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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被全世界所广

泛接受，紧凑城市作为一种“可持续发

展的城市形态”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迈克·詹克斯等编著的可持续城市

形态丛书的第一本《Compact City: A

Sustainable Urban Form?》以“紧凑城市”

这一概念作为主要线索，对发达国家城

市所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措施进行了研

讨，并从理论、社会及经济、环境与资

源、评价与检测和实施5个方面对紧凑

城市理论及其最初10 年的发展进行了

总结，并提出了展望（Jenks et al.,

1996）[1]。此后，迈克·詹克斯等相继编

著出版了可持续城市形态丛书的第二、

三本：《Achieving Sustainable Urban

Form》、《Compact Cities: Sustainable

Urban Form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对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形态及发展中国家

的城市问题进行了探讨。

而一场激烈的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讨论也在全世界的建筑与城市设计领

域展开。本文将对紧凑城市理论的产生

和发展进行系统的梳理，并试图解释什

么是紧凑城市这一问题。

1 紧凑城市的产生背景

如果说，现代主义的产生是为了适

应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由于工业化和

城市化快速发展而出现的社会、经济和

技术方面的巨大变化，后现代主义起源

于对于现代主义弊端的批判，那么紧凑

城市理论则是起源于人类对于发展的反

思，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

1.1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

lopment)

从1962年《寂静的春天》发表近半个

世纪以来，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爆炸、粮

食保障、生态问题、能源危机等一系列问

题，人类不得不重新认识自己与自然的

关系。于是，区别于传统发展观念的一种

新的谋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的模式便应运而生了，这就是可持续发

展，即: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危及后代

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的发展。

[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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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城市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cit-

ies or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芒福德曾经说过：“城市从无到有，

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

史反映着人类社会、人类自身的同样发

展过程。”在今天，城市更是成为了人类

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而城市也已经成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沿阵地。

