的街区。 

李恒兴 2012 年 
北方工

业大学 

北京白纸坊街区

更新研究 

非历史文

化街区 

泛指旧城中，未被划入历史文化街区一类的，较之

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价值稍弱，但通常与历史文化

街区批邻，改造中对旧城的城市肌理和文脉有较为

明显的影响，曾在城市发展史上占重要位置，却少

有城市遗存和建筑遗存的旧城街区。 

王方 2013 年 
建筑与

环境 

非典型历史文化

街区保护规划的

困境与策略 

非典型历

史文化街

区 

具有一定历史价值，单位被划为核心保护范围或保

护范围内、各地区法律法规没有清晰条款保护，边

缘化的保护对象。 

吴敏，王琳 2014 年 规划师 

记忆的缝合：城

市非典型风貌区

旧城更新景观规

划 

非典型性

风貌区 

指那些并非典型、特征并非十分突显、年代并非十

分悠久的城市风貌区域。 

魏瑞 2014 年 

内蒙古

科技大

学 

城市更新背景下

的非历史性街区

空间重构研究 

非历史性

街区 

泛指旧城中，未被划入历史性街区而又非工业遗产

保护区一类的，有些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但未

被列入“历史性街区”之列的，有些是较之历史性

街区的文化价值稍弱，但通常与历史性街区毗邻，

改造中对旧城的城市肌理和文脉有较为明显的影

响，曾在城市发展史上占重要位置，能够反映城市

文化、宗教、人文、风俗等地域特色，具有完整邻

里关系，却少有城市遗存和建筑遗存的旧城街区。 

曾卫 陈肖

月 
2014 年 

城市规

划年会 

非历史街区的传

统老街的保护性

更新研究 

非历史街

区的传统

老街 

刨除“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地段”，即那些具

有一定历史风貌和历史价值且尚未达到历史文化街

区评定标准的老街。 

刘  健  

黄伟文  

王  林  

石  楠  

阳建强  

王世福 

2017 年 
城市规

划 

城市非保护类街

区的有机更新 

非保护类

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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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昱均 2017 年 
中国房

地产业 

关于国内非保护

类街区更新改造

的一些思考 

非保护类

街区 

未达到历史文物保护级别的，但又承载着城市记忆

的一些既有街区、厂区如解放后逐步形成的老旧城

区和工业区、城中村及其他除了历史文化街区以外

的城市一般地段。 

马威; 赵

伟; 王先

鹏; 贺志

华 

2017 年 
城市规

划年会 

旧城中心区非保

护类街区有机更

新存在问题与对

策研究——以宁

波市江厦街道为

例 

非保护类

街区 
 

戴竞锋，张

瑜，潘宜 
2018 年 

城市规

划年会 

社区营造模式下

的非保护类历史

街区更新研究—

—以武汉市洞庭

街片为例 

非保护类

历史街区 

未达到历史文物保护级别的，但又承载着城市记忆

的除了历史文化街区以外的城市一般地段。 

朱一凡; 

邵美琪; 

陈锦富 

2018 年 
城市规

划年会 

基于空间句法的

非保护类历史街

区更新方法探宄

——以武汉市花

楼街历史地段为

例 

非保护类

历史街区 
 

姜文欣 2018 年 
华中科

技大学 

非保护类历史街

区的城市修补对

策研究 ——以

武汉洞庭街为例 

非保护类

历史街区 

指价值和名气一般，具有一定历史和历史遗存的街

区，但在历史遗存所占比率、风貌完整性等方面尚

未达到国家相关标准的历史街区，是次级历史文化

街区。  

岳佩; 徐

创新; 卢

冠廷 

2018 年 
大众文

艺 

城市非保护类街

区的内涵及其有

机更新策略 

非保护类

街区 

城市空间中具有丰富历史、文化、自然资源的居住、

景观和商业的综合性区域，能够反映地方特色、独

具代表性、有条件成为城市名片的区域。 

唐瑜慧，任

绍斌 
2018 年 

城市规

划年会 

城市更新中非保

护类历史街区再

生性研宄——以

“武汉天地”为

例 

非保护类

历史街区 

街区内存在一定数量历史建筑，但在历史价值和风

貌完整性上与优秀的历史建筑存在一定差距，因此

并未被划为核心保护范围或保护范围内，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没有清晰条款保护的边缘化的历史街区。 

李会娟，许

熙巍，李在

辉 

2018 年 
城市规

划年会 

基于空间句法的

非保护类街区更

新路径研宄——

以天津河东区津

塘路片区为例 

非保护类

街区 

指一批类型多样的城市街区，如新中国成立前后逐

步形成的老旧城区和工业区、城中村及其他除了历

史文化街区以外的城市一般地段。 

   

3 非保护类历史街区的绅士化现象 

3.1绅士化现象 

20世纪 70、80 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郊区化扩散高潮之后，呈现出新

的社会现象：收入相对富裕者替换原有低收入群体，对城市中心衰败的邻里进行

社会阶层重构。西方学者将此现象称为“绅士化”现象。[3] 

传统绅士化有三个普遍的学术界认可的特征：一是绅士化发生在有历史文化

价值/有吸引力的却又衰败的城市中心范围。二是社区的住房、景观等物质条件

得到改善和提高。三是社区外的高收入阶层和社区内的低收入阶层发生置换。在

提高社区住房、景观的同时，也使社区内低收入阶层人员被迫迁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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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非保护类历史街区的绅士化现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收入的差距，不同阶层选择住房时，住房的区位价

值会对选择影响较大。 

在现代化建设初期，高收入阶层可以选择区位价值较高的城市中心地区，而

低收入阶层则只能选择位于城市边缘、价格较低的住区，由于非保护类历史街区

由于位于城市边缘，区位价值较弱，因此低收入阶层多选择此类地区。由于缺乏

足够的资本投入，它的空间环境品质较低。 

更新后的的城市中心区高端产业需要低端产业的支撑，综合型消费需要大量

服务劳动力的供给，非保护类历史街区成为这些低端产业及劳动力的落脚地，[5]

因此承接了来自城市的低收入阶层居民。同时由于多数非保护类历史街区与历史

街区毗邻，且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关联、相互影响，非保护类历史街区一定程度上

承接了历史文化街区“绅士化”滤下的低收入阶层人群。 

城市快速发展后，原先处于城市边缘地区的城市居住区成为城市中心区，由

于街区内的原驻居民普遍收入一般，优越的区位和超高的地段价值使追求利益最

大化的开发商只能抬高房价，造成了原本的居民无法承担更新成本，本来应该为

广大居民群众改善生活条件的旧城更新，反而成为驱逐居民外迁的罪魁祸首，导

致商业萎缩，旧邻里关系解体，非保护类历史街区的居民结构发生变化。[6] 

4 绅士化现象对非保护类历史街区的影响 

4.1积极影响 

各国关于绅士化现象的文献中对于绅士化的正面效果提到最多的是其具有

复兴旧城的积极作用,认为中高收入阶层居民的迁入会进一步吸引投资,增加税

收,从而带动住区内服务设施的改善, 因此常被政府用于进行衰败旧城住区的复

兴。[7]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是绅士化能够，修缮原本破败的房屋，翻新社区内的公

共空间及活动场地，提高社区内居住景观等物质条件，使原本脏乱的社区空间变

得整洁。 

非保护类历史街区大多是城市发展阶段低收入人群的居住地，因此在城市整

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由于非保护类历史街区的区位价值置换，它一定程度上成

为制约城市发展的因素。而将街区的社会结构“绅士化”可以引入大量投资，改

善区域内空间品质，使得非保护类历史街区更新后的空间品质能与它的区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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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匹配。 

4.2消极影响 

绅士化现象虽然能够促进城市的快速更新，但是它会破坏社区内原有的较为

稳定的社会结构，使得原本的社会环境解体。绅士化现象会强制中断非保护类历

史街区的自发、短时的邻里流动，拆散邻里联系，使得社会低收入阶层居民强制

外迁。 

现代化工业文明的理念推崇效率化和资本的快速回报，弱化了人与公共空间

的关联，空间的所谓高效利用虽然提高了对人群正规活动如工作、出行、赏景的

容纳率，却与非正规、更有“人情味”的活动如下棋、打牌、闲谈、散步等难以

兼容。[8] 而非保护类历史街区中有着大量有“人情味”的空间，记录着城市普

通居民的城市活动，街区的“绅士化”会较为直接地清除或大量削弱街区中的情

感联系。 

5非保护类历史街区包容性更新理念 

5.1包容性更新理念 

包容性更新理念来源于经济学中的包容性增长理念，内涵为不仅仅注重经济

增长，而要关注弱势群体、注重公平正义、保证人人都能共享发展成果的增长。   

1993 年“人居二”会议将住区建设中的平等观念、多样性理念和重视基础

设施建设的思想作为了会议倡导的核心，2016 年“人居三”会议强调了包容理

念，提出城市发展要实现包容，而包容就要求重视“人”，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

提倡公平正义和共享。[9] 

因此“包容性更新”在城市规划领域的内涵是，以人为中心，追求平等，保

护社会文化多样性价值、城市多样化发展，重视对公共空间和服务建设共享，作

为一种价值理念引导规划的制度和实施，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价值标准。[10] 

 

5.2包容性更新理念对非保护类历史街区的指导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低收入阶层被自然分配于城市边缘地区，并且滞后于飞

速发展的城市中心区。但也正是由于这种相对滞后性，非保护类历史街区更好的

记录了城市的历史与文脉精神。时间可以创造出情感的浓度，当时间足够长，过

去的功能物就会转化成当代的情感物。[11]因此当城市的效益不再成为衡量城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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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的唯一标准，人们对城市的追求就会上升到对城市历史、情感的留恋以及对

城市空间公正性的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非保护类历史街区的居民也有机会

能够争取到自己的“城市权利”。 

在包容性更新理念的指导下对非保护类历史街区进行更新改造，能够有效削

弱绅士化现象对非保护类历史街区更新的消极影响，更好的发挥绅士化现象的积

极影响。 

5.3非保护类历史街区的“包容性更新”策略 

5.3.1 构建平衡的参与主体 

非保护类历史街区的价值特征是空间区位与建成环境、社会资本高度融合，

不宜简单分离，或者说，简单置换式分离的代价是巨大的。 

因此，在建成环境中通过城市更新建立业主、租户、投资方、运营服务方的

良性合作共赢关系，是开发模式创新的核心。 

首先转变政府角色，保持政府的主导地位不变，侧重于提供服务，搭建多方

合作平台，赋予社区合理自主的权力。其次，规范开发商的介入，由规范的准入

机制对其加以引导，以合理的方式激励市场力量，缓和社会矛盾。接着，应当培

育社区组织，完善公众参与制度，让社区居民能够真正参与到社区的更新中。[12] 

5.3.2 转变“老、旧”的劣势为“文化、情感”的后发优势 

非保护类历史街区通常较为破旧，但其记录的历史确是完整的，在城市历史

文脉中有着如同“城市图底”般独特的价值，且非保护类历史街区较历史街区有

着较高的开发自由度，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注重传统文化的保护，并且对有传统

文化的地方趋之若鹜，对传统文化的消费成为新的潮流。这是非保护类历史街区

的价值与优势。但是由于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城市空间品质的低下，这种价值表

现的较为隐性，需要通过合理的挖掘、开发，发挥它的最大价值。 

因此，非保护类历史街区“弱势”的本土文化会成为非保护类历史街区的后

发优势，而非保护类历史街区也将成为城市特色的集中展示地。  

5.3.3 丰富社区空间、完善公共服务 

采用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方式最大限度保护旧城社区现存的多样文化和空

间，研究非保护类历史街区自组织形成的小尺度、多样化、有机性特征，根据居

民需求及资金预算，分解成多个渐进式更新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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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非保护类历史街区内的基础设施配套，对非保护类历史街区的空间品质

进行提升，增加社区的服务能力。由于非保护类历史街区大多是居民居住区，且

区位多为城市中心区，因此完善公共服务要考虑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影响，跨区域

综合设计。 

6 结语 

由于非保护类历史街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区位价值发生变化，引起了非保

护类历史街区的绅士化现象。本文研究了绅士化现象对非保护类历史街区的影响

并分析其对非保护类历史街区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得出，绅士化现象有助于

非保护类历史街区更新资金的流入，加快更新进程，但与此同时也会破坏街区的

社会环境与社会结构，造成非保护类历史街区社会的断层。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在包容性更新理念的指导下城市更新，能够有效的发挥

绅士化现象对非保护类历史街区的积极影响，减弱消极影响，使非保护类历史街

区在更新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发挥其作为“城市图底”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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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光辉下的明日之巴黎 

——奥斯曼与柯布西耶的巴黎城市更新方案中关于公共环境与 

建筑利用的比较分析 

 

邓厦
1  
倪阳

2
 

（1.华南理工大学，广州 510000；2.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广州 510000） 

 

摘要：两次工业革命引发了社会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如何在传统城市中构建现代性，成为当

时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命题之一。本文以奥斯曼和柯布西耶针对工业革命下的巴黎所提出

的城市规划方案作为比较对象，两个方案分别在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提出。研究以社

会的现代性相关理论视角，对两个规划方案的公共空间的实施策略和建筑布局作比较分析，

发现：建筑集群的布局形式和功能性是构建城市空间关系的重要基础，城市现代性的构建不

能只依赖城市规划的公共性手段。这有别于以往我们将‚城市形态‛视为一种以公共空间结

构优先的理论认知。该研究着重于回溯现代城市的源头，理解现代性的基本空间特征，对于

当下中国城市新区的后续更新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城市改造 现代性 建筑集群 

 

1序言 

改革开放以来短短数十年，我国的城市化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在城

市扩张和建筑建设上成绩斐然。但很多城市的面貌却反而变得支离破碎，这涉及

到很多方面的问题，例如新老城区之间的协同发展，新城区的地域风貌特征，城

市公共空间和设施的完善等等。虽然我们也引入了现代主义以来的科学方法，城

市在规划层面也遵循了现代城市的普遍原则。但城市在物质层面问题并不能仅通

过规划方法和建筑设计来解决。近年来在城市更新中，城市设计作为参与城市实

体空间形态塑造的学科开始逐步受到关注。想要真正理解以现代城市形态的形成

以及在城市设计中的应用，我们仍然需要回到现代主义运动的关键时期去研究。 

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激发了人类史上罕见的社会变革，这也深刻改变了我们

的城市以及我们对于城市的认知。这种深刻的变化改变了我们对于城市和建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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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方法。在学习和研究现代的城市设计方法，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城市发展的历

史和背后的演化机制，而单纯的学习当下的城市发展理论，我们很容易陷入理论

的僵化陷阱之中。欧洲大陆作为现代主义的发源地，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

礼之后，很多欧洲传统城市都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这使得我们很难在现存的城

市中找到历史的参照，学习城市的演化过程。巴黎作为少有的经历战争却完整保

存下来的欧洲大都市，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城市如何从古典主义向现代转换的绝佳

研究对象。奥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的巴黎大改造发生在第一次

工业革命完成之时，而恰好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巴黎改造方法在第二次

工业革命后所提出。作为巴黎城市发展中两位最重要的人物，他们的规划方案为

我们考察传统城市向现代化转变研究的理想案例，也有助于我们研究了理解现代

的城市相关理论是从何演化而来，并为我国的城市建设提供借鉴意义。 

2奥斯曼篇 

在路易十五的时期，法国作为欧洲强盛的王国，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城市

发展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巴黎也在这个时期进入了城市迅速扩张的时代，

也是在这个时期中巴洛克和古典主义的美学风格开始在城市中走向高潮。但到了

19 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对巴黎的冲击已然不仅仅是巴洛克风貌的城市规划可以

满足的了。一方面巴黎变得不再适合居住：‚人口不断增加，铁路又在不断地增

加，铁路又在不断地运送来移民……那些腐臭的、狭窄的、错综复杂的小街巷禁

锢着人们，令人窒息。卫生、安全、交通便捷和公共道德，所有这些都被其阻碍‛。

杜·康的这几行文字[1]，总结概括了巴黎的城市困境，也阐明了其面临的难题：

如何使一个古老城市能够维持生活，成为一座现代城市。（图 1）另一方面，自

1804 年拿破仑一世册封以后就提出了一个野心勃勃的目标——将巴黎建设成世

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到了拿破仑三世为了继续完成巴黎美化的目标，于 1852年，

奥斯曼爵士被拿破仑三世任命为巴黎市长，由此开启了的巴黎城市大改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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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奥斯曼的巴黎改造策略 

尽管继承了皮埃尔·帕特（Pierre Patte）的城市规划方法中对于广场与道

路系统的关注，奥斯曼对于巴黎的城市改造采取了更加整体性的思维，不论在技

术还是社会层面的考虑都注重系统的关联性和公平性，旨在于构建城市均匀的服

务网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奥斯曼延续了帕特所提出的工作：‚绘制一张详细

的城市总平面，在其上应该收集所有的地理信息。‛[2]此外，奥斯曼在城市规划

总平面的绘制中首次上加入了竖向标高，这是历史第一次将城市的所有地理信息

集中在一张图上，这显现了城市作为一个复杂整体而不是简单的图底所反映的抽

线空间关系。城市规划再也不是由各个街区地块组合的结果，而是将街区、道路、

广场、纪念物视为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使得连续的城市空间规划成为可能。总

体层面上，奥斯曼采用了一种切口系统（percée）[3]，既在城市中切入一套新

的公共系统，开辟新的道路，拓宽旧的道路，同时也将塞纳河两岸的大型纪念物

比如广场、火车站、重要公共建筑等联系在一起。（图 2，3）整个的道路网中东

西和南北两条大轴线是网络的主干，斜向的道路和广场作为大轴线的补充，起到

向次级一级系统——星形广场（de l'Étoile）夏天广场（de Chaillot ）、共和

广场（de la République）中心转换的作用。这些广场不再是纯粹性社会化的

图 1.1853年的巴黎地图 

城市更新及社会包容与遗产保护

-296-

2019年可持续建筑环境深圳地区会议论文集 www.sbe19shenzhen.com



场所，或者是炫耀政治权力的场所，而是为了便捷交通：以通向其道路的数量来

衡量其效用。依附于这套交通网络，新的城市设施也得到了合理的安排，各种当

代意义的‚公共设施‛：市政府、管理机构、学校、邮局、医院、监狱、火车站、

公园等。功能专门化的公共服务建筑本身就具有公共设施的概念，通过规划中的

协调各自的位置，成为了梳理城市职能的工具。核心道路结合公共建筑建立了清

晰的空间秩序，这些复杂布局通过各种职能的分离，突出了意识形态上对于社会

功能性的区分，显现了奥斯曼对各个分区的普遍重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道路

的概念本身也产生了变化：道路不再是简单的通行线路，而是担负了城市的清理、

运输、配套的一种复合基质。除了解决人员和食品的运输，还囊括了地下的水和

燃气的供给、污水系统以及城市的通风系统，这些都促使城市走向现代化与卫生

的进程。 

 

 
图 3. 奥斯曼改造后的城市道路和广场 

图 2. 奥斯曼改造中新建的主干道路 

城市更新及社会包容与遗产保护

-297-

2019年可持续建筑环境深圳地区会议论文集 www.sbe19shenzhen.com



其次，奥斯曼所建立的是一个半开放的城市规划方案，奥斯曼在任期间，修

建了大量的铁路，重新展拓了了巴黎的道路系统，使得巴黎和法国其它地区的关

系扁平化，大大提升了运输的效率。但由于 19 世纪巴黎的城墙仍让存在，这就为

奥斯曼的巴黎城市改造划定了一个城市内与外的界限，因此城市的规划并非一个

均衡发展的模式。对于城市化的内部拓展方面，在奥斯曼的努力下，巴黎的建设

范围延伸到了外围防御边界，整个巴黎由原来的 12 个分区扩展为 20 个分区。尽

管他反对片段城市化干预的思想，但由于总体规划结构呈现出多层网络化结构的

叠加，其中每一层都从属于一个星形的网络，每个分区内部按等级严格划分。这

就使得总体结构的控制并不涉及将建筑集群视为中介性质的干预单元，对于位于

等级体系两端的层级之间的关系，在设计、投资和建设等很多实施环节也都未得

到澄清。 

然而，拿破仑三世所追求的巴黎‚美化‛也不能仅仅通过功能技术理由来表

述。相反，奥斯曼说的是‚对美、善、伟大的事物、美丽的自然之崇敬，唤起了

伟大的艺术‛。[4]为了将经济机制隐藏在技术理由之下，也为了唤起新资产阶级的

自我认同，奥斯曼在街道的设计中遵循了城市的轴线、纪念广场、纪念物系统的

美学修辞，企图重塑古典体系的系统化形象。毫无意外地，奥斯曼对城市地修辞

手段受到了卡特勒梅尔·德昆西（A.C. Quatremère De Quincy）的影响。[5]德

昆西对于城市规划的重视可以回溯到 1788-1825 年间出版的《方法论百科》

（Encyclopédie Méthodique）一书中，由他编写的建筑卷‚城市‛条目中得以

窥见。卡特勒梅尔在书中强调了立面的重要性，关注街道的宽度，而不同于一般

人对于平面的重视。‚当我们形成对（建筑）这种艺术的正确认识，并考虑到它所

包含的全部属性时，就会发现秩序的原则是第一位的…‛，基于建筑秩序的首要地

位出发，卡特勒梅尔欣赏的是明快、结构清晰的空间形式。这就指向一种以连续

通景为主的城市规划倾向，其中点缀以纪念性的建筑或构筑物。类似于西克斯图

五世（SixteQuint）的罗马规划中的尽端呼应关系（图 4），玛德莱娜教堂

（ChurchoftheMadeleine）被设在巴黎皇家大街（RueRoyale）的尽端，而凯旋门

（Arcde Triomphe）则成为了香榭丽舍大街（Champs Élysées）延长线上的高潮。

（图 5）古典主义秩序的对景手法突出了街道上明确划分的‚视廊‛效果，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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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拓宽的街道下，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下，奥斯曼式的城市新街道显得格外的雄

伟。 

 

2.2奥斯曼式街区与建筑集群 

虽然奥斯曼非常重视整个城市的资源分配和空间形象，但实际上奥斯曼对城

市的控制并不是完全的改造，他离建立一座系统完备的城市还差得很远。首先，

他的工作建立在已经构建的巴黎传统城市空间之上，没有完全的推翻城市旧有的

肌理，而是在原有的结构之中精选出特定的要素，将这些街道、节点空间重新整

合为一个新系统重新置入城市切口之上。（图 6）切口系统在形式上有着严格的

一致性，甚至可称之为单调；切口系统中每一条道路的延伸都对准纪念性或标志

性的构筑物。这些构筑物仅仅作为视线的尽端的一个焦点来感知，并没有在城市

空间和建筑之间形成任何关联。它们在总体上象征着巴黎的首都形象，却遮蔽了

传统的城市空间以及各个片区的居住属性。这种做法构成了 19世纪资本主义投

射在城市及其历史上的制服面具。这种做法像极了早期文艺复兴的城市改造模式，

尤其是那些以开辟新的街道和规则的大广场来修正老城的模式。 

图 4. 西克斯五世的罗马街道设计概念图, 1588 年（左图） 

图 5. 奥斯曼式街区与凯旋门（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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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奥斯曼式的街区也排除了新建筑的内部多功能性，仅仅将之作为塑造

城市新空间和掩盖旧肌理的工具。在切口系统下，街区会产生明确、统一的外边

界，建筑的立面是由总体布局所决定的，每栋建筑只是地块划分的结果，单元无

法从循规蹈矩的总体布局中区分出来。[6]而且街区内部地块的划分遵循了三条明

显的原则：每个地块的布局严格垂直于街道；街区内部的中央划分线是街区锐角

的等分线，这条中线调和了街区几何形态上的不规则性；如果不考虑哪些进深方

向沿街道伸展的地块，各个地块具有大致均等的规模。在奥斯曼对于住宅增量开

发原则的指导下，街区内的建筑密度较大，在街道背后只有通过各自建筑形体的

预留缺口共同形成少量通风采光井。这种开放强度下，传统街区背后的庭院、通

道、停车场等各种开放空间消失了，传统街区内部松散的空间关系所显现的多功

能适应性也随之不见了，人们日常的聚会与工作等多种活动被排除在了街区之外，

这是丰富的功能多样性和生活丰富性的退化。从结果来看，无论是重新规划还是

改造的切口道路的街区，最后都被改造成了新式的奥斯曼街区，这些新式的街区

与旧有肌理完美的拼合并将之隐藏，连续的奥斯曼街区保持了城市景观严格的一

致性，使人产生了整个巴黎都焕然一新的错觉。（图 7） 

图 6. 奥斯曼改造中的主干道路与拆毁的老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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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奥斯曼规划的影响 

奥斯曼式街区对 19世纪的城市改造影响很大，当时的罗马、阿姆斯特丹、

巴塞罗那、马德里、维也纳等城市也都纷纷效仿。奥斯曼的策略是创造出一套城

市空间界面插入城市，在这个界面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城市。它提供了现

代城市所必须的一切公共设施，交通、卫生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街道中鲜明的

弘扬了古典的美学的秩序和纪念性，看起来古代先哲所追求的乌托邦和现代都市

都在我们这个时代得以实现。然而实际上，它是一套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控制体

系，奥斯曼街道在这里扮演了核心的控制手段。奥斯曼街道有效的预防了拿破仑

时代的无产阶级的街巷暴动，为此奥斯曼还特意将巴黎市中心的街道改造出了一

条环形路线，不仅改善了交通效率，同时也方便对任何集体形式的游行、抗议等

活动的控制和镇压。在以街区为单位的建筑集群开发方面，统一的街区立面被用

来作为清晰的街道立面，进一步强化了空间的指向性。而在街区中，住宅增量增

加了，但新建成的街区由于优越的居住条件成为新资产阶级的生活区，而城市中

的中下阶层和无产阶级被无情的排除到了郊区之外。奥斯曼街区本身也抹去了传

统街区的内部开放空间，把人限制在街区建筑内部使得街区的功能性被大大简化，

街区作为城市空间中最重要的、建筑集群没有显现出对社会的包容性，反而加强

了街道空间的同质化。传统城市的肌理不仅被完全掩盖在新街区后面，在街道改

造过程中还拆掉了很多优秀的传统建筑和广场，尤其是在改造中经历了大拆大建

的西岱岛，新建的商事法庭、警察局、主宫医院、圣母院各自孤立的空间布局空

洞化了西岱岛秩序，使得纪念性系统失去了所有意义。奥斯曼对巴黎的现代化改

A重新划分的街区 B重新改造的街区 

图 7.奥斯曼街区的两种改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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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不能算是成功的，虽然提供了必须的现代化设施，但社会的多样性却被压制了，

使得无法奥斯曼式的街道系统中无法产生真正意义的现代空间，它仅仅提供了一

件华丽的古典美学外衣，而街区更是强化了这种单一的空间属性。 

3柯布西耶篇 

在奥斯曼下台不久之后，法兰西第二帝国也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所取代，这

时的欧洲也开始步入第二次工业革命，与实践经验所引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不

同，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由自然科学新发现而引发的技术革命，特别是出现了电力

产业、化学工业、汽车工业等。但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加速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政

治发展的不平衡，最终在 1914到 1918年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在一战

期间引入了泰勒主义（Taylorism）的科学管理，使得法国在战争中维持了的工

业优势。战后的巴黎依然是欧洲的中心城市，并在战争结束后延续了高速的发展。

但此时的巴黎却再次遭遇了人口增长和交通拥堵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而由于当

时城墙的限制已经消失，再加上霍华德‚田园城市‛理念的影响的传播普及[7]，

巴黎政府的主要策略还是依靠发展郊区和建设新城来解决城市问题，实际上巴黎

的城市问题却并未得到缓解，反而成为了一个‚水平发展且拥挤混乱的城市‛[8]。 

勒·柯布西耶（leCorbusier）出生于瑞士拉绍德封（La-Chaux-de-Fonds），年

轻时曾在巴黎跟随奥古斯特·佩雷（Auguste Perret）学习混凝土技术，之后辗

转德国跟随建筑师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工作学习，期间柯布西耶接

触倒了德意志制造联盟，并且见识到了机械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后来柯布西耶又

回到巴黎定居，开启了个人的建筑实践。在巴黎，柯布西耶与艺术家阿梅代·奥

赞方（Amédée Ozenfant）的合作，建立了纯粹主义（Purism）的艺术团体，

之后两人还共同创办了新精神（L'Esprit Nouveau）杂志。在 1923 年柯布把部

分杂志内容汇编成书，取名《走向新建筑》（Vers Une Architecture），这本书

成为了柯布西耶最具影响力的机械时代（MachineAge）建筑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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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布西耶对巴黎城市问题的关注可以追溯到 1922 年的秋季沙龙展览会

（Salon d'Automne），他展出了一个可容纳 300 万人的概念性城市规划方案‚当

代城市‛（ville Contemporaine），该方案的设计理念其实主要来自柯布西耶对

于当时巴黎城市的经验。另外，有别于其它概念性的城市设计方案，该方案包含

了对城市中各种建筑类型和城市交通的全面的具体考量，所有内容均在技术上都

具有可实施性。（图 7）在 1925年，柯布西耶正式出版了他的城市设计著作《明

日之城市》（TheCityofTo-morrowand Its Planning）作为他城市理念的完整概

述。书中内容以巴黎作为研究问题的参照对象，系统的论证了‚当代城市‛方案

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在同年的装饰艺术博览会（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Modern Decorative and Industrial Arts）中，在瓦赞汽车公司老板加布里埃

尔·瓦赞（ Gabriel Voisin）的资助下，柯氏以‚当代城市‛中的住宅单元作

为原型建造了一个展馆，取名为为新精神馆（Pavillon de l'Esprit Nouveau）

[9]，此次柯氏的设计获得了相当成功的反响（图 8）；此外，同样是在瓦赞的资助

下，柯氏完成了他的巴黎中心改造方案，并命名为‚瓦赞规划‛（Plan Voisin），

该方案也在装饰艺术博览会的新精神馆中一并展出，用来进一步宣传新精神馆所

反映的生活观和城市理想，并且该方案也收录在了《明日之城市》这本书中，作

为‚当代城市‛理念框架下的实际应用范例。 

图 7. 柯布西耶 ‚当代城市‛鸟瞰图，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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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柯布西耶的现代主义城市观 

早在《走向新建筑》中，柯布西耶就认可了机械时代的既定社会事实，并认

为机械主义仍然可以延续古典的柏拉图主义形式。在《明日之城市》中，柯布西

耶则更进一步强调了他的主张：通过实证主义的理性思维、基于科学的统计方法

以及新的建造技术解决城市问题。柯布西耶在早期求学阶段曾受到老师查尔

斯·勒普拉特尼尔（CharlesL’Eplattenier）的教导，学习如何对自然形式进

行‚样式化‛以及生成‚形态‛的抽象语法的规则；柯布西耶在后来对古希腊、

小亚细亚半岛的考察时又进一步研究了古典建筑的几何规律。柯布西耶逐渐形成

的这种几何学的自律性和精确性不仅帮助他在设计中保持了良好的比例与形式，

同时几何原则也迎合机械制造的理性特征，使得建筑可以和工业紧密结合。柯布

西耶对于机械主义的高度认同感，也使得他将机械中的科学原则移植到了建筑学

和城市规划当中，在《明日之城市》中柯布西耶多次使用生物学的功能概念来形

容城市的空间关系；在对于工业时代的城市生活中，柯布西耶还引入了泰勒的科

学管理方法[10]，提出了人在工作 8小时之外的 8小时生活方式的设想；此外，柯

布西耶还关注机械制造的方法和启示，除了对混凝土技术的学习之外，远洋轮船、

飞机、汽车等机械产物对柯布西耶的建筑思想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柯布西耶本

人也不止一次呼吁建筑师们向机器学习，更在日后提出了‚住宅是居住的机器‛

的口号。
[11]
 

在城市方面，柯布西耶主张城市中心主义，反对当时普遍采纳的城市分散策

图 8. 柯布西耶“新精神馆”，19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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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推崇由官方统一接管城市的规划和建设问题，这种城市理念与霍华德和格迪

