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可持续城市发展的未来

能源基金会可持续城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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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城市项目是能源基金会在中国的八个项目之一。我们的总目标
是通过推动低碳城市空间规划、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及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体
系的发展，减少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改善空气质量，引导城市的可持续
发展。
我们现阶段的目标为：
示范项目，实施可持续城市发展示范项目，展示可持续的城市规划和
建设理念，如土地混合利用、公交引导发展（TOD）、非机动化交通模式
（NMT）等，推动城市的低碳可持续发展。

杭州的公共自行车

国家政策，支持有利于可持续城市规划和交通发展的国家 / 省级标准、
法规和激励政策的出台，并推动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战略推广和能力建设，培养能够正确实施中国可持续城市规划和建设
的技术力量和决策力量，提高公众意识。
我们通过与很多城市、部委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来最大化我们的影
响力。通过试点项目工程，我们与不同地区、不同规模、有着不同经济和
气候特征的城市建立长期战略合作框架。这样我们能够证明可持续理念在
不同环境下的可行性，进而推动国家层面相关政策的制定。

隔嘉陵江东望悦来生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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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项目 :
试点项目对于验证和展示在城市发展中践行可持续的以人为本的城市
规划理念所能带来的效益是至关重要的。他们通过验证方法学和提供设
计标准使其得以复制并大规模推广从而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同时也
是政策制定、完善的前提条件。在我们的试点项目计划中，我们对可持续
城市发展示范项目提供支持，展示可持续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理念，如城市
边界和形态控制、土地混合利用、集约化发展、高效的公交系统（特别是
BRT）和非机动化交通模式（NMM）等。我们也支持将公交系统与用地
性质综合考虑以推动公交引导开发的理念（TOD），减少机动车的使用。

悦来生态城鸟瞰图

1. 实践以人为本的低碳城市空间规划原则
可持续城市项目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城市可持续规划和发展，其战
略之一是通过地方城市的试点展示可持续的以人为本的低碳城市空间规划
理念，从而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良好的经验及借鉴，同时也为国家制定相
关政策，编制相应的技术法规和标准提供坚实的基础。
可持续城市项目已经连续三年支持了昆明呈贡新区可持续城市规划试
点项目。目前，由可持续城市项目、卡尔索普事务所和昆明地方团队合作
编制的《呈贡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已经完成控规入库，具备法律效力。
地方政府也已经在控规图则的基础上开始了土地出让和项目开发的工作。
该规划包含了可持续城市项目与卡尔索普事务所共同总结出的城市规划八
项原则。由昆明市人民政府、能源基金会共同发起，昆明市规划局、呈贡
新区管委会及能源基金会联合建立的“低碳试点城市联合办公室”也已经
正式挂牌运作。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把握核心区控规设计原则和理念，为
政府行政部门、开发商、施工方等相关单位提供技术支持，确保控规方案
的正确实施和落地。

昆明和重庆的示范项目获得了中央政
府的好评。这两个项目都被选为住房与城
乡建设部的国家绿色街区试点项目，它们
的实施将获得中央政府的补贴。国内其他
城市也纷纷开始学习这两个项目的经验。
长沙和珠海已经邀请宇恒可持续交通研究
中心（可持续城市项目的分支机构）和卡
尔索普事务所来进行类似的规划。
试点项目的细节参见中国项目手册。

可持续城市项目于 2011 年与重庆市政府合作开展了重庆悦来生态城
（核心区 3.43 平方公里）的规划设计项目。目前《悦来生态城核心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也已经完成，并通过了规委会的审查。整个规划紧紧围绕
着行人、自行车和公交来进行，以营造适宜步行的街道和小尺度街区，修
建可达性高的公园和步道，以公交为导向的开发模式为目标。受悦来项目
的影响和鼓舞，重庆市政府已决定与可持续城市项目和卡尔索普事物所继
续合作，开展更大范围的公交引导发展（TOD）总体规划研究和样板区设
计研究。TOD 规划范围也已经选定为重庆两江新区，占地超过 300 平方公
里。