城市可持续发展包括了可持续城市

形态的相关原理：能够使城市在自然和

人造容量的范围内运行；对居住者友

善；保持社会的公平性（Williams et

al., 2000）[2]。正如 Elkin 等（1991）陈

述的：城市可持续发展必须以创造一个

对市民友善和资源利用合理的城市为目

标，不仅是在城市形态和能源效率上，

而且要在城市功能以及居住性上。布雷

赫尼（1992）提出：城市可持续发展需

要满足城市发展的渴望，同时考虑世代

的外在和内在的平衡，不应该超过再生

能力地消耗资源储备。

2 紧凑城市的核心

关于紧凑城市，说法可谓是纷繁复

杂，但综合一下，其核心不外乎以下两

点：

2.1 城市适度紧凑（compactness）

相对较高的密度更能减少能源需求

以及环境污染，从而更好地保证生活质

量和环境状况。而通过构建能有效利用

能源的城市形态，减少交通需求，从而

降低交通尾气的排放；并且保护乡村免

遭破坏。

关于紧凑城市的许多学术研究都是

围绕这方面展开的，当然，争论的焦点

也在于此。在这些研究中，澳大利亚学

者纽曼（Newman, 1992）和肯沃西

（Kenworthy, 1989）的工作非常引人瞩

目。在对全世界各大城市进行研究的过

程中，他们将人均石油消耗量与人口密

度进行了比较，发现城市密度与人均能

耗量之间存在着某种规律性的联系。密

度最低而能耗量最高的城市往往在美

国，欧洲的能源使用效率相对较高，而

香港这个人口密度极高的城市，依靠庞

大的交通系统支持，产生了最经济的能

耗。由此他们得出结论，如果要降低能

耗及气体排放量，就必须采取措施提高

城市密度并改善交通。这些研究证明城

市密度与人均能源消耗之间存在着反比

关系。虽然这份研究结果在学术领域仍

存在争议，但它已经被人们欣然接受并

被政府接纳。

2.2 用地功能混合（mixed-landuse or

mix of uses）

邻里、城镇甚至是城市的土地功能

混合有利于社会公平性，有利于减少出

行时间、交通距离和交通能耗，可以鼓

励步行和自行车，提高公共设施的利用

率。

混合使用和多样性不是紧凑城市最

先所提出的，现代主义理论的挑战者

简·雅各布早在1960年初就表述了这样

的观点。城市简单的功能分区“是对城

市的洗劫”，这就是雅各布的观点。在反

思了现代主义给城市带来的诸多问题以

后，许多新的城市构想都有类似的观点

提出。紧凑城市的功能混合不仅包括城

市用地商业、办公、居住等功能的混合，

还可以是社区间、社区内，甚至一栋和

几栋建筑内的功能混合。以达到区域内

功能的多样性和社区内居民年龄、阶

层、文化和种族的多样性。

3 紧凑城市的设计原则

根据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以

及对于紧凑城市的不同理解和不同的现

状及实现手段，各国不同学者提出的紧

凑城市的规划方法也是不同的，但就原

则来说大体上是相同的。总的来说，笔

者将其归纳为以下6点：

3.1 控制城市发展，反对城市蔓延

城市蔓延（urban sprawl）导致城市

建成区无节制扩张，绿色空间减少，环

境恶化；内城投资减少；财政靡费；生

活品质下降。紧凑城市所反对的就是这

种城市的无序蔓延。

实现紧凑城市，首先就是实现对城

市无序蔓延的控制，加强对于城市发展

速度、规模、建设用地等方面的控制。当

然，在这方面，各国各地区使用的方法

也各有不同。如荷兰的“对分散的集中”

战略；英国通过设置“绿带”来限制城

市的扩展和小城镇的集中连片；德国创

建了“开发轴系统”理论等。而在城市

发展控制方面做得较好的实例就是香港

特区，在用地如此紧张的香港，前殖民

地总督麦理浩于1975 年划拨 41000hm2

——占全港土地40%——为法定不准开

发土地，分属23个郊野公园，这项政策

让香港所有市民至今都能享受到优美的

自然休闲生活。

3.2 土地综合使用，反对功能分区

1933年的《雅典宪章》认为城市有

4大功能：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城

市规划的目的在于综合这4个功能而规

划，其解决办法就是对城市进行功能分

区。过于强调功能分区导致的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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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因为生活和工作在不同分区而奔