斯的方法都不同。他认为城市中心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巴黎作为文化、政治、

经济的象征，而客观上整个城市的功能包括公共建筑和交通系统都是不可迁移的，

他强烈批判郊区策略造成的城市泛郊区化的蔓延，也否定通过新城建设以实现城

市中心逐步迁移的方法。柯布西耶认为重建巴黎中心是解决城市问题的唯一办法，

面对重建的质疑，柯布西耶引用了路易十四以及奥斯曼对于城市改造案例作为证

据支撑。对于城市的问题的具体切入点，柯布西耶提出土地的重新规划应该从解

决城市交通和建筑密度入手。交通方面，柯布西耶确立了汽车为和铁路为运输核

心，将未来道路的性质定义为‚运输机器‛，在他的眼里城市的革新是由道路系

统的重新设计所引发的‚城市规划的完全革新‛。对于道路系统的分析，柯布西

耶和奥斯曼类似，也认为直线是最适合道路交通系统的。在柯布西耶眼里，直线

系统不仅仅是对法国凡尔赛宫、奥斯曼规划的延续，还是具有机械的效率原则和

几何的理性。密度方面，柯布西耶批判了巴黎的平面化城市形态：狭窄的甬道由

低矮紧凑的建筑围合构成。这种城市形态如今已经不再能适应当下的人口密度和

交通需求。柯布西耶提倡学习纽约摩天楼的建设经验，提高建筑的容积率使城市

向竖直方向发展，但同时也批评了纽约摩天大楼混乱的局面。他所认可的城市风

貌应当像古代建筑群落那样，建筑融入在自然环境之中，这样既可以改善城市的

卫生问题，也可以通过绿色景观来调和摩天楼的巨大尺度，城市得以重获秩序感。

此外，柯布西耶认为应当将城市住宅的建设标准化、类型化以实现高效率、工业

化的建造。柯布西耶将这种批量生产的住宅视为城市的基本单元，以保证街区的

连贯性和一致性。最后，柯布西耶将城市规划的策略归纳为四点基本原则：减少

市中心的拥堵；提高其密度、增加交通运输的方式；增加植被面积。[12] 

3.2当代城市规划 

‚当代城市‛虽然是一个概念性的 300万人口规划方案，但它作为柯布西耶

城市新精神的浓缩，包含了完整的规划设计原则和实施办法。首先，柯布西耶认

为平原式的土地是理想城市用地，这样可以使得未来交通和建设都获得便利性，

减少意外问题。在划分土地时，柯布使用了正交网格，这套系统继承自古罗马的

城市规划传统，加尼埃的工业城镇以及美国城市规划方法，也反应了机械主义的

几何性理性原则，并在日后的柯布西耶的诸多城市规划方案中成为了一种默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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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根据柯布西耶自己对于城市尺度的推演，他以 400米间距作为基本参考单

位将地块划分，这符合巴黎地铁站点得平均间距，以间隔 400米为间隔的若干地

块共同构成了 16公顷城市用地，这样就形成了城市的基本构架。（图 9） 

 

在这套网格中，交通系统基本只保留了主干道路，传统城市的多层级的道路

系统被简化。柯布西耶的目标是将巴黎未来的道路数量减少三分之二。取而代之

的是将主干道路复合化的设计，柯布西耶将城市交通立体化分层布置以管理各自

的运转效率。事实上这种做法在柯布西耶早期的《托柱城镇》中就已经出现过，

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巴黎规划师尤金·汉纳德（Eugène Hénard）的未来道路

（RueFuture，1910）的设计上。[13]整个城市只设有一座车站，位于城市两条主

轴线的交点，统一整合各种交通。首先柯布西耶将汽车道路分为三层：地下一层

——载重汽车，地面——低速汽车，架空快速干道（位于城市的两条主轴线上）

——高速汽车，铁路也分为三层：在地下一层为穿过式地铁通向城市外围的花园

新城，地下二层是单向交通（环形）的郊区直达铁路，地下三层是通向外省的铁

路线。此外由于车站建在地下，在地面以上两层楼的屋顶还可以建造供出租飞机

使用的 20万平方米机场。（图 10） 

图 9. 柯布西耶‚当代城市‛，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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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城市的功能布局也是根据这种中心放射式的交通展开的。首先在车站的

四周，也就是中心区的每个 400 米见方的地块上放置摩天大楼，总共放置了 24

栋，作为办公场所，每栋楼可容纳 1~5 万名员工，综合共计大概可容纳 40~60

万居民。（图 11）在摩天大楼群的地面部分共同构成了一个 2400米*1500 米的广

场，广场中带有植被的花园和公园，公园内、摩天大楼底部配有休闲餐饮、剧院、

礼堂以及停车场。在中心区外延，由斜向道路所围合的菱形区域内是锯齿型住宅

区，而剩下的城市四角是封闭型住宅区。锯齿型住宅区与封闭型住宅共计可以容

纳 60 万居民。此外，在城市中心办公区的西侧紧邻的一小块区域是城市的公共

建筑区，包含博物馆、市政厅等公共设施。而更远的西侧则是英式花园，作为功

能可变的未来发展用地。城市中心区以东侧的快速干道则通向工业区。另外在城

市的最外围，介于郊区和城市之间还形成了一大片环形的花园新城，可容纳 200

万居民。关于绿化方面，在城市的中心办公区、锯齿型住宅区、密闭型住宅区的

绿化率分别控制在 95%、85%、48%。这样整个城市有超过一半的区域被植被所覆

盖。 

图 10. “当代城市”中心车站鸟瞰图，19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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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瓦赞规划的交通体系 

‚瓦赞规划‛基本沿用了‚当代城市‛的规划策略，这使得该方案不免也蒙上一

层概念性城市规划的色彩，针对这个问题，柯布西耶自己是这样解释的：‚‘瓦赞

规划’并不旨在为巴黎市中心提供具体得最终解决方案。但他有利于引发符合时

代精神得讨论并提出正确范畴内得问题。它以它得原则，对抗那些正日复一日地

扰乱我们机身的无关紧要之举措。‛ 

 

‚瓦赞规划‛的用地选址于巴黎的市中心，这也是当时巴黎城市问题最为严

重的区域，规划重建用地范围达 24 公顷。与‚当代城市‛指向中心的规划体系

图 13. “瓦赞规划”分析图与平面图，1925 年 

图 11. “当代城市”中心办公区效果图，19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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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虽然也保持了正交网格体系，但这次柯布西耶将规划的区域分为两个部分：

商业新城和住宅新城。商业新城位于整个重建区域的东侧，用地范围从共和广场

（Place de la République）至卢浮宫路（Louvre），以及从东站（Gare de l'Est）

到里沃利路（Rue du Louvre），即为图中 A 区。整个区域有 18 栋摩天大楼以及

少量锯齿住宅组成，近地面空间也基本延续了‚当代城市‛的功能布置，每栋摩

天大楼日常工作可容纳 2~4万人，该区总共可容纳 50~70万人。住宅新城位于整

个规划西侧，从金字塔路（Pyramides）一直延伸至香榭丽舍圆形广场（Rond-Point 

des Champs-Élysées ），由圣拉撒尔车站（Saint-Lazare）至里沃利路（Rue du 

Louvre），即是图中的 C区（SectionC）。但住宅新城只沿用了‚当代城市‛中的

锯齿型住宅这一种住宅类型。除了住宅以外，住宅新区还吸纳了一部分公共建筑，

包括各种政府部门的服务办公楼以及大型旅馆。中央车站则位于两个新城之间的

地块，车站依然在地下部分，即是图中 B 区（SectionB）。最后位于住宅新区的

西侧，柯布西耶还放置了少量的摩天大楼（该区是 1925年补充进去的，1922年

的初稿并不存在），作为来的延伸开发区域，即为 D 区。根据柯布西耶自己的计

划，‚瓦赞规划‛可以使土地的人口容纳量从原本的 800人每公顷可提高至 3500

人每公顷，而建筑用地却只占用了 5%的土地，而剩下 95%的土地则用于大规模的

交通、停车以及公园绿化。（图 13） 

 
图 14. “瓦赞规划”模型，19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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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方面，规划将道路扩展为 50 米、80 米、120 米三种标准。在新的规划

中复建了一条主轴道路，从东侧的万塞衲（Vincennes）延伸至西侧的勒瓦卢瓦

—佩雷（Levallois-Perret），通过这条主轴将商业新城和住宅新城连成一个整

体。这条主轴道路主要负责大规模的交通运输以缓解香榭丽舍大街的交通压力，

基本的交通方式采用单向行驶的高架桥，总宽度达 120米。此外，在原有的东站

铁路线上还架设了一条北向的高架快速路，主要通向城市北侧待开发的区域；同

样的，通往巴黎南侧的快速干线则是从新中央车站出发。（图 14） 

3.4多米诺结构与建筑集群 

在柯布西耶的城市规划方案中，无论是摩天大楼还是住宅，建筑都根据类型

采用统一标准方式，进行批量建造。摩天大楼和住宅虽然都运用了多米诺结构竖

向发展，两种建筑类型都展现出了多米诺结构的灵活性，却呈现出了两种空间逻

辑。 

 

摩天大楼充分展现了混凝土技术的坚固性优势和多米诺结构在竖直方向上

的延伸性，十字交叉的平面，取消了传统建筑的中庭，取而代之的是位于十字中

心的竖向交通核心筒，这体现了效率优先的机械主义。摩天大楼虽然是在每个地

块中以独栋的方式布置，但通过规整的网格划分出的多个地块组合，摩天大楼形

成了一个规则的矩阵型建筑集群，表现出了强烈的整体几何感与力量感，成为了

城市的中心的最显著的象征。这明显有别于纽约式的拥挤而混乱的城市天际线。

为此柯布西耶还刻意将规划透视图中的透视灭点高度设定在摩天大楼屋顶附近

的位置，以强化摩天大楼在水平向的统一秩序感。（图 15） 

图 15. “瓦赞规划”空间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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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宅方面，柯布西耶在‚当代城市‛中提出了三种住宅类型：锯齿型住宅、

封闭型住宅以及花园新城。虽然这三种集合住宅在平面上的用地策略互不相同，

但在竖向上都采用了以基本单元组合而成的蜂窝式组合策略，基本单元则主要参

考了新精神馆的空间格局。（图 16）在‚瓦赞规划‛中，住宅仅保留了 6层高的

锯齿型住宅。封闭型住宅是沿地块边界围合的内向式住宅，并不适合放置于城市

中心。而花园新城则是基于城市外围的宽裕用地条件而设计的。锯齿型住宅则不

同与前两种，锯齿型住宅的形状特点是双面凸凹的，形态上并没有清晰的偏向，

住宅的朝向一般主要朝向每个街区内侧公共用地，住宅形式具有一定半开放性。

这样街区范围内的公共用地就会面向街道由节奏的开放，这种方式改变了奥斯曼

那种以纯粹建筑作为街道竖向边界的方式。另外锯齿型住宅的凸凹式布局是可以

跨街区保持连续性的，这就使得街道获得了建筑围合与公共景观组成的空间、节

奏感。（图 17）这种方法其实也并非柯布西耶所独创，这种街道节奏的调节方法

也可以追溯到尤金·汉纳德的锯齿林荫道(Boulevards á Redans)的设计上。[14] 

 
图 17. 锯齿型住宅集群，1925 年 

图 16. 蜂窝式集合住宅，19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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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奥斯曼的方案与柯布西耶的方案比较分析 

奥斯曼与柯布西耶虽然都对巴黎的城市规划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但对于方案

所提出的立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首先奥斯曼并非建筑师，而是作为巴黎市的市

长执行规划改造，这就使奥斯曼的规划囊括了更多的社会问题的处理过程，例如

规划中包含了拿破仑三世对于无产阶级城市暴动的预防，包含了对于塑造城市纪

念性的美学修饰，包含了在城市改造和扩建过程中对财政和经济的刺激作用。而

柯布西耶作为建筑师的立场，则显露一种专业的技术指向性，即通过建筑和城市

规划来解决社会矛盾。就像泰勒期望通过科学管理提高生产效率来解决社会问题

一样，柯布西耶也希望通过革新建筑和规划手段来解决社会中的复杂矛盾。从这

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虽然奥斯曼和柯布西耶都带有着精英主义的立场，却表现出

了两种态度，奥斯曼虽然为巴黎增加了住宅的供应，但新住宅的价值的提升却也

变相驱赶了城市中的无产阶级；而柯布西耶的城市则是注重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

的引导作用，企图以新生活方式的设计来教化无产阶级，培养新的社会价值。这

里我们可以看到两次工业革命之后社会价值观的转变，无产阶级逐渐成为了社会

的主要群体。 

面对交通和人口所带来的城市问题，两人都采用了为城市植入新系统的整体

策略，但他们的着眼点也明显不同。奥斯曼所采用的切口系统主要是围绕街道和

广场展开的，这种具有强烈纪念性的街道手法来自西克斯五世对于罗马城改造的

传统。奥斯曼所做的创新在于强化了建筑集群对于街道的围合作用。虽然奥斯曼

是将街区地块拆分售卖的，但在法规的控制下，每个街区仍旧保持了惊人的立面

一致性，从而产生了城市整体的假象。但在奥斯曼街道的背后原有的城市空间并

没有改善，甚至受到进一步压制。值得欣慰的是奥斯曼在拓宽的道路系统的同时

也改善了城市供水、排污管道等问题，同时围绕重要的广场节点营建了大量的社

会公共建筑。柯布西耶采用的是一种集中式的解决策略，即对城市中心区的整体

重建，这种激进的方法比奥斯曼更像一名外科手术医生。柯布西耶虽然也注重城

市的美学价值，但他将柏拉图的几何形式融入到了机械主义的时代精神当中，这

使得他可以毫无阻力的以机械的生产效率思维来设计城市，这样以多米诺结构为

基础的建筑和以汽车、铁路为基础的交通运输就获得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在设计

中虽然交通和建筑是仍然紧密结合的，但建筑和交通已经成为了独立的系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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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出了各自的功能复杂性，这是区别现代城市和传统城市的重要标志。在两个

人的改造策略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技术进步对于时代精神所带来的巨大改变，

从对于权威的纪念性走向了社会化的普适性关怀。但这里值得留意的是，奥斯曼

式的街区中的建筑集群，功能性很单一，基本都是采用了底层商铺和楼上公寓相

结合的方式，这使得奥斯曼的纪念性街道同质化严重。这一点我们在柯布西耶的

改造中看到了一定的进步性，柯布西耶的建筑区分了底层、楼层 、屋顶的三种

部分的功能，建筑可以自成体系运转，但以街区为单位的统一的标准也导致了同

质化的结果，同时考虑到柯布西耶对于城市整体功能的机械分区方法使得城市空

间依然显得很抽象。这也是为什么柯布西耶的城市观以及 CIAM 所颁发的《雅典

宪章》在日后受到批判的重要原因。 

最后值得肯定的是奥斯曼和柯布西耶两个人对于交通规划的贡献，拓宽道路

对城市拥挤状态的改善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尽管柯布西耶在方案中设计的交通体

系已经足够现代化，但地面作为交通系统与建筑系统实现沟通最基本的媒介，这

是无法被替代的。关于直线的道路系统，我们还需要在此做一个区分，和柯布西

耶同时代的城市学者西特就提出了现代城市三种道路形态：圆形、三角形、方形。

这其中三角形和方形是以直线作为基础的，也更加的符合当代的城市交通在效率

上的需求。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从西克斯五世到奥斯曼使用的这种三角形或者说放

射形道路对于尽端的纪念性的表现。而柯布西耶在‚当代城市‛的设计中参照了

美国的城市规划，也在自己的网格中加入了对角线道路，这不仅仅实现了交通的

效率，也展现了几何的形式秩序之美。 

5结论 

5.1奥斯曼的方案与柯布西耶的方案的价值 

奥斯曼的规划仍然遵循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空间模式传统，并在美学的修辞

下加入了自己的技术性改良，作为传统城市过渡到现代城市的一种折中方案被欧

洲多个城市所效仿，奥斯曼式的街区延续至今依然是巴黎城市的典型特征。而柯

布西耶的城市规划则是承袭自多为现代主义建筑先驱的思想，将城市规划发展为

了一种具有完整现代性特征的建筑语言新系统。虽然柯布西耶的城市规划理念仍

有诸多的缺陷，也并未实施，但如他自己预言的那样，他所总结的规划理论被现

今大多数的城市学者所延续，尤其在中国很多的新城建设当中，都可以看到柯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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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耶的规划理论的影响。不论是奥斯曼还是柯布西耶的城市规划思想都值得认真

回顾和继承发展。 

从奥斯曼式街区到柯布西耶的建筑类型，我们可以看到建造技术对于城市形

态在设计带来的进步性。多米诺结构使得建筑有能力在水平向和竖直向的大规模

延伸，从而形成新的建筑集群形态，并脱离地面成为了独立的体系，这不仅仅使

得建筑以集群的形式具有了城市景观性的表现力，也使得建筑的功能性开始独立

于街道，形成自主的组织系统。这是城市与建筑走向成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虽然柯布西耶强调了传统巴黎在道路规划的历史中使用直线规则的传统，但

实际上奥斯曼是以直线道路所具有的透视法原则来实现尽端视觉目标的纪念性，

并结合景观形成了具有良好舒适性的步行林荫道；而柯布西耶则是追求几何比例

的美学隐喻，以及基于实证主义的科学尺度，设计了多层复合式交通系统。这两

种规划手法背后反映出了城市在不同层面的社会价值，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最后，奥斯曼和柯布西耶的城市规划方案共同的缺点在于缺乏社会的多样性，

街区中的建筑集群在形态上和功能上都呈现出了单一性。艾伦·科洪(Alan 

Colquhoun)在《现代建筑》（ModernArchitecture）一书中对于柯布西耶的城市规

划方案也发出了这样的哀叹，‚社会的随机性元素被彻底提除了‛。[15]这会导致城

市空间缺乏活力和向心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展开了高速的城市建设运动，在

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惊人的建设速度和效率，却也难免忽略了城市价值的多

样性以及功能的复杂性，这些缺陷多多少少都带有这奥斯曼和柯布西耶在城市规

划中的影子。因此，在这里我们需要再次警醒，保持城市的多样性是应该作为城

市建筑集群的规划的重要指导原则，这也是发展和谐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需求。 

5.2巴黎城市化方案对于中国的启示 

在出版瓦赞规划之后，柯布西耶在 1928 年成立了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简称

CIAM。在 1931 年的 CIAM 大会上明确提出了以功能主义为思想的城市规划范式。

柯布西耶的规划理念伴随着现代运动的国际化得到了极大推广，并在日后发展成

为了 CIAM的《雅典宪章》。虽然当今的城市发展理念已经走向了多元化发展，例

如生态城市、智慧城市、海绵城市等等，但在城市的形态方面毫无例外地都依然

遵照着现代主义以来的设计和建设方式在发展。在中国近 30 年城市扩张的过程

中，新城的建设无一不是采用现代的建筑语言。在这种城市形态的设计语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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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布西耶的复合道路，大尺度街区，建筑功能分区等观念都仍然历历在目。但柯

布西耶的城市形态立场，显然带有着社会生产效率优先的态度，这一点也尤其迎

合了我国新时代的城市建设在速度上的需求。但我们的城市发展在合理性、尺度、

速度等方面存在着许多不平衡。 

在我国新城建设当中，交通系统的建设尤为出色。我们不仅仅拓宽了道路，

柯布西耶时代预想的城市快慢干道都一一实现，更建立了多层次的公共交通体系。 

但在道路所划分的街区中，我们却并没有参照柯布西耶的建筑集群策略。通过提

高建筑容积率，柯布不仅解放了地面空间，也使得道路和建筑开始分离，这也是

柯林·罗在（ColinRowe）《拼贴城市》（TheCollage City）中所提及的‚实体危

机‛的开始。[16]有别于奥斯曼建筑围合道路的传统方式，柯布西耶的建筑集群脱

离了道路，建筑和道路之间的图底关系的相对关系消失了，但柯布西耶通过对建

筑的集群式处理手法使得城市的视觉秩序得以平衡。当今我国新城的建设当中，

各个街区内的建筑建设在遵守详细规划原则之下，都是基于地块内部的自我逻辑

而设计和建设，并不带有柯布西耶基于城市整体的建筑集群设计思维。在相邻的

若干街区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地块间图底关系差异以及建筑形态上视觉秩序感

的缺失。 

除了道路和用地策略之外，还有一点明显也是对于柯布西耶的继承，那就功

能主义。如前文所议，柯布西耶机械式的功能分区给城市带来了潜在的活力危机。

这种状况也确实发生在了中国的城市当下，尤其式那些快速建设完成的新区域。

崭新的道路和建筑下，却并没有相应的人居氛围。不论是卫星新城还是城市新区，

在城市功能上都应该避免单调的功能构成和分类方式。这一点早在霍华德的《田

园城市》中就已经提出过，新建设的区域应当具有一定的城市完整功能和多样性。

从这点上看奥斯曼的巴黎改造更加带有着整体性的思维，他把公共服务功能分布

到各个区域当中，并通过统一的交通系统并联为一个整体。 

最后，就是关于公共空间的问题。奥斯曼和柯布西耶都注意到了街道和建筑

集群的巨大尺度对感知的影响。他们所共同采取的策略都是通过绿化和公共设施

的手段，来改善人在公共空间中的舒适性，同时也是对卫生问题的应对。我们的

城市建设往往在这方面是滞后的，以房地产开发的模式首先依靠的是住宅的供应

以及交通的可达性，景观和绿化往往被限制在街区之内。同时在城市新区高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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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之下，可调用的资源都优先投入到了大型公共建筑和交通建设上，街道绿色景

观成为了附属品，其发展水平几乎停滞。似乎奥斯曼和柯布西耶都对于景观没有

更多的探索，近年所兴起的景观都市主义思想作为对于景观在时间发展中的思考，

也许会为我国未来地域性的环境有着更多指导意义。 

总的来说，从奥斯曼和柯布西耶所提出的城市规划方案中，我们应当注意到

两种整体思想方法下的差异。在我国的城市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这两种设计思维的

平衡性。建筑集群毫无疑问扮演了城市形态的重要角色，但对于区域整体功能的

丰富性，对于街道的公共性，在我们的城市未来发展中仍然有很多值得挖掘的潜

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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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背景下的矿山生态修复与工业遗产再利用研究 

——以山西太原西山为例 

 

洪治中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 100000) 

 

摘要： 太原市西山地区原为太原市矿业开采与加工的重点地区，经过多年的生态治理，目

前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仍然存在残余污染治理、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待提高，以及以

旅游产业为主的替代产业发展等诸多紧迫需求，在理论与实践方面急待研究。本文通过对工

业遗产、生态修复等理念内涵的深入解析,分析梳理国内外矿山生态修复与空间再利用的相

关理论与实践,总结矿山生态修复以及工业遗产再利用方法、特点和趋势，结合太原市转型

发展的需求，深入研究国家地方土地利用政策机制以及运用市场化方式推动棕地修复与再利

用的方式方法，并探讨西山地区生态修复与工业遗产再利用的模式和措施,以确保未来西山

的开发利用具有可持续性。 

关键词：城市更新；工业遗产；生态修复；模式；太原西山 

 

1 研究背景 

1.1 相关政策与环境背景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

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我

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重要发展理念,山西省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和老工业基地，是国家

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推进资源型经济转型改革和发展中具有

重要地位。 

2 国内外矿山生态修复与工业遗产再利用研究 

2.1相关概念界定 

    城市更新：指一种将城市中已经不适应现代化城市社会生活的地区作必要的、

有计划的改建活动。 

    矿山废弃地：指采矿活动所破坏和占用、非经整治而无法使用的土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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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露的采矿岩口、废土（石、渣）堆、煤矸石堆、尾矿库、废弃厂房等建筑用地，

地下采空塌陷地及圈定存在采空塌陷隐患的荒废地等。 

    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即对矿山废弃地进行污染治理与生态恢复与重建，实

现对土地资源的再次利用。      

    工业遗产：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下塔吉尔宪章》（Nizhny Tagil Charter）

的定义为——“工业文明的遗存，它们具有历史的、科技的、社会的、建筑的或

科学价值。”这些遗存包括建筑、机械、车间、工厂、选矿和冶炼的矿场和矿区、

货栈仓库、能源生产、输送和利用的场所，运输及基础设施，以及与工业相关的

社会活动场所，如住宅、宗教和教育设施等。  

2.2矿山废弃地的主要类型和典型危害 

2.2.1 矿山废弃地的主要类型 

矿山废弃地的主要类型包括：排土场废弃地、采空塌陷区废弃地、矸石山废

弃地、露天矿坑废弃地、废弃工业建筑及设施用地等。 

    排土场废弃地：由于煤矿开采过程中剥离的表土、矿坑中排放的岩石堆积形

成的废弃地。 

    采空塌陷区废弃地：由煤矿开采后留下的采空区和塌陷区形成的采矿废弃地。 

    矸石山废弃地：经过筛选分级选出精矿物后的剩余煤炭固体废弃物堆放形成

山体式尾矿废弃堆。 

    露天矿坑废弃地：由于采矿作业面遗留形成的废弃地。 

废弃工业建筑及设施用地：关停的矿业生产作业设施、管理设施、辅助建筑

物、道路交通等形成的废弃地。 

2.2.2 矿山废弃地的典型危害 

    矿山废弃地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主要包括:环境污染、生

态功能退化、地质灾害、破坏地表景观、占用大量土地等。    

    环境污染：指煤矿开采工作破坏了原本的自然生态系统平衡后造成的污染，

主要有大气、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等。 

    生态功能退化：破坏煤矿开采区的植被，或者使土地退化，难以支撑植物生

长，导致地表生物量减少，生态服务功能减弱或完全丧失。    

    地质灾害：主要指煤矿采空区地表塌陷诱发的滑坡、崩塌、塌陷、地裂、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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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流等地质灾害，影响和破坏了矿区及周围的建筑设施安全。 

    破坏地表景观：使原有地表形态、自然外貌特征发生巨大改变。    

    占用土地：煤矿开采挖掘和初加工等生产方式，带来了诸如露天采矿废弃地、

采空塌陷区等占用了大量土地。许多煤矿工业广场建立在城市的边缘或近郊，或

者本身就在城区范围内，煤矿开采造成大量城市土地被压占，加剧了我国人多地

少的矛盾。 

2.3国内外主要研究和实践现状 

2.3.1 国内外城市更新研究 

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起源于产业革命，迄今已有 200 余年的历史，初

期主要集中于对城市建设的反思和提出城市改良计划。现代意义上大规模的城市

更新运动始于 1960 年代的美国。著名学者简.雅各布斯、L.芒福德等提出了“人

本思想”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理论依据。进入 20 世纪后期，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又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思想基础。 

在我国，1980 年代初期，陈占祥把城市更新主要定义为城市“新陈代谢”

的过程。吴良镛从城市的“保护与发展”角度，在 1990 年代初提出了城市“有

机更新”的概念。进入 2000 年以来，学者们开始注重城市建设的综合性与整体

性，城市传统产业转型、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得到关注，在实践中从以城市老旧居

住区改造向老旧工业用地等多元存量用地改造转变。 

2.3.2国内外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与再利用研究 

上个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就开始了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的相关工作，最初

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理论主要来源于修复生态学的发展。研究领域逐步扩展到废

弃矿山的土地复垦、植被修复、固废再利用、酸性矿山排水、重金属去除、工业

遗产再利用、传统产业转型等。在相关法律政策建设方面，英、美、澳等发达国

家均对矿山废弃地的生态恢复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治理措施。其中，美国于

1977 年颁布了《露天矿管理及生态修复法》，严格规定了矿山开采的复垦程序，

明确了矿山废弃地生态恢复的责任权属问题与专项基金制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美国矿山废弃地的生态恢复率居于世界前列。     

国内对矿山废弃地的治理与再利用研究起步较晚。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

学者翻译了《露天矿土地复垦》和《矿区造地复田中的矿山测量工作》等国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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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向国内引进了国际土地复垦和生态修复技术。1998年 10月,我国修订了《土

地管理法》,提出了“占用耕地与复垦耕地相平衡”的要求。进入 21 世纪后,我

国加大了对生态环境和矿山治理的重视,国土资源部于 2015下发的《历史遗留工

矿废弃地复垦利用试点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出应科学合理地编制工矿废弃地复

垦利用专项规划,标志着我国的土地复垦工作进一步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

矿山废弃地生态恢复研究则呈现出多元化、综合化、跨学科化的研究趋势，生态

修复技术不断发展，并涌现出许多代表性的生态修复和再利用优秀案例。   

2.3.3 国内外矿山废弃地再利用的主要模式和成功案例   

现有的矿山废弃地再利用模式主要包括生态复绿模式、休闲与旅游景观再造

模式、综合利用模式等（表 1）。   

（1）生态复绿模式：主要指对原有矿区的破损山体和生态环境进行修复，

愈合采矿遗留的伤疤，使矿区的生态环境逐步恢复。并结合当地农业生产需求，

进行农林牧副渔业的复垦。如美国汉森采石场，通过场地治理与生态修复，恢复

了场地原有的植被和生态环境。 

（2）休闲与旅游景观再造模式：挖掘场地旅游资源进行生态修复、工业遗

产的改造和旅游景观再造。目前采用的方式主要包括改造建设为城市开放空间

（城市公园广场等）、工业博物馆、工业遗产旅游地等。如加拿大布查特大花园

（图 1）是由原来废弃采石场改造而成的城市花园；中国上海辰山矿坑花园，（图

2）为原有废弃场地经生态修复和景观改造后建设而成的城市植物园。 

 

  图 1 加拿大布查特大花园        图 2 中国上海辰山矿坑花园 

图片来源：https://baike.baidu.com 

（3）综合利用模式：利用矿区废弃地，通过延伸城市功能，建设新兴的城

市功能板块，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包括利用原有工业遗留厂房建设文化创意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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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利用旧矿区改造建设形成城市工业仓储用地、公共设施、居住区、商业办公

区及综合功能利用区等。如日本淡路梦舞台利用原有废弃采石场生态修复后的场

地建设了包括露天剧场、度假会议中心、餐厅、商店、广场等在内的综合休闲区

（图 3）。上海佘山利用原有矿坑废弃地自然山体落差与特殊景观环境，建设矿

坑花园酒店等（图 4）。 

 

         图 3 日本淡路梦舞台      图 4 中国上海佘山矿坑花园酒店 

图片来源：http://bingku.alltrip.cn/     图片来源：www.sohu.com 

表 1：矿山废弃地分类及其生态修复方式一览表 
类型 形成原因 特点与危害 改造与利用方式 

排土场废

弃地 

由于煤矿开采过

程中剥离的表

土、矿坑中排放

的岩石堆积形成

的废弃地。 

破坏并压占了大量土

地，硫化物、氮氧化物

和悬浮颗粒物等对环

境污染严重，污染了土

壤和地下水，破坏生态

环境。 

生态复垦、场地改造后作为农业

生产用地、休闲公园、活动集散

场地、停车场等；妥善存放的剥

离表土作为场地的绿化表土，弃

土用于地形塑造。 

采空塌陷

区废弃地 

由煤矿开采后留

下的采空区和塌

陷区形成的采矿

废弃地。 

煤矿采空区不进行加

固回填会造成地面沉

降，形成塌陷坑，造成

积水，农田植被无法生

长，同时易引发山体滑

坡等地质灾害。 

对采空塌陷区进行回填改造后，

可作为农业生产用地、城乡建设

用地、休闲公园、活动集散场地、

停车场等。 

矸石山废

弃地 

经过筛选分级选

出精矿物后的剩

余煤炭固体废弃

物堆放形成山体

式尾矿废弃堆。 

占据大量土地资源，煤

尘大，易自燃，重金属

含量高，植物难以生

长，严重影响周边环

境。 

煤矸石砖及砌块作为铺地材料，

直接作为路基材料；对原有煤矸

石山进行生态修复覆绿，可作为

景观绿地等。     

露天矿坑

废弃地 

由于采矿作业面

遗留形成的废弃

地 

占用土地资源，农作

物、植被生长差，生态

环境不佳。 

视地质条件，可以结合地区产业

发展与休闲旅游需求，进行生态

复垦、建设休闲旅游（如矿山公

园、酒店、攀岩等）项目。 

废弃工业

建筑及设

施用地 

关停的矿业生产

作业设施、管理

设施、辅助建筑

物、道路交通等

形成的废弃地 

通常地质条件较好，建

筑设施有一定的工业

遗产价值和标志性，可

适当改造或保留。 

生态修复和改造后，可以转化为

工业遗产旅游地（公园）、工业

博物馆、文化创意产业园、综合

性产业园等使用。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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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太原西山的实践 