呈贡新城核心区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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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
可持续城市项目在城市公共交通领域的工作包括：1）推动高效、高
质量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尤其是快速公交（BRT）系统的建设；2）完
善城市交通出行模式，优化公交线网，提高公交运行效率及服务水平；3）
推动城市制定和实施交通需求管理（TDM）政策。
2003 年，可持续城市项目和济南市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支持国际先
进水平的 BRT 系统的规划设计和实施。现在济南拥有六条 BRT 走廊，全
长 76KM。尽管我们已经缩减了在这一地区财政和技术上的支持，济南市
的 BRT 网络依然在持续扩张。现在整个系统运载了 10% 的公交客流量，
平均时速达到 19 千米 / 小时，比传统的公交车快 4 千米 / 小时。
为了提高整个公交系统的效率，可持续城市项目支持巴西专家团队与
济南和重庆的地方技术队伍一起建立公交模型来评估新的公交线路、比较
运营方案和实施公交线网优化。这两个城市入选了国家试点项目“公交都
市”，在未来的五年内，将作为高效公交系统的示范城市。
可持续城市项目还在以北京、深圳和昆明为代表的一系列城市开展了
交通需求管理（TDM）政策的研究。北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如限制
小汽车的所有权、限制小汽车的日常使用、提高停车费等。最近，北京市
新一任领导班子发布《北京市“十二五”时期交通发展建设规划》，该文
件规定，北京市将开始研究拥堵收费政策和相关的实施措施，提高了拥堵
收费管理以及检测与评估系统建设的关注度。可持续城市项目与昆明市城
市交通研究所合作，开展了昆明市停车发展政策及近期重点实施项目的研
究。项目将会在分析昆明停车规划、建设与管理现状的基础上，探讨昆明
停车设施规模承载力、公交服务水平和土地利用等因素的关系，从而明确
昆明停车系统的发展战略和目标。

北京快速公交

济南快速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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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动绿色交通系统的建设
为促进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的发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去年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示范项目”。2011 年底，
首批示范城市重庆市、杭州市、常熟市、昆山市、昆明市和济南市已经全
部完成了示范段或示范区的建设工作，并制定了城市步行和自行车建设指
南、专项规划和相关激励政策等。今年示范项目扩大到 12 个城市，包括
了更广泛的地理、经济和社会条件。
在这些示范城市中，可持续城市项目重点支持了昆明市和重庆市的步
行和自行车系统建设。在昆明市，可持续城市项目去年支持了昆明市环湖
东路步行和自行车系统的建设，今年还支持了盘龙江北部地段自行车系统
改造和建设项目。在重庆，可持续城市项目聘请了国际知名设计团队：盖
尔事务所、尼尔森和内嘉德咨询事务所，与重庆市地方技术团队共同合作，
完成了渝中半岛步行系统以及北部新区自行车交通系统示范段的建设。

重庆山城步道

杭州公共自行车

济南自行车专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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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 :
我们支持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纳入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实
现在全国范围内促进可持续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以及可持续的城市交通系
统。

1. 可持续城市规划和建设
可持续城市项目已连续多年支持了国家低碳生态城市的理论研究和实
践工作。这项工作介绍了国际低碳生态城市发展动态，总结了中国低碳生
态城市在政策、学术、技术、实践领域的发展情况，提出了低碳生态城市
的实施挑战与发展趋势，也为决策者探索低碳生态城市标准，出台相关政
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今年财政部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推动我国绿色
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中首次对绿色建筑规划及规模化提出了
明确的措施，即中央财政将支持绿色生态城区建设，引导低星级绿色建筑
规模化发展。对符合条件的绿色生态城区给予资金定额补助，资金补助基
准为 5000 万元。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补贴绿色建筑建设增量成本及城区绿
色生态规划、指标体系制定、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及能效测评等相关支出。
除此之外，可持续城市项目还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合作，对目前城乡规划领域的标准规范进行梳理，协助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做好城乡规划行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技术支撑工作。
可持续城市项目今年还支持了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开展城市轨道交
通线网布局、站点设置及其与周边土地利用关系的研究，希望能够指导城
市轨道交通规划和建设，并推动公交引导发展（TOD）模式在地方的实施。