波，由此在分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单向

交通流量，费时费力，效率很低；而单

一的功能分区使城市生活变得没有活

力。

实现紧凑城市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实

现土地的功能混合使用。通过提倡多样

化的高密度，住宅、办公、学校、商店

以及文化休闲服务的混合区域发展，将

鼓励步行与自行车，减少对汽车出行的

需求，创造适合多种活动的道路空间

（CIAM, 1996），同时可以吸引不同种族

和收入层次的人来此居住（C E U ,

2003）。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土地、

能源以及各种资源浪费，提高城市和社

区的效率，增加城市活力。

3.3 提倡公共交通，限制小汽车

小汽车可以说是消耗能源、反可持

续发展的罪魁祸首。据环保机构公布的

最新数据表明：占世界总人口 5％的美

国拥有着占世界总量30％的汽车，这些

汽车排放的CO2 占全球汽车CO2 总排放

量的45％。而ECOTEC（1993年）为英

国政府所做的一项研究也传递了类似

的信息，他在证明城市密度与交通距

离之间存在反比关系的同时，小汽车

的行使路程是造成差异的主要因素 [5]。

由于小汽车的CO2排放量大大高于其他

形式的公共交通：小汽车201 g/km，客

车71 g/km，地铁 100 g/km，公共汽

车159 g/km [6]。小汽车对城市形态有

趋向分散的反作用。

而公共交通由于其运输量大、能效

高、占用停车面积少、可以缓解交通拥

挤等优势，受到紧凑城市理论的推崇。

并且，公共交通适用于高密度的城市，

交通源分布较为集中；与小汽车相反，

对城市形态具有趋向集中的反作用 [ 7 ]。

同时，提倡公共交通，还有其他优势：空

间有效利用，较少的固体废弃物，社会

成本更低，噪声和空气污染更小。

3.4 合理利用资源和基础设施

每个新地区的建设都可能给资源及

基础设施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给排

水、电、气等），不合理的利用也会给这

些资源和基础设施带来不少的浪费。

实现紧凑城市，要求最大程度地利

用城市土地，尤其是那些空闲的、荒废

的和被污染的土地；保护农村和城区中

重要的开阔地。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

已有的基础设施，包括学校、公共交通、

高速公路、下水道、废物处理和其他公

用设施，以降低经济成本、环境成本和

社会成本。而紧凑城市的形态更能够保

证能源、基础设施和土地资源的利用效

率。

3.5 创造适于步行的邻里空间

为减少汽车的使用，城市邻里社区

的中心地带将是以步行者为中心，降低

对小汽车通勤的需要；而目前大部分城

市却恰恰相反，“步行者”不得不屈从于

汽车，被迫进入地道，走上天桥。

适于步行的邻里空间为人们提供了

方便和安全的步行地区，是一个人乐意

去居住、工作、学习和休闲娱乐的地方，

能降低交通费用，得到更多的交流机会，

并拥有较好的环境质量。为实现这一目

标，可以将社区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使其能够包括学校、公园和小型商业；或

者限制道路宽度和长度，控制视线，减小

转弯半径等；还可以通过拓宽人行道，种

植行道树和限制车速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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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政策制度与法律法规保障

实现紧凑城市，单靠规划人员还很

难带来为实现可持续的城市所必须的变

革。虽然紧凑城市的目标如今已经在欧

洲许多国家的政策中确立下来。但在制

定政策与实施的过程中，其他的地方政

策部门，开发商和土地持有人，公共服

务者、商人，当地管理机构和城市居民

之间的通力合作是必须的[1]。如果不对

规则进行革新，原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主张将可能会与紧凑城市的构想背道而

驰，并可能引起强烈抗议。

4 紧凑城市的定义

对于紧凑城市，国外学术界至今仍

然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笔者在梳理各

类学术论文和资料后，认为紧凑城市的

定义大致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

4.1 狭义的紧凑城市

相对于城市蔓延（urban sprawl）与

超高密度（ultra-high-density），其原型

大都已经具有千年的历史，至今仍保留

了中世纪的特色——较高密度的城区，

街道狭窄，功能混合，宜人的步行尺度，

但城市规模都不大；建筑高度主要为

3～6层。

对于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来说，已

经侵袭了美国乡村的城市蔓延固然是其

反对的对象，而像香港、纽约、东京这

样的超高密度的紧凑城市也是其所反对

的对象，他们将自己的紧凑城市理论局

限在一种城市类型看上去非常像旧的小

城镇的几何形式，因此是真正的回归传

统的城市主义。

4.2 广义的紧凑城市

实际上，世界上每个国家的人文、

历史、城市规模和密度是变化万千的，

要用一种模式去适应这样复杂的变化显

然是不可能的，何况这种定义参照的也

仅仅是一种类似中世纪欧洲城市的模

式。为了解决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

问题，于是，另一些学者提出了广义的

紧凑城市，他们共同的特点包括：紧凑、

功能混合和网络形街道，有良好的公共

交通设施、高质量的环境控制和城市管

理。对他们来说：与其说紧凑城市是一

套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实现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策略。其手段包括：促进城市的

