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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既有建筑可持续利用的城市总体规划思考
李

青

( 江苏常州市规划局ꎬ江苏常州 ２１３０００)
摘

要: 城市规划的本源是统筹部署合理利用城市各项空间资源ꎬ既有建筑是城市的主要空间资源ꎬ其可持续

利用是城市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ꎮ 在城市需要转型发展控制规划规模时ꎬ传统的城市总体规划需要变革ꎬ在新技
术支撑下ꎬ既有建筑可持续利用可以成为总体规划变革的基础ꎬ在政策协同保障下ꎬ探索城市总体规划动态化的新
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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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十年的城镇化ꎬ中国大部分城市发展到

一边在改造临近中心城区的工业园区为新居住区ꎬ

了一个新的阶段ꎬ城市既有建筑规模空前ꎬ甚至是改

一边向远郊新增蔓延工业区ꎬ走存量搞地产、增量搞

革开放以前的数十倍ꎬ大部分城市都有繁华的街道、

工业的粗放型铺摊子城镇化规划道路ꎮ 而既有建筑

熙熙攘攘的商业中心、货车拥挤的工业园区还有拥

利用的宏观层面还停留在节能和绿色化技术政策阶

挤的学校医院等ꎬ但是也有人影稀疏的街道、停业招

段ꎬ没有人能说清楚城市有多少低效利用既有建筑

租的大型商场、破败冷落荒僻的厂房、闲置的学校医

的规模和分布ꎬ城市总体规划仍然在描述人口规模ꎬ

院等ꎬ诚然ꎬ这些反差可能是经营者或管理者的问

推算用地规模ꎬ而事实上ꎬ无论是高房价城市还是低

题ꎬ抑或是竞争和布局失衡的结果ꎬ然而ꎬ当城市还

房价城市的人均建设用地指标都超过了标准ꎮ 在城

有大量未利用建筑或低效利用的建筑时ꎬ地方政府

市存在大量低效利用既有建筑时ꎬ城市总体规划尚

仍在继续新建大量建筑物来推动城市自身能级的提

未找到这一存量空间资源的发展路径ꎬ就需要创新

高ꎬ必然带来巨大的浪费或经济泡沫ꎮ 无论是从提

城市总体规划的理念和方法ꎮ 本文旨在分析传统城

高经济发展质量还是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的角度ꎬ

市总体规划的困境ꎬ利用新技术发展的机遇ꎬ通过分

必须重视既有建筑的可持续利用ꎮ 既有建筑可持续

类ꎬ从城市整体分析既有建筑可持续利用结构和分

利用就是盘活存量ꎬ提高质量ꎬ城市规划必须关注和

布ꎬ来探讨城市总体规划的新理念和新方法ꎮ

重视这一问题ꎮ 可喜的是ꎬ很多城市已经有了许多
既有建筑可持续发展利用的经典案例ꎬ历史街区、工
业遗产结合文化创意和商业旅游ꎬ通过详细规划和
城市设计ꎬ对各类建筑修缮、功能置换、新建织补、完
善配套、提升环境ꎬ成为城市的名片和亮点ꎬ如成都
宽窄巷、上海新天地、北京 ７９８ 等ꎮ 对于城市的一般

街区ꎬ广州等城市成立城市更新局或城市更新机构ꎬ
组织实施改造ꎬ调查街坊建筑状况ꎬ编制街坊更新规
划ꎬ保留部分建筑ꎬ拆迁新建商品房来平衡城市更新
资金ꎮ 然而在大部分城市ꎬ这些做法还是零星点缀ꎬ
城市仍然不断地扩大规模ꎬ向城市四周蔓延ꎬ出现了

１

传统城市总体规划面临的困境
传统的城市总体规划偏重于区域定位和城乡用

地布局ꎬ在新建的城市或新区规划建设中ꎬ起到了统
领作用ꎬ但是到了目前新型城镇化阶段ꎬ全国宏观层
面要求城市总体规划已经不能再大幅增加用地规
模ꎬ甚至有一些城市已经被要求做减法ꎬ基于建设用
地布局的城市总体规划处境尴尬:地方发展要求扩
大规模ꎬ上级审批要求严格执行人均用地标准和限
定开发边界ꎬ加上两规合一ꎬ城市总体规划协同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ꎬ规划师感到很纠结ꎬ城市政府决策者
也认为城市总体规划不能满足发展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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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城市和地区也探索了存量空间的规划ꎬ
因为基于建设用地的统计和布局构思ꎬ把闲置土地
作为重点ꎬ确实推动了大量的土地投入使用ꎬ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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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效率ꎬ但是催生了地方政府更大的土地财