今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实施城市公共
交通优先发展战略的指导意见》。《意见》
要求相关政府部门，如交通部和发改委，制
定一系列政策和实施机制，包括补贴机制、
公交评估体系、服务水平标准化和绿色交通
基础设施优先机制等。有鉴于此，可持续城
市项目加强了在公共交通方面的支持，包括
对相关研究的支持，如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综
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公共交通财政扶持政
策研究和围绕“十二五”公共交通发展规划
的实施机制方面的研究等。

济南泉城广场

交通运输部于 2011 年底下发通知，明
确在“十二五”期间组织开展国家“公交都
市”建设示范工程。目前已经选出了第一批
14 个试点城市。这些试点城市将示范建设高
质量的公共运输系统，其公交分担率将超过
50%。我们将支持相关部门开展研究工作，
推动、规范、以及评估试点城市的相关工作。

2. 可持续的城市交通系统
可持续城市项目已经连续两年支持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全国城市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示范项目”。为了进一步扩大示范项目规模和影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今年又新增了 6 个城市开展第二批示范项目，并计划于
明年将项目扩展到 30 个城市。在总结示范项目成果基础上，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城市步行
和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要全面推进城市步行和自
行车交通系统建设，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到 2015 年，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环境明显改善，步行和自行车出行分担率逐步提高。
市区人口在 1000 万以上的城市，步行和自行车出行分担率达到 45% 以上；
其余城市，步行和自行车出行分担率不低于 50%-70%。

常熟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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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推广和能力建设 :
可持续城市项目致力于提高地方城市规划和交通领域从业人员的技术
力量，使之在工作中能够正确地实施可持续城市规划及可持续交通理念；
教育和影响决策者在上述两个领域的决策行为；提高公众对于可持续城市
规划和绿色交通的关注程度。我们还与其他志同道合的组织合作，以促进
中国可持续城市化的发展。

中国项目手册
卡尔索普事务所

www.calthorpe.com

可持续城市项目已连续多年支持国际知名专家团队，包括卡尔索普事
务所、杨盖尔事务所等，与地方队伍一起工作，在实践中培养地方团队的
技术力量。
为了进一步宣传和推广我们的理念，可持续城市项目还联合卡尔索普
事务所和盖尔建筑事务所在总结全球多个城市规划最佳实践基础上，整合
并提炼出低碳生态城市规划的八大原则，并形成了《低碳城市规划设计原
则与方法》指南，同时还与昆明市和重庆市联合开发了《低碳城市实践案
例》。以上文件将作为今后培训和能力建设的基础，进行大范围推广。
除此之外，可持续城市项目与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联合清华大学、同济
大学、重庆大学等七所国内顶尖的大学成立了中国低碳城市大学联盟。我
们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培养相关专业的学生、青年教师以及各地的技术人
员，为未来实施可持续城市规划和交通理念打下基础。
最后，为了提高公众意识，可持续城市项目从 2007 年开始一直支持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开展无车日活动，将这个致力于减少机动车使用的全球
性运动引入中国。

中国可持续城市项目

美国能源基金会
www.e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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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贡新城

呈贡新城

中国

中国

昆明

甲方:

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城市项目

项目类型:

总体规划 & 控制性详细规划

规模:

核心区 = 1,100 公顷 (2,720 英亩); 湖畔区 = 5,240 公顷 (12,940 英亩)

内容:

新城总体概念设计; 核心区的详细设计、开发准则

时间:

2010

昆明

设计概念的主要元素包括:
- 为新城提供丰富的公共交通服务、紧密的城市形
态以及健康的职住平衡. 尽管核心区将是整个区域
的就业中心，但她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有一些列的
副中心来支持和平衡整体的发展，各中心之间有公
共交通网络衔接。通过将就业岗位分布与公共交通
相结合，未来的新城空间增长避免了向无序的郊区
蔓延发展。
- 围绕公交站点布局开发强度，从而形成一系列不
同层级的混合利用中心. 新城将由各类一级中心、
二级中心和组团中心组成，各层级的中心拥有不同
的开发强度以及不同的商业、居住混合比例；其层
级是由区位和公交以及小汽车的可达性决定的.
- 营造人行尺度的街道和地块. 为了能够重塑传统城
市中所拥有的亲密尺度，通过紧密而小尺度的街道
网将原有的超大街区拆分成了小的地块. 我们将由
小街道与小地块构成的城市形态成为“城市格网”
，她有助于形成适宜步行的环境并能够有效的提升
公共交通以及小汽车交通的运行。
- 强化自然景观、水系以及地标. 新城规划有完善的
开放空间系统来连接绿带、公园和绿地。这些联系
的功能往往是由非机动车绿道来承担的，绿道为步
行和自行车提供了安全而舒适的交通系统。场地内
所有的水系都得到了保护，所有重要的公共建筑都
紧邻公园和广场布局。

整体新城规划布局

核心区鸟瞰图

呈贡新城是未来昆明都市区的行政和就业中心，中
国的“东南亚门户”。为了确保城市建设与本地丰
富的生态资源相协调，环滇池布局的新城被规划为
一系列的“低碳城市”，呈贡作为首个建设的新城
将为以后的发展树立榜样。其规划人口为150万。

呈贡新城规划有充足的公共交通网络，由地铁、快
速公交系统(BRT)以及高速铁路组成。位于新城内
的高铁站规划日均客流量将达到20万人次。另一核
心项目是云南大学城，未来将容纳15万学生和2万
教职员工。

新城的设计旨在最优化的利用场地内优良的基础设
施，并使用针对中国城市特色而开发的设计原则来
指导呈贡新城的空间发展。
核心区设计方案
2

重新设计后的彩云路：原设计为贯穿新城南北的80米宽主干道，在新的设计中被改造成
了围绕线性开放空间的单向二分路。

新的方案布局了更为紧
密的小尺度街道网络
（下图），与超大街区
（上图）相比拥有更多
的建筑面积和更少的道
路面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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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贡新城

呈贡新城

中国

中国

昆明
If building is taller than 20
storeys, floorplate must be
400 sq m maximum.

Maximum of 400 sq m floorplate for storeys above 20.
These storeys are not subject to solar interval requirements.

South-bound
auto and transit

设计的核心之一是分解超大街区网络以形成拥有适宜
步行的小尺度街道和街区的城市格网。原有设计中
的主干道会对步行环境形成阻隔作用，新的方案将其
尺度调整成了人行尺度。下面的示意图展示了调整
的过程。

Interior Solar Interval:
1:1 ratio between building height and distance to
bottom of first residential
floor (applies to the first 20
storeys)

昆明

Private internal
open space

Atrium

50-storey tower;
office over retail

添加支路

Atriu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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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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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0

ES

0m

RT

E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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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O

AS

UT

W

10

ET

Internal Green

Street Frontage:
For a minimim
of 60% of Parcel
Line length building must be placed
within
required
minimum and maximum setbacks.

添加非机动车
绿道

46-storey tower;
office over retail

Landmark
Mall Atrium

新的方案中为各类居住和商业地块提供了街区模板以及一套完整的城市
设计和土地利用标准示意图。

拆分成单向二
分路

方案中还包括部分片区的详细设计，包括核心
区的城市综合体。项目占据了核心区密度最高
的十个地块，并与轨道站相连。设计的主要任
务是在城市综合体中形成连续的步行环境。