重新发展、再生或复兴；保护农业用地，

限制农村地区的大量开发；更高的城市

密度；功能混合的用地布局；优先发展

公共交通，并在其节点处集中城市开发

等。

5 紧凑城市理论的问题

在紧凑城市理论得到越来越多关注

的同时，其弊端也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

攻击，总体有以下3类：

5.1 高密度引起的堵塞问题

不可否认，在同样的规划条件下，

更高的密度意味着更大的堵塞率。无论

是交通堵塞、资讯堵塞还是废物堵塞都

会给现代社会带来巨大的麻烦。所以，

在更高密度条件下，如何处理好交通和

其他堵塞问题，给运用紧凑城市理念的

规划师和设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2 高密度引起的城市生活费用上升

高密度的城市，会导致土地价格上

升，生活成本的增加，并可能引起生活

质量的下降。当然，这种土地价格攀升

和生活成本的增加，实际上也是土地价

值和城市吸引力的体现。想想为什么香

港、上海这样的城市具有比其他土地价

格较低的小城市更具有活力和吸引力就

能够理解。较高的土地价格有利于把更

多的空间和资源留给后代，保证城市的

可持续发展。当然，设计师不是政府，不

能避免随之产生的土地价格飚升和房地

产泡沫等，这需要政府对城市实施有效

的管理和运作。

5.3 高密度引起的城市环境质量下降

高密度的城市，可能会带来声污

染、光污染、空气污染和绿化的减少，导

致城市的环境质量下降。对于环境的可

持续发展，持紧凑城市理念的学者比一

般的人更关心。如何在增加城市密度的

同时，降低汽车的使用率、提高公共绿

化率等已成为很多城市实施紧凑城市战

略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6 紧凑城市理论的发展与实践

6.1 紧凑城市理论的原型

人们普遍认为欧盟委员会提出的

“紧凑城市”的理念很大程度上是受到

了许多欧洲名城的高密度发展模式的启

发。如果一定要说哪座城市的话，那可

能就是意大利山城锡耶纳了，像这样密

集而知名的城市还有很多，像同在意大

利的水城威尼斯，英国威尔特郡的凯尔

恩和捷克首都布拉格等。

以中世纪的佛罗伦萨为例，市域人

口仅5万人，即便如此，这已经几乎是

维也纳、布拉格及巴塞罗那的两倍了。

而与这些城市具有相似特点的，在我们

身边的就是上海①。它密集、古老、复杂，

早在20世纪初，其人口已经高达几十万

人，其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可与伦敦相匹

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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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实地调研了上海市黄浦区原英

租界②。这个地区建筑密度高；用地功能

混杂，道路呈网络形式；街区规模一般

小于250×250m，四面围合；原有建筑

一般在3～6层之间，局部高于6层；据

推断，原有道路（20世纪初）宽度普遍

在7～14m，建筑紧靠街道，少有行道树。

这些特点很多都是当代的紧凑城市所借

鉴的，而这些城市所面对的问题，也正

是很多紧凑城市理论学家需要面对和解

决的。

6.2 紧凑城市理论在欧洲

在欧洲，超过2/3的人都居住在城

市里，当代的“紧凑城市理论”就诞生

在这里。

1990年，紧凑城市理论最积极的倡

导者欧共体于布鲁塞尔发布了《欧洲城

市环境绿皮书》，提出鼓励更多的多样

性，避免城市扩张等观点。

1991年，埃尔金（Elkin）提出：一

个可持续性城市“必须具有便于步行、

非机动车通行及建立公共交通设施的形

态及规模，并具有一定程度的紧缩性以

便于人们之间的社会性互动”。

1992年，布雷赫尼（M.Breheny）发

表了《可持续发展与城市形态》。同年，

在里约热内卢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上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