3.1太原西山概况与开发历史  

太原西山地区位于太原市中心城区西侧，西山地区属于吕梁山脉东麓，主要

包括崛围山、蒙山、太山、龙山、悬瓮山、天龙山、庙前山等山体，海拔高程在

800-1800米之间。历史文化悠久，文物古迹众多。 

因其丰富的自然矿产资源，成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发源地之一，是阎锡山创

办的西部矿业公司的主要经营地区，也是建国后太原市重要的矿业开采与加工区

域。 

近年来随着山西省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综合改革工作的推进，西山地区产业

转型与生态治理工作快速推进。2017 年省政府批复，设立西山生态文化旅游开

发区（以下简称旅游区），总面积 483 平方公里，并纳入省级开发区管理序列。

是山西省首个以生态文化旅游为主要发展方向的省级开发区。         

3.2区域资源  

    太原是一座具有 4700多年历史，2500年建城史的城市，是历史悠久的九朝

古都。太原市历史文化遗存集中分布于西山一线，西山范围内主要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包括晋祠、天龙山石窟群、兰村窦大夫祠、净因寺、多福寺、太山龙泉寺、

龙山道教石窟、前斧柯悬泉寺等，以及众多的省、市、县级文保单位，共五十多

处。文化遗存由西周至近代，历史跨度极大，见证了我国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进

程，也是三晋大地各时期历史遗存的代表。 

3.3太原西山的生态修复与建设现状 

历史上西山地区由于私挖乱采泛滥等原因，形成煤矿“多、小、散、乱”的

格局。各类煤矿、多井口、腐煤矿、无证矿山在最多时达到了 1000 多个坑口。

多年的采矿活动导致地区山体破损、水土流失、存在地质灾害（泥石流、采空塌

陷等）隐患、地区环境污染等问题。1995 年以来，国家实行矿业秩序整顿，西

山矿产资源管理秩序得到全面好转。然而，这个阶段西山地区的生态修复工作却

进展缓慢，生态损耗仍在加大。 

2011 年太原市政府于全面启动了西山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发布了

《关于加快西山城郊森林公园建设的实施意见（试行）》（并政办发〔2011〕73

号），提出采取“市场化运作、公司化承载、园区化打造”的模式，鼓励吸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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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本参与，推动西山地区的生态修复和景区建设工作。提出的政策包括：以地

换绿的“二八政策”：企业投资完成修复面积 80%，政府出让不高于 20%的开发建

设用地作为对企业生态修复的补偿；市政设施配套政策：市政府投资建设道路、

供水等基础设施到各公园边界，公园建设单位负责园区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林

地林木认养政策：企业对区域内国有林地林木实施认养，享有林地和已有林木的

使用权，对新栽林木享有所有权和使用权。通过政府牵头，企业参与、市场化运

作的方式，西山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得到快速推进，受损的山体界面得到了

初步的修补（图 5、图 6）。    

 

 

 

 

 

图 5 太原西山生态修复前照片 

图片来源：http://www.shanxi.gov.cn/ 

 

 

 

 

图 6 太原西山生态修复后照片 

图片来源：http://www.shanxi.gov.cn/ 

目前，除了政府前期投资建设的万亩生态园等项目外，先后有 16 家企业与

市政府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建设 16 个城郊森林公园。西山地区先后关停、

搬迁、淘汰污染企业 30 余家，清运垃圾、煤矸石约 700 万吨。造林绿化近 8 万

亩，栽植乔灌藤草 1520 余万株、治理破坏面 550万平方米。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西山地区相继建成贯通西山南北全长 136公里的旅游公

路，园区道路 382 公里，其中西山旅游公路是太原市举办“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的主要赛道。西山地区实施引水上山工程，新建绿化供水管网 184公里，覆盖面

积约 90 平方公里；新建蓄水池、景观湖 91 万立方米，新增水面面积 33 万平方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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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太原西山的主要生态修复措施与建议 

3.4.1 矿山废弃地改造 

西山地区的矿山废弃地主要集中于前山地区，在 16 家参与生态修复建设的

景区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分布，各景区建设中均对矿山废弃地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

工作，目前废弃地修复工作已经初见成效。各类型废弃地主要生态修复方式与措

施建议详见表 2。    

 

表 2：西山矿山废弃地现有生态修复方式及措施建议一览表 

类型 现有主要生态修复方式 措施建议 

排土场废弃地 

 清理废弃物，将有污染的废弃物剥离，

进行安全防护处理与隔离。 

 进行地形整理，覆土覆盖和土壤基质改

良后，进行场地景观重新塑形与植被种植覆

盖。 

 整平后的土地进行景区建设。 

 建议加强综合地形整理，注意满足排

水功能和边坡稳定。 

 加大运用生态有机肥、种植固氮植物

等手段增强土地肥力。 

采空塌陷区废

弃地 

 对废弃地下巷道和采掘面，采取垃圾填

埋、废弃物回填、混凝土加固等技术手段进

行加固与回填。 

 加大土地复垦措施，恢复和重建土地原

有生态系统，加强采空区生态治理，防止各

种有可能的灾害发生。 

 加大采空区勘查监管力度，进行环境

影响评估，针对不同危险程度的采空区制

定合理的管控措施。 

 加强对采空区水资源情况的勘查与

修复工作，尤其应注重对地下水资源的保

护和生态修复。 

矸石山废弃地 

 整理矸石堆，对于边坡较陡，山体过高

的矸石堆进行削坡整形（边坡角固定以 30°

为宜）与坡面防护。  

 采用煤灰粉或其它化学改良法进行土

壤基质改良，并进行绿化栽植。 

 预防自燃，主要方法一是通过加入强碱

性物质降低 Fe 发生的氧化反应；二是通过

在自燃部位直接覆土，阻隔其与空气中可燃

气体接触。建设排水沟，将矸石山汇集的水

排出，避免因雨量大时冲刷边坡覆土层，使

矸石再一次裸露出来，引起自燃。 

 建议采用生态植生毯（以麦秸秆、稻

草、草种及营养剂制成）进行坡面防护。 

 结合生物土壤基质改良法，利用动植

物提取、吸收分解、转化或固定土壤沉积

物。 

 建议多选择乡土先锋树种、防火树

种，采用乔灌草相结合的种植模式进行栽

植。 

露天矿坑废弃

地 

 清理废弃物，将有污染的废弃物剥离，

进行安全防护处理与隔离。 

 进行地形整理，绿化复垦。 

 可以根据矿坑地质情况，进行分类处

理，地质情况稳定良好的进行场地平整后

可以安排适应场地特点的项目建设；地质

情况需要改善的，进行地形整理、覆土覆

盖和土壤基质改良后可安排绿化和项目

建设。   

废弃工业建筑  清除建筑和场地（包括土壤、水体等）  加强场地污染情况的深入研究，有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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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设施用地 原有污染物。对场地地形进行景观化处理。 

 拆除有危险、危害的建筑、设施设备。

保留有利用价值的建筑及设施。 

 进行项目建设和景观绿化。 

对性地进行清理和生态修复，建议多选用

环境生物技术等先进技术清除污染。 

 种植选择应多选择抗污染、抗病虫

害、耐瘠薄等要求。 

 可以结合工业遗产展示和旅游发展

要求进行项目建设。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3.4.2水资源保护 

    由于区域水资源短缺，山体破坏导致水源含蓄不足等原因，导致西山地区水

系水量减少，地下水水位降低，著名的兰泉、晋泉断流。西山地区河流沿线由于

工业污染、城乡生活污水排放等原因，作为太原市区集中供水水源地的汾河二库

等受到严重的威胁（水环境质量标准 III 类），地表水的各种水体均受到了不同

程度的污染。     

    近年太原市重视水生态环境治理，加大了汾河流域和西山地区的水环境治理

力度。提出的主要措施包括从区域层面加强对汾河沿岸城市的水污染治理与排放；

加强区域供水协调；河道疏浚清污,生态河堤建设；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及其布局，

对水污染严重的企业，逐步实施搬迁改造。并颁布了关于晋泉、兰泉水资源的保

护条例，明确了水源保护区范围和保护要求；提出进一步加强晋祠泉域地下水资

源动态监控与保护工作。西山地区绿化工程的维护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结合太

原市西山城市供水工程等项目，通过绿化用水引水上山，目前多数景区通过自身

灌溉系统的建设解决了绿化养护用水问题。 

建议进一步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加强对西山及周边地区地下水资源情况的

勘查工作，尤其应注重研究矿山开采、工业生产对地表及地下水资源的影响和污

染，加强水资源保护和生态治理。推进西山水保工程，兴建水库，充分利用现有

径流，尽可能调蓄并利用雨洪，补充水源，在景区内适当增建蓄水池、水窖等储

水设施，绿化浇洒积极推广滴灌、微灌等技术。在山体附近有冲沟的位置，通过

设置拦水坝，利用雨季降水形成小的水面，提高山体的水利状况；在自然形成的

冲沟较少的位置，可以利用道路边沟拦蓄雨水，在边沟的最凹点，开凿渗水井，

以改善山体的浅层地下水状况；此外，在水体重塑过程中，应尽量减少水资源的

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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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植被生态修复 

    西山地区由于长年采矿对地表的植被破坏较大，山体复垦绿化种植成为西山

地区生态修复的工作重点之一。目前 16 家景区的绿化复垦指标基本已经完成，

但绿化种植仍存在树种单一、植被群落结构较为简单等问题。 

建议后续植被生态提升，宜进一步以乔灌草相结合的种植模式进行栽植，并

增加绿化植物种类。建议初期绿化种植可多选择抗污染、抗病虫害、耐瘠薄等要

求的乡土先锋树种，如抗性较强的桧柏、沙地柏、油松、刺槐、侧柏、沙棘、白

扦、青扦、白蜡等，并配低矮灌木，如沙打旺、胡枝子、桑、杏、连翘等。后期，

待植被生长形成一定规模后，可以根据旅游景区的建设需求进一步丰富观花、观

叶、观果等景观树种。    

此外，考虑矸石山生态修复区土壤贫瘠、存在自燃风险等情况。在矸石山阳

坡可以适应干旱、高温的乡土植物选择为主，先锋草种选择黄蒿、苜蓿、蒺藜、

猪毛菜、荠菜、狗尾草等；灌木种选择固氮树种沙棘等；乔木主要选择刺槐、侧

柏、臭椿等。 

3.4.4 西山地区生态修复建议 

太原西山地区生态修复工作目前已经初见成效，但仍然存在树种单一、水体、

土壤污染尚未完全解决等问题。在西山治理与建设的下一步工作中应充分响应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以构建“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的生态系统为目标，促进

规划区从要素修复到系统修复的进一步提升。进一步加强山体保护、森林保护、

水源保护、农田保护，构建景观安全格局，维护大地肌理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并

加强国内外先进生态修复技术的引进工作，推动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包括采

石破坏面、采煤沉陷区等治理）工程。建设形成服务于全市的生态和绿色基础设

施，打造城市绿色生态名片。 

3.5太原西山矿山废弃地的主要改造利用方式 

3.5.1 重建为公园或旅游休闲地 

    森林公园（植物园）：主要包括钢盛、亚鑫、玉泉山、梗阳、长风、官山、

西山枫情、万亩生态园等公园，为西山地区矿区改造转化利用的主要方式。通过

山体和植被修复，发展森林生态观光、农业观光、户外休闲等内容。如西山万亩

生态园，历史上由于多年过度私挖滥采，垃圾废渣堆积，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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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8 年开始进行生态修复和污染治理，进行了山体绿化、河道治理、蓄水工

程、电厂沉灰池改造等工程，并陆续建设了中心游园、采摘园、黄坡遗址区、清

风廉政教育基地等休闲旅游项目。玉泉山公园经生态修复改造后，森林植被覆盖

率大幅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自 2014 年开始每年举办以赏樱花为主

题的“春之约”活动，赏花期年平均接待游客达 60万人次。   

体育主题公园：主要包括西山奥申体育城郊森林公园等。在原有矸石山的基

础上，通过生态修复，场地整理，形成以足球、攀岩等体育运动场地为主的项目

建设区。目前，已经举办了二青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等重要

国际赛事活动。  

    工业遗产公园：主要包括西山国家矿山公园，为待建设项目，现状为西山煤

电工厂、矿坑入口主要分布区域，始建设于民国时期，为民国时期西北实业公司

在山西省投资建设的第一家国有煤矿。项目建设拟通过工厂建筑转化利用等方式，

建设集山西煤矿工业文化展示、休闲娱乐、文创办公等于一体的遗产公园。 

3.5.2 其它改造利用形式 

休闲度假项目：主要包括国信、盛科、豪光等项目区范围，拟结合修复后的

森林生态环境，利用政府以地换绿的“二八”政策，选取场地整理后形成的可建

设用地，进行康养度假等项目开发建设。    

产业园：主要包括盛科等项目区范围，以建设科技研发等为主的现代产业园。 

居住小区：主要位于靠近城区的浅山地带。现有景区建设中，在对原矿区土

地修复整理的基础上，利用政府相关土地政策，对接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规划法

规要求，少量选取建设条件较好的可建设用地开发居住小区（表 3）。 

表 3：太原西山现有主要公园景区改造利用情况一览表 
序号 公园名称 公园规模（公顷） 拟改造利用的主要功能和项目 

1 钢盛城郊森林公园 889.6 生态观光、休闲运动 

2 亚鑫城郊森林公园 670.9 生态观光、休闲运动 

3 国信城郊森林公园 686.1 旅游产业孵化、疗养 

4 盛科城郊森林公园 1633.9 宗教及文化展示、科技研发、康养度假 

5 中医药城郊森林公园 113 中医药文化产业、生态观光 

6 梗阳城郊森林公园 922.2 宗教文化展示、自然生态旅游 

7 玉泉山城郊森林公园 1097.5 休闲运动、康养度假、科教研学 

8 长风城郊森林公园 587.1 生态观光、休闲运动、会议会展 

9 官山城郊森林公园 461.5 生态观光、休闲运动 

10 康培城郊森林公园 259.7 画家村、生态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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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爱晚城郊森林公园 1097.7 康养度假、休闲娱乐 

12 环投天丽城郊森林公园 1284.9 生态观光、农业观光、文化体验 

13 煤气化城郊森林公园 933.2 文化体验、休闲度假 

14 
西山奥申体育城郊森林公

园 
591.9 体育赛事、休闲运动、康养度假 

15 
西山国家矿山城郊森林公

园 
716.3 矿业文化观光、科教研学 

16 西山枫情森林公园 1653 生态观光 

17 万亩生态园 652.2 生态观光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3.5.3 西山地区矿山废弃地改造利用建议 

西山地区生态修复后的景区建设和以旅游为主的替代产业均取得了初步的

发展。但目前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景区开发建设普遍存在主题

不突出、档次参差不齐，旅游产品单一，旅游品牌特色不突出，以及建设管控缺

失等问题。  

综合西山地区基础与发展条件，本文建议西山地区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应对接

太原市全域旅游发展，面向太原城市群旅游市场的需求与发展趋势，创新旅游产

品开发。梳理地区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名人文化等资源，结合现代

旅游休闲需求，予以创新创意与整合利用。并通过空间创意设计，将地域文化展

示体验与景区规划建设相结合，打造不同类型的景区景点与丰富的景观游赏体系，

实现西山地区由森林生态观光型旅游向深度综合体验型旅游方向的转变。 

充分利用太原市政府针对西山地区土地、林地使用权等相关政策，整合规划

区资源环境、现有开发项目，形成旅游区开发总体思路，变分散点状开发为整体

性有序开发。以文化旅游业为主导，进行产业链延伸拓展，大力发展大健康、教

育、体育、养老、文创、都市农业等关联产业。推动地区形成项目开发收益与商

业运营收益并重的模式，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实现西山地区的跨越式

发展。   

4 总结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原有的矿山废弃地的生态修复和改造利用

将会得到社会各界的进一步的重视。在城市更新的视角下，如何改变现有的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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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地，变废为宝，并通过传统产业转型，实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重要

的课题。 

太原西山地区，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采用市场化的方式和较为先进的

生态修复技术理念进行相关改造和利用，极大地推动了地区的生态修复和改造利

用。使西山地区由原来的矿山废弃地，初步建设成为一个有特色的、有利于当地

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新兴生态文化旅游区，是矿山改造与再利用的一个有益的探

索。在太原市实践生态文明的工作中，应进一步通过政策激励，资金支持，先进

生态修复技术引进，区域统筹、资源整合、创意策划等手段，加强西山生态文化

旅游区的生态修复和旅游区建设发展，构建太原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

形成太原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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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地城市工业遗产的可持续再生 

——以哈尔滨量具刃具厂为例 

 

吴昕瑶
*
   许熙巍   刘洋 

（天津大学，天津 300000） 

 

摘要：工业遗产作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彰显城市文化魅力、延续城市

功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关于工业遗产改造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但鲜有在更新过程中中充分考虑在地气候特征的案例。本文以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更新改

造为例，以绿色生态的角度，探讨寒地城市工业遗产保护与更新中结合严寒气候特点，使更

新后的功能与空间环境除了考虑遗产本身的可持续再生，还能为居民创造更为舒适便捷的人

居体验。文章通过现场调研，挖掘哈尔滨的寒地城市特色、厂区的文化价值，分析城市发展

需求、寒地城市人群的需求以及保护更新的可行性，讨论厂区在保护和利用工业遗产的基础

上进行绿色生态和适寒改造的方式，以期对哈尔滨及其他寒地城市的工业遗产更新具有借鉴

意义。  

关键词：工业遗产；寒地城市；哈尔滨，更新改造；可持续再生 

 

 1 引言  

工业遗产作为人类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

面具有极高的价值，工业遗产结合居民生活环境的可持续再生路径的探索，成为

重要的研究课题。尤其是在冬冷夏晒的寒地城市，宜居性相对较差，一年中适宜

居民在室外进行公共活动的时间有限，因此在工业遗产更新中不仅要考虑更新过

程与遗产本身的可持续再生性，更要结合严寒气候特点，改造之后为居民创造更

为舒适的人居体验。关注工业遗产在城市中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进而提升居民的

生活环境，有利于促进城市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2 相关概念 

2.1寒地城市 

寒地城市是根据城市所在地的冬季气候特征所界定的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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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指的是由于冬季的严寒气候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的城市。关于寒地城市的概

念，很多学者都给出过定义。1980 年早在《寒地城市读本》一书中提到：“寒

地城市是一月份平均气温为 0℃或者更低的城市”；《寒地城市宪章》中对寒地

城市的定义为每年积雪厚度至少为 20cm 的城市，或者每年至少一个月平均气温

低于零摄氏度的城市，这个定义能够将我国北方大部分城市包含进来，而我国北

方大部分城市还不能算作为寒地城市，因此对我国不太实用；根据中国寒地城市

气候的特点，笔者认为，《寒地城市环境的宜居性研究》中对寒地城市的定义最

为贴切：一年中日平均气温在 0℃以下的时间连续为三个月以上的城市。这能够

真实地反映寒地城市的低温、冰雪、冬季持续时间长等特点。  

2.2工业遗产 

《下塔吉尔宪章》中阐述的工业遗产定义反映了国际社会关于工业遗产的基

本概念：凡为工业活动所造建筑与结构、此类建筑与结构中所含工艺和工具以及

这类建筑与结构所处城镇与景观、以及其所有其他物质和非物质表现，均具备至

关重要的意义……工业遗产包括具有历史、技术、社会、建筑或科学价值的工业

文化遗迹，包括建筑和机械，厂房，生产作坊和工厂矿场以及加工提炼遗址，仓

库货栈，生产、转换和使用的场所，交通运输及其基础设施以及用于住所、宗教

崇拜或教育等和工业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1  

3 寒地城市工业遗产的可持续再生路径 

3.1 寒地气候对工业遗产更新方向的影响 

3.1.1 更新中考虑寒地气候对居民行为方式和身心健康 

丹麦建筑学家扬·盖尔将公共空间的户外活动分为三种类型：必要性活动、

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2。寒地气候对包括上学、上班等必要性活动的发生率

影响较小，但是对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的影响较为显著。极端寒冷的气候会

使得居民减少户外的公共活动，如：散步，体育锻炼等，相应的也会减少在室外

发生的社会性活动如社团活动，露天演出等。 

对于人的健康而言，其次若居民因为寒地气候的影响长期在室内活动，而在

室外公共空间的活动较少，长期缺少与社会的交互，不仅会影响居民的身体健康，

还会影响居民的心理健康，因此，寒地城市的工业遗产的更新方向要有利于居民

的身体和心理健康。 

                                                             
1
 《下塔吉尔宪章》 

2 
冷红.寒地城市环境的宜居性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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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更新中考虑寒地气候中减少物质损耗 

寒地城市的物质损耗表现在雪清除、能源消耗和生活开支三个方面。在工业

遗产的更新中，主要考虑的方面是如何降低建筑的能源损耗，在寒冷的气候中，

建筑热量散失比一般的环境下要快，因此，应当采取一定的措施减少建筑的热量

损耗，即建筑如何在消耗一定量能源的情况下，更能起到保温的作用。 

3.2工业遗产的适寒改造措施 

3.2.1 设置气候缓冲区增加公共活动灰空间  

从寒地城市建筑技术的角度来看，设置中庭空间可以在冬季利用温室效应为

室内空气蓄热，一年四季都可以利用中庭天窗进行中庭内部及其附属空间的自然

采光。同样的，在寒地工业遗产的改造中，基于气候适应性的气候缓冲区的设计

可以有效的提升建筑使用品质，不仅为使用者提供应对寒地自然环境的屏障，也

为寒地城市对的居民提供了适宜活动的公共开敞空间。                          

3.2.2 覆土建筑的使用减少建筑能耗 

覆土建筑一般是地下或者半地下的建筑，一般来说建筑的墙体与空气接触的

面积相对一般建筑来说较少，因此覆土建筑的体型系数相对较低，这能都有效减

少建筑内部的热量的损失，从而起到节约能耗和保温的作用。而其地上往往与自

然环境融为一体，屋顶可作为绿化或者是公共活动空间来使用。本文所研究的覆

土建筑为浅层的地下空间开发，为半地下的覆土建筑，其优点为半地下空间的开

发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小。 

3.3 寒地城市工业遗产可持续再生的设计路径 

3.3.1 延续城市功能 

工业搬迁之前，厂区在城市之中是较为封闭的存在，原先整个厂区将城市的

交通、功能等打破甚至是阻断，破坏了城市的整体性。因此，工业搬迁之后，工

业遗产的更新改造的主要目的应当是弥补此前对城市的割裂的问题，即延续城市

的功能，使得更新改造之后的工业遗产融入城市生活，对城市功能进行补充。 

3.3.2 更新过程可持续 

工业遗产的更新改造应当避免以往的大拆大建的模式，而且修补式地更新与

改造。目前哈尔滨很多工业遗产都已经推倒重建，进行房地产开发，这对于工业

遗产的价值是毁灭性的。对于工业遗产的更新应当是可持续的，以绿色集约的方

式进行，并且具有可逆性，即使是对非政策保护的工业建筑，也应当谨慎对待。

更新的方法必须要考虑工业遗产长远的发展，不能只关注眼前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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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充分考虑不同空间的季节性使用 

寒地城市的气候特点是冬冷夏晒，冬季气温特别低，且冬季周期比较漫长，

春秋较短，夏季气温适宜，但是阳光充足，环境宜居性较差。在一般气候区中适

宜居民活动的广场、公园等活动场地，在寒地城市中只有在短暂的春季、夏季和

秋季中使用率较高，冬季基本是闲置的状态。因此，采取一定的措施，考虑场地

在不同季节的不同功能使用，不仅能够提高场地的利用率，还能鼓励居民从家里

走出来到公共空间参加活动，进行社会交互，有益于居民身心健康。 

4 关于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可持续再生的探索 

4.1哈尔滨情况简介 

哈尔滨作为我国典型的寒地城市，是世界上同一纬度的国家中最寒冷的城

市，拥有漫长而寒冷的冬季，具有“冰雪之城”的美称。同时它也是著名的“音

乐之城”和“工业之城”。哈尔滨是全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经历了工业搬迁改

造，城市中心城区遗留大量的工业遗产，亟需更新改造。 

4.2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现状概况  

4.2.1 哈量基本情况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位于哈尔滨市香坊区，是我国“一五”期间原苏联援建的

156 项重点工程项目之一。香坊区是国家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 21 个试点城区

之一，在当代城市更新的背景下，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的调整，哈尔滨

市政府十分重视香坊老工业区整体搬迁改造工作。厂区地理位置优越，对内交通

和对外交通都较为便捷，厂区内建筑尺度多样，具有较大的更新改造潜力。 

 

 

图 1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模型鸟瞰图 图 2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建筑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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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厂区历史文化内涵挖掘 

（1）工业文化遗产 

厂区内的建筑主要分三个时期建成，北部主要为“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折

衷主义建筑，极具时代特色，是中苏友谊的见证。其中，量具刃具厂主楼被《环

球时报》推为“中国八大著名红色建筑”，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是二类建筑和

哈尔滨市不可移动文物。南部主要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建设的工业建筑。厂区内还

有几处古树名木。 

（2）精神文化内涵 

50年代后期至 70年代初期，以哈量厂为母体，先后援建和分迁了成都量具

刃具厂、中原量仪厂、青海量具刃具厂、桂林量具刃具厂、关中工具厂，为中国

工量具行业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的贡献，哈量厂干一行，爱一行，

服务大局,为全局形势而努力奋斗的精神正是螺丝钉精神的充分体现。 

4.3 更新改造中拟解决的问题 

4.3.1 哈尔滨城市居民的健康活动需求 

厂区周边的教育和生活类服务设施较为其齐全，但是缺乏音乐艺术等文化类

设施和公共的体育设施。厂区南部是高校聚集区，更新后厂区的服务人群中大学

生将占有很大比例，年轻人群体能够较好的给基地带来活力。因此此次工业遗产

的更新改造需要解决居民及其周边高校大学生的音乐文化需求和体育健康需求。 

4.3.2 延续哈量厂历史文化底蕴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是我国“一五”期间原苏联援建的 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之

一。厂区内有四处不可移动文物：量具刃具厂食堂、和平路段围墙、主厂房、量

具刃具厂主楼，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哈量厂为母体，先后援建和分迁了全

国五处量具刃具厂，是螺丝钉精神的充分体现。因此在其可持续再生过程中，要

重点是挖掘工业遗产的历史文化内涵，改造过程中利用各种手法在空间上使其文

化内涵得以延续。 

4.3.3 哈尔滨的气候特殊性不适宜室外活动 

哈尔滨一月份日均最低气温可低至零下二十多度，冬季的周期也比较长，因

此，当地居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适宜进行户外活动。本次更新改造应采取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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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使得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周边的居民，即使在寒冷的冬季，也能进行户外活

动。 

4.4 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可持续再生策略 

4.4.1 音体文化中心定位——促进寒地城市居民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哈尔滨量具刃具厂的可持续再生中，为了鼓励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周边居民

乃至整个哈尔滨的居民培养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厂区的更新改造中，将植入

音乐和体育的功能。 

体育功能主要包括居民日常体育锻炼、体育赛事、大学生极限运动以及针对

老年人的康养产业等，植入体育板块旨在鼓励居民更多的参与体育锻炼。在手法

上，为了形成良好的体育健康的环境和氛围，厂区内将规划一处架空的二层跑道

串联几处工业厂房，形成一处体育运动组团。组团内专门设有极限运动场地，吸

引周边大学生。 

图 3 体育组团改造前现状图 

图 4 现状照片 
 

图 5 改造后的极限运

动场地 

图 6 体育组团改造意向图 

 

厂区内的音乐功能主要包括社区级别的音乐活动中心与定期举办的大型音

乐节两类，旨在促进社区居民的交流，鼓励周边大学生进行社交，提倡一种积极

健康的生活态度。音乐节是兼具对内和对外的功能，意图通过音乐节来吸引厂区

南部高校的大学生以及其他地区的年轻人前来参与注入活力。举办活动的目的是

鼓励居民多多参与到室外活动中，走出来多与人进行交流。相应的在规划手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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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规划场地设计一处覆土建筑，解决了音乐节的观众场地的问题。厂区南部

用六边形为单体做了一些趣味空间，作为社团活动的场地。此外在一些公共空间

还设置了几处音乐自由交流的空间。 

图 7 音乐社团活动空间 图 8 音乐节场地 图 9 音乐自由交流空间 

4.4.2 生长的理念——可持续再生的更新方式 

为了体现绿色生态与可持续再生，选取了生长作为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更新改

造规划理念，意为自发的发展，根据其发展需求相应地在社会和物质空间上做出

应对，是符合厂区发展规律的生长。厂区的生长包括人群的生长、功能的生长、

公共空间的生长和建筑生长等几个方面。厂区有两条生长线索，包括新建建筑的

生长和工业遗产建筑的生长。量具的象征为严谨、模数，因此工业遗产建筑的生

长选用“框架+立方体模块的形式”，是对原有厂房的特征提取。新建建筑采用

六边形作为生长单元，选用六边形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的：城市特征层面提

取哈尔滨的冰雪文化特征的雪花，厂区精神层面提取哈尔滨量具刃具厂的螺丝钉

精神的螺丝，以及规划理念层面提取了具有生长性的细胞，将以上的概念题抽象

为六边形的元素。 

图 10 工业遗产建筑生长线索 图 11 新建建筑的六边形生长单体 

老工业建筑的改造和在新建建筑中，优先运用从老旧建筑上拆除的材料和零

部件当作改造和新建的材料，旨在运用厂区原来的元素，留住工厂更多的时代记

忆，且能体现生长的理念和可持续再生的主旨。 

4.4.3 不同场地功能的季节性变化——充分寒地气候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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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哈尔滨处于高纬度，冬季气候严寒，夏季时间较短，而音体娱乐需要大

量的室外开敞空间来进行活动，而哈尔滨的冬天的温度是难以长时间呆在室外

的。因此，在更新改造中，应当考虑在同一公共空间内，夏季和冬季分别设计不

同的功能和活动，以提高场地的利用率，提高居民在户外活动的时间。 

规划厂区内的核心节点为公共活动的场地。其中中心的下沉广场在夏季可以

作为室外活动的场地，音乐节是可作为中心舞台。冬季时下沉广场可以作为滑雪

场地和冰壶比赛场地，周围场地可作为体验冰雕的场所，用于冰雪节展示哈尔滨

的冰雪文化。 

图 12 核心广场的夏季使用意向 图 13 核心广场的冬季使用意向 

规划将结合现状运煤坡道的改造，打造一处公共活动场地，夏季作为游泳池

和水上游乐场地；冬季则是为冰上活动提供场地。同样的思路可以来解决多种类

型的场地在季节性使用方面的矛盾。 

图 14 现状运煤坡道 图 15 夏季水上乐园 图 16 冬季冰上运动 

覆土建筑的使用使得屋顶作为公共活动空间成为可能，在核心广场的西部，

是一座覆土建筑，建筑的功能为音乐厅。夏季的时候屋顶是草坪，可作为音乐节

的观众席；冬季的时候，可以作为滑雪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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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夏季为观众席的覆土建筑屋顶        图 18 冬季为滑雪场的覆土建筑屋顶 

 