50-storey tower;
office over retail
Atrium

现有主干道

开放空间元素涵盖各类尺度，从大型中央公园到社区公园、小广场以及半
私密的街区内部庭院。

4

新方案对开放空间和公共服务设施进行了合理分布，使每一个居
民步行五分钟都可以到达一个开放空间和服务设施。

椭圆广场鸟瞰，位于呈贡核心区门户的高密度开发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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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来生态城
中国

悦来生态城

重庆

中国

甲方:

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城市项目

项目类型:

新城规划

规模:

研究区域 = 1,031 公顷 (2,548英亩); 启动区 = 343 公顷 (847 英亩)

内容:

新城总体概念设计; 核心区的详细设计、开发准则

时间:

2011

重庆

将把各个社区联系起来。在地铁以及专用公交
车道服务范围之外的区域，将布局普通的本地
公交，从而为整个生态城提供连续的公交服务
覆盖。居民还能够使用坡地扶梯来代步，从而
免去了上下坡的劳累，使人们能够在起伏的地
形中便捷的步行至各个社区和公园，同时，所
有干道都配置了非机动车道。场地内还将融入
重庆的传统坡地建筑，将其沿着坡地步行道布
局来重现传统山城步道的景象。
方案为生态城布置了广泛的步道系统，用以连
接社区公园、水系和滨水地带。场地的滨水区
大部分位于防洪线以下，将被修建成一系列的
线型公园。一些大尺度的开放空间（包括新的
污水处理厂顶部）将配备区域性的体育场所，
其他小尺度的开放空间则作为静态休闲区供人
们在江边漫步。

启动区渲染图

悦来生态城项目位于重庆北部，占地1031公顷。
生态城毗邻蜿蜒的嘉陵江，葱郁的植被和山谷密布
其中。六号地铁线在场地中设有三个站点，北部和
南部分别是重庆国际会展中心和园博园，这一区位
必将在未来成为重庆的核心节点之一。此外，政府
将悦来生态城确定成了区域生态规划设计的试点
区。
椭圆门户广场是启动区的重要功能核心

悦来生态城的设计着眼于可持续的交通、基础上设
施和高效的能源利用，从而使”生态城市“具备有
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含义，为全国树立学习的典范。
悦来前版的规划存在很多典型的规划问题：土地利
用单一分散、不适宜步行的超大街区，以及土地利
用与公共交通系统的脱节。新的方案在起伏的地形
之中对场地的空间进行了重新安排，形成了一系列
适宜步行的混合利用地区，从而使游客与市民都能
够享受一个没有机动车的步行环境。场地中央的
绿道上配备了一条电力公交车系统，供人们在地铁
站、社区公园以及各类服务设施之间出行时使用。
方案中，一个地段的土地利用和公交补给取决于这
一地段与地铁站点的距离。在地铁站点周边将安排
高密度的混合业态开发，同时一个公交专用道网络
6

整体土地利用规划图

新的方案（下图）比原方案（
上图）允许更多的可建设用地
和建筑面积。其原因在于新的
方案中，高连通性的道路网是
由小尺度的街道组成，使得总
体道路面积比原方案小。“小
街区”规划方法在新方案中
得到了普遍的应用，营造了更
为适宜步行的环境，同时为
更大程度的土地混合利用创造
了条件。

行人优先、公交优先一直贯穿于整个设计之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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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来生态城
中国

悦来生态城

重庆

中国

重庆

PROPOSED CHONGQING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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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案之初，我们针对场地地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以确保道路网的
效率同时最大化可开发用地并最小化人工填挖方，避免对自然地形的
破坏。方案将地标性的建筑布置于较为平整的高地，而小体量的建筑
则沿着自然坡地顺势而立。开放空间体系涵盖了各类公园、野径以及
绿道，并与江畔绿地相连。

设计的核心挑战之一在于为行人和自行车营造一个舒适而可达性高的
道路网络。方案将场地内主要的目的地用绿道相连，并在其中一条主
要绿道上增加了电力公交车系统来辅助。通过营造舒适而安全的步行
和自行车环境，本方案不仅为居民营造了社区的归属感，同时也降低
了对小汽车的依赖，减少了碳排放。