纪议程》。

1994 年，霍顿和亨特(Harghton &

Hunter)认为较高的城市密度将有助于

提供经济上可行的市政设施并促进社

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他提出对城市形

态的建议，大型的功能高度集中的多

个城市中心，又有零散分布的自足化

社区。同年，英国政府发布《英国的可

持续发展战略》。

1996年，《紧缩城市——一种可持续

发展的城市形态》发表，其作者认为：紧

凑城市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以限制城市

扩张为前提的，通过对集中设置的公共

设施的可持续性的综合利用，将会有效

地减少交通距离、废气排放量并促进城

市的发展。

1997年，提倡紧凑城市的重要人物

布雷赫尼对紧凑城市的定义是：促进城

市的重新发展、中心的再次兴旺；保护

农地，限制农村地区的大量开发；更高

的城市密度；功能混合的用地布局；优

先发展公共交通，并在其节点处集中城

市开发。而这也是“紧凑城市”从概念

走向理论的一个标志。

2000年，在迈克·詹克斯等编著出

版的可持续城市形态系列丛书的第二本

和第三本中，“紧凑城市”像迈克·詹克

斯等所声称的那样，已经成为了一个世

界问题。迄今为止，“紧凑城市”的理论

已经不仅限于对土地的节约，实际上已

经发展成为了一种集约化城市发展的模

式，包括对能源、时间等的集约利用，以

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而紧凑城市的

实践也已经扩展到欧洲的许多国家，其

中包括一些人口密度很低的国家，瑞

典、芬兰、挪威、瑞士、英国、法国、德

国、意大利等均已开始“紧凑城市”的

实践。

6.3 紧凑城市理论在美国

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人意识到其

“郊区化”发展带来的问题：低密度的城

市无序蔓延，人口涌向郊区建房，“吃”

掉大量农田，城市越“跑”越远，导致

能耗过多、上下班通勤路程太长等城市

病接踵而来。而欧洲的“紧凑发展”却

令许多历史城镇保持了其紧凑而高密度

的形态，并被普遍认为是居住和工作的

理想环境。美国人因此取法欧洲，提出

了“精明增长”概念，笔者认为，它就

是具有美国特色的“紧凑城市”理论。

2000年，美国规划协会联合60家公

共团体组成了“美国精明增长联盟”，确

定“精明增长”的核心内容是：用足城

市存量空间，减少盲目扩张；加强对现

有社区的重建，重新开发废弃、污染工

业用地，以节约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成

本；城市建设相对集中，密集组团，生

活和就业单元尽量拉近距离，减少基础

设施、房屋建设和使用成本。

目前，美国2/3的州选择了“精明

增长”作为自己的发展策略。俄勒冈州

的波特兰市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一。1997

年，波特兰市发布《地区规划2040》，为

波特兰市中心的紧凑发展和辐射性的交

通网络建设做出了完整的规划，意在通

过实践“精明增长”理念摆脱美国传统

的城市和社区发展模式。至今，波特兰

市人口已增长一半，而土地面积仅增长

2％，是美国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之一。

6.4 紧凑城市理论在澳洲

澳大利亚城市的人口密度是欧洲城

市的1/4，而且平均起来，他们人均私

人汽车驾驶里程是欧洲的 2 倍;人均公

路长度是欧洲的 4 倍;人均所占有的公

共交通道路总长虽然有欧洲的3/4，但

乘坐交通工具的里程却只是欧洲的1/2，

平均乘次甚至不足欧洲的1/2;徒步或骑

自行车的交通次数仅为欧洲的1/4。

由于澳大利亚地广人稀，所以能听

到不少反对紧凑城市的观点。但我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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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在 2002 年 10 月公布的《墨尔本

2030》计划中，澳大利亚政府提出的第

一条政策指导就是要建设一个更紧凑的

城市（A more compact city），并且同

时提出了三条方针政策：提升城市中心

的活力使其成为高品质发展，社会活动

和生活的焦点；放宽普遍被商店所控制

的城市中心基本功能，使其提供更广泛

的、时间更长的服务，限制非中心发展；

为一定比例的新建住宅提供邻近于城市

中心和战略再开发区域土地，并提供良

好的服务和公共交通[3]。

澳大利亚规划协会维多利亚州主席

Trevor Budge先生在接受《国外城市规

划》编辑部采访时也明确指出：“大部分

的人是支持紧凑型城市发展模式的，因

为人们可以减少对小汽车依赖，公共设

施使用更有效；这已经是被美国和欧洲

新城市规划证明了的经验。”他认为：

“我们的任务是，在5年内，由地方市政

府、政府代理机构、社区居民、社会团

体和私人开发商与规划师一道去完成几

十个详细规划项目。⋯⋯到现在为止，

这个规划的基础，即可持续发展的原

则，以及向紧凑型中高密度的城市发

展、发展公共交通、控制‘绿楔’等等

方案并没有动摇。”[4]