4.4.4 建筑的组团封顶处理——减少居民户外的通行时间    

哈尔滨的气候具有冬冷夏晒的特点，因此减少人们日常生活在室外的通行时

间十分有必要。将建筑三两一组作为组团来考虑，统一于一个空间，这样每一个

组建筑都有属于自己的半室内的公共空间，可用于组织一些交流性的活动。这种

做法冬天封闭防风，夏天开敞通风。屋顶可采用透光的材质，不阻碍采光的前提

下夏季可以将太阳光柔化。 

 5  结语 

城市工业遗产是城市发展与成长的见证，保留并保护好工业遗产的物质形

态，大力弘扬工业遗产的文化精神，将工业遗产融入城市生活，充分挖掘其绿色

生态的潜质，利用工业遗产的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健康生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文主要进行了寒地城市工业遗产可持续再生的研究，重点以哈尔滨量具刃具厂

为具体案例，提出了其今后针对寒地气候的更新改造的策略。工业遗产保护更新

要从绿色生态的视角出发，考虑现阶段周边人群的基本诉求，植入能够引导居民

健康方式的对应功能，倡导绿色生活理念，引领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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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重构与社会包容视角下城市滨水地区生态改造与 

空间转型 

——以上海、芝加哥、奥斯陆、新加坡、汉堡为例 

 

慈海  沈清基
*
   

（同济大学，上海 350102） 

 

摘要： 城市滨水空间承担着重要的通航职能，也是城市遗产的集中区。随着时代变迁，城

市传统滨水地区的功能发生剧变亟需更新。如何重构历史元素、提升包容性、开放性及生态

价值，对于滨水区的转型与再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实地考察、文献梳理及空间绩效分

析等，深入解析上海、芝加哥、奥斯陆、新加坡、汉堡的滨水空间改造案例，归纳传统滨水

地区生态改造与空间转型的背景、特点，从空间整合、交通连接、功能再生、历史延续、社

会包容、生态恢复六个角度总结和提炼传统城市滨水地区空间成功转型的复兴策略，并对我

国城市传统滨水空间的转型优化提出建议。 

关键词：历史重构 社会包容 滨水地区 生态改造 空间转型 

 

1 背景 

水是孕育城市文明的重要场所，自从人类文明萌芽以来，滨水区就已经吸引

了人类的定居与活动，伍子胥在公元前 514年建造阖闾城（即今苏州城）的时候

就提出“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建成大城”的城市选址观点,将近水地区作为城市

选址的最佳区位地段。滨水地区在城市空间中占有着重要地位，其位据土地、水

源和文化的独特集合处，承担着资源开采、贸易、运输、生存、增长与发展的机

会[1,2]，此外，滨水地区还对调节气候、涵养水土、改善生物生存状况具有重要

作用，为人类文明的产生及延续提供重要自然环境条件及生活环境条件。正如罗

素（Russell）在《权力论》（Power）中所说，河流提供了早期文明发展所必须

的生存养育资本，更提供了文明延续所必需的民族机耐性1。 

国际上滨水区的发展被认为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业文明阶段，

 
1
 转引自李杰. 城市滨水景观规划设计[M].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8.，其中的前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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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阶段中水是人们日常生活、农作物浇灌的重要资源，城市的发展呈现出择水

布置的特性，这一阶段人对水资源的影响不大，滨水地区呈现出良性发展的态势；

第二个阶段是工业文明阶段，工业化的发展造成仓库、工业设备大量集聚于滨水

地区，铁路、高速公路将基地与城市隔离开来，使滨水地区成为了一个以产业集

中为主要特征的封闭空间，工业污水排放造成滨水环境的严重破坏，滨水地区呈

现出消极闭塞的态势；第三个阶段是后工业文明阶段，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传

统上以工业为主导的滨水空间逐渐走向没落亟需转型，在“以人为本”的价值导

向下，滨水空间的发展逐渐向游憩、休闲方向靠拢，观光游览、文化娱乐、商业

办公、居住等一系列新功能成为了滨水地区的主导功能，为滨水地区活力的激发

创造了条件。 

如今滨水区作为城市的“门户”及重要展示空间，其在发展效益、景观环境、

公共生活、功能混合以及区域共享共建方面具有明显优势[3]， 不同年代遗存下

来的历史空间及建构筑物，是滨水地区传统文明的历史表征及延续，是场地吸引

人群集聚、诱发行为活动的重要触媒。对滨水地区历史元素的合理保留及再利用，

是引导滨水空间转型的重要依据。 

2 传统滨水空间的复兴策略 

滨水空间的复兴有赖于吸引人群集聚从而带来活力，而围绕历史元素所组织

的空间场所是激发人群好奇心、归属感与凝聚力的重要物质空间，本文基于此从

空间整合、交通联系、功能再生、历史延续、生态恢复、社会包容六个方面提出

了传统滨水地区的的空间复兴策略。 

2.1 空间整合 

滨水空间作为城市中重要的开放空间，需要满足整体性、共享性、开敞性、

独特性等空间要求。其一，滨水空间作为城市区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

将滨水地区的空间结构纳入到整个城市的空间生长体系之中，从城市整体性空间

层面强化滨水空间与城市之间的联系。如与城市主体部分形成连续通畅的景观视

廊，或通过维持传统小尺度的空间肌理来营造开放、可渗透的空间结构，并与城

市主体部分的空间尺度相协调。其二，滨水空间需要依托历史遗存形成具有独特

文化内涵的空间场所。历史元素是滨水空间的内在特质和场地基因，滨水空间的

独特性要求公共空间充分体现原有历史遗迹的特色风貌，形成具有文化内涵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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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空间，进而激发场地活力并提升品质。且考虑到滨水空间往往沿水岸形成线型

的活动空间，所以也需要结合场地历史资源划分为不同的空间分区，并使各分区

体现出各自的风貌特色。 

2.2 交通连接 

交通连接是体现滨水场地可达性、包容性、共享性的关键因素，对提升场地

活力至关重要。 

其一，滨水场地应有良好的交通可达性，对外应有便捷的公共交通条件，与

地铁、电车、公交等公共交通方式有便捷的交通联系。此外，还应消除滨水空间

外侧交通干道对场地的割裂作用。工业革命时期，滨水区具有明显的封闭性，且

考虑到为货物运输提供快捷便利交通运输条件而建造了快速公路、铁路，如果在

现代继续发挥作用将会对滨水空间产生严重的隔离，进而削弱滨水区的可达性。

为此，应考虑消除原有快速交通路线对滨水场地造成的不利影响，拆除或改造原

有的铁路线路，或通过设置立体交通、交通干道设为下穿隧道等方式减少滨水场

地与城市的空间隔离，避免滨水空间成为一座孤岛。 

其二，场地内部应鼓励形成以自行车、步行为主的慢行交通体系。绿色、健

康的交通方式是促使人群活动发生的重要催化剂，应围绕历史场所布置公共活动

空间，并结合滨水环境形成安全、连续、便捷、无障碍的慢行道路网络，将点状

的滨水历史元素有序串联起来。 

其三，应充分考虑其他特殊交通方式的需求。可以利用滨水条件发展轮渡交

通，将场地中的重要节点以水路的方式联系起来，以此作为滨水地区的特色交通

之一。此外，还可以考虑为新能源汽车、残疾人汽车提供适量的停车位，以鼓励

绿色出行的发生，并为残疾人的出行提供便利条件。 

2.3 功能再生 

随着时代的变迁，滨水场地的功能也在发生变化。二战以来，城市的经济职

能、产业结构及运输方式都发生了重大转变，使得城市工业区位发生重大变动，

再加上城市对环境保护及城市美化的重视与日俱增，传统滨水地区的工业产业逐

渐式微，导致了原有以工业仓储为依托滨水空间的走向没落，如果不及时引入新

的功能必将会引发场地的吸引力丧失。美国城市土地研究学会编写的《都市滨水

区规划》中提出了滨水区开发的十条原则，其中第七条原则指出：限制的或荒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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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滨水区，当它们成为令人满意的生活场地而不再是仅供参观的地方时，它们

便复活了[1]。将滨水场所打造为“令人满意的生活场地”正是功能多元化的结果。

新时代的滨水区不再是功能封闭、单一的工业区、仓储区，而是具有休闲、餐饮、

零售、创意、居住、文化等多元耦合功能的综合片区。功能复合是吸引人群聚集、

提升场地活力的关键所在，而对人群的吸引程度也决定了空间的价值。为历史建

筑物赋予新的功能是滨水空间历史重构、功能转型的重要手段，对提升场地价值

品质、延续历史文脉、再生空间活力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滨水地区狭长的线性

环境决定了场地的功能组织需要分段开发。需要根据不同区块的历史要素、区位

条件、生态基础等要求，合理确定每个地块的具体功能和主题。 

2.4 历史延续 

20世纪 7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滨水区水质的恢复与改善，历史建构筑物的

保护及再利用也逐渐在各个国家中受到重视。历史遗产是滨水地区文化底蕴和历

史特征的重要体现，滨水地区的内在特质差异，也主要体现在历史文化遗产的差

异上。因此，对滨水遗产的保护及合理利用，也是体现城市特色、使城市历史文

化得以永续传承的重要手段。需要在对场地历史发展脉络及文化遗存深入梳理分

析的基础上，对场地的历史基因及深层次的文化积淀进行深入挖掘，从而作为场

地规划设计的重要依据。历史遗存作为场地的特色印记体现及物质文明传承，对

于提升场地的吸引力、可接近性具有重要意义。 

在进行滨水区规划时，需要采取谨慎的态度，一方面既要避免对历史环境的

大肆破坏，不能因为单纯追求时尚感和现代感，而破坏场所原有的空间肌理，将

历史残留的文化遗存及物质环境置于真空之中。另一方面也要避免采用“无为而

治”的方式对场地所有元素全部保留。工业革命时期，滨水空间的主角是生产机

器，这也决定了这一时期的空间具有封闭性，密布的工业设备使得场地缺少人群

活动的公共空间。而如今滨水空间更多体现出娱乐休闲的特征，需要充分考虑不

同人群的活动、集聚需求，考虑在对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修复的基础

上，保留、改造或重新营造适宜的开敞空间。 

此外，滨水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应当具有“生长性”。滨水地区的新建建筑

需要以历史遗留建筑的高度、色彩、形状、空间尺度等要素为依据，继承原有的

建筑及场地特征。并在不破坏整体风貌的前提下，通过灵活的处理手法，适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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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时代特征和场地特征，形成滨水地区秩序化而又多样化的整体风貌。  

2.5 社会包容 

一方面，滨水地区具有复杂性的特征，涉及到不同群体的利益矛盾，是城市

中开发难度最大的地区之一。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即包括本地居民、政府、

专家机构、游客等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最佳的滨水区规划是平衡多方利益后形

成的共赢方案，规划目标是努力融合各方面的观点，而不是解决单一问题的方案

[1]。另一方面，滨水地区是一个高度开放、为所有人共享的空间环境。既要在物

质层面保障所有人的可进入性和参与使用，尤其是要充分考虑老年人、残疾人、

儿童等弱势群体的使用要求，保证场地满足各类无障碍设施覆盖。同时也要在文

化层面强化对各类人群的吸引作用。根据场地的定位形成丰富的场所空间，应充

分满足老年人怀念历史的需求、儿童游戏娱乐的需求，以及青少年学习、游憩的

需求等。 

2.6 生态恢复 

滨水区作为陆地与水域的生态交错带，本身具有复杂性和脆弱性的特点，生

态环境极易遭受外界的干扰破坏。尤其是工业文明时期的滨水地区以工业生产为

主要目的，从而忽略了生态这一基本特征，工业废水排放对河流的污染是河岸地

区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由防洪、通航等因素造成的水体边缘过度

硬化开发也是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进而引起了岸线的侵蚀及生物栖息

地的丧失等问题。随着新时代对滨水地区功能定位的重新阐释，传统的生产空间

逐步向休闲、生活空间所过渡，对场地的生态改善成为了人们的重要诉求。河流

作为城市的名片，需要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一方面需要修复、改善、维护场地

原有的生态特征，营造适宜生物生存的良好环境，考虑滨水空间对于水循环、水

净化和微气候调整方面的作用[2]；另一方面需要减少或避免滨水地区洪涝灾害对

场地的影响，塑造良好的场地韧性特征。不少滨水场地会单方面重视场地的防洪

要求而忽略场地的生态属性，比如建设高耸的防洪堤，会破坏滨水区的自然风貌

及亲水属性，影响生物的生存繁衍及地表对雨水的吸滞能力。滨水场地需要采用

“智慧”的韧性策略，如通过采用以低影响开发或海绵城市理念为指导的软性措

施，或结合地形建设阶梯状的防洪设施，并在满足基本防洪要求的前提下，降低

防洪堤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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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例分析 

3.1新加坡滨水区 

新加坡是亚洲最为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历史上的新加坡河的航运功能十分

显著，至 19 世纪末期，新加坡河已承运该地区 75%的航运活动，形成了驳船码

头、克拉克码头和罗伯逊码头三大码头区[4]。然而到了 20世纪 60年代，新加坡

的经济发生转型，新加坡河的通航、港口功能逐渐弱化，而水质也明显急剧下降，

已经变得臭不可闻。至此新加坡河的清洁及转型逐渐被提上了日程。1969 年，

新加坡工务局宣布拨款 20 万新元，提出“将难闻的新加坡河转变为新加坡的塞

纳河”计划。1974 年, 新加坡政府宣布将新加坡河的治理和改善作为一项重要

工程[5]。到了 1980 年以后，新加坡在治理新加坡河的过程中加强了对滨水遗产

保护的重视程度，把历史建筑保护和本地文化遗产保护融入滨水地区的开发[6]，

2013 年颁布的《新加坡河区域内建设城市设计导则》也指出国家法定古迹及受

保护的建筑物须遵守特定的保护指引[7]。 

新加坡官方致力于将滨河地区规划为一片令人兴奋的活力走廊，并通过河流

来反映新加坡独特的历史特征。新加坡河全长 3公里，并可以分为三个分区：即

船码头，克拉克码头（图 1）和罗伯逊码头。新加坡对滨河地区的历史元素表现

出尊重的态度，在维持码头区原有空间肌理的前提下，对其重新进行定位及功能

布局，使之成为集休闲、商业、居住为一体的滨水生活空间及文化体验中心，令

历史空间再次散发活力。一方面，结合遗存的历史建筑，对整体建筑风貌、尺度、

肌理、高度等进行控制，延续河道周围原有的历史风貌及空间特色，改善城市的

天际线轮廓及沿河步行街的行人体验。新建建筑与滨水历史建筑的建筑形式及空

间尺度相协调，建筑层数被限制不能够超过四层，且注重保留河道两岸原有的街

区空间尺度, 比如河道两岸建筑大部分建设为小于 150m×150m 的小街区, 以实

现良好的渗透性及可达性。甚至，新加坡滨河沿岸将建筑项目的屋顶也会视为重

要的立面控制元素，更好地与保存、保留的建筑物相联系，比如罗伯逊码头分区

的所有开发项目都采用赤陶土斜瓦屋顶作为主要屋顶形式。另一方面，结合滨水

地区建设明星建筑。滨海湾（Marina Bay）作为新加坡的城市中心区域，除了

1972 年建设的鱼尾狮雕像外，还有滨海湾金沙酒店、滨海湾花园、艺术科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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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等知名建筑（图 2），使得滨海湾成为新加坡人群活

动最为频繁的地方，成为新加坡当之无愧的活力中心及城市名片。 

  
图 1 克拉克码头的历史建筑与现代廊架结合     图 2 滨海湾金沙酒店 

      来源：慈海摄于 2019年 9月                 来源：慈海摄于 2019年 9月 

 

3.2奥斯陆滨水区 

20世纪 60年代，由于新的运输方式出现及新的码头要求产生，传统的航运

行业产生了重大冲击；到 20 世纪 70 年代，奥斯陆港口的造船业大量停产；20

世纪 80年代处，维斯巴宁（Vestbanen）火车站关闭，标志着奥斯陆滨水工业走

向衰败。海港功能的变化及空间的迁出为滨水空间的转型提供了重大机遇。如何

通过对现有产业进行调整而使城市恢复活力是这一时期滨水空间转型的要点。

2000 年 1 月份，奥斯陆提出了峡湾战略，决定将原有的港口用地置换为城市发

展用地，并将狭长的海岸带分为了多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制定了详细的分区计划，

根据不同的区位特色，对每一地块的建筑高度、用地功能作了细致规定。 

奥斯陆地区沿海地区有着各个时期不同的历史资源，从中世纪的阿克胡斯城

堡，到工业时代的挪威火车站、市政厅（图 3）、各类码头，到现代的奥斯陆大

剧院，奥斯陆滨水地区像一条项链将不同时期的建筑艺术瑰宝串联起来。一方面，

通过内外不同的交通策略来强化联系。以对外交通而言，滨水空间外部设置了便

利的城市交通条件，通过包括电车在内的城市或区域公共交通与城市主体联系，

沿着峡湾还设置了一条电车线路，便于各分区之间的交通联系。以对内交通而言，

通过滨水的慢行步道对滨水历史建筑及空间进行串联。地块内部致力于通过创建

自行车道和步行道路来鼓励体育活动，将峡湾区打造为重要的体育活动及休闲空

间，并对步行道路的宽度作了限定，规定海滨长廊的平均宽度应为 20 米，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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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为 10 米。另一方面，将不同时代的历史建筑串联起来，对传统的阿克尔码

头进行改造，采取了部分改建部分拆除重建的做法，在对原有高价值的厂房进行

保留、改造更新与再利用，并且在对新建建筑的建筑形式、高度、肌理、色彩进

行控制的基础上，创造丰富多元的立面形式（图 4），从而在秩序中创造变化。

既使传统的空间肌理和场所精神得以延续，又结合时代特征为新生空间创造了活

力。此外，在滨水岸线上建造极具标志性的公共建筑——奥斯陆剧院作为市民及

游客活动的主要场所，不仅带来了大量的人流，而且与历史空间交相呼应，激发

了不同时代场所的时空对话。 

在参与主体方面，奥斯陆滨水区的规划建设注重多元包容的合作环境，规划

建立在政府、土地所有者、城市居民等多方参与的基础上，政府致力于营造公共

参与的环境，鼓励私营企业参与投资建设。20 世纪 80 年的尼兰造船厂倒闭后，

原造船厂厂长 Aker.A.S 通过新组建的阿克尔码头 ANS 公司对该地区展开重建计

划[8]，政府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与私营企业进行合作，从而对该地区进行用地功

能改造及房地产开发，使得地区重现活力。对原住民及贫穷人的尊重也是重要出

发点，奥斯陆滨水地区规定，在住房的开发过程中需要建设可负担的租赁住房，

其比例应至少占住房总数的 10％。 

          图 3 奥斯陆市政厅            图 4 阿克尔码头丰富的立面形式 

         来源：慈海摄于 2019年 6月             来源：慈海摄于 2019年 6月 

3.3汉堡滨水区 

汉堡是德国北部重要的工业中心、航运枢纽，没有哪个德国城市比汉堡更能

体现出城市建设与水、船运和港口之间的密切联系[9]。从 1864 年开始，汉堡港

被建设为开放式潮汐港，1881年，在新德意志帝国及其关税同盟的政治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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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决定在 1888年加入帝国统一税区，并开放为自由港；到 1889年，港口的范

围不断扩大，运输基础设施（铁路和公路）、工业生产设备和能源设施得到进一

步扩展，形成现代化大规模港口。然而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造船厂陷入危机，

汉堡近郊老港岸地区开始荒废。汉堡也逐渐意识到了对滨水地区复兴的重要性。 

在滨水地区复兴过程中，汉堡注重对滨水地区传统构筑物进行保留，并在对

建筑形态、高度等要素控制基础上创造丰富的现代立面形式（图 5）。汉堡滨水

地区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建于 19世纪末的汉堡仓库城（图 6），其占地面积高达

26公顷，且拥有超过 30万平方米的存储空间，是世界上最大的仓储式综合市场。 

2015年，德国波恩举办了第 39届世界遗产大会，汉堡仓库城被列入了世界遗产

名录。共计 17 座建筑组成的狭长的哥特式红砖结构建筑群是汉堡历史上重要航

运枢纽地位的象征，也是汉堡最为重要的历史遗产及城市象征，对仓库区的保留

和激活是汉堡滨水区改造最精彩的亮点。主要措施如下：其一，对原有功能进行

更新，仓库城原来功能单一的仓储空间变成了具有餐饮、休闲、旅游等多种功能

的复合空间，通过人群的集聚以带动地块活力。此外，由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建筑

事务所设计的易北爱音乐厅，即是对一栋仓库建筑进行改造的成果。事务所在原

有的仓库结构基础上设计了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弧形玻璃屋顶，精美的设计使得

这栋建筑迅速成为汉堡的地标建筑，是对滨水历史建筑改造的一个创新尝试（图

7）。 

  

图 5 汉堡滨水保留构筑物与现代立面             图 6 汉堡仓库城 

      来源：慈海于摄 2019年 7月                来源：慈海于摄 2019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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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易北爱乐音乐厅 

来源：沈清基于摄 2019年 7月 

 

此外，汉堡滨水地区的空间改造体现了城市韧性的策略。汉堡历史上的洪涝

问题十分严重，1962 年，这座城市经历了一场灾难性的风暴潮，导致 61处堤坝

垮塌，347 人死亡，370 平方公里城市土地被淹没[14]。为此，汉堡针对洪涝问题

采用了弹性的规划策略，如将临江住宅地下室改造为停车库或商店，对场地采用

灵活的布置方式，根据旱涝情况组织不同的城市功能(图 8，9)，在城市安全与

城市活力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 

  
图 8 汉堡滨水活动场地淹没前       图 9 汉堡滨水活动场地淹没后 

          来源：慈海拍摄                            来源：参考文献[15] 

 

3.4上海杨浦滨江 

近代以来，上海成为中国的工业贸易中心，上海的工业生产总值占到全国的

1/2[10]，其中杨浦滨江地区作为上海最为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和能源供给基地之

一，在历史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杨浦滨江的工业发展道路起源于 19 世纪后半

叶，1869 年公共租界在浦江沿岸修建杨树浦路，并将杨浦地区划为重要的工业

基地，杨浦地区的工业文明之路由此展开[11]。2002 年以来，尤其是世博会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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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以后，黄浦江两岸的整治成为上海地区的重大战略，杨浦滨江地区原有工厂

陆续搬迁，传统建构筑物的保护及更新成为洋浦滨江的规划重点。 

交通层面，通过步道及自行车道对场地历史元素串联，将健康生活方式与历

史场景融为一体。为鼓励自行车的方便使用，在自行车道旁还设置了专门的自行

车驿站，里面设置座椅和饮料售货机等，为慢行出行提供便利。历史保护与更新

层面，一方面，对工业建筑的结构、空间进行保护性利用（图 10），并结合人群

的使用需求对其功能进行置换。如将旧码头上铺设玻璃建成广场（图 11），既保

留了历史上的水管构筑物，又形成了可供活动、集会的休闲广场。另一方面，对

历史建构筑物及符合场地特征的元素进行创意设计，如将木头设计为凳子，将旧

水阀设计为垃圾箱等。生态层面，对场地的防洪要求进行巧妙处理。杨浦滨江地

区在维持原有场地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巧妙地手法化解洪涝危机。在场地滨水外

缘，对原有的防汛墙及防洪闸门进行保留，并通过在镂空的步道进行空间联系，

既保留了原有的历史遗存，还能同时满足场地的防洪要求、景观要求；在场地内

部，结合原有的低洼集水区种植水生植物，布置成能够储蓄雨洪、缓解暴雨的雨

水花园，用柔性的方法化解洪涝灾害的冲击。 

     

图 10 上海杨浦滨江旧工业建筑改造利用         图 11 结合旧码头改为广场 

        来源：沈清基摄 2019年 2月                   来源：慈海摄于 2019 年 8月 

3.5芝加哥滨水区 

芝加哥河是芝加哥历史上最为重要的航运通道，同时河道沿岸也是主要工业

设施的集聚之地。1893 年芝加哥为举办世界博览会，在芝加哥湖滨地带修建了

宏伟的古典建筑，宽阔的林荫大道和优美的游憩场地[12]。1909 年丹尼尔·伯纳

姆（Daniel Burnham）和霍华德·本内特（Edward Bennett）制定了“芝加哥规

划”（Plan of Chicago）对滨水区进行保护及限制性开发，并认为水运交通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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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铁路及公路运输所取代，提出近期整治芝加哥河及南北支流，远期将滨湖地区

改造为永久性的城市公共空间的计划[12]，以立法的形式将沿密歇根湖滨 32km长、

1km宽的“黄金地带”规定为公共绿地，除了公共建筑如体育场、美术馆等之外，

不得开发建造其他建筑。百余年来，这个规定得到了严格遵守[6]。19 世纪 80 年

代以后，芝加哥市政府为了恢复市中心活力，提出“中心区规划”，该规划提到

将向市民“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城市环境”作为规划的一项目标，与这一目标相对

应的就包括对流经芝加哥河和其他运河系统的城市改造。 

芝加哥河道改造中最为著名的两部分分别为芝加哥河中心河道（图 12）改

造及海军码头改造。 

在芝加哥河中心河道部分，芝加哥滨河步道项目是场地空间转型的亮点，于

2018 年获得了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通用设计类荣誉奖。通过在河道两岸设计双

层的道路体系，解决了滨河场地与外侧 7.6m 的高差，并在滨水两侧设置了连续

的步行通道与机动车道及城市步行道路分隔，保证了滨水步行环境的连续性与亲

水性，还能有效避免河水洪涝灾害对城市的影响。人群活力方面，滨水地区布置

了各式各类的与场地风格协调的休闲座椅，并结合高差建设了餐厅、咖啡馆等商

业空间，有效吸引了人群的活动集聚。生态方面，考虑到生物的生存环境，河道

的水域空间里设置了一系列的湿地浮岛、微生物收集绳、淡水生境帘等适于鱼类

生存的设施，而设计的不锈钢和再生柚木制成的定制栏杆，其高度设计充分考虑

了鸟类栖息要求。此外，芝加哥还通过城市河道组织轮渡，也是对芝加哥河历史

上航道功能的尊重和复兴，对于展示城市形象、恢复空间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建于 20世纪初的海军码头，曾经是芝加哥历史上最为重要的货运码头之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作为海军码头使用。1976 年, 芝加哥开始了海军码头的

再开发, 它从最初的仓库转变为一个集购物、文化和娱乐于一体的休闲综合体，

其中包括各种特色餐饮、剧场、电影院、购物、公共博物馆、展览馆、室内花园、

游乐场等各类设施以及停车库, 每年吸引着约 400万游客, 成为城市的旅游、文

化和娱乐中心[13]。基地对原有军舰、锚等历史元素进行保护，以保存场地的历史

记忆，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满足人群休闲、娱乐、参观的新业态，摩天轮成为整

个场地最突出的新景观元素。历史遗迹与现代需求的结合是激发历史空间活力的

重要因素，是芝加哥海军码头成功开发的关键。此外，海军码头注重场地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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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在滨水一侧广植绿化，将树阵与休闲座椅相结合与滨水空间形成呼应，极

大地改善了场地的景观品质与适宜程度。 

 
图 12 芝加哥中心河道 

来源：http://www.landscape.cn/landscape/9887.html 

 

4 讨论 

我国的传统文明于两河流域诞生，而近代以来滨海城市的工业化、租界化发

展也为城市的文化延续添加了新的时代印记。滨水地区是我国城市文明产生、衍

生、复生的重要空间，也是城市中各时期历史元素最为集中、多元的地区，对人

们了解城市历史演变进程、形成对城市的归属感与自豪感具有重要价值。因此，

有必要对滨水地区的历史元素进行梳理整合，并在改善滨水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结合历史文化与新时代居民需求对滨水地区进行空间转型，将历史场所的重构作

为滨水地区活力再生的重要源泉，进而提升城市的形象面貌和价值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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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建筑(风貌区)作为深圳历史文化遗存的基质部分对保护深圳历史文化脉络具有重

大作用,本文检视了深圳市自 2009年《城市更新办法》出台以来历史建筑(风貌区)的保护价

值观和保护手法的演变过程。通过解读相关规划条例细则、典型案例和专家访谈内容,研究

分三个阶段——从初期缺乏明确保护政策下的无序尝试,到中期持续努力与抗争下相关细则

出台,再到最近历史风貌区整体式保护尝试——概括出深圳历史建筑(风貌区)保护的演进脉

络。 

关键词:历史建筑;历史风貌区;城市更新;价值观;保护手法 

 

在深圳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巨大冲击的背景下,占深圳历史遗存结构中绝大

比例的历史建筑（风貌区）遭到破坏拆移,保存状态恶劣。而这部分作为深圳历

史文化遗产的基质部分,对保护深圳历史文化脉络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学界已有

一些基于深圳单个历史建筑的规划保护案例的分析研究,但是对于深圳历史建筑

(风貌区)保护措施是怎样演进?其背后的价值观是如何转变?这些问题尚缺乏系

统探讨和研究。因此,十分有必要从历史整体发展的视角对历史建筑(风貌区)的

规划保护进行反思。本文将通过案例分析、专家访谈、实地踏勘等方法梳理分析

《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2009年)出台后,历史建筑(风貌区)保护在城市更新规

划过程中,保护手法的演变过程及背后价值观转变的推动因素。 

 

1 相关概念的梳理 

历史建筑概念最早提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 年），

是指经城市、县政府公布确定的，反映历史风貌特色的建筑、构筑物。深圳结合

自身特色，将能够反映深圳历史文化和地域特征,且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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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确定为历史建筑①。其中经深圳市人民政

府核定公布的为优秀历史建筑。从保护对象和法律地位角度看，深圳优秀历史建

筑与国家标准的历史建筑一致。在时间尺度划分上，深圳与其他文化大省、大市

相比具有创新式的举措。采取开放动态的大历史价值观，考虑其对深圳的相对价

值，既包括传统式历史建筑，还包括近现代历史建筑，并首次将改革开放优秀历

史建筑纳入保护范畴[1]。 

深圳历史风貌区参考国家标准和上海、广州等城市的相关定义，结合自身实

际情况。将历史建筑集中成片、空间格局完整、建筑样式丰富,能够较完整地反

映出深圳一定历史时期的风貌特征、地域特色称为历史风貌区①。同时要求其尚

未达到历史文化街区标准以及尚未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 

2  深圳历史遗存的数量与结构 

深圳自 1978 年建市以来城市发展迅速,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兴现代化都

市,每谈到历史建筑遗产时,常被描述为"文化沙漠"、"一夜之城"[2]。实际上深圳

的历史脉络可追溯到 7000 年左右的新石器中期时代,且具有鲜明的岭南传统建

筑特色和移民地域特色[3]。2011年据深圳市第三次文物普查公布我市现存具有保

存价值的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共有 1974处,其中国家、省、市、县各级文物保护单

位 112处,剩下的未审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为 1862处②。2017年深

圳将南山区逢源书室等 45 处建筑列为深圳市第一批历史建筑名录。深圳市文化

局局长陈威在《深圳 7000 年出土文物图录》序言中指出,"深圳远离华夏文明中

心地区,无可避免带有边缘色彩,其与中原文化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以此期求深

圳获得与中原古都同等历史地位和评价是不客观的,同样怀疑和贬低深圳历史文

化也不是理智态度。"  

2.1深圳历史保护体系和保护类型 

深圳作为非历史文化名城,其历史保护体系建立在国家文化遗产体系上,但又具

有自身的特点。从保护对象方面，深圳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

遗产,其中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历史文化保护区、文物、历史建筑三个层次。历史

文化保护区包括历史古城（大鹏所城、南头古城）、历史文化名村（鹏城村）、

传统村落和历史风貌区,文物古迹划分为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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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深圳历史保护体系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从规划管理方面,深圳正在构建一个相对贴合完善的、适合于快速化城镇地