Elementary
School

Island
Park

隔嘉陵江东望悦来生态城
8

悦来生态城鸟瞰图：设计方案与自然地形相融合，创造了适宜步行的小街区和街道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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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北站TOD总体设计

珠海北站TOD总体设计
中国

中国

珠海

甲方:

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城市项目

项目类型:

新城规划

规模:

研究区域 = 2,791 公顷 （6,894英亩)

内容:

新城总体概念设计; 北站核心区的详细设计、开发准则

时间: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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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片区的鸟瞰图，展示了建筑体量、道路网、绿道
以及水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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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划方案通过一个大新月港来连接现有
三个片区，统一整个场地，从大新月港
起，绿道和运河呈辐射状延伸到每一个区
域。新月港将成为整个城市的地标和所有
的北部地区的关键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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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空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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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 Corri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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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北站项目的场地位于珠海唐家湾，距离市中
心以北十五公里，毗邻中山市南段，距离广东省
省会广州市115公里。场地西部和南部有植被丰
富的山体为界，东部为珠江入海口，内部布局有
大量交通基础设施，从而与其他区域保持着便捷
的联系，这些交通基础设施同时也是广东省和国
家将珠海定位为未来核心发展地区的策略的一部
分。我们的方案将最大化的利用这些基础设施。
方案为场地设定了八个设计主题，其中一个主题
就是要围绕区域以及市域的公共交通站点（包括
一条穿过场地的有轨电车）来布局开发。方案
的远景将把场地的特色和历史融入到新的社区之
中。我们针对中国城市普遍面临的发展挑战提出
了一系列核心设计原则，而方案中提出的八个设
计主题则是结合珠海场地特点，对这些原则的一
个延伸。

Crescent Har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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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月港和公交林荫大道来统一场
地

一个统一的公交林荫大道，从南边新月湾
开始，然后进入内陆连接城际铁路站。这
种公交林荫大道将有运河，自行车道，人
行道和公交车道等特征，两旁有多用途的
建筑，底层是商店和咖啡馆。

绿道和运河从新月港发散开来，深入到社区之中

2

围绕公交设施进行土地开发

场地将有三种类型的运输：城际轻
轨，有轨电车（轻轨）和快速公交系统
（BRT），将创建不同的站点类型。其
中最重要的是有轨电车沿公交大道和城
际铁路站的交叉口。这个区域将成为最
城市化地段，拥有高密度的商业，区域
服务零售，和高层住宅。一系列的广场
和公园会增加公交大道沿线的公共空
间。

场地背景

核心区鸟瞰

城市开发围绕着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布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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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北站TOD总体设计
中国

3

珠海北站TOD总体设计

珠海

中国

珠海

营造一个由绿道、线形公园和情侣
路构成的系统
Loverrs Road
⛎ە૨
૨

绿道从新月港呈放射状分布，贯穿整个
场地为步行和自行车提供了可达性，
同时还为市民提供了休闲设施和开放
空间。

Linear Park
িۅҸⴃ

Green Street
੪ଳ

沿着这些绿道和公交大道将会有非机动
车支路，穿过每个邻里社区来更好的提
供提供进一步的连接到商业和休闲区。
最后，传统的珠海情侣路将沿着海湾延
伸到场地之中，并穿越新月港。

Transit Boulevard

绿道、线型公园和情侣路在场地内交织

4

连接周边土地利用和社区

邻近的两所大学是本地经济的引擎，它可以使场地
成为平衡工作的中心。首先是公交系统循环贯穿
场地并连接邻近区域。有轨电车系统将遵循水域边
缘，沿情侣路，在进入场地之前通过轮渡码头。沿
公交大道运行连接到城际轻轨站后，它会循环通过
就业区到达北京师范大学分校并连接到它的站点。
一系列的BRT线路将直接跨越运河街连接南部的社
区和中心。其中的绿道将配合开放的空间，高尔夫
球场和最终的南部的山区，提供休闲步道。