7 我国城市的快速扩张

按照我国关于城市规划建设用地的

最高定额，一般城市人均用地面积最高

标准是 100m2。但据有关部门统计，我

国664个城市中，大城市人均土地占用

面积大约在70～80m2 左右，部分接近

100m2；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大约是100～

120m2；而在小城镇一般会超过150m2，

个别的达到300m2。目前，我国城市（镇）

居民人均用地已经达到133m2，而世界

上发达国家人均城市用地是82.4m2，发

展中国家人均城市用地是83.3m2 [8]。

同时，根据预测，如果2020年我国

人口总量控制在14亿人，城市化水平保

持在55.0%，到时将有约8亿人居住在

城市。今后20年城市人口将增加约3亿

人，平均每年新增城市人口在1000万人

以上。1998～2005年，我国城市化水平

由33.4%上升到43％，实际占用耕地面

积约为161万hm2，而按照《全国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纲要》的要求，1997～2010

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指标约为

196.7万hm2。如果占用耕地的速度保持

不变，那么到2007 年底指标就将被耗

尽。

综合以上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

论：19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的快速扩

张是导致土地资源紧张和浪费的重要因

素。如何控制城市建成区的无序蔓延，

降低人均城市用地面积，适当提高城市

建成区的人口密度，是我国解决人口城

市化和粮食供应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

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

8 小结与展望

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和美国相比，

美国仅有2亿人口，我国有13亿人口，

国土面积和美国差不多，但很多都是

山地、丘陵、沙漠等不适宜建设城市和

农业生产的土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城

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引

用过这样一系列数字：“我国人口密度

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50%，宜居面

积只占45%，人均宜居土地面积只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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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1/10。”美国人已经反省了其城市

发展策略，并提出了“精明增长”，那我

们呢？

我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

各种类型的城市与城镇建设规模、人口

规模、经济水平都面临着空前的发展，

各项城市建设如火如荼；而与此同时，

土地消耗问题、能源问题、生态环境问

题和社会问题也时刻困扰着我们。在近

10余年时间里，西方的紧凑城市理论已

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寻找解决方案的

研究已经开始。笔者相信，在现阶段的

我国，引入紧凑城市这一理念来指导我

国的城市设计和城市运营正是我们迫切

需要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西

方的先进理念，是实现我国城市的可持

续发展的捷径。

如前所述，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复杂

的巨型综合系统，我们不能把紧凑城市

理论认为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密度和

交通组织形式的城市模式，它只是为城

市这个综合体找到了一条通往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而到底这条路要怎么走？还

是那句老话，那就是要因地制宜！由于

我国区域差异较大，所以很难提出一个

统一的模式，但是基本理念和原则应该

是相同的，各城市都应该在这个基本理

念和原则下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发展现状

提出适合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注释：

① 此处特指上海南市与黄埔等在19世纪初

就已经形成规模的建成区。

② 现西藏路以东，苏州河以南，中山东路以

西，延安路以北区域。纵向道路由东向西：中

山东路，圆明园路，四川中路，江西路，河

南路，山东路，山西路，福建路，湖北路，浙

江路，贵州路，云南路，西藏中路；横向道

路由北至南：苏州河路，香港路，北京东路，

天津路，南京东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

路，广东路，北海路，延安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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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紧凑城市是否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形态，

争论已经持续了10多年，但其概念依然很难

明确定义。本文对紧凑城市理论的产生和发

展进行梳理，并归纳了紧凑城市的原理以及

相关问题，同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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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bates of compact city as a sus-

tainable urban form or not have lasted for more

than a decade. But the definition of compact city

may still be difficult to conceptualize. The pa-

per introduces the archetype and the develop-

ment of compact city, summarizes the principles

to build compact city, and the opinions of the

author.

Key words: compact city; sustainable city; ur-

ban 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