数据明显低于正常值ꎬ需要进一步数据分析和调查ꎬ

政需求ꎬ所以基于建设用地布局的城市总体规划面

关联产权数据、基础设施数据、税收数据等ꎬ分成以

临更大的规模压力ꎮ

下建筑:

２

新技术发展催生了城市总体规划新理念

１ 类低效建筑ꎬ内外结构良好ꎬ配套完整ꎬ环境

良好ꎬ未利用ꎬ规划定位为可直接利用空间资源ꎻ２

随着智慧城市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ꎬ通过遥感、

类低效建筑ꎬ内外结构良好ꎬ配套齐全、环境良好ꎬ原

航飞、基础测绘、数据共享ꎬ结合适当的建筑数据调

用途停止ꎬ规划定位可为调整使用功能ꎬ适当建筑改

查ꎬ我们可以得到城市每一栋建筑的数据ꎬ位置、编

造即可ꎻ３ 类低效建筑ꎬ结构良好ꎬ配套缺乏或环境

码、面积、用途、建设年代、结构、所有者和使用者等

较差ꎬ规划在于完善配套ꎬ改善环境ꎻ４ 类低效建筑ꎬ

基本建筑数据ꎬ通过共享数据ꎬ可以了解关联的使用

结构损坏ꎬ尚可修复ꎬ规划在于建筑大修ꎬ可改变内

状况数据ꎬ如用电、用气、用水、三废排放等ꎬ以及就

外环境和使用功能ꎻ５ 类低效建筑ꎬ结构损坏难以修

业、税收等经济数据ꎮ 我们可以用大数据来分析既

复ꎬ规划拆除ꎮ

有建筑利用水平ꎬ得到城市空间资源利用的效率ꎬ如

通过数据分析和调查ꎬ得到城市三大既有建筑

分析工业区ꎬ就可以得到未利用工业厂房和低效利

的分布ꎬ通过分布点在道路街坊单元的空间分析ꎬ可

用厂房以及环境负影响厂房ꎬ甚至是低效产业园区ꎻ

得出历史建筑集中街区、低效利用建筑集中区和历

分析居住区ꎬ就可以得到低入住住宅、待改造住宅、

史建筑零星布点、低效建筑零星布点ꎮ 历史建筑集

待提升住宅、待拆迁住宅等ꎻ分析商业区ꎬ会得到空

中街区规划在于彰显城市历史文化特征和文脉ꎬ低

置商业、低水平商业、空置办公楼、低水平办公楼ꎻ这

效利用建筑街区需要结合功能分区、基础设施、环境

些数据出来后ꎬ我们可以通过既有建筑利用状况分

质量等ꎬ根据小类建筑的数量比例ꎬ确定规划路径ꎮ

类ꎬ建立一个既有建筑可持续利用规划模型ꎬ科学地

零星分布点则可在详细规划阶段确定规划路径ꎮ

推算城市总体规划的合理规模和空间形态发展趋

通过数据整合挖掘分析ꎬ可以得到低效利用建

势ꎮ 从而让我们可以更加科学地确定城市需要发展

筑数据总量ꎬ基于低效建筑的功能分类ꎬ我们可以看

什么、发展哪里、怎么发展等一系列发展问题ꎬ也就

到这个城市不缺什么ꎬ需要什么ꎮ １、２ 类低效的住

是告诉我们ꎬ城市总体规划如果基于既有建筑利用

宅多ꎬ说明存量房多ꎬ人口偏少ꎬ要限制新建居住建

的分析和思考ꎬ可以更加科学精准ꎬ更好地为当前发

筑ꎻ３、４、５ 类低效住宅多ꎬ说明老小区、棚户区、危旧

展寻找新路径ꎬ走出困境ꎬ这就是新理念ꎮ

房改造任务大ꎮ １、２ 类低效的厂房多ꎬ说明产业存

３

既有建筑利用分类规划研究
传统总规基于建设用地分类来组织布局ꎬ基于

既有建筑利用的总规ꎬ必须在原来基础上对既有建
筑利用水平进行分类ꎮ 笔者初步提出以下分类方
案:

在问题ꎬ招商的空间大ꎬ转型的要求高ꎬ需要限制新
建的工业区ꎻ１、２ 类低效的商业建筑多ꎬ城市商业开
发存在问题ꎬ需要调整新建商业区和商业中心ꎮ ３、

４、５ 类低效的学校多ꎬ说明教育设施有待提升改善ꎮ

总体规划就可以根据这些状况提出不同功能区域的
不同任务ꎬ从整体上寻找到各区域板块不同的发展

一类是历史建筑ꎬ包括名城条例规定的历史建

方向和重点ꎬ从而减缓或不再新增建设用地ꎬ找到新

筑、文保单位ꎬ也包括一定历史年代的建筑和有一定

型城镇化提升城市内涵和质量的核心驱动力ꎮ

文化特征代表的建筑物ꎮ 历史建筑的价值首先是历

４

史文化的价值ꎬ其次才是用途ꎬ规划的要义在于保
护ꎬ通过有效维护、修缮来延长建筑寿命ꎮ

低效利用既有建筑的政策支持
既有建筑低效利用在街区城市设计中已经得到

二类是普通建筑ꎬ即正常使用的建筑ꎬ建筑结构

深入的规划技术支持ꎮ 道路管线详细规划设计、既

良好ꎬ处于功能寿命期内ꎬ水电气数据反映正常ꎬ规

有建筑功能转变设计、绿色建筑设计、外墙设计、室

划在于保持现状ꎬ细分功能ꎬ按照功能和分布统计数

内外交通组织设计、建筑标识设计等等已经广泛而

据ꎬ审视城市结构和空间分布的关系以及环境质量ꎮ

深入地展现在许多经典创意街区里ꎮ 但是在面广量

三类是低效利用建筑ꎬ建筑在使用期内ꎬ水电气

大的一般低效利用区域里ꎬ很难再通过商业文化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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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来提升吸引投资ꎬ需要在城市整体发展层面配套

发一些政策工具和突变因子ꎬ形成一套智慧规划ꎮ

既有建筑可持续利用的政策ꎮ 这些政策需要国家、

６

省、市县政府三级协同ꎬ在税收、相关费用等提出优

结语

惠政策ꎬ在水电气和环境治理等基础设施改造等方

城市可持续发展不仅是既有建筑的可持续发

面得到地方政府的建设协同政策ꎬ在既有建筑绿色

展ꎬ还有相关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交通设施、防灾

化、节能改造方面的政策需要持续落实ꎬ以及吸引投

体系的可持续发展ꎬ更重要的是人的可持续发展ꎬ如

资的回报机制研究ꎮ 一般来讲ꎬ需要鼓励、激励、奖

果城市居民意识到既有建筑需要利用好、维护好ꎬ那

惩产权持有人投资或招租ꎬ来提高既有建筑利用水

么基于既有建筑的城市总体规划才会得到真正的落

平ꎮ 政策支持需要强有力的组织保障ꎮ 设立以促进

实ꎮ 而政府领导、规划师们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ꎬ希

既有建筑利用的城市更新局是高水平政策演进和落

望政府和规划编制机构可以对既有建筑可持续利用

实的结果ꎮ

予以重视、关注ꎬ组织开展既有建筑信息系统建设ꎬ

５

树立城市总体规划新理念ꎬ采用既有建筑分类规划

既有建筑可持续利用的动态规划

的方法ꎬ加大政策研究制定力度ꎬ从而有效促进城市

既有建筑可持续利用是一个动态过程ꎬ普通建

可持续发展ꎮ

筑会沦为低效建筑ꎬ低效建筑得到改造或有效利用
后变为普通建筑ꎬ因此ꎬ城市需要建立一个动态的既
有建筑数据库和既有建筑地理信息系统ꎬ来动态反
映演变过程ꎬ推动城市总体规划演变为动态规划ꎬ总
规图不再是一个二十年的目标图ꎬ而是一个既有建
筑可持续发展和相关交通生态协同发展的动态规
划ꎮ 动态规划可以通过规划大数据模型来反映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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