区的历史风貌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体系,以法律规范、数据平台、技术标准、技术

指引、行动规划、修缮手册六个方面形成"六个一"的保护体系③。 

随着城市更新快速推进,往往会面临着许多历史建筑遗存保护的问题,主要

是历史建筑、历史风貌区和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也是本次探讨的主要研究对象。 

2.2深圳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区分布特征 

深圳市共分布历史建筑 733 处,分为古建筑、近现代历史建筑、当代历史建

筑④。从空间分布特征上,古建筑、近现代历史建筑与茅洲河、观澜河水系等自然

环境和区位环境密切相关;当代历史建筑主要沿深南大道、深圳湾等城市结构集

中分布。 

深圳历史风貌区共 215处,其中包括 160处传统风貌区、55处现代风貌区④。

分布特征与历史建筑相似,传统风貌区集中分布在原宝安和龙岗区,与河流水系

和山地等自然环境密切联系;现代风貌区反映着深圳改革开放的历史风貌,集中

分布于"南山-中心-东部组团"的城市发展轴上,与城市空间结构关系紧密。 

3 保护手法的演变过程 

3.1阶段一:保护政策缺位下的无序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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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以《文物保护法》为法律依据的文物保护

单位的保护制度较为健全，而未审定为历史建筑、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由于缺乏明确的保护制度和政府主导的保护管理干预,遭到大量破坏拆改[4]。例

如盐田区盐田三村,盐田三村旧改作为盐田"十二五"规划最大的旧改项目,旧改

过程中将两座祠堂、一座碉楼全部拆除。 

在缺乏明确保护政策的情况下,深圳仍对历史建筑保护进行初步的探索,例

如龙华区观澜松元厦社区在旧改过程中进行整体式拆除重建,为解决城市更新与

文物保护的矛盾,最终将四座雕楼整体迁移至碉楼文化广场,在当时被誉为深圳

城市更新项目中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典型(图 2)。 

 

图 2松元厦社区四处被迁移的碉楼 

图片来源:夏青,2016 

3.2阶段二:开始注重历史建筑单体的保护 

随着三旧改造中大量历史建筑遗存的毁坏消失,以及回应人民关心的"超常

深圳速度"和历史文化缺失的矛盾。深圳逐渐重视作为深圳历史文化遗存基质部

分的历史建筑保护。2010年根据省住建厅对加强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指示意见,

深圳市规土委组织开展了深圳市历史建筑的普查。并明确定义优秀历史建筑为:"

指反映城乡发展历史、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已公布为文物

保护单位、已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除外。〞这是深圳历史建筑

概念的第一次提出,与深标中历史建筑的概念基本一致。 

2009年,《深圳市紫线规划》的出台,第一次将优秀历史建筑划定在内。让

从原本没有明确保护政策的历史建筑开始得到规划条例的刚性保障。深圳市紫线

规划共选取了 56处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区和优秀历史建筑进行

紫线规定工作,其中涉及 1处历史建筑,即湖贝怀月张公祠。并且深圳紫线规划对

历史建筑划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进行保护
[5]
。以怀月张公祠为例,其保护

范围包括建筑本体和建筑外墙向外延伸的 20 米的地块。保护范围内须以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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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为主,严禁与保护建筑无关的建设。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线向北、西各

延伸 30米,向南延伸至湖贝路,向东延伸至翠园路的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

建设其形式、高度、色彩等与历史建筑不相协调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⑤(图 3)。

通过划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对怀月张公祠有了刚性的保障。 

但是对怀月张公祠划分紫线时忽略了与周边建筑的协调,没有顾及街道、建

筑的形态。后期可实施性差,为后面整体保护埋下伏笔。虽然深圳市紫线规划只

划定 1处历史建筑进行刚性保护,但是与先前缺失保护政策相比，在保护意识上

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图 3怀月张公祠紫线规划图 

图片来源:《深圳市紫线规划》,2009 

3.3保护价值观:从量变到质变 

3.3.1 历史建筑(风貌区) 认定的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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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1月,广东省住建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工作指导意

见》。要求各地对优秀历史建筑进行全面调查。2014年 10月广东省下达加强历

史建筑保护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尽快公布一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为响应国家、

广东省关于加强历史建筑保护的号召,以及满足深圳"文化立市"的战略要求。深

圳在自上而下的工作机制下,编制两轮保护规划来全面了解深圳历史建筑、历史

风貌区的分布情况。 

两次保护规划的工作是持续积累、长期努力的过程,由于工作更加细致、筛

选范围更广泛、调研更加深入,最后反映在数据上有明显增加。2016 年《深圳市

历史风貌区和历史建筑专项调查、评估、保护行动规划》(下称规划 1)相比 2012

年《深圳历史风貌保护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规划》(下称规划 2)在分类上更精

细化,在历史建筑方面,增加宫殿府邸、寺观塔幢、城垣城楼、其他古建、宗教建

筑、军事建筑及设施 6个分类;在历史风貌区方面,增加近代墟市、客家系、广府

系、军事文化屯所 4 个分类。 

规划 1对 198处历史建筑、58处历史风貌区（其中推荐 60处优秀历史建筑、

20 处历史风貌保护区）制定保护利用措施。规划 2 在规划 1 基础上对 733 处历

史建筑、215处历史风貌区建立分级分类保护名录,并制订行动规划,推动保护工

作的有序实施。在两轮保护规划的努力下,深圳历史建筑、历史风貌区的保护工

作更加全面,保护数量也在增加。 

3.3.2 关键博弈:"湖贝 120 计划"抗争与引起的质变 

湖贝村位于深圳市罗湖区湖贝路,是东门商业旺区的中心位置。2013 年湖贝

村列入 2013 年深圳市第一批城市更新单元划。在最早的方案中华润置地只按照

深圳紫线规划的要求原址保留怀月张公祠,其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约 6000

㎡。但第三方建成环境专家认为湖贝村作为关内最后一个格局完整的清代古村落,

应该完整保留。2016 年 6 月发起"湖贝 120 城市公共计划"。同年 7 月同济大学

著名"古城卫士"阮仪三教授参与"对话湖贝"活动,认为"湖贝的价值在于完整的"

三纵八横"的旧村格局下丰富的广东本土生活习俗,是国内屈指可数存活在大都

市中心的古村[6]。"湖贝 120计划事件的升温发酵,最后引起了住建部和广东省建

设厅的关注。在第三方建成环境专家的努力和抗争下,最终规划除了按紫线规划

保留怀月张公祠外,还保留"三纵八横"的旧村格局。并将罗湖文化公园进行挪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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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散的传统风貌建筑通过保护性异地迁建的方式整合,形成一批岭南特色的建

筑群。其保护范围从原来约 6000㎡扩大到 13000 ㎡(图 4)。 

 

图 4怀月张公祠及"三纵八横"规划图 

湖贝 120 运动的集中爆发,是种自下而上的抗争与努力。原来深圳城市规划

部门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重视不足,重视城市经济发展，忽视历史文化保护，城

市居民保护意识较薄弱。但是在第三方建成环境专家努力、公众参与下,深圳从

顶层管理层面以及社会层面彻底重视历史建筑、历史风貌的保护与传承。虽然湖

贝村最后没被划入历史风貌区,但"湖贝 120 公共计划"作为重要的突破转折点,

为深圳逐渐重视历史风貌的整体保护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深圳经过 2011 年保护规划和 2016 年的专项调查、评估、保护行动规划

后,2017年才公布第一批 45处历史建筑名录,历史风貌区仍未公布。但经湖贝 120

计划事件爆发后,通过自下而上的努力和抗争,深圳开始呈现整体式的保护,相关

保护细则和管理规定逐渐出台，鼓励保护和更新相结合。2018 年《深圳市拆除

重建类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编制技术规定》规定，须对历史建筑、历史风貌区进行

历史文化保护专项或专题研究。2019 年相关规定健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鼓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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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如容积率转移、财税减免等方面进行政策创新。对保护历史建筑、历史风貌

区且无偿移交给政府的实施主体予以 1.5倍奖励建筑面积。 

3.4阶段三:走向历史风貌区整体保护 

经过湖贝 120 计划的推动后,深圳逐渐呈现历史风貌区整体式的保护,以龙

岗区老墟镇为典型案例展述。老墟镇位于龙岗区龙岗街道。2010 年转入城市更

新改造年度计划,2015 年老墟镇片区城市更新单元列入第三批城市更新单元计

划。经过历版规划的修改,老墟镇最终将龙塘世居与历史风貌区进行整体保护。

下面将从三方面阐述老墟镇的历史风貌区保护的内容: 

（1）整体式保护的实现 

在前期报文方案中,由于当时龙塘世居未被定为历史文物,因此未保留任何

历史价值的建筑,规划仅保留古榕树广场，对幼儿园、裙房屋顶、商业步行街采

用围合型历史建筑元素。直到 2013年龙塘世居才被登记为龙岗区不可移动文物。

根据《深圳市历史风貌区和历史建筑专项调查、评估、保护行动规划》的意见，

在2018年第一次建环委审议方案中保留了 2.1ha的历史风貌区与龙塘世居协调,

强调与其共生共融的关系。但随后也提出规划的龙平东路下穿龙塘世居将导致片

区交通流量受限,且易破坏历史文物结构。 

于是在 2019年第二次建环委审议方案中采取规划道路北移的方案⑥。明确紧

邻龙塘世居用地作为历史风貌的扩展区域，合并表达为 GIC 用地，最后扩展至

2.8ha 的历史风貌区用地(图 5)。既解决了历史风貌和现代建设的矛盾冲突，又

通过规划开放空间、绿廊体系将龙岗河、龙塘世居、历史风貌区串联，进行片区

统筹规划。 

 

图 5老墟镇历版规划图 

图片来源:《龙岗区龙岗街道老墟镇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 

（2）保护内涵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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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早期历史建筑单体的保护阶段偏重传统式建筑的保护,如祠堂、炮楼、

私塾,老墟镇历史风貌区的历史建筑风貌多样化,既保护传统式历史建筑,还容纳

了近现代式历史建筑,如客家民居、苏式建筑、侨乡式建筑。体现深圳文化的多

元性和包容并蓄。 

（3）强调活态的使用 

首先，在空间肌理上,现状乱搭乱建现象严重,街道空间肌理被破坏。规划保

留 79%的建筑,拆除部分违章建筑,形成"三街六巷"的空间格局从而整体保护空

间肌理(图 6)。同时保护历史风貌区的活力空间如街巷空间、榕树头广场空间,

承载传统行为活动,激发新的活力[7]。其次，在功能上,将原来零散分布的功能整

合再生,置入现代服务功能，规划分为民俗博物馆、休闲后街、创客工坊、传统

集市、现代社区 5 个功能分区(图 6)。最后，在建筑方面,从结构和功能两方面

进行适应性改造。结构上，整改建筑外立面、修缮保护建筑；功能上，一是使用

功能的置换,二是使用功能的完善[8]。将历史建筑主要划分为祭祀性功能和商业

性、居住性建筑。祭祀性建筑保留延续宗族祭祀功能，并置入历史文化展示功能，

如龙塘世居改造成民俗博物馆。商业性、居住性建筑则置入餐饮业、商业等现代

服务业态，打造成客家饮食文化馆、传统手工业商店等。 

 

图 6老墟镇历史风貌区分析图 

图片来源:笔者自绘 

4 结语 

深圳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地方特点、移民特色,其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强

调开放动态的大历史观,突破传统历史划分标准的束缚。其中历史建筑、历史风

貌区反映着深圳历史发展的迁变过程,是深圳历史文化遗存中重要组成部分。在

梳理深圳历史建筑(风貌区)在城市更新实践的保护过程中,呈现了螺旋式发展的

变化过程,主要反映在四个阶段:一是保护政策的缺失,一方面大量历史建筑破坏

城市更新及社会包容与遗产保护

-362-

2019年可持续建筑环境深圳地区会议论文集 www.sbe19shenzhen.com



拆除,另一方面出现无序的保护探索;二是历史建筑的单体保护,以《深圳紫线规

划》为依据进行刚性明确的保护;三是持续努力下的保护细则出台,通过两版规划

自上而下的规划和湖贝 120 运动第三方建成专家自下而上的努力下,深圳历史保

护的价值观出现重要转变;四是历史风貌区的整体保护。并从最开始简单地划线

保护,逐渐重视进行多方面的活化保护。通过梳理深圳历史建筑(风貌区)的保护

脉络,总结其经验与教训,使深圳在今后更健康更稳定地发展。 

 

注释 

①参考 2016年《深圳市历史风貌区和历史建筑专项调查、评估、保护行动规划》

和 2018年《深标》,以及结合本文研究内容对历史建筑、历史风貌区进行定义。 

②深圳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数据由文物局提供,数据可能有变动。 

③冯筱莉(深圳市城市空间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提出深圳正在构建一个相对

完善且适合快速城镇化地区的历史保护体系,一个法律规范《深圳市历史风貌区

和历史建筑办法》,一个数据库即深圳市历史风貌区和历史建筑数据库,一个技术

标准即《深圳市历史风貌区和历史建筑评估标准》,一个技术指引即《深圳市历

史风貌区和历史建筑保护规划编制技术指引》,一个行动规划即《深圳市历史风

貌区和历史建筑行动规划》,一个修缮手册即《深圳市历史建筑修缮技术手册》。 

④深圳历史建筑与历史风貌区的保护数量及分布情况参考 2016 年《深圳市历史

风貌区和历史建筑专项调查、评估、保护行动规划》。 

⑤怀月张公祠的紫线保护内容参考 2009年《深圳紫线规划》。 

⑥深建院城市更新所对老墟镇片区更新规划分析龙平东路北移、南移、下穿三种

方案的可行性。南移将破坏原历史风貌区的完整性,割裂龙塘世居与历史风貌区

之间的关系。道路下穿对周边道路影响较大,且可能龙塘世居不可移动文物造成

机构性破坏。2019年第二次建环委方案中最后选取道路北移方案,既解决交通通

行问题,又保障龙塘世居与历史风貌区之间的联系,通过规划开放空间、绿廊体系

将龙岗河、龙塘世居、历史风貌区串联,进行统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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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区内建筑遗产保护项目的社会因素评估 

——以重庆历史保护区域为例 

 

吕清  吴云涛 

（重庆大学，重庆 400030） 

 

摘要：城市更新经常涉及到大规模的拆建活动，这可能导致社会网络和地方特色的破坏。为

了改善这一问题，市区政府现在越来越多地把遗产保护纳入整体市区规划中去。然而，我们

对遗产保护项目的社会影响仍缺乏清晰的认识。本研究旨在探讨遗产保护对市区更新的社会

作用。重庆市稠密的人口和历史建筑的密切关系对当地市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研究以重

庆市渝中区历史遗产周边的城市更新区为研究对象，在两个区域内选择 150人进行调查，根

据不同地区的人口密度、社会人口统计数字及城市更新程度，发展一套社会评估因素，以评

估市区更新区内建筑遗产保护的社会影响，同时为将遗产保护纳入市区重建策略的城市规划

师及决策者提供若干政策建议。 

关键词：社会因素、遗产保护、城市更新、重庆城市历史景观 

 

1 引言 

城市衰退作为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重

大问题，城市更新被越来越多的用于改善城市环境，解决城市衰落问题，实现城

市各种社会、经济目标[1]。随着城市更新规划观念和思想的转变，一向以大规模

拆除重建为主，目标单一和内容简单的城市更新，转向了以谨慎渐进式改建为主，

目标更为广泛、更关注社会意识的社区邻里更新。城市历史遗产是增强地区宜居

性的关键资源，并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中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凝聚力。人类

的未来取决于有效的资源规划和管理，遗产保护已成为实现城市增长与生活质量

之间平衡的重要战略。 

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关于城市更新区的评价指标和遗产保护为城市社会

福祉做出贡献的方式。但是，从城市更新的结果来看，遗产保护与社会生活还存

在着更复杂的关系。因此，本文旨在发展一套社会评估因素，以评估市区更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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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建筑遗产保护的社会影响。研究以重庆市包含历史保护建筑的城市更新区为研

究对象，根据不同地区的人口密度、社会人口统计数字及城市更新程度，筛选出

相关程度最高的影响因子，同时为将遗产保护纳入市区重建策略的城市规划师及

决策者提供若干政策建议。 

1.1 城市更新与遗产保护之间的相互作用 

城市更新经常涉及到大规模的拆建活动，这可能导致社会网络和地方特色的

破坏。为了改善这一问题，市区政府现在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文化资源的巨大作用，

并把遗产保护纳入整体市区规划中去。但是，在将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联系起来

时，尤其是在试图保护其特殊地方感的社区中，挑战无处不在。遗产保护与社区

之间可能存在着特殊的矛盾关系，在社区中存在文物建筑并不意味着它们会始终

对社区产生积极的影响[2]。遗产保护项目在拉动当地经济的社区多样性，增强社

区的自信心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作用，但是外来游客增加、城市更新措施不当可

能会带来损害社区的私密性和生态结构的危险。 

1.2 相关研究背景综述 

在城市更新层面，全球范围内开展了大量的城市更新实践，其影响评价成为

近年来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Chau和 Wong运用期权理论对城市更新项目的外部

经济性进行了探究[4]。Williams 和 Dair 构建了棕地（brownfield）更新可持续

性评估体系，包括经济、环境以及社会三个方面的目标[5]。在社会影响方面，

Mehdipanah 等以居民福利为切入点，发现城市更新巴塞罗那的大部分城市更新

项目对居民的整体福利具有积极且重要的影响[6]。 

而在遗产保护方面，Zancheti 和 Hidaka 提出了衡量城市世界遗产保护的指

标[7]。Phillips和 Stein 强调历史遗产保护与社区间的紧密关系，但是最后得出

的结论是评估遗产保护对社区经济发展影响的框架指标，包括测量，保护，加固

和连接[2]。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对建筑历史、文化、艺术以及经济价值

的评估，但是存在概念宽泛的缺陷，很少有研究可以衡量一组遗产保护项目对城

市更新区的社会影响。鉴于从单一建筑到建筑群保护的趋势，需要更全面地考虑

历史遗产在一定社会网络关系下的作用。 

1.3 遗产保护的社会因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城市历史景观”的方法，该方法提出遗产保护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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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应当超越遗产建筑本身，涵盖更广泛的城市背景，从而强调社会和文化习俗的

价值观念，经济过程以及与多样性相关的遗产无形方面的重要性[3]。对历史遗产

的合理利用可以引导社区思考如何保留理想的生活质量属性以及改善机会，包括

建立社会资本，增强社区认同感和维持环境，将文化和历史为代表的建筑遗产作

为经济发展和可持续管理的重要资产。因此，在城市更新区中，历史遗产在地方

居民和社会网络中引起的场所精神值得详细研究。 

2 重庆市遗产保护及城市更新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我国一些城市也推进了遗产保护与城

市更新的进程。198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的颁布，以及同年首批 24

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公布标志着我国历史文化保护制度的建立。1986 年，重

庆市列入了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8]。随着重庆历史建筑保护的深入，重庆的

历史建筑保护已经不再限于文物古迹，而是扩大到大量的一般性历史建筑以及周

边环境和自然环境。2015 年颁布的《重庆市主城区传统风貌保护与利用规划》

中，提出了主城区内的四个历史文化街区及二十个传统风貌区。 

我们将目光聚焦到保护制度发展的表象下街区历史空间被过度利用的问题，

历史文化街区在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对历史文化资源主要采用点状式的保

护方式，与周围环境及商业业态的协调较差。如磁器口历史文化街区，在调研访

问过程中，社区居民对于街区目前的商业业态的扩张速度表示不赞同，并认为对

当地社会网络和社会意识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2.1 历史更新区的选择 

本研究选取湖广会馆及东水门街区和学田湾区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它们都经

历了历史悠久的自适应过程，已经发展形成具有特色的历史风貌。其次，两个区

域都在进行不同程度的城市更新，并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两个地区的社会人口统

计学差异很大，有助于进行对比分析。 

湖广会馆及东水门街区是 2002 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传

统街区，为重庆市一级保护历史街区。街区东临长江，在古代战火中数次存亡复

兴，一直是城市的边防要塞和渔人码头，街区内的东水门是重庆老城 17 座城门

中仅存的四座之一，具有极高的历史保护价值。重庆明清时期的商业繁盛，昔日

重庆城著名的“八省会馆”，都具有相当的规模和经济实力。其中湖广会馆历史、

规模、影响力均为“八省”之首。2015 年在《重庆市湖广会馆及东水门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规划》推行下，湖广会馆及东水门街区成为了重庆在存量更新时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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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行者。（图 1） 

学田湾片区包含学田湾社区、春森路社区两个行政社区单元的部分区域，占

地面积约 0.28 平方公里。按照渝中区国民经济和“十三五规划”相关内容，学

田湾社区、春森路社区隶属十个特色老旧社区的改造范围[9]。学田湾片区位处人

民广场片区、马鞍山片区、文化宫片区以及中山四路片区的交汇核心节点，在城

市文化旅游线路构建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文化资产方面，片区内形成抗战主

题的历史人文遗产，主要为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共代表团旧址；国民党革命委员

会；作为抗战老红军的安置住所存在的红军院和“一双绣花鞋”故事发生地“静

庐”四处历史遗产。但是文化资源的联系、开发力度和更新程度相比湖广会馆及

东水门街区稍弱。（图 2） 

 

 

 

图 1 湖广会馆和东水门地区空间要素示意图  

图 2 学田湾区空间要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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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论框架 

首先，对国内外城市更新项目社会评价较高的经典案例进行分析与识别，并

运用文献研究的方法识别出城市更新项目的基本社会因素。接着，综合案例与文

献研究两种方法识别出的社会因素，通过专家访谈对因素进行修正，形成初步的

城市更新项目社会因素清单及问卷。最后，发放调查问卷，基于问卷数据的统计

分析，筛选掉得分较低的因素，同时通过相关性分析验证因素间的相关性，并最

终确定最具影响力的少数社会影响因子。具体的分析方法及流程如下图 3所示。 

 

 

3.1 基于案例研究的因子初步识别 

本研究首先查找国内外社会评价较高的经典案例进行分析并初步提炼出影

响因素。接着，基于经典案例因素的分析，在不改变原意的基础上，对意思相近

的因素进行进一步归纳与合并，删除掉项目具有的独特因素。然后，采用文献研

究法，基于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文献，对其进行查阅、鉴别、整理以及研究，分析

影响城市更新的关键社会因素或风险。最后，通过上文中的案例研究与文献研究，

将两种方法识别出的城市更新项目社会因素进行合并与汇总。 

图 3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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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于专家访谈的因素修正 

基于案例与文献初步识别的因素可能存在相关性较高、因素之间有重叠与包

含关系、不全面、与实际不吻合等问题。因此，为了对指标进一步修正，本研究

选择了 5 位从事城市更新相关工作及研究并且经验较为丰富的专家代表进行专

家访谈。依据专家修改意见，对因素进行重新编码后确定了初步的社会因素清单，

共计 24个社会影响因素，如下表 1所示。 

表 1 初步的社会因素清单 

 社会影响因素 因素来源 

1 独特的遗产价值 东京 Roppongi Hills 

2 提倡遗产保护教育 文献综述 

3 共享集体记忆 文献综述 

4 对遗产破坏的沮丧 专家意见 

5 呼唤人们的记忆 文献综述 

6 开展遗产相关的社区活动 专家意见 

7 公众参与法制化 汉堡 Gangeviertel 历史街区 

8 多元化公众参与方式 纽约高线公园 

9 全周期公众参与 美国波特兰珍珠区 

10 可决策的住宅协会 荷兰阿姆斯特丹 GWL 社区 

11 志愿者机会 专家意见 

12 允许居民免费参观历史建筑 文献综述 

13 与历史建筑适宜的步行距离 文献综述 

14 亲密的邻里关系 居民访谈 

15 增加聚集场所 北京大栅栏改造 

16 社会活动的多样性 北京大栅栏改造 

17 提供无障碍通道 专家意见 

18 认识更多的外来朋友 文献综述 

19 产业振兴 伦敦 Roadland 

20 保护传统产业 东京 Roppongi Hills 

21 提高创造力 居民访谈 

22 建立多元文化交流平台 伦敦 Roadland 

23 保持可负担的租金 专家意见 

24 加强商业氛围 专家意见 

3.3 问卷设计 

3.3.1 调查和抽样 

因为研究重点是比较遗产保护对两个区域的社会影响，所以目标受访者包

括：在此区域工作或者居住的人和对两个区域的建成文物有认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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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受访者需要接受两个部分的调查。首先是访问对象的基本资料，此项是

为了保证被调查者对此区域内的历史遗产有一定的熟悉程度。其次是因素重要程

度判断，问卷题目采用因素与因素说明结合的方式。问卷分值采用五级李克特量

表的形式，要求受访者根据自己的经验与认知评判因素对于促进城市更新项目成

功的重要性程度，分值越高代表受访者认为该成功因素越重要，即：1-极其不重

要，2-不重要，3-一般重要，4-比较重要，5-极其重要。 

3.3.2 问卷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Factor analysis）和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它们能够识别具有相似变化模式的成组变量，并帮助我

们筛选出解释力最强的几组因子。在本文中，因子分析法可以用于分析潜在的因

子集群，这些潜在的因子可用于评估遗产保护建筑对城市更新区的社会影响。 

4 结果分析 

4.1 基本资料分析 

表 2总结了两个地区的基本情况。首先两个地区分别有 6和 4处文物遗址，

这些遗址在各自区域内彼此靠近，步行距离在 15分钟之内，所以它们可共同对

社区产生影响。湖广会馆及东水门街区的遗址相对于学田湾区来说数量更多，尺

度更大，知名度更高。由于前者是历史更加悠久，人口密度、老龄化程度和就业

问题都大于后者。因此，湖广会馆及东水门街区文物遗址保存更好、重视程度更

高但是社会问题可能更大。 

表 2 社会统计资料分析 

区域 
面积 

（km²） 
人口 

人口密度 

（人/km²） 
暂住人口比 就业人口比 老龄化程度 

遗址 

数量 

湖广会馆及

东水门街区 
0.07 6,500 92，857 66.6% 18.7% 43.7% 6 

学田湾区 0.28 16，821 60，075 48% 42% 24% 4 

(来源:《渝中区存量空间资产调查与城市更新思路研究（2015）》) 

4.2 问卷分析 

问卷于2019年9月至10月在湖广会馆及东水门街区及学田湾区发放给公众。

共发出问卷 150份，收回问卷 134份，剔除掉“问卷答案有明显错误”、“不了解

当地文物遗产”等无效问卷之后，得到有效问卷 11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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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通过因子分析从湖广会馆及东水门街区的问卷中提取了 24 个变量

（variables）中的 4个因子（factors），在学田湾区，则提取了 24 个变量中的

6个因子。但是，由于提取变量数仍然不够精确，因此采用了 Thurstone（1947）

提出的经验法则来减少代表因子的数量[10]。表 3和表 4显示了对因子分析结果进

行删除后的详细信息，湖广会馆及东水门街区有 18个变量、4个因子，学田湾

区有 21个变量、6个因子。最后运用 Cronbach's α系数（简称α系数）进行信

度检测，信度系数越高，说明问卷测量结果越容易接受。α系数可接受的最低信

度水平是 0.5，高于 0.7则为高信度，小于 0.35为低信度，表明信度检验不合

格。本研究检验结果α信度系数分别为 0.831 和 0.921，大于 0.7，满足信度检

验的要求，表明问卷的总体样本问卷是可靠的[11]。 

最终，研究结合两个区域内的相同或相异的因素，提取出“加强社会网络互

动”、“提高社区和文化认同感”、“提供公众参与机会”、“地方产业优化”、“增强

文化多样性”、“强化创造力与教育培养”、六个主要社会影响因素，接下来对其

分别进行说明。 

表 3 湖广会馆及东水门街区因子分析 

 
城市更新区的社会影响因素 

解释方差的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1 社区和文化认同感 32.5 32.5 

2 社会网络与互动 18.2 50.7 

3 公众参与 14.4 65.1 

4 地方产业 7.1 72.2 

 

社会影响因素  变量 负荷 

社区和文化认同感 1 独特的遗产价值 0.88 

 4 对遗产破坏的沮丧 0.79 

 6 开展遗产相关的社区活动 0.70 

 2 提倡遗产保护教育 0.68 

 3 共享集体记忆 0.68 

 5 呼唤人们的记忆 0.65 

社会网络与互动 14 亲密的邻里关系 0.85 

 15 增加聚集场所 0.84 

 17 提供无障碍通道 0.78 

 13 与历史建筑适宜的步行距离 0.75 

公众参与 8 多元化公众参与方式 0.88 

 12 允许居民免费参观历史建筑 0.88 

 9 可决策的住宅协会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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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志愿者机会 0.57 

地方产业 20 保护传统产业 0.82 

 21 提高创造力 -0.68 

 22 建立多元文化交流平台 0.55 

 23 保持可负担的租金 0.54 

 

表 4 学田湾区因子分析 

 
城市更新区的社会影响因素 

解释方差的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1 社会网络与互动 26.20 26.20 

2 地方产业 12.42 38.62 

3 社区和文化认同感 9.10 47.72 

4 提供公众参与的机会 7.13 54.85 

5 增强文化多样性 3.07 57.92 

6 强化创造力与教育培养 2.50 60.42 

 

社会影响因素  变量 负荷 

社会网络与互动 15 增加聚集场所 0.80 

 16 社会活动的多样性 0.77 

 14 亲密的邻里关系 0.69 

 18 认识更多的外来朋友 0.67 

 13 与历史建筑适宜的步行距离 0.62 

地方产业 19 产业振兴 0.78 

 23 保持可负担的租金 0.76 

社区和文化认同感 1 独特的遗产价值 0.84 

 4 对遗产破坏的沮丧 0.76 

 6 开展遗产相关的社区活动 0.72 

 3 共享集体记忆 0.71 

 5 呼唤人们的记忆 0.60 

提供公众参与的机会 11 志愿者机会 0.84 

 12 允许居民免费参观历史建筑 0.70 

 8 多元化公众参与方式 0.61 

 13 与历史建筑适宜的步行距离 0.60 

增强文化多样性 22 建立多元文化交流平台 0.71 

 7 尊重不同文化交融 0.54 

强化创造力与教育培养 2 提倡遗产保护教育 0.62 

 20 新增多元化产业 0.44 

 21 提高创造力 0.41 

4.2.1 加强社会网络和互动 

该因素在两个区域都占有很大的比例，它包括构建亲密的邻里关系、增加社

会生活的多样性，提供聚集的场所以激发居民的多样性活动。比如在被改造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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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建筑内举办不同类型的展览，模糊当地居民和游客的界限，让不同的行为主体

相互碰撞。 

4.2.2 提高社区和文化认同感 

独特的遗产价值使得居民们本身就有生活在历史保护区的自豪感，两个区域

的差异体现了历史建筑对人们与社区的关系起到了调节、润滑的作用。文物遗产

能够激发人们的集体记忆，从而创造独特的地域性。 

4.2.3 提供公众参与的机会 

社区居民也是城市更新的一部分，集体建设也可以增加居民对地方的归属

感。通过提供志愿者机会、允许居民免费参观历史建筑以及鼓励多样化的公众参

与方式都可以加强公与私的联系，引导社区向着人们满意的方向发展。 

4.2.4 地方产业优化 

前文提到历史文化区的旅游开发可能会给当地社区带来负面影响在这里也

得到了回应。相对于传统、老龄化较严重的社区，倾向于保护传统产业，而不太

乐意接受新型产业的进入，但是调研结果的差异性显示，相对于文化水平较高的

新社区，以文化遗产为契机进行产业升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可能获得更高的

认同感。 

4.2.5 增强文化多样性 

这一因素主要包括保护和尊重不同的价值观（不同年龄阶层或受教育水平），

并鼓励构建文化交流的平台。这是保持社区活力的一个主要方式。比如在城市更

新期间吸引更多的企业家、创业者进入社区，从而增强文化多样性。 

4.2.6 加强创造力与教育培养 

未经历历史时期的年轻人可能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这需要知识的

普及与创造性的结合，这一举措同时还可以鼓励居民协同思考社区未来的发展方

向。例如，可以定期举办抗战主题演讲、集体参观老建筑的活动，增加居民们的

参与感，同时让儿童在富有文化底蕴的环境下成长，有助于历史保护区的可持续

发展。 

5 政策建议及结论 

通过两个地区的对比研究可以得出，两个地区的基本影响因素还是非常相似

的，如位于前三的社会网络互动和公众参与。两者都未出现的因素是 24“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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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氛围”，可见大家都认为商业对遗产保护存在一定的危害作用。但是，两区

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异。比如，因素 17“提供无障碍通道”仅在老龄化

更加严重的湖广会馆及东水门街区出现，而因素 23“保持可负担的租金”因素

19“产业振兴”也只在教育程度更高的学田湾区存在，这些都反映了不同的人口

结构会对城市更新的要求出现小部分的分歧。 

研究结果的差异性呈现出了两个不同阶段的城市更新的状态，但是不同的基

本特征对总体的社会因素影响不大。因此，城市更新政策的制定最基本应当基于

“加强社会网络互动”、“提高社区和文化认同感”、“提供公众参与机会”和“地

方产业优化”这四点来考虑。针对这些影响因素，不同的区域可能产生新的考虑

方向，但是也可以使用本研究的框架来对城市更新的规划政策的制定进行指导。

随着政策的实施以及社区活动的组织，遗产保护才能发挥它最本质的功用，创造

富有特征的、文化多样化的社区凝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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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分析的历史街区商业空间布局优化研究 

 

杨博文  

（北京大学 深圳研究生院，深圳 518055） 

 

摘要：历史文化街区的修复与活力提升是文化遗产修复的重要环节，新时代的商业发展需求

与历史街区的空间布局产生了矛盾，文化街区的原真性受到了挑战。本文以北京历史街区为

研究地基于网络数据、道路中心性分析及设施空间布局，结合现状分析现代商业模式及发展

需要对历史街区更新过程中的空间布局影响。经过调研及数据分析后，研究结果表明：(1)

工作日期间，中老年男性倾向于小商品店活动。（2）工作日期间，青年人倾向于在户外座

位上休息活动。（3）休息日期间，青年人喜爱在园区内小商品店活动。研究结果将有助于

历史文化街区的商业空间布局调整与街区的原真性保护，优化历史文化街区参与者的感知体

验。 

关键词：历史街区；大数据；商业空间布局；原真性；感知体验；什刹海；空间活力 
 

 

1 绪论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的历史街区保护工作在逐渐推进，从遗产保护的角度来

讲，“名城—街区—文物”三级保护环节中，街区处于中间环，处于连接前后两

者的重要地位，历史街区的好与坏，决定了一座城的历史意义兴衰，也决定了街

区内文物的好坏状况。随着城市更新的进程高速演进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历史街区需要以新的面貌向世人开放。传统的文保单位自身进行修复更新的同

时，其所在街区的街巷肌理与空间活力也需要对应提高。[1] 

近些年来学者针对历史街区的保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动态保护是

现阶段历史街区更新中的重要理念，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与审美水平的日益提高，

看文物也要顺带着逛一逛老街道，从而就带进了消费过程，在历史街区内的商业

发展模式日益兴盛，商业的引进一方面促进了空间活力，另一方面文物的原真性

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破坏，部分文物并未按照原状修复，或是文物被严重的

商业化，营造了新的标签，进行了新的装饰。针对北京的历史街区的工作从 2000

年开始、从保护规划方案的公布到工作的逐步实施，一直遵循着“小规模渐进式”

城市更新及社会包容与遗产保护

-377-

2019年可持续建筑环境深圳地区会议论文集 www.sbe19shenzhen.com



的工作模式，本着“原真性”“完整性”“社会延续性”等原则在各个街区开展。

[2][3] 

针对历史街区这类特殊城市空间的研究近年来开展广泛，刘易轩等人从场所

营造的角度以深圳南头古城为例，提出了老城区作为城市存量生活空间的重要

性，针对旧城提出了基础的修补方案及空间精神层面的营造理念。[4]刘观祥、李

焱等人提出针对城市艺术设计在旧城区中的应用、历史文脉与文化传承从旧城中

展开，艺术设计的文化性带给旧城新的活力。[5]诸如 ARCGIS、文本挖掘、地理大

数据分析等常用研究方法已经大量应用在历史街区，基于历史文化街区的特殊性

质，历史文物建筑与商业建筑均是人们的兴趣点。[6]张雨洋等人提出利用 UNA工

具分析历史文化街区的道路中心性，并利用大数据与 UNA分析结果叠加分析，探

索传统地理学相关方法在历史文化街区的可行性，分析结论得出历史资源对人具

有强烈的吸引，商业则是对空间活力强有力的补充。[7][8]付文涛以游客感知为研

究点，针对游客在宽厚里历史街区的空间认同与感受评价，通过分析游客感知、

游客忠诚度及满意度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对历史街区的客观评价方法。[10]

孔令怡等人提出使用隐喻抽取技术（ZMET）,以凤凰古城为研究对象，以照片为

出发点，对游客进行访谈，从大量调研样本中提取人们对空间的评价及感知体验

兴趣点。[11]卢婉莹通过对历史文化街区游客的深度访谈及问卷调查，以历史文化

街区的原真性感知为出发点，从游客的调研内容中，分析历史文化街区的原真性

与现代性的融合状况，判断历史文化街区是否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原真性受到了破

坏。[12] 

什刹海是北京著名的历史文化旅游风景区，地处西城区，毗邻北京城中轴线。

目前是北京内城唯一具有开阔水面的开放型景区，也是北京城内面积最大、风貌

保存最完整的一片历史街区。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政府对什刹海地区

进行了整修工作，在湖边加装栏杆。1992年后，什刹海被定为历史文化风景区。

在2000年批准的北京 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中，什刹海地区面积是最大的保护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与审美水平的日益提高，什刹海地区后海湖边的商业化趋

势日渐显著，活动人群的年龄范围也逐渐扩大。后海南北两侧形成了著名的“后

海”酒吧一条街，成为年轻人夜间生活的一大热门景点。老字号酒楼商铺也随着

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以新的面貌迎接顾客。什刹海地区是旅游团行程中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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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既可以看北京旧城开阔水域的自然风景，又可以了解一部分北京旧城历史

文化及北京旧城人民的生活状况，同时也可以在此地体验老北京的餐饮文化。 

作为北京最大的自然湖景同时是北京市历史风貌最为完整的历史保护区，针

对其进行的历史文保工作已开展多年：[13]杨君然等人解读了针对什刹海地区保护

规划方案，从实施方法及评估方法两方面进行了论述。周坤朋等人从什刹海地区

的水文化遗产展开论述，历史街区的生态保护与风貌保护同时进行。[14]张雨洋利

用路径可达性结合大数据，综合评价了什刹海地区的道路可达性及空间活力，分

析了吸引人们来此地的环境影响因素，结论得出历史资源是吸引人们前往此地的

首要因素。 

街区的调研方法多种多样，数据的获取渠道非常多。传统的田野调查在需要

了解被调查者的喜好偏向及评价空间感知时较为有效，可以具体到个体的微观调

查，且可以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受限于成本，田野调查的难度与客观程度因地而

异，数据获取直观，可以进行定量、定性分析；相比之下，利用大数据的相关数

据分析较为宏观，如 Arcgis、移动信令数据的使用，具有大样本量、宏观统计

等特点，但缺乏对个体的精准描绘分析，缺乏空间感知评价，且手机信令数据无

法体现被调查个体的具体活动，在数据中仅为个体点呈现，这类方法缺乏一些微

观信息量，在宏观评价层面及客观的地理描述方面相对客观科学。综合两者的优

缺点，考虑到历史文化街区的环境影响因素过多，且人员年龄构成较为复杂，笔

者认为传统的田野调查可能更适合应用在历史文化街区的调研过程中。 

 

图 1 .北京什刹海地区风景 

2 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北京什刹海地区作为研究地（图 1），基于多次观察，发现此历史

街区内人们主要的户外活动围绕后海湖边进行，因此以什刹海地区后海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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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数较多的活动区域划分编号（图 2），经过对调研数据的分析，对初期统计

的变量进行了筛选整合，最后使用的变量为 19个，分别为: 男性及女性人数（少

年，青年，中老年）共 14 类数据，环境设施变量有小商品店、历史文物、餐饮

店、户外座位及景观观赏点共 5类数据。 

 

 

图 2 北京什刹海统计区域划分图 

    本研究采用观察计数的方法，对北京什刹海临近湖面的的 20个区域的使用

者人数进行统计，观察其活动内容，并现场统计各分区的环境变量。数据收集时

间为 2019年 10月 15 日（工作日）、2019年 10月 19日（休息日），为保持调

研统计的均等性，选取的调研时间为两日的 11:30-13:00、15:30-17:00。调研

过程中未出现中雨大风等恶劣天气影响。在统计时间区间内，每半小时测量一次

人数（共进行 6次），年龄区间为儿童、青年、中老年人群，根据行为状态的不

同，将动态、静态人群进行了分别的统计。 

3 空间活力的环境影响因子分析 

3.1 数据分析 

在统计时间内，主要年龄的人员构成偏中老年，约占统计时间总人数的 65%

以上。原因如下 1.什刹海地区作为传统历史街区，中老年人对历史文物景观及

自然风光的兴趣较高，且中老年人多为旅游团成员，旅游团人数众多，每日旅游

团数量众多，每个团体活动时间约 1小时内，活动流程相似且路径相似。青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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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在此地区活动人数相对较少。2.什刹海地区的老字号餐厅较多，口味受中老

年游客喜爱。下文将根据工作日及休息日的人数统计状况作分析： 

3.1.1 工作日数据分析 

 

图 3 工作日统计时间内各区域人数 

 

工作日全天总人数 2243人，男性人数 1127 人，女性人数 1116人。其中 A、

P 两个区域（图 3）（分别对应莲花市场入口、银锭桥东北侧）出现人数较多。

这两个区域是什刹海地区的重要景点，人们聚集在此区域通行。什刹海地区老字

号餐厅较多，吸引人们就餐；旅游团游客数量巨大，他们会选择开阔场地进行集

合，数据与现实状况相符。 

根据分时段数据显示，15:30-17;00，女性比例大于男性，且年轻人数量开

始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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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休息日数据分析 

 

 

图 4 休息日统计时间内各区域人数 

 

休息日中什刹海地区的旅游团数量远大于工作日（图 4），人数众多，全天

总人数 2717 人，男性总人数为 1341，女性总人数为 1332，其中 A、H 两个区域

（对应莲花市场入口、银锭桥周边），银锭桥统计人数超过 250人次，历史景点

如宋庆龄故居等地方人数及湖边欣赏风景的人数较工作日显著增多。 

3.2环境影响因子分析 

3.2.1 工作日环境设施与使用者年龄的关系 

 

表 1.工作日环境设施数量与使用者年龄的相关关系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B 标准误差 Beta   

小商品店 1.075 0.043 1.476 24.823 0.000* 

(常量) 
0.017 0.003  

6.216 0.000 

a 因变量：中老年男性 *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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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工作日期间小商品店较多的地方，中老年男性人数显著较多。

（P<0.05） 

根据分析结果，中老年男性人群倾向于小商品店，什刹海地区湖边有小商品

店，售卖食品及工艺品纪念品，在统计过程中发现，消费的人群更倾向于在店中

长时间挑选感受店内文化。这可能与什刹海地区的悠久历史与独特的北京人文风

情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历史文物、户外座位以及景观观赏点对中老年男性人数的

影响较小。 

3.2.2 工作日环境设施与使用人群年龄的关系 

 

研究发现，工作日期间户外座位较多的地方，青年人数显著较多。（P<0.05） 

根据分析结果，青年人群倾向于户外座位，什刹海地区湖边有户外座位，供

人们临时休息，在统计过程中发现，青年人更倾向于在湖边座位上休息拍照。湖

边风景优美。历史文物、小商品店以及景观观赏点对青年人数字的影响较小。 

3.2.3 休息日环境设施与使用人群状态的关系 

 

研究发现，休息日期间小商品店较多的地方，青年人数显著较多。（P<0.05） 

表 2.工作日环境设施数量与使用者年龄的相关关系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B 标准误差 Beta   

户外座位 1.043 0.020 1.588 52.814 0.000* 

(常量) 0.026 0.005 
 

5.295 0.000 

a 因变量：青年 *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 3.休息日环境设施数量与使用者状态的相关关系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B 标准误差 Beta   

小商品店 1.117 0.067 1.485 16.568 0.000* 

(常量) 0.019 0.004  4.148 0.000 

a 因变量：静态人群 *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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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分析结果，休息日的青年人群倾向于在小商品店活动，什刹海地区小商

品店很多，在统计过程中发现，青年人更倾向于购买小吃及部分文艺小商品。休

息日期间历史文物、户外座位以及景观观赏点对青年人数字的影响较小。 

4 结论与建议 

综合以上结果，各类人群对什刹海地区的历史文物及自然景色不够高，而是

对本地存在的小商品店兴趣较大，对湖边的户外座位拍照休息的兴趣较高。结果

一方面说明，现代商业布局对传统历史街区的文化价值影响较大，商业的吸引力

更高，其周边的空间活力更高，对历史街区的传统历史氛围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另一方面说明，历史文化景点的吸引力远低于商铺，无法强烈的吸引游客，文物

的原真性没有被破坏，但缺少足够的空间活力。 

历史文化街区的动态保护与时代发展密切联系，商业发展在历史街区需要控

制规模及限制热度；历史文物建筑的原真性需要大力保护，并建议相关单位加大

对历史景点的宣传，增加历史街区文物景点的空间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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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溪冲新旧民居冬季热环境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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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选取昆明呈贡新区万溪冲村的传统民居“一颗印”和新建民居为研究对象，通过

进行冬季热环境实测，在对比分析新旧民居室内热环境状况中发现，虽然传统民居的土坯墙

具有良好热工性能，但新建民居室内热环境却整体优于传统民居。本文在基于新旧民居冬季

室内热环境研究分析的条件下，为万溪冲传统民居“一颗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关键词：一颗印；热环境；土坯墙；热工性能 

 

万溪冲村地处昆明呈贡新城东南片区，滇中地区第一高峰梁王山西北麓，始

建于明末年间，至今已有 600 年历史，有农户 501 户，人口 1845 人。在城市化

迅速发展的进程中，为了谋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万溪冲村因其周围环绕的万亩

梨园，成为保护呈贡新区的生态隔离带，并申请将万溪冲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点，

列为不搬迁村庄。 

但在不断建设的同时，村落由中心不断向南北方向的梨园扩张，“一颗印”

开始从中心区域不断消失，穿插错落在新建民居中，现保留上百年建筑有七处，

其中仅三处进行过修缮。如今保存较完好的“一颗印”大致有 30到 40户，多为

老年人居住或是外地人租住，其余则因年久失修成为危房，无人居住。近几年开

始修建两层高的新一颗印民居，在空间布局和尺度上大致与传统“一颗印”相似。 

     

图 1 村落演变肌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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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冬季热环境实测 

1.1测试对象 

1.1.1 传统民居“一颗印” 

测试对象 1选取一建筑年代大约 40年左右的“一颗印”，平面布局见图 3，

建筑形体规整方正，正房三间两层较高，两厢的耳房矮一些。建筑进深 10.2m，

面阔 13.3m，建筑整体朝西，为土木结构。内外墙体均采用厚约 600mm土坯砖，

墙体内外侧草泥抹灰，室内地面采用素土夯实处理，再铺设黏土砖。“一颗印”

外墙开窗极少，正房东面窗台高约 1m，开窗尺寸仅为 350mm×600mm。整体呈现

封闭的格局，缩小了围护结构的散热面积，更有利于建筑的保温隔热效果，土坯

墙吸收白天和夜晚温度变化产生的余温，调节昼夜温差大地区室内温度。一楼作

为主要的生活空间使用，二楼用于存储杂物。对于较为封闭的建筑形体，坡屋顶

的空气间层内通过辐射、对流、导热的传热方式使进入室内的热量减少，同时延

迟室内最高温度到达时间，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温隔热的效果。 

 

图 2 传统民居“一颗印”         图 3 传统民居平面测点布置 

1.1.2 新建民居 

测试对象 2 为两层框架结构新建民居，建筑进深 10.2m，面阔 12.6m，层高

约 3.2m，平面布局见图 5，建筑正面朝西，形制为传统的三间两耳，但正房二层

演变为三开间，院子上空加盖玻璃顶棚。外墙和隔墙均采用 240mm 普通烧结黏土

砖，外墙为青灰色面砖贴面，采用外墙外保温构造，保温材料采用 25mm 厚膨胀

玻化微珠保温砂浆。 

  

图 4 新建民居             图 5 新建民居平面测点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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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对比 

传统民居的窗户采用木质单层玻璃窗，入户门为木质结构，新建民居采用铝

合金门窗。在常温常湿情况下，土坯砖和实心烧结砖的导热系数分别为和 0.76W/

（m·K）和 0.81W/（m·K），根据热阻公式 R=d/λ计算出，600mm 土坯墙的热

阻 R为 0.79（㎡·K）/W，而 240mm砖墙的热阻 R为 0.296（㎡·K）/W，在同样

的温差条件下，选用的材料热阻越大，通过材料的热量越小，保温性能就越好，

反之亦然。 

其次土坯砖和实心烧结砖的蓄热系数分别为 9.45W/（㎡·K）和 10.63W/

（㎡·K），由热惰性指标 D值计算公式 D=R·S，则两者的热惰性指标 D分别为

7.5 和 3.2，D 值越大，说明温度波在其间的衰减越快，围护结构热稳定越好。

虽然传统土坯墙体有着较好的保温性能，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抗震性能

较差，整体抗剪性能较差，墙体没有双向拉结；土坯墙体结构易开裂，且开窗面

积小，室内卫生条件较差且室内采光不足，也使得室内通风受到限制。 

1.2测点布置 

       本次测试是为了研究当地民居在冬季的室内热环境情况，传统民居布置的

测点分别为 1-1、1-2、1-3，新建民居布置的测点分别为 2-1、2-2、2-3，详见

图 3、图 5。测试期间均为晴天，测试内容包括室内外温湿度、围护结构内壁面

温度以及室内外风速，测试内容及仪器见表 1。温湿度测试时长共计 67 小时，

间隔为 30分钟；壁面温度和风速测试时长为 17小时。 

表 1 测试仪器 

测试参数 测试仪器 测试方式 

室内外空气温度及相对湿度 L92-1 温湿度黑匣子 昼夜连续记录，间隔为 30min 

室外风速 TES 叶轮风速仪 

昼间人工记录，间隔 30min 室内风速 TES 热线风速仪 

围护结构壁面温度 红外测温仪 

1.3实测数据分析 

1.3.1 空气温度 

如图 6、图 7所示，测点 1-3（院子）的空气温度波动范围为 12.6～17.3℃，

标准差为 3.54℃，而测点 2-3（院子）的空气温度波动范围为 16.4～20.1℃，

标准差为 1℃，两者标准差差值为 2.54℃，说明传统民居院子的空气温度稳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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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新建民居差，变化波动较大。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新建民居院子上空加设玻

璃顶棚，相当于太阳房的调节作用，形成热缓冲区，白天吸收热量，晚上通过顶

棚向室内放热，因此空气温度变化较为平缓，且平均值也相对较大。 

其次，对比传统民居和新建民居室内相同朝向和功能房间的空气温度，测点

2-1（堂屋）均高于测点 1-1（堂屋），其中测点 2-1空气温度平均值为 14.9℃，

测点 1-1空气温度平均值为 13.3℃，相比高出 1.6℃。测点 1-1的日波动幅度也

大于测点 2-1，日波动幅度分别为 7.3℃、3.6℃左右，说明测点 2-1的室内热稳

定性大于测点 1-1。 

而测点 1-2（卧室）与测点 2-2（卧室）空气温度变化虽大致相同，但是测

点 2-2 波动幅度更为明显，标准差分别为 2.69℃、3.02℃。分析原因主要在于

传统民居中居住着一对老年夫妇，因年事已高无法外出务农，并且大多数时间都

在测点 1-2活动，所以两者的内部产热有所差别，测点 1-2有持续的室内热源，

以至于测点 2-2空气温度的稳定性不如测点 1-2。依据我国现行 GB/T50824-2013

《农村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规定，卧室、起居室等主要功能房间的温度宜采

用 14～16℃，因此新建民居室内空气温度更加接近舒适范围。 

  

图 6 传统民居空气温度                图 7 新建空气温度 

1.3.2 相对湿度 

传统民居和新建民居的相对湿度变化如图 8、图 9所示，各测点变化趋势大

致相同，室内相对湿度平均值约在 45～52%，且新建民居室内相对湿度总体大于

传统民居，变化趋势也相较更为平缓，说明新建民居的调湿作用优于传统民居。

虽测点 1-3相对湿度平均值 49%与其他测点平均值差别不大，但测点 1-3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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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比测点 2-3大，分别为 17.09%、6.67%，两者标准差差值为 10.42%，说明其

个体离散程度很高。 

根据 GB/T18049-200《中等热环境中 PMV和 PPD指数的测定及热舒适条件的

规定》，相对湿度适宜在 30～70%之间，但根据相关实验表明，在冬季室内设计

相对湿度超过 60%时，会引起人体热不舒适。并且在冬季相对湿度每提高 10%，

能耗约增加 6%。因此传统民居和新建民居的冬季室内相对湿度平均值虽处于相

对适宜的范围内，但整体数值偏高，且室内相对湿度在 60%的时间段较长，大约

14个小时左右。因此两者室内调湿方式值得考虑，避免湿气凝滞。 

  

图 8 传统民居相对湿度               图 9 新建民居相对湿度 

1.3.3 壁面温度 

文中分别选取新旧民居的正房堂屋和耳房卧室作为围护结构壁面温度测试

对象，如图 10、图 11所示，两者各 6个围护结构表面温度变化趋势相同，其中

测点 2-1的壁面温度明显高于测点 1-1。在测点 1-1中各壁面的平均温度中，屋

面的平均值较高，且标准差达到 1.73℃，与标准差最小的地面壁面温度相差

0.81℃，因此要注意传统民居屋面的保温隔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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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传统民居堂屋壁面温度               图 11 新建民居堂屋壁面温度 

测点 1-2和测点 2-2的壁面温度变化如图 12、图 13所示，测点 2-2各壁面

温度变化平缓，大致范围在 13～17℃之间，且壁面温度整体大于测点 1-2。而测

点 1-2各壁面温度变化呈逐渐升高的趋势，但在 12点以后，屋面的壁面温度骤

然增大。因此加设外墙外保温构造的新建民居冬季室内壁面温度相对更高，曲线

变化也较为稳定，室内热环境更优于传统民居。 

   

 图 12 传统民居卧室壁面温度         图 13 新建民居卧室壁面温度 

1.3.4 风速 

由图 14所示，对比测点 1-1和测点 2-1的室内风速变化，两者平均值分别

为 0.44m/s、0.12m/s，标准差分别为 0.56m/s、0.12m/s，说明测点 1-1受室外

瞬时风速影响较大。在图 15中，测点 1-3总体风速也比测点 2-3大，两者平均

值分别为 0.68m/s、0.25m/s。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新建民居在院子上方加设密

闭玻璃顶棚，相对形成一个更为封闭的建筑形体，因此导致建筑内部通风不畅。

但根据 GBT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中规定，冬季室内空气流速标准值

为 0.2m/s，两者各测点均在标准值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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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风速变化对比一                 图 15 风速变化对比二 

总体来说，尽管传统民居土坯砖的热阻和热惰性指标均优于新建民居实心烧

结砖，但从室内空气温度和壁面温度的分布情况来看，传统民居堂屋和卧室的热

环境整体低于新建民居。依据傅里叶定律，结合相关热工性能参数，按照一维稳

态传热对两者的堂屋和卧室围护结构外表面的散热进行计算，如公式 1[1]： 

0R
ttq ei 

                      

（公式 1）
 

经过粗略计算得出在室内产热量相同的情况下，传统民居的围护结构的外表

面散热量比新建民居更大。传统民居土坯墙的保温性能虽然比实心烧结砖好，但

万溪冲传统土坯墙所能提供的室内热环境条件很难满足现代生活室内热舒适的

要求。其主要原因可总结为以下四点：一是因为新建民居进行外墙外保温构造的

处理；二是对于昆明这样太阳辐射强且日温差大的地区来说，新建民居院子上空

加设的玻璃顶棚形成热缓冲区，具有良好的的热环境调节作用；三是传统民居外

窗与土坯墙之间的密封性难以保证，导致冬季冷风渗透相对较大；四是通过计算

可得传统民居和新建民居的体形系数分别为 0.54和 0.36，对于低层建筑来说，

体形系数越大对建筑节能越不利，因此新建民居比传统民居冬季室内热环境调节

更良好。 

2 结论 

本文通过万溪冲新旧民居冬季室内热环境实测与研究中发现，虽然土坯砖的

热工性能比实心烧结砖好，但是因为新建民居的外墙进行了保温处理，并加设太

阳房形成热缓冲区，以及门窗气密性更佳，体形系数也相对较小，减少了围护结

构的散热面积，因此新建民居的冬季室内热环境更优于传统民居。在城市的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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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中，现代建筑的室内热环境、平面功能以及材料运用等方面可能更加满足

人们的需求，但同时也得重视传统技艺的发展，针对当地气候条件采用被动式设

计策略，以及完善建筑空间使用的灵活性。本文在基于新旧民居冬季室内热环境

研究的条件下，为万溪冲传统民居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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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有机更新理论的辽西山地传统村落保护研究 

——以凌源市裂山梁村为例 

 

安艳华   王思奇  

（沈阳建筑大学，沈阳 110168） 

  

摘要：辽西传统村落多分布于偏远山区，许多传统民居及民俗文化因此得以保存至今，然而

发展的滞后及村民的不断流失使对其的保护愈显困难，虽然旅游等特色产业的发展促使了村

民逐渐回流，但也出现了村落同质化，传统民居被损毁性修建等问题。本文基于有机更新理

论，将每个辽西传统村落作为有机整体来思考，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凌源市裂山梁村

为例，它还处于研究保护的起步阶段，在详细记录传统民居并提出有机更新的具体措施的前

提下，根据村落特点提出以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相互带动的发展模式，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

村民、社会等各群体的全方面参与，通过以旅游收入为村落保护提供资金保障的方式，达到

保护的可持续性，并为其他辽西山地传统村落的保护提供参考。 

关键词：辽西山地 传统村落 有机更新  村落保护 

  

1 引言 

中国城镇化大步向前，传统村落也随之逐渐减少。据专家估计，有较高保护

价值的传统村落现存已不到 5000 个。[1]伴随着传统村落的逐渐消失，其所特有

的传统民居、传统手工艺等文化资源正在逐渐消亡，它们是中国社会文明财富的

重要内容，作为传承乡村文化的载体——传统村落，不能任由这些文化资源日渐

消失，应发掘自身资源价值，重塑乡村活力，促使村落的重新发展。 

自政府 2012 年公布《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至 2019 年已公布五批共

计 6819 个中国传统村落，辽宁在东北地区数量第一，且以辽西地区数量最多。

2015 年，辽宁省住建厅等六部门联合公布了第一批辽宁省传统村落名录，共有

49 个传统村落入选，其中也以辽西地区数量最多。但辽西地区传统村落保护还

处于起步阶段，还一直有传统村落因城市化进程而被兼并，村民的流失、村落的

衰败使得保留于其中的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已岌岌可危，因此研究辽西传统村

落保护性发展已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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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传统村落研究经历了从最初的对传统村落进行建筑学与社会学等方

面的基础性资料研究的萌芽阶段，探讨拯救传统村落生存危机的发展期，到从政

府到学术界全面深入进行传统村落的多学科多层面研究及实践探索的繁荣期。随

着传统村落的保护上升到国家层面，传统村落的保护不应仅限于整顿村容村貌、

改善环境，只是恢复村落的“物质躯壳”，而应系统性整体规划传统村落的保护

与整治。吴良镛教授所提出的有机更新理念，为在古村落保护与整治规划中合理

延续历史文脉的同时，适应现代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2有机更新理论的概念界说及其实践 

“有机更新”理论最初是针对北京旧城改造的实际问题。有机更新理论可应

用于很多领域，在建筑学领域是指将更新对象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考虑，过程具有

可持续性。自《徽州民居村落聚居形态的有机更新》文章中提出将理论应用于乡

村民居的可持续性发展，这一研究领域一直热度不减，并在近些年由于对传统村

落保护重视程度的提高，研究文献数呈现阶梯式增长。综上，现有研究在内容方

面主要从有机更新的理念与方法、理论演进与发展、设计更新实践、政策研究等

角度展开，但研究区域多应用于衰败的中心城区的复兴或历史街区改造等领域，

鲜有文章从有机更新视角对古村落的整治规划进行专门研究。更新模式多集中于

环境品质提升、原有建筑更新改造方面，较少从旅游发展视角进行探讨。 

传统村落保护中应用“有机更新”理论是对现状问题的“改正”，对改造现

状中不合理的状态进行纠正和修复。遵循从小到大、自上而下的更新顺序，循序

渐进地进行有机更新，避免大规模重建式的改造模式，契合村落保护发展。 

3 辽西传统村落的分布及保护现状 

3.1辽西传统村落的分布 

辽西地区是指位于辽宁省辽河以西与内蒙古河北接壤的辽宁西部地区，包括

锦州、朝阳、阜新、葫芦岛、兴城（县级）和盘锦的一部分（辽河以西部分）[2]，

概括说法即这五市所包括的区域，地形兼有丘陵与滨海平原，且以丘陵为主。截

止 2019年公布中国传统村落第五批名录，辽宁共有 30个国家级传统村落记录在

册，辽西地区传统村落即占 20 个，省内占比达 76.7%，是辽宁省内分布最集中

的区域。辽西传统村落大多数经济相对落后、地理位置比较偏远，较少的外界介

入和影响使得这些传统村落能得以保存至今。其中的传统村落以数量丰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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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多彩的民族风情、古朴的民居而闻名，多为山地传统民居，保存较好，对

其进行传统风貌保护的研究意义重大。 

表 1 辽西传统村落分布图 

 

辽西地区传统村落分布呈现内陆分布多，滨海平原分布少以及西多东少的特

点。（表 1）朝阳市传统村落数量最多，共计 13个村落，占总数一半以上，其余

县市都数量很少。 

3.2辽宁传统村落的保护现状 

早在 2014 年辽宁省人民政府就在文件中提到“注重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和传统村落的保护”，2015年辽宁省制定《辽宁省传统村落评选方法》，通过

对村落传统建筑、传统格局等要素定性评价，提出分而治之的做法，推进省内传

统村落普查、建档保护。2016 年辽宁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培育辽宁特

县市 村落 分布图 

朝阳 

1老西沟村 

 

10康官村 

12苏家营子村 

16郭杖子村 

17章吉营子村 

19石门沟村 

20烧锅地村 

4三道沟村 

6八盘沟 

11三家子村 

14白音爱里村 

15肖家店村 

21二安沟村 

阜新 
2衙门村 

3佛寺村 

锦州 

5大一村 

7石佛村 

8双塔村 

9高起堡村 

葫芦岛 

22盘道沟村 

23西沟村 

24新堡子村 

盘锦 
13得胜村 

18上口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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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艺术精品，加大辽宁历史文化保护开发力度”，再次为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提

供助推力。2018 年住建部开发建设的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上线，作为百科

式、全景式传统村落展示的数字化平台，2019 年辽宁省暂时还没有村落参与到

记录之中，缺乏对传统村落的记录和展示工作。 

在长期以统一规划、计划发展模式为主导下，缺少灵活性、自主性，一定程

度上造成了地方文化与多样性的淡化，为传统村落特色的保留与传承造成阻碍，

也直接导致了区域内传统村落文化同化现象严重、特色村落缺失、传统村落备选

名录匮乏的结果。
[3]

 

4 裂山梁村概况及价值 

4.1裂山梁村特征 

4.1.1 村落选址与周边环境 

裂山梁村位于辽宁省朝

阳市凌源市三十家子镇西

北部 5公里处，是辽、冀、

蒙三省交界处，村域面积

15.4平方公里。村落位于由

大烈山前裂山与后裂山两

山中间裂开的沟壑里，地势

呈西高东低，三面环山，村

落选在两山之间相对平缓

的地段且因此得名裂山梁村。大烈山主峰海拔 932米，凌源老县志记载“亦名烈

山梁，一峰特立，直矗重霄，峰头分二叉，自南望之如火焰。”现在山下建有水

库，湖边山体人面像惟妙惟肖，水映山，山连水，形成独特自然景观，山峰南西

均是陡峭石壁，望之生畏。周围草木繁茂，泉水长流，民居沿河而建，山、河、

村浑然一体。 

 

 

 

 

图 1 裂山梁村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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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村落整体布局 

裂山梁村由 8个村民组组成，几个小村民组分散于大烈山小山谷内，村落形

态呈团状倾向辐射型，由于自然条件及历史发展的原因，呈现由中心向北向放射

型，且都沿山势分布。 

3.1.3 村落民居特征 

裂山梁村盛产玄武石，石料资源和石匠技术都是闻名遐迩，曾经基本家家有

石匠。辖内保存最为完好的正沟古村已有 200 多年居住历史，房屋、院墙都是用

石头垒砌，还有保存完好的石路、石桥、石锁、古碾、古磨及石埂梯田。 

村落传统民居最早建于明清时期，为结合山地环境的二进式院落(图 4）且

有防御性特征，建筑材料尽量就地取材，形成独具特色海青房，装饰简单朴素。

民居最早以毛石混草泥或泥砖砌墙，后以木柱支撑房梁，木构架上置草席或木板

形成屋面，最后放黄白草苫做屋面，屋檐较薄，屋脊苫草要厚，既可有利于屋脊

图 3 山地院落平面布局图 

 

图 2 裂山梁村辖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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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也利于雨水的排放，草屋顶上压横向木杆或石头用以固定。村落民居装饰

朴素，重在经济实用，既有典型的山地农耕文化特征，又有不同时期的装饰特点。 

3.2 裂山梁村保护价值 

石门 草屋顶 木屋架 石墙 土石山墙 

     

火坑 栓牛石柱 石磨 石桥 石砌围墙 

     

凌源皮影 凌源剪纸 凌源地秧歌 榆州鼓乐  

    

 

图 5裂山梁村特色 

裂山梁村拥有辽西山区传统村落的典型特点，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

境下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和民族特色，其中不仅蕴含着古人丰富的智

慧，还包含了古人对于天人合一的思考与实践，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完好保存下来的传统民居和传统民俗文化是东北地区重要的遗产。裂山梁

村完整保存的百年石头村为研究山区传统民居提供了良好的实例，除此之外明清

时期的石埂梯田对研究古时农耕文化有非常大的帮助。 

3.3村落保护现状 

图 4裂山梁村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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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山梁村因地理位置较偏远，交通不太便利，村民平均经济状况较差，因此

许多传统民居未遭到外界的破坏性建设，整体保存还算完好。但伴随村民需求的

提升以及一些房屋的年久失修，自然性损坏与村民自发性修建无法避免。丘陵中

间较平坦的区域因生存与发展的便利性，许多村民选择保留偏远老宅在山下平原

新建民居，原有建筑整体布局、街巷体系仍得到了延续。正因为传统村落保护现

状较好，2016年这里被住建部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村落原始道路为土路或石路，凌源市在美丽乡村建设，将村落交通干道及街

巷内主要道路改为水泥路或沥青路，传统风貌有所破坏，石板路仅余正沟村组内

一段，现在也已损坏严重需要整修。传统附属建筑物因年久失修，很多屋顶草席

损坏只剩下木构架，闲置的民居也因为无人修理，岌岌可危，需要进行抢救性维

修；一些被改建的民居盲目选择钢板屋顶，严重破坏了传统风貌。石桥、石磨、

梯田、石槽等设施因为仍具有使用功能，得以保存较完好，只是拥有制作它们的

技能的匠人已濒临绝迹。另外村落内缺少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设施，政府还需要

做很多建设工作。 

综上，村落内仍保存有较完好的传统民居及一些特色风貌，但不少传统民居

破损严重且有一些已遭到损毁性修建，村民的流失也使得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失去土壤，急需研究村落保护与发展的策略。 

3.4村落保护困境 

裂山梁村以石料和石匠出名，周围山体的玄武岩被无限制开采，造成自然环

境及风貌的严重破坏，需要进行总体规划与安排。村落经济主要依靠传统农业，

但山区耕地数量较少，且土地肥力减少再加上干旱的加剧，山区内传统农业生产

越发艰难。原住村民数量在逐年减少，村落呈现老龄化空心化，因确认人才与劳

动力，未来村落的发展严重乏力。现代生活的便捷性与舒适性对村落影响很大，

村民自发进行改建以改变生活条件，任意且盲目的现代化手段对村落造成了巨大

的破坏。大部分村民致富还主要依赖传统农业，对于周围自然美景、自然资源与

乡村文化所带有的巨大旅游吸引力还缺乏认识。村政府计划大烈山打造风景区，

村民缺少参与积极性与参与度，政府缺少对村民发展旅游业的相关培训。村落资

金有限，无法对村域进行全面规划和发展，无法系统修缮传统村落风貌，缺少可

持续性发展手段为村落保护提供经济保障。法规不健全、政策制度弊端、产权不

清给传统村落保护带来困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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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裂山梁村有机更新保护研究 

4.1保护原则 

（1） 以人为本的原则 

村落的保护发展要从村民出发，村落居住生活条件的改善才是村落保护下振

兴的基础，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村落的改造应是整体环境的整体改善，村民

是村落生活的主题，因此一切措施都应从村民的具体需求出发。通过多方的共同

参与，调动村民参与积极性，给予村民在村落改造时更多的权利和机会，真正体

现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发展传统村落。 

（2） 强调原生性的原则 

村落改造不是盲目的，随意的，要遵循村落的建筑、景观、设施的原生性，

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保护传统村落整体人文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生性是传统村落

保护与利用的核心，一切改造都要强调“修旧如旧”。 

（3） 构建有机整体的原则 

有机更新理论围绕构建村落有机整体为基本原则。[6]每个村落都是一个独具

特色的整体，在更新改造的过程中就是要将村落内各要素各部分协调成有机整

体，相互作用，共同发展而为村落整体的发展而服务。 

（4） 循序渐进的原则 

村落更新改造必需避免大拆大建，由小及大，由点到面的渐进方式为改造原则。

更新改造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工作进行中要遵循村民意愿，及时发现和解决问

题。每个民居每个聚落群都有其独特特点，防止统一式的大规模改造对民居独特

性的毁灭性破坏，以动态持续性的方式达到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平衡。 

（5） 村民全程参与的原则 

原住村民是村落生产生活的主体，因此在制定保护发展策略的过程中及建设

中，他们的参与都必不可少。调动村民积极性，让他们懂得他们是村落保护的发

展的主体建设者也是最大受益者，与政府、学者、企业等多方共同研究村落发展，

避免了政府的独断专行、盲目建设，提升村民的主人翁意识。 

4.2保护与利用策略 

4.2.1 传统民居保护基础研究先行 

传统村落的保护应以基础研究为起始，这需要对村落的全面了解，才能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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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有机的规划设计，切实有效的民居保护干预措施，有机发展的更新方法。 

裂山梁村的保护可以参考意大利政府在村落保护的经验，制定传统村落民居

保护与修复“建筑修复准则”，对于传统村落民居进行全面梳理，也是一本针对

建筑修复的使用手册，通过设定示范性的干预措施，为保护人员和原村民的保护

干预活动提供参考依据。[7]学者，政府，村民，文保人员，开发企业等都可以依

据这一原则保护传统民居。 

4.2.2 保护与更新同时进行 

传统村落是活态的“文物”，它不可以像博物馆的文物一样被封存保护，传

统村落的保护本身就是有机更新的额过程，保护不可以静止不动，村落是村民生

产生活的家园，村民也是传统村落内“活态文化”的记录人和传承人，村民的生

活条件以及村落的环境提升都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动态的发展也是为了长远

的延续，一个有生机活力的村落才是传统村落保护下去的最重要的目标。村落的

发展与保护并不相悖，而是相辅相成，在保护的原则下更新发展，才是对传统村

落最好的保护，“冻结式的保存”导致的自然性损毁会对传统村落造成不可抢救

的危害
[8]
。 

4.2.3 合理的保护开发定位 

裂山梁村是地处大烈山岭内，周围峰峦神奇，碧湖潋滟，村落原生态石山石

田百年石屯保存完好，作为辽西第一个入选的国家级传统村落，独特的自然美景

与人文景观提供了丰富的辽西山地旅游资源，农耕游、文化游、自然风光游可以

有机融合到一起，再因良好的生态条件可考虑结合康养游，打造辽西地区独具特

色的乡村体验游目的地。 

裂山梁村现在发展壮大的中药材种植合作社，以及大榛子、核桃等经济林和

杂粮等产业，花岗岩石矿，增加村落体验游的发展项目，亦可以形成产学研基地，

助力村落更高层次的发展。 

4.2.4 原生景观触媒与辐射带动 

裂山梁村传统村落由独特地域条件及历史背景影响下长期发展积淀的成果，

是原住村民生产生活历史的活态展示“博物馆”，从村落整体布局到庭院与单体

建筑，从街巷肌理到古井、石磨、石桥、石埂梯田都是村落不可以被忽视和抹去

的组成部分，这些造就了裂山梁村，未来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因将原始的生活状

态尽量保存，以原生景观微微触媒，达到深度乡村游，并依靠周边资源，以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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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村为核心，打造佛面镜湖、恋山小寨、花溪曲径、鸡冠山原始森林、冰窖楸谷、

璞玉石屯六个联动片区，形成中心辐射周围的乡村旅游区。 

4.2.5 公众参与与乡村旅游结合 

传统村落的发展的重点是村民的回流、年轻人的回归，村落富有生机才能使

其发展壮大。依靠裂山梁村自身资源，通过提升村落环境，民居舒适性，发展乡

村产业，调动原住村民的积极性和参与性，让人们觉得村落具有发展的巨大潜力

和信心，发掘村落价值，与政府共同进行村落的保护与利用。给予原村民是在的

优惠政策和帮助，让村民真正全面参与到讨论与建设村落中来，进而得到发展乡

村旅游的宏利。 

4.2.6“多体联动”协同开发 

裂山梁村的保护与发展不能只依靠村民自己和政府帮助，要依靠政府、村民、

社会等各群体的全方面参与。以村落旅游发展利益为共同目标，通过调和多个主

体的利益，最终共同实现村落可持续性发展。在此模式下政府与学者负责总体规

划设计、保护准则的制定以及强有力的监督，并引进和帮助旅游开发公司及协调

其和村委、村民之间的关系；民间保护组织负责辅助研究和监督村落的保护工作；

旅游开发公司在限定条件下负责村落内旅游开发建设及展示工作等；各宣传主体

负责裂山梁村的宣传、推广、包装工作；村委会和村民要参与到村落保护的全过

程中，同时他们也是村落旅游服务的最后的一环，即使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和服务

者。 

4.2.7三产业相互带动反哺保护 

裂山梁村保护发展现阶段应以传统农业收入为主产业，以旅游服务业为辅助

产业。旅游开发企业开发旅游，优质农产品助力旅游，旅游服务业带动农副产品

的销量，村民和村委通过出租闲置民宅获得长期收益，村落通过多方面得到可持

续性的资金，进而为村落保护提供资金保障，达到保护的可持续性。 

5 结论 

基于“有机更新理论”进行裂山梁村的保护研究，可以合理平衡村落保护与

村落发展的之间的矛盾。以有机保护为根本，提升村落人居生活环境，改善村民

生活条件，提高村民整体收入，通过旅游业的介入，汇聚社会资源，并反哺村落

保护，使村落合理发展，实现可持续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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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参与视角下对遗产保护进行存量开发的探讨 

——以深圳市城市更新为例 

 

郑维立
1    

蔡泓
2
 

（1.天津大学，天津 10056；2.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 

 

 

摘要：深圳市近年来城市发展从“增量开发”转变为“存量开发”，城市更新过程中又产生

了新的复杂空间问题。与曾经过多依赖“自上而下”的政府指导不同，在土地二次开发模式

下，市场经济利益占城市更新主导地位。仅简单高效碎片化更新开发，导致部分文化遗产更

新出现过度商业化。重新引进社会参与形式对目前“存量开发”项目进行治理，针对部分经

济利润小、整合难度大、文化性质强的遗产进行保护和开发。再从城市遗产保护中文化场所

的土地开发，到发展出涉及城市社会公众的经济、意识、生活方式等原则体系。公众不应只

简单参与更新后的城市，更应参与在如何更新城市之中。 

关键词：城市更新，公众参与，遗产保护，存量开发 

 

1城市更新与空间权力的博弈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劲头势不可挡，截止到 2018 年末，我国城镇化率已

经达到 59.58%，距离《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中提出的 60%目

标已经非常接近，城市已经成为了我国民众最重要的生活场所。而城市化进程中

不同时期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重心，90 年代开始的“郊区化”的新城开发对

外扩展，建设城市外围，进行“增量开发”，但 2000年后由于耕地保护、严格控

制土地出让等政策的施压，房价飞升时代导致的拆迁开发等一系列问题引发社会

性问题的关注，“新增土地边际效应递减，增量时代寿终正寝”[1]这一情况的出

现使得地方政府开始对转变了城市化的发展重心，由“增量开发”晋级为“存量

开发”。 

深圳市的城市化进程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先驱榜样，是改革开放

发展中“摸着石头过河”的那块石头，在此我们将以深圳市的城市更新进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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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来探讨城市更新这一命题。 

深圳市早已在 2004 起停止了城市的对外扩张，以城中村改造为起点，开始

了城市更新的进程。而深圳市人民政府在 2009 年 10 月 22 日颁发了第 211 号令

《深圳市城市更新法》，提出：为规范深圳市城市更新活动，进一步完善城市功

能，优化产业结构，改善人居环境，推进土地、能源、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促

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制定了本办法，其中主体针对的更新对象为旧工业区、

旧商业区、旧住宅区、城中村及旧屋村等。 

在城市更新办法中明确提出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这三项原

则，这三项原则针对实质的城市空间改造，实则是出现了三方利益主体的权力博

弈。政府、开发商、民众三方成为了对城市空间的权力争夺的主体。截止到今城

市更新法已发布十年，三方在政治、经济资源的分配上不断地协商开发进程、妥

协维护自身利益，看似上演着“权力的游戏”，实则身份并不平等。 

许多学者重点关注的政府的角色性质演变，何萌（2019）认为新时代政府在

城市更新中角色从强制管控、到与市场化结合、再到统筹规划是一种螺旋式上升

的状态[2]。曹方源、付少平（2018）认为地方政府在公共基础建设过程中会主动

寻求与市场组织合作，以自身心动来主动谋求与市场契合的效率。也有关注政府

与市场的关系[3]。王腾飞（2019）研究城市文化资本激活模式及其特征有助于为

城市政府实施文化遗产一直的创意修复提供参考[4]。 

面对高度繁荣的房地产市场需求和增量开发用地的稀缺，市场开发商与深圳

市政府携手进行城市更新，而公众看似应成为城市更新中的参与一员，实则是在

被动接受政府与市场对城市更新后的结果，如原住民因城市空间的更新改造高额

金钱补偿、居住条件升级改善。拆迁所带来的大量“千万富翁”、“楼哥楼姐”是

城市更新进程里民众中最大受益者，与此同时许多流动人员因城市更新而失去落

脚之地、居民社会关系被破坏改变。政府服务民众得到支持和发展，开发商通过

对更新对象的开发重新从民众身上获得利益，公众作为人数最多、体积最大、权

力最小的主体来接受城市的更新结果。政府和市场得到更新空间的权力，而公众

持有使用、选择更新后空间的权力。 

2 文化遗产的更新现状 

在城市更新的进程中，文化遗产开发思路多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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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市场运作”这一模式。陈淑媚（2019）提出对深圳市宝安区古村落凤凰古

村、燕川古村、清平古墟的保护开发，通过保护开发更新对象如古村落、城中村

等留存的文化遗产，使其形成文化产业带，实现文化振兴、带动当地经济发展[5]。

许慧、郭潇潇（2018）对深圳市南山区的历史文化资源整合构建“文化遗产绿道”，

通过主题段落、艺术介入、活动事件等方式带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6]。针对

城中村这一特殊存在，李蕾蕾、任珺（2017）从公共地理学视角下以深圳的案例

来讨论其应有的文化遗产价值，在政府、开发商、城市专家、和城中村社会公众

对城中村文化遗产该有怎样的认识和理解[7]。 

近十年来深圳市的城市更新之中，大量的学者专家在城市更新下对于文化遗

产的保护与开发提出了各种意见和指导，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特色小镇、公共空间、

艺术场所。民众的理念产生了改变，钢筋水泥的城市空间失去了温情，历史文脉

的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却仿佛停滞不前甚至断层，向往城市生活的人开始怀念乡

土之情，疲倦生活在高楼大厦的人学着追求诗与远方。正如十九大报告而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市场的嗅觉是敏锐的，文化旅游产业成为了房地产开发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通过提高土地利用价值，引入具有更高利润的商业地产开发和产业园的规划，政

府与开发商携手运作与探索对文化遗产的再开发，产生了一种新的城市文化资本

开发模式。首先必须承认的是，对文化遗产的创意开发、修复、重生，带来了良

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市场在城市更新进程中得到了城市文化的吸引力，这

一吸引力带来的城市发展刺激了民众的消费欲望、游客的旅游热情。政府在其中

得到了城市对外文化形象，同时也成为了城市的重要名片。公众所在的区域更新

开发，得到了更多利润效益。 

空间与文化在这场开发产生了紧密的关联性——城市空间在不断寻求文化

内涵，而城市文化需要空间的表达；资本对文化的增值潜力越发敏感；城市政府

也越发意识到城市文化形象与文化产业对于获得全球竞争优势的重要性[8]。可以

说文化遗产的商业开发是后地产时代的重要导向，政府和市场的围绕下来推动发

展城市体验经济和城市旅游业同时，也出现了两个问题——文化遗产的商业开发

过度化与同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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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更新下文化遗产商业开发 

3.1过度商业化 

 由开发商进行主导的文化遗产开发，必定围绕着资本运作来进行，而资本的

倾向与喜好进行的城市更新，再现的城市文化应该是怎样的？首先我们明确一点，

历史文化商业街的打造是为了刺激、吸引游客来消费，使他们得到视觉的享受，

感受到截然不同的文化生活方式。城市借以文化遗产作为空间实际载体，来承担

文化产业的经济发展，这种消费主义引导的城市空间更新后有公共艺术展览、博

物馆、创意空间、文化体验场所，消除了混乱且无序的违章建筑，驱逐了杂乱的

摊贩，营造出安全但又封闭的生活体验空间，而这一切充满了中产阶级的审美与

情趣，这类文化遗产的更新开发也变成了新一代城市中产阶级和游客的享受游乐

场。 

 政府辅助，市场主导的城市更新的商业开发向中产阶级审美迈进的同时，也

昭示了由公众所代表的平民文化在这场话语权的争夺中失败。失败的结果某种程

度上是一种城市空间的性质转换——以大众的居住需求为主的生活空间变成了

以精英的文化体验需求为主的商业空间，这种属性的转换并不是指规划中的土地

性质发生改变，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讲，开发商更渴望其土地性质真的发生改变来

得到更多的商业利益。 

文化遗产中的城市空间的属性转换，更多的是因为前一种生活空间中，民众

的社会网络关系被破坏。过度的商业化带来了经济的增长，文化的追求，这些中

产阶级的需求伴随着比曾经民众生活空间更高的消费水平，实际上是提高了城市

的生活门槛，增加了外来人口的落地成本，使得整个城市缺少了一种对社会不同

阶层不同需求的社会包容。但城市的包容，恰恰是曾经深圳市的城市化进程能得

以飞速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 

在此我们以 2017-2018的深圳双年展为例，李潇雨（2019）讲述了双年展的

策展人，在选择了南头古城这一典型具有文化遗产价值的城中村，通过以建筑艺

术展的方式来进行推广，探讨“城市共生”这一命题。艺术展原本旨在肯定城中

村对城市发展的价值，但最后却因不切实际的艺术理念而破坏了城中村原有的社

会经济生态，留下一个低端产业被逐出、高端产业无人入驻的失败结局[9]。这一

更新改造则是典型的艺术专家借以政府和市场的力量，用中产阶级审美去做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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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商业化、规划化、标准化的文化遗产空间改造，而抛弃了这个真正使用这个空

间的公众，让他们被动地接受了一个更新后的区域。 

3.2内涵同质化 

权力与资本塑造了城市空间，艺术家与学者提供了符合中产阶级生活的品味

与更新策略。这一系列的城市更新表面看来是对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延续，对

自身城市文脉的探索与重现，对城市文化的深度挖掘与展示。但实际上这与 20

世纪中期欧美的城市更新的“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却是一脉相承。 

城市更新的开发的早期，是文旅产业批量生产，忽视当地文化内涵而盲目建

造的“古镇”旅游热，打造千城一面的热门旅游文化商业街，售卖着全国古镇旅

游特产——均为来自义乌的统一批发的小商品，这个时期的城市文化的风貌在表

象上趋于同质化。 

而现今为了政府为了打造城市文化的对外名片，避免“千城一面”的困局，

去联合地产开发商，对有价值的文化遗产进行深度的开发和规划。在经济利益驱

动下，资本对文化遗产的开发是有条件的，我们可以说，必定是功利性、有选择

性的，而这些条件最后导致所更新的项目，一定会趋于简单、高效、碎片化，来

保证其收益。开发商为了满足政府对城市文化表现的追求，在对城市文化风貌的

把控上一定会做到因地制宜，满足表象上的区别。在中产阶级审美下消费主义所

驱动的城市更新、文化遗产的重生，历史文化街区的商业改造看似是城市本土文

化的发展，但其内涵核心与国外“城市体验经济”——基于文化消费性的城市更

新战略并无不同，仍然以商业发展为主导方向，经济利润增长为开发核心。可以

说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思路因商业开发思路来导向，资本的运作并不会因为不同

的城市文化而产生完全不同的选择，这种内在的逻辑，使不同城市其自身特有城

市文化的空间更新内在趋于同质化。 

4公众参与在城市更新中的意义 

 在城市更新法中规定了城市更新的单元为社区，公众作为城市空间的使用者，

是城市更新三个主体之中体量最大的存在。但因为公众的松散组织天然缺乏对政

府干预与市场手段的有效抗衡，最后只能被动接受城市更新完的结果，参与体验

更新好的生活空间。首先必须认同一点，即在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协作下，城市更

新所带来的城市空间的升级换代虽然对公众来说是被动的结果，但是确确实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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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该地区的生活质量以及品质，在政治手段和市场调节的努力下，杂乱无序

的违章建筑和大量不安定的流动人口——这一系列问题在更新过程中不断地优

化。 

那么为什么仍然要强调公众参与这一命题？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合法

性、必要性和理论阐述的不断涌现，杨黎婧（2019）提出公众参与作为公共服务

质量评价的重要环节，对于政府提升消极、提高公众满意度、改善政府行为都有

积极的作用[10]。公众参与应在公共服务生产环节就开始进入，而其目的则是为了

在起后续评价中达到人民满意和实现政府本位价值相结合。 

但在深圳市的城市更新进程之中来探讨公众参与，去评价政府与市场的行为，

第一点就需明确，公众作为一个概括性的主体，其间究竟包含几种类型的人群。

具体可以分为为原住民、居住型流动人口、非居住性流动人口、社区管理人群和

社会无盈利组织。在文化产业的运作下进行的城市更新，原住民得到文化的肯定，

外来进驻的人口得到了公共服务的提升，游客得到了城市文化的体验消费，社区

管理及其集体经济享受更新后的文化收益，社会无盈利组织对空间升级的开展各

种社会活动。看似多赢局面，城市空间、文化遗产的重生，但如深圳南头古城的

改造，却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后续产生了高昂的治理成本和不可持续性。其中

与公众的社会网络被破坏有很大的关系。 

资本推动的城市更新其核心是追求对土地价值的开发所带来的收益，专家学

者思考的更新改造更多是一种消费主义引导的审美情趣，其想象判断的需求与当

地民众并不一致。城市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是组成社区的一个重要的非物质纽带，

城市更新后的文化消费升级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居民的负担，生活品质的提高意味

着生活成本的增加，其中也变相的选择了流动人口的层次，驱赶低收入人群。对

于原住民来说，居住生活开始转变为商业生活，原有的稳定社会关系随着环境的

改变。 

而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使城市的更新进程并不只以经济效益

与政治影响为导向，更应考虑到居民对其文化产业更新的诉求，避免单一的更新

价值观，同时加快城市更新的进程，具体表现在针对更多更新后经济效益较小、

市场开发难度较大的问题区域，让公共参与到更新进程之中。公众参与的城市更

新某种程度上是重构在城市化进程中被市场所冲击的社区网络，文化遗产则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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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区网络重建的一个物质载体。 

5公众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思路 

 市场所参与的文化遗产的更新目的是为了获取更新后的文化消费升级带来

的收益；政府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多倾向于对城市文化营造的政治影响；公众所重

视的文化遗产，表现多为社会关系的群体性记忆，通过对某个特定的标志的现实

物质锚定，来找寻身份的认同。 

 身份认同这一问题在深圳的城市化进程中表现尤为突出，深圳四十年的开放

和建设，大量的人口不断地流动、进驻，大量的文化观念产生碰撞和交融，而当

地的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主体，成为当地原住民与外来人口的共同

的集体记忆，而他们之间不同的文化融汇，产生了一种新的深圳文化。文化遗产

并不只有名人故居、宗庙祠堂的历史传承，也包含了旧型厂房的群租空间、城中

村生活体验等城市记忆。这种集体的身份认同使得城市后续的更新开发之中，公

众在被动接受中产阶级化的城市更新改造空间，重新产生了我是谁、从何处来、

到何处去的迷惘和对新环境的抵触和反抗。 

 在部分被资本市场所婉拒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去

进行存量开发，补充了资本与权力所不及的细分市场。公众在其更新的过程中，

对其社区原有的经济结构、社会网络保护，使其不会产生因资本导致的异化，当

地居民得到房租收益，短期居住人口享受低成本的城市服务，得到城市落脚的资

格，流动人口提供了便利的社区商业生态，廉价的生活配套服务。而社区原有的

管理机构组织如居委会等，则作为公众的一份子，在其遗产的更新开发过程中保

证监管的作用不会走偏。以公众参与为主导的城市更新，规模应控制在社区级别，

其特定的文化遗产开发应规避了复杂的制度成本，产生一个低级别的经济生态系

统，受众的群体应为在所在地有居住权力的每一个人。 

 而对于这种公众参与的遗产保护开发，不会表现为资本与权力更新的快速成

型状态，它将是一个缓慢、动态的过程，是不断地通过公众的社会网络中交互关

系来进行调整。对某个特定的文化遗产，首先作为一个集体记忆的场所去开发，

而这一公共空间的人群民众会通过这一场所去建立社会的关系网络，加强对城市

的连接，产生对自我身份认同的二次强化，居住生活与商业活动在公众活动中逻

辑得到自洽，使得城市的文化空间产生多次更新，从城市开发到城市更新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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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新。公众参与产生了这种充满活力的可持续性的文化遗产的开发进程，来满

足他们自身的社交、商业、工作、居住的需求。 

6结语 

 在深圳市的城市更新进程中，对于遗产保护视角下对文化产业的开发进程，

公众仍然处于一个被动状态去接受政府与市场更新后的城市，来进行持续的使用。

基于权力与资本的运营，创造了不少成功开发的文化产业，但仍有南头古城这种

城中村的因后续的不可持续性导致的失败更新，其原因是政府在规划工作中开始

转变其主导地位，去选择辅助市场、甚至“亲资本化”，依靠市场的经济开发手

段来完成城市的更新。但资本引导下的文化产业开发会受到中产阶级的消费主义

思潮影响，趋于更新空间的过度商业化与其运营内涵的同质化。这一切更新忽略

了公众的集体身份认同，破坏了公众原有社会关系并无法重新引导建立。对一些

遗产的更新保护来引入公众参与，让公众在这种基于集体身份认同而存在的城市

文化空间之中，在社区级别进行一个后续的可持续性开发，进行动态性的城市更

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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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更新视角下高校校园色彩风貌研究 

——以深圳大学为例 

 

边文娟 
 
 吴雪菲  

（深圳大学，深圳 518061） 

 

摘要：目前，国内高校由于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校园色彩风貌规划，导致校园色彩风貌文化内

涵、地域特色缺失，而校园色彩风貌规划是彰显校园文化底蕴、延续地域特色的重要途径之

一，因此，本文以深圳大学为例，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时间维度对校园色

彩风貌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进一步挖掘校园色彩文化内涵，梳理校园色彩风貌演变脉络，

剖析其演变过程，提出有针对性的、可持续性的校园色彩风貌规划策略，以期为高校校园色

彩风貌的建设与有机更新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校校园色彩风貌、演变过程、有机更新策略 

 

1 引言 

高校校园建筑色彩作为建筑最直观的视觉要素，是体现高校建筑视觉美感、

精神氛围以及地域文化的直接媒介之一[1]。然而，在快速的校园更新与扩建过程

中，由于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校园色彩的指导与规划，各地高校色彩风貌问题逐渐

凸显：高校建筑色彩风貌与周边建成环境色彩风貌不协调，新建筑与旧建筑之间

的衔接过于生硬，历史文化以及地域色彩内涵的缺失，高校建筑的整体色彩风貌

缺乏规划等。为提高校园色彩风貌品质，大学校园的建筑色彩的可持续性发展值

得给予高度的重视。 

目前，对校园色彩规划的研究大部分以校园建筑色彩的影响因素、校园色彩

空间协调以及提升校园色彩空间形象为主，而对校园内建筑色彩的内在演变规律

缺乏深入的探究。本文将通过对深圳大学建筑色彩现状的分析与总结，以定性与

定量相结合的方式，重点从时间序列的层面上剖析高校校园在不同时期的建筑色

彩风貌特征，旨在透过各时期校园内建筑色彩的特征表象，探究校园建筑色彩的

演变过程，以期为日后校园色彩风貌的建设与有机更新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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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园色彩风貌的有机更新 

2.1有机更新理论   

“有机更新”的概念于 20世纪 90年代，最初由吴良镛教授在北京旧城更新

的实践中首次提出。有机更新理论将城市看做有机体，强调契合新陈代谢的生命

原理，尊重城市内在演变规律，顺应城市肌理，以动态的视角延续当地地域特色，

提升地区生活环境品质以及文化内涵，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从而达到有机秩序[2]。 

2.2有机更新与校园色彩风貌 

高校校园色彩风貌的演变历程与生命有机体相似，经历着连续的、递进的更

新过程，存在自身的演化规律，是特定时代背景下，自然与人文的相互作用而产

生的风貌形态。然而，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新型材料的涌入以及快速扩建的需

要，校园色彩的载体不再受到制约，校园色彩规划设计遭到忽视，色彩的滥用导

致色彩体系缺失、地域性不足等问题凸显。有机更新作为整合新旧建筑关系的重

要理论，在保护校园色彩风貌文化精神和适应现代发展的双重语境下，为校园色

彩风貌提供了新的实践视角，助推校园色彩风貌的当代适应性以及可持续性发展。 

3 深圳大学建筑色彩风貌现状 

通过实地调研，对深圳大学建筑色彩信息数据进行提取。调研中主要使用以

GB/T18922-2008《中国颜色体系》为基础的《中国建筑色卡》。中国建筑色卡从

色相、明度和彩度三个属性对建筑色彩进行描述，其中包括 10 种色调与 9 层等

级的明度与彩度，为减少太阳光反射带来的色彩误差，色彩采样的时间选择在阴

天进行。在色彩数据的采集中，主要通过目视对比法对深圳大学建筑的主体色、

辅助色以及点缀色进行采集，记录建筑色彩的 HVC数据，且拍照留档（如图 1-1）。  

 

图 1-1：建筑色彩采集示例 

城市更新及社会包容与遗产保护

-415-

2019年可持续建筑环境深圳地区会议论文集 www.sbe19shenzhen.com



通过分析深圳大学建筑主体色样本，校园内建筑色彩呈现出 3 种集中趋势

（如图 1-2、图 1-3、图 1-4）：1）暖白色调占校园总体建筑主体色的主导地位，

除个别色彩外大部分色彩集中于暖色调 区域（5R-5GY）之间；2）建筑主体色集

中于高明度（明度>6）以及低彩度（彩度<3）区域；3）建筑辅助色色相分布较

广，色彩集中于中明度（3<明度<6）以及中高彩度（6<彩度<9）,建筑点缀色色

彩集中于中高明度（3<明度<9）以及高彩度（6<彩度<9）。三个集中趋势综合，

深圳大学色彩风貌相对协调统一，清新淡雅的建筑主体色为学生们提供了素雅宁

静的学习氛围，辅助色以及点缀色的运用增添了色彩空间的视觉和体验的趣味。 

 

图 1-2：校园建筑色彩三属性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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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校园建筑色彩色调统计图 

 

图 1-4：校园建筑色彩特征 

4 深圳大学建筑色彩演变历程及演变规律 

深圳大学于 1983 年建校，打破了改革开放之初深圳高等教育空白的局面，

与其他高校相比，较短的建校时间以及现代化的建校理念使深圳大学校园色彩的

地域文化内涵表达不足，更多的呈现出了现代主义风貌特色，且随着建筑设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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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建造技术以及建设体制的演进，不同时代背景下深圳大学的建筑色彩风貌也

呈现出内在演变规律。校园色彩风貌作为不断进行自我新陈代谢的有机体，应以

动态性的视角关注其渐进演变过程，从而全方位、立体化地剖析校园色彩演变运

行的路径[3]，为有机更新策略提供参考。 

4.1深圳大学建筑色彩明度与彩度演变历程 

建筑色彩演变的研究应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量化的色彩属性数据

能够直观反映建筑色彩之间的关系，便于寻找建筑色彩的内在秩序与演化规律。

从时间序列的角度，对建筑色彩明度、彩度的数据进行分析，以探究不同时代下

建筑色彩的演变特征。 

 

图 2-1：不同年代建筑色彩明度-彩度趋势图 

从时间序列的角度看，深圳大学建筑色彩的明度以及彩度在前期较为稳定，

建筑立面色彩的选择以高明度与低彩度为主。随着时代的发展，校园建设的力度

的加大，建筑色彩的明度以及彩度出现波动，部分建筑出现中明度以及中高彩度

色彩，如学生活动中心。为完善校园内的教育设施，近期以“见缝插针式”的手

法进行校园建设，为融于周边已建成环境并突出新建建筑特色，建筑立面色彩开

始趋向中高明度以及中低彩度的建筑色彩。整体建筑色彩的趋势为：建校初期建

筑色彩以高明度低彩度为主导，随后校园局部出现高彩度的艳丽色彩，近期建设

的建筑色彩则趋向中高明度和中低彩度的平和色彩。 

4.2深圳大学建筑色彩时代特征 

总结归纳实地调研的数据，依据时代特征将深圳大学建筑色彩分为了三类：

建筑立面材料受限的素色期、建筑立面涂料盛行的色彩丰富期以及现代建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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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的色彩多元期。 

4.2.1 建筑立面材料受限的素色期 

80 年代初深圳大学建筑立面材料以素混凝土、碳灰色玻璃以及马赛克小瓷

砖为主，立面形式简洁而纯粹，建筑整体色调为浅白色。中心建筑群（办公楼、

图书馆、教学楼）是建校初期最典型的建筑群体，其建筑立面也展现了 80 年代

的材质及色彩运用特征。教学楼与办公楼以明确横向马赛克墙体的白色混淡绿色

线条与横向玻璃的深色线条建筑的立面色彩组合，展现出校园办公区的稳重踏实。

图书馆北馆则通过竖向的淡绿色马赛克带型墙体的凹凸对比来统一建筑构图，建

筑色彩简约大方。整体建筑群色调素雅，建筑色彩之间通过建筑形态的变化展现

出了“多样统一”的关系。 

4.2.2 建筑立面涂料盛行的色彩丰富期 

经济特区建设进入第二个十年，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以

及高校校园的建设得到了一定的重视。深大在尊重校园规划的基础上，加快了对

校园内教育设施的更新与扩建进程。该建设时期内的代表建筑有大学生活动中心、

元平体育馆等。 

大学生活动中心利用乳白色张拉膜打造半室外与半室内的过渡空间，以白色

涂料墙面辅以玫红色墙面构成整个建筑色彩，色彩大胆奔放，两种颜色对比鲜明，

视觉感强烈，增强了空间层次感。建筑色彩积极活泼，呈现了与办公区、宿舍区

与众不同的色调。同样是公共活动类建筑的元平体育馆，其外立面为暖白色马赛

克贴面，辅以深灰色墙面，入口处点缀有暖灰色大理石。暖白色与深灰色形成对

比，消除体育馆建筑色彩的单调与沉闷。   

该时期建筑色彩用色不再局限于素色马赛克色彩，通过运用多种不同的建筑

材质，例如大理石、建筑涂料等展现多元色彩。但校园建筑的主色调仍然延续了

80 年代墙面浅白色色彩，局部建筑色彩的大胆应用，给建筑赋予了更加丰富的

空间层次感，赋予了建筑更加活泼的立面。 

4.2.3 现代建筑材料融入的色彩多元期 

进入 21世纪后，随着“教育产业化”的推进，深圳大学办学规模大量增长，

办学资源呈现短缺的态势。于是，深圳大学在 2000 年后，开始校园的扩建以及

校园内教育设施的完善工作。该时期的建筑开始重视本土文化特色的展示以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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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建筑设计手法的运用，例如科技楼、师范 B楼、图书馆南馆、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院馆、档案馆等[4]。 

建于 2007 年的师范楼 B 楼的建筑立面以白色为主，辅以镂空的深灰色，建

筑颜色给人以素雅、纯净之感，建筑色彩结合层层退台的建筑形态，减弱了建筑

造型的厚重感。建于 2009 年的图书馆南馆的建筑外立面主调色为白色，通过淡

绿色的新型建筑材料 U型玻璃与白色玻璃交替、随机排列，以及凹凸布置，使得

建筑色彩在光影效果下富有韵律感，其新型建筑材料与图书馆北馆形成对比，体

现了现代气息，明净利落，反映了时代变迁的信息[5]。 

相较于前两个时期的建筑色彩，这一阶段的建筑色彩更加丰富且具有创新。

通过连廊、退台、错层、架空等设计手法结合建筑色彩，赋予建筑强烈的空间感，

充分展现建筑的光影效果。建筑的主色调以暖白色为主，辅以红色、深灰色、淡

绿色等色调，建筑色彩更加多样且活泼。该阶段建筑材质开始使用 U 型玻璃以及

一些新兴的建筑环保材料，建筑色彩的运用更加展现了现代气息，同时也体现了

深圳大学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校园文化。 

时期 年代 代表建筑 主调色 辅助色 立面材质 色彩属性特征 

建筑立面受限

的素色期 

20世纪 80

年代 

办公楼 

图书馆北馆 

教学楼 

演会中心 

  

淡绿色马赛克 

碳灰色玻璃 

毛石 

整体采用高明度、低

彩度的素色为主调

色 

建筑立面涂料

盛行的色彩丰

富期 

20世纪 90

年代 

原平体育馆 

学生活动中心 

师范楼 A 栋 

雨巷   

涂料 

大理石 

面砖 

 

局部出现高明度、高

彩度的主调色 

现代建筑材料

融入的色彩多

元期 

21 世纪之

后 

文科楼 

新西南餐厅 

科技楼 

艺术邨 

图书馆南馆 

档案馆 

  

涂料 

新型建筑材料 

木材 

砖材 

 

趋向于中高明度、中

低彩度的色彩，并融

入一些中高饱和度

的辅助色 

图 2-2：深圳大学各时期建筑色彩特征归纳表 

3.3深圳大学色彩风貌演变规律 

深圳大学的 35 年校园建设发展过程中，校园色彩风貌呈现出了由单一素色

期到色彩丰富期再到色彩多元期的转变。这三个阶段的演变受各阶段校园建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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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社会变迁等因素交互影响，形成了一种动态的物

质表现形式，多种因素复杂叠加作用于校园色彩风貌，诱发了校园色彩风貌的变

化。依据时间序列所呈现的特征，深圳大学内的色彩演变规律主要归纳为三个层

面：自然环境的充分尊重、建筑技术的有机结合以及文化精神的抽象融入。其演

变历程以自然环境为基调，以建筑技术为手段，以文化精神为内核，将校园色彩

风貌从单一规整引导向多元融合。 

4 深圳大学建筑色彩的有机更新策略 

校园建筑作为时代的产物，表达所处时代的实质以及时代的审美，以其特殊

的语汇，阐述高校独特的文化气质。面对校园色彩风貌空间可识别性弱、文化内

涵缺失以及地域性不足等问题，基于自然环境、建筑技术以及人文精神三个层面

制定深圳大学建筑色彩风貌的有机更新策略，以提升校园色彩空间品质。 

4.1基于校园地域特征，延续高明度的基调色 

校园的色彩风貌应基于城市地域的自然特征，与城市共享光照、气候、水系

等自然底色[6]，针对地区的气候、地形等条件，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合理设计

建筑色彩风貌。在色彩风貌的规划过程中，首先要进行的就是自然环境的系统调

查与分析，依据深圳大学自然环境的特征，确定高明度的浅色系为校园色彩风貌

的基调色，并在后期的更新与扩建中有意识地延续基调色，形成色彩视觉形象的

协调统一。 

4.2结合分区与建筑功能，控制新兴建筑材质的运用   

建筑技术的发展拓宽了可选择的建筑色彩范围，为色彩与空间关系的设计提

供了技术支撑。新兴建筑材质的发展，大幅度增加了色彩使用的灵活度，为建筑

打上时代的烙印。然而，新兴建筑材质运用不当，容易造成校园色彩风貌失序、

色彩环境断裂等问题。因此，深圳大学的色彩风貌规划中应依据新兴建筑材质的

色彩，结合校园内的分区与建筑使用功能对色彩进行限定与引导。公共活动类建

筑以及教学办公类建筑依据自身创意与特征，结合色彩载体尺度，合理运用新兴

建筑材质，增强公共建筑可识别性；而生活类建筑则更趋向于与自然环境相协调

的传统建筑材质色彩，以建立轻松温暖的氛围。合理运用先进的建筑技术能够将

时代特征融于建筑形态，展现面向未来的新景观风貌，实现校园色彩风貌的可持

续性发展。 

城市更新及社会包容与遗产保护

-421-

2019年可持续建筑环境深圳地区会议论文集 www.sbe19shenzhen.com



 

4.3 深入挖掘人文精神，提出色彩搭配原则 

人文精神如地域风格、艺术审美、建筑理念、校园文化、学术思想等是引导

建筑色彩演变与发展的内核，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继承发展着建筑特征，以动态

的色彩风貌演变表达校园的色彩沿袭。基于人文精神的色彩规划是形成特色校园

色彩的有效手段。深圳大学的色彩策略是在整体色彩风貌协调的基础上，深入挖

掘深圳的地域特色以及校园的人文精神，如广府文化、移民文化，并对其进行整

合分析，提炼成色彩规划中建筑色彩的一部分，给出相应的校园建筑色彩搭配原

则。在局部组团空间，对色彩策略进行细化设计，利用独具人文内涵的中高彩度

色彩作为辅助色或点缀色，建立组团间色彩空间的联系，呈现多元的校园色彩，

丰富色彩空间体验，实现校园色彩人文内涵的提升以及空间可识别性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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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建筑改造中的建筑生命延续研究 

 

杨冰杰   伍春柔   王欣博 

（中建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深圳 518000） 

 

摘要:既有资源的生命延续和重复利用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瞩目的重点之一，目前既有建筑改

造得到建筑技术专家的认同和世界各国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以使既有建筑生命能够延续、再

生。本文从建筑风格、建筑结构、建筑材料方面的有效再利用，讨论了对既有建筑进行改造，

以达到既有建筑生命的延续。既有建筑改造的技术影响着建筑更新，所以在延续建筑生命的

同时，还要在延续和更新之间取得很好的平衡性，再生与新颖美观共存，共同促进城市繁荣

和发展。 

关键词: 既有建筑改造；建筑生命延续；建筑更新 

 

1 引言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开始兴起旧建筑改造的热潮，至今方兴未艾。在房

地产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每一块土地都是寸土寸金，但是我国既有建筑面积已

超 500 亿 m2，大量的既有建筑由于受当时的建筑技术标准、当地的经济状况、

建筑材料、建设施工水平的影响，导致当前的既有建筑存在各种常见问题，比如

结构安全性不符合新标准、抗震抗台风能力弱、基础设施残旧老化、公共场所空

间与实际需求不平衡、建筑智能化落后、建筑适用性不能满足需要等。 

现代城市更新换代的速度超乎想象，导致既有建筑无法跟上现代化城市建设

的步伐，主要表现在既有建筑无法满足人们对建筑在安全性、适用性、耐久性等

可靠性方面日益增加的需求，同时既有建筑在建筑节能、绿色环保、资源可持续

发展等方面的也无法满足人们在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要求。假如将不满足使用需求

的既有建筑全部进行拆除重建，无可避免地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和污染环境，

这与可持续发展路线是格格不入的。首先在经济方面看来，没有达到设计使用年

限的既有建筑，为人们提供服务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将既有建筑夷为平地后重建，

则需要重新投入大量资源。其次在环境方面看来，我国建筑垃圾总量对于城市来

讲已经是相当饱和了，如若将既有建筑全部拆除，将会产生约 0.7-1.2 吨/m2 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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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远远超过城市所能容纳的垃圾总量，城市废物消化系统将承受巨大的压力。

因此，对既有建筑进行改造，不仅能满足社会、人们对建筑的要求，还能节约大

量资源、保护环境，延续既有建筑的生命，对构建绿色、节能、智能的可持续发

展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既有建筑改造属于建筑更新的一部分，是将建筑中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化社会

生活功能和建筑结构的部分作必要的改造，使之生命延续和繁荣。在建筑风格、

建筑结构、建筑材料方面的改造，可以实现对既有建筑的改造，实现既有建筑的

部分更新。 

2 建筑风格延续 

建筑风格，是建筑物在内容和外貌方面所反映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建筑物的

平面布局、形态构成、艺术处理和手法运用等方面，显示出建筑物的独创和完美

的意境。 

建筑风格容易受到某些因素的改变而不同，其中时代的政治特征、社会性质、

市场经济状况、使用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先进性等、以及建筑设计主观意识、

艺术素养等方面，都会影响建筑风格。如流行于 12世纪至 15世纪之间的、以德

国科隆主教堂和法国斯特拉斯堡大教堂为标志的哥特建筑的建筑风格；起源于意

大利罗马的、追求外形自由的、展现动态视觉的巴洛克建筑风格和起源于法国的、

追求抽象美的洛可可建筑风格。但是在我国，建筑工匠和达官贵人都喜欢平面严

谨对称，讲究主次分明，等级尊卑，因建筑材料的原因对砖墙、木梁架结构、琉

璃瓦偏有独爱之心，从而形成到处都有飞檐翼角、斗拱彩画、藻井和雕梁画栋都

是古代美的特写，这些都是古代特有的官宦世家的建筑风格，比如中国的故宫天

安门城楼，就是宫殿建筑风格。相对于平民老百姓，则是停留在追求生存和生理

需求层次上，简陋茅屋田园、四合院建筑风格普遍存在。 

既有建筑，表现着曾经的政治特征、社会状况、市场经济状况、施工时使用

的建筑材料和当时建筑施工技术等、以及当时建筑设计主观意识、艺术素养，由

于建筑具有一次性，因而其具有明显的时间特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化，

多个因素导致既有建筑原有的建筑风格逐渐的边缘化，被人们所隔离、抛弃，被

时代所淘汰。那么，可以通过对既有建筑的建筑风格进行改造，可以使得既有建

筑生命延续，充分利用既有建筑的剩余价值，达到物为所用、物有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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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建筑的建筑风格，常常受到当时的建造工艺和人民需求的影响。而建造

工艺受到“建筑使用功能”、“建筑施工技术”、“建筑地域性”、“宗教因素”和“人

文历史风俗”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举个例子就算是单单的砖砌体结构，但是在

建筑功能、建筑施工技术、地区性、人文历史风俗的方面不同特质影响下，对既

有建筑表现的建筑风格有着明显的差异和影响，如图 1.1，图 1.2，图 1.3，图

1.4。 

  

图 1.1 受到遮挡阳光需要影响的砌筑墙体 图 1.2 受到工业化影响的砌筑墙体 

图 1.3 受到地域和材质影响的墙体     图 1.4 受到人文风俗影响的墙体 

但是，这对我们既有建筑本身的使用影响不大，只是表达出的建筑风格的差

异。对于结构完好、使用功能齐全、建筑风格与周边建筑群风格不一致的既有建

筑，可以通过建筑风格的改造，使之合群，既有建筑生命得以延续，又能够与周

边相互协调，充分利用既有建筑的剩余价值。例如，可以采用立面清洗或粉刷的

措施、改变其外面的装饰装修进行改造，改变既有建筑的建筑风格，使其继续保

持或改善现有的使用状况，延续既有建筑生命。 

深圳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和检测实验业务楼改造项目。该项目由两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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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栋为砖混结构，一栋为框架结构，由于既有建筑已经投入使用很长一段时间，

既有建筑已经不能够满足当前建筑功能的安全使用要求，故对既有建筑进行改造。

该工程计划需要 203 天施工改造，包括结构加固、变配电改造、消防整改、绿化

等方面，由原来的工程质量监督和检测实验使用功能的业务楼，通过对既有建筑

的建筑风格修饰改变，改造成为深圳市政府性办公楼使用，并且既有建筑的使用

年限延长了 30 年，改变既有建筑的业务楼类别的工业建筑风格，变成了政府性

办公楼，实现对既有建筑的改造，延续既有建筑的生命，又能添加新创意。 

3 建筑结构加固 

随着现代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建筑的质量提出了

越来越高的要求。特别是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中国政府的鼓励和人们

的意愿都希望既有建筑能够牢固，能够抗震，能够安全，保证人们的生命财产，

因此既有建筑的加固、维护业务增长了近 50%。 

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我国每年有一大批因扩大生产规模而需要技术改

造和加层的既有建筑，但是它们的结构无法满足直接扩大生产规模，可以通过建

筑结构加固解决。一部分既有建筑无法满足抗震要求或者更高一级抗震要求，可

以通过建筑结构加固解决，延续既有建筑生命。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促使各种新型

结构不断出现，一部分公共场合的既有建筑显现得比较小气、破旧残垣、与建筑

自身属性不符，可以通过建筑结构加固解决，变得高端大气，显示建筑身份和延

续建筑生命。现在建筑行业对既有建筑加固的方法有很多，可以通过改变截面尺

寸、加钢结构及保护、外加预应力法、改变原有结构体系、新兴复合材料加固法

等，以下简单介绍几种加固的方法。 

3.1加设钢筋网喷射混凝土结构加固法 

该法属于改变截面尺寸加固法的其中一种，主要用于柱、承重墙的加固，施

工流程是搭设好施工操作平台，对墙面表面清理粉尘和脱落块，洒水湿润表面，

以便混凝土和墙体容易黏合与吸附；做好基础，便于后面附加部分能够把自重传

送到地基，植筋、铺设钢筋网，绑扎钢筋使得既有建筑的柱或墙能够被夹在其中，

批抹砂浆或者使用压力喷射机械浇灌混凝土，砂浆或混凝土终凝后养护，后期需

要装饰装修，细部处理，使得其美观。通过这种方法对既有建筑改造后，既有建

筑生命得以延续，充分利用既有建筑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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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有其优点和缺点，优点有整个施工工艺流程相对简单、可操作性强，

针对性强，对既有建筑的砌体、承重墙或柱子加固后，改造后的柱或墙承载力有

明显的提高，同时也能够抵抗一定强度地震传来的横向作用力，保证承重墙、柱

子的结构整体稳定性。到目前为止，这种方法在我国设计方面和施工方面，都有

着成熟的经验，能够对各类既有建筑墙体、柱子提供合适的施工方案。缺点是这

种方法对现场占用场地较多，工序繁杂，工序间有技术时间间隔，总施工时间较

长，施工期间影响该改造区域的生产和生活；同时加固后对既有建筑的净空间有

一定程度的减小，植筋会一定程度上破坏既有建筑原结构的承载力；另外，对既

有建筑的柱、墙所在的区域有要求，不能够用于高空中的外墙和边角柱子加固。 

在深圳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和检测实验业务楼改造项目中，其中的北楼 1-5

层承重墙的改造，就是使用加设钢筋网喷射混凝土结构加固法改造，具体是采用

双面挂钢筋网喷射混凝土和双面挂钢筋网批抹砂浆方式进行加固处理。经过改造

后，既有建筑的结构延长了 30 年的使用寿命，抗震等级也有所提高，既增加了

既有建筑的结构寿命，从业务楼改造成办公楼，又扩充了既有建筑的使用功能。 

3.2碳纤维加固法 

碳纤维加固法起源于 80年代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我国起步比较晚，

所以这种方法在国内建筑行业还是属于比较新型的结构加固方法。 

碳纤维加固法与加设钢筋网喷射混凝土结构加固法有类似之处，主要施工流

程是搭设好施工操作平台，对混凝土表面清理粉尘和脱落块，涂刷底胶，以便混

凝土和碳纤维容易黏合与吸附；混凝土构件残缺面修补，以防构件粘贴碳纤维后

美观不足，达到粘贴碳纤维技术要求后，在混凝土构件上粘贴碳纤维，后期需要

养护，装饰装修，为防止外力和其他影响碳纤维产生作用的因素，需要做好保护。 

碳纤维加固法属于能够提升结构抗剪和抗裂，又能一定程度上提高强度的加

固方法，当前在我国主要针对混凝土构件的加固，而对于砌体、木结构、钢结构

等构件尚未积累成熟的经验。碳纤维加固法，可以使用碳纤维布和碳纤维板作为

原材料，故可分为碳纤维布加固法和碳纤维板加固法。 

这种加固方法同样有着其特有的局限性，繁杂的施工工序、技术性要求，对

材料要求高、环境要求严格，但是不足以抹去其能够广泛适用于桥梁、隧道、厂

房等各类工业构件，不需要使用大型机械，安全隐患少，保证施工人员的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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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对于一些环境比较恶劣的化学环境中，同样能够发挥其加固的效果。 

在深圳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和检测实验业务楼改造项目中，其中的北楼 2

层到屋面层混凝土梁、楼板的改造，就是使用粘贴碳纤维加固处理。采用这种方

法的原因有：第一，改造项目时由建筑工业楼转变成政府办公楼，既有建筑老化，

结构需要加固，但是建筑空间不能缩小；第二，这种加固方法能够提升既有建筑

构件的承载力、抗剪、抗震强度；第三，这种方法能够提升既有建筑构件的抗裂

性能，保证政府性办公楼的适用性，同时能够避免既有建筑混凝土碳化，保证办

公楼的耐久性。 

 
图 2.1 展现了碳纤维加固的施工方法 

3.3外加预应力加固法 

外加预应力加固法是采用外设预应力拉杆或撑杆对结构构件或整体进行加

固的方法。它改变既有建筑原结构的内力分布或者降低结构原有应力水平，间接

提高结构的承载能力。预应力加固法能够通过卸载、加固功能消除应力滞后现象

而取得较理想的加固效果，提高既有建筑构件的承载力。目前这用方法比较实用

与大跨度结构，和一些普通方法对既有建筑无法起到加固作用的大型结构，它几

乎没有改变使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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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展现了预应力加固施工方法 

3.4改变受力体系加固法 

粘钢加固法方法是改变受力体系加固法的其中一种，通过减小结构的原有跨

度和降低变形，提高既有建筑构件承载力的一种加固方法。减小既有建筑构件的

原有跨度的常用方法有增设指点（包括柱支座、弹性支座）、托梁，改变既有建

筑原结构的受力体系，提高原结构城能力。作用效果可靠是这种方法的最明显的

优点，但是它容易破坏既有建筑的原貌和既有建筑的使用功能，减小使用空间。

对于某些净空不受限制既有建筑，其较大跨度的梁、板、桁架等结构都可以使用

这种方法加固。 

3.5 增大截面加固法 

增大截面加固法，直白简明，就是通过扩大既有建筑的构件横截面，变成更

大的新型构件，达到扩大承载力、提高抗震强度的作用。这种方法的施工流程主

要是：搭设好施工操作平台，做好基础，对混凝土柱子表面清理粉尘和脱落块，

凿毛，让部分柱子钢筋裸露出来，以便绑扎新的钢筋、柱子旧混凝土和新浇灌的

混凝土容易黏合与产生粘合力；绑扎钢筋，按照需要支模，浇灌混凝土，混凝土

终凝后需要养护，装饰装修。 

这种方法在建筑行业内比较成熟，施工工艺比较简单，能够用于各种既有建

筑的构件加固，特别是混凝土柱子。可以结合加设钢筋网喷射混凝土结构加固法

中的喷浆机器，使得这种方法更加实用，施工简便。但是仍然有其缺陷，增大构

件截面积，必须从最底层开始增大，耗费比较大；由于柱子有偏心受压的问题存

在，所以施工之前必须结合既有建筑原设计图纸，采取最好的加厚方法（有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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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单面扩大、两面加厚）；采用这种加固方法后，会缩小室内的净空间，影

响生产和生活。 

在深圳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和检测实验业务楼改造项目中，其中的北楼 1-5

层混凝土柱的改造，就是使用增大截面方式进行加固处理，结合增加框架柱。采

用这种方法的原因有：第一，改造项目建设年代久远，既有建筑老化，结构需要

加固，以便上部重力能够很好的传送至地基；第二，这种加固方法能够提升既有

建筑混凝土柱的承载力、抗剪强度；第三，这种方法能够降低混凝土柱的长细比，

提升抗弯能力，改造后能够保证既有建筑的安全性，延续既有建筑 30 年的使用

年限。 

 

图 2.3展现了框架柱使用了增大截面积加固的施工方法 

4 建筑材料的有效再利用 

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的需要，文化活动多姿多彩，生活追求舒适、温馨、

多样化，进而对于建筑的使用功能逐渐增多，像冬暖夏凉功能、各种采光要求、

观光要求、声控光控照明等等功能，部分既有建筑年代比较久远，无法及时跟上

建筑材料的更新换代，那么通过建筑材料的有效再利用，对既有建筑进行改造，

能够延续既有建筑的生命，大力支持科学发展观和充分利用既有建筑的资源价值。 

4.1强化既有建筑维护体系构造保温的能力 

既有建筑保温材料和结构体系水平相对落后，年代比较久远，构造保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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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降明显，在能源方面消耗较大，可以对墙体、屋顶、门窗洞口等构造细部的

保温改造。研究表明，通过有效利用建筑材料的保温特性来对既有建筑进行保温

和隔热改造。例如：在深圳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和检测实验业务楼改造项目中，

经过技术经济专家平衡现实情况、成本和技术方案后，认为由既有建筑砖混围护

铝合金门框改造为外墙内保温高效节能窗的方案，比较适合该业务楼的改造，首

先这种方法比较适应于深圳的气候环境，其次由于外窗传热系数 K 值在

2.0-2.53W/（m2·K）之间，窗体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变化，对既有建筑整体能

耗的影响相对比较小，基本能够维持不变。新型材料与构造保温相结合的做法，

不仅节约了能源，而且改造了既有建筑的空间形态，保证既有建筑的适应性，延

续既有建筑的生命。 

4.2对自然能源的有效利用 

通过在既有建筑上充分利用新型材料改造，能够有效的吸收太阳能、风能等

自然能源，可以应用于既有建筑的保温与采光功能的能源消耗中。通常可以选择

一种能够存储能量的介质，在能量产生的时候将其有效的储存，在人们需要的地

方将能量释放出来。在既有建筑改造中，需考虑有效的利用既有建筑的外墙表面、

窗体百叶、屋顶平台等围护结构部位，将这种类型的存储价值应用其中，进而对

既有建筑改造，满足人们对既有建筑新功能的需求，延续既有建筑的生命。例如：

在深圳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和检测实验业务楼改造项目中，为充分利用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太阳能资源，在既有建筑屋顶设置太阳能光伏板，吸收太阳光的热能，

通过逆变器转化为电能，聚集于配电箱、变压器，然后把电能集中输配送出去使

用。既有建筑改造成政府性办公楼后，屋面铺设了 84.1kW 光伏系统，年发电量

大约为 89100 度，其中南楼楼顶面积达到 464.3 平方米，理论上可以摆放 125

块 255Wp 光伏组件；而北楼顶面积达到 686.4 平方米，可以摆放 186 块 255Wp

光伏组件，按照光伏发电技术原理，20 个光伏组件可以组建串联一个支路，整

个既有建筑需要布置 2台逆变器和一台配电箱，以便光伏系统能够稳定发电和供

用户使用。既有建筑安装太阳能光伏板，对太阳能的充分利用，达到对建筑的改

造，便于既有建筑的改造完工后使用，既节约了能源，又延续既有建筑的生命。 

5 建筑生命延续与建筑更新 

不同的主体，对既有建筑的改造有着不同的看法。既有建筑可以包含着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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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文的特征，可以是历史的见证，可以近现代文化的缩影，可以是当代社会进

步的标志。既有建筑改造属于建筑更新的一部分，既有建筑部分改造，即是建筑

部分更新。 

既有建筑的部分的功能、设施、外观已不能满足当前需要，但是既有建筑延

续着人们的艺术与寄托，保留着城市的厚重历史。对既有建筑的功能、设施、外

观的改造，可以延续既有建筑的生命，可以恢复功能设施的同时增加新的性能，

提升既有建筑的价值。一个优秀的既有建筑改造成功，不仅仅是视觉艺术和技术

的完美组合，既有建筑生命的延续，同时在不破坏城市文脉和城市肌理的条件下，

可以有效地完善城市服务机能，实现了其经济价值的转换又展现蕴含在其中的社

会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增加既有建筑的新价值。 

建筑作为一个生命体，经历从建造、使用、改造、再利用直至拆毁的过程。

建筑虽然蕴含着人们的文化思想和城市厚重的历史，但是同样展现着当今时代的

姿态和历史发展。21 世纪是追求经济效益、社会价值、资源可再生和优化配置、

历史价值的多元化发展、多方面相互协调的时代，建筑更新可以使得城市面貌焕

然一新，提升城市的形象，可以展现当代人们的文化新追求和艺术新方向，可以

满足人们对建筑功能的需要，可以提高社会的经济效益。 

建筑是城市历史的见证，也是城市新面貌的姿态。城市的既有建筑，我们可

以改造既有建筑，延续既有建筑的生命，保留其中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充分

发挥既有建筑的价值，实现资源价值最优化；建筑更新，可以使得城市展现新面

貌，建设城市新体系，满足对建筑新功能的追求，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同时孕育

当前社会的历史文化。既有建筑改造和建筑更新合理配置，相互协调，相互融合，

形成城市新体系，蕴含旧历史和孕育新文化，既保留历史价值又创造时代新价值。

既有建筑改造与建筑更新的选择，主要是人们所希望建筑带来的价值和目前城市

的规划之间的选择。 

6 总结 

对于一些具有特别意义、具有特殊价值的既有建筑，我们可以从建筑风格、

建筑结构、建筑材料方面，对既有建筑进行改造，延续既有建筑生命，使得既有

建筑的灵魂永流传。但是，在这之外的既有建筑，不建议进行改造，因为这部分

影响着城市前进的脚步，需要使用建筑更新的方法，使得建筑更有经济效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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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空间的价值。 

实际上，在具体的既有建筑改造项目中，我们不能单单考虑一方面的改造，

需要多方面综合考虑，同样需要考虑的就是既有建筑在新城市、新社会的适应性，

比如说需要增强既有建筑的消防体系、既有建筑的绿色改造、既有建筑改造的地

域性等，所以对既有建筑改造，延续建筑生命的研究仍需不断探索，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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