5

营造一个适宜步行和人本尺度的
社区

该项目和混合使用的方案的最终成功的关键是营
造真正的宜居，人尺度的社区。这涉及到许多城
市设计策略：使当地的目的地离家很近，创造小
的街区让交叉口频繁，穿越较短，沿人行道并置
小的服务于本地的商店，咖啡和服务。所有这一
切都通过一个细粒度的街道网络，它融合了当地
两车道的街道，非机动车道路，单向二分路和公
交大道。
公交林荫大道中央设置有一
条运河，两侧配备有自行
车道、人行道以及有轨电
车。两边的混合利用建筑
在临街一面开设了咖啡馆和
饭店。整条街都将采取统一
的设计，从而将整个场地
整合起来

空中俯瞰珠海北站TOD设计方案

6

7

平衡土地利用和开发密度

方案在开发量上使北站地区和周边片区达
到了平衡：岗位和居住人口的比例达到了
0.5，从而使得上下班高峰期的交通流达到
双向均衡。同时方案将市民日常所需的目
的地都临近其居住地以及公共交通站点布
局。各级别的零售商业沿着公交林荫大道
分布。此外，各类型的开放空间、娱乐休
闲设施和学校都具有很好的可达性。

开发一系列独特的公共空间

总体规划里有一系列非常独特的开放空间。包括新月港，新
月港的外缘是一个堤岸公园路，作为城市的情人大道的延伸
和自行车道。该中心将是一个小岛垂直雕塑公园，可以看到
外沿所有的放射状的绿道和运河。
场地有三个主要的公园。留诗山公园设置了湖泊和被动式开
放空间。北部的门户公园沿绿道连接到北站核心。“锁眼”
公园直接连接到海湾和情人大道。最后，还有一个大岛，位
于两条运河和港口的交汇处，其中将包括大型文化设施。

8

安装前沿的生态系统

珠海的生态设计中，降低对小汽车的依
赖并降低交通出行产生的能源、碳排放
以及空气质量影响是最为关键的。有轨
电车以及公交车的使用能够取代部分的
小汽车使用，降低油耗。
同时，其他环保措施也应该得到应用，
包括绿色建筑、可持续能源、热电联产
以及水循环系统等。
灰水收集系统
12

太阳能

热电联产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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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北路片区

黄兴北路片区
中国

中国

长沙

甲方:

长沙市规划局；美国能源基金会

项目类型:

旧城改造

规模:

330 公顷(815 英亩)

内容:

两套概念设计方案及商业步行街设计

时间:

2012

商业步行街是两套设计方案
共有的特色
站点公园
水景广场

黄兴北路旧城改造项目反映了中国城市普遍存在的
一个设计挑战：如何保存已有的社区归属感、本土
的经济结构以及人行尺度的同时，来改善住房条件
和城市宜居性。场地内房屋老旧，需要更新重建。
同时还规划有三个地铁站，增加了场地的可达性。
然而，旧城更新与重建往往会破坏原有的社区归属
感以及适宜步行的空间尺度，削弱了城市社区之间
的联系。

历史建筑
集市

一号方案中商业步行街沿黄
兴北路向南北向延伸，两侧
安排了单向二分路以分流交
通，从而原地保存了原有商
业步行街的步行环境和人本
尺度的商铺。
二号方案则将商业步行街以
东西向布局重建，连接了沿
江风光带和地铁站点。

位于住宅楼首层的商铺

卡尔索普事务所为这一占地330公顷的场地设计了
两套方案，用以确保棚户区改造能够进行的同时，
还可以巩固现有社区，方法包括修建新的公园，保
护现有人行尺度的步行环境，以及重塑步行街为小
的本地商铺提供廉价的店面。现有道路规划安排黄
兴北路从场地中心穿过向北延伸，红线宽度40米。
而这40米范围内，是现有社区居民会面与平价购物
的重要地区，为社区的核心。这里需要被改造，但
无需被完全的移除。事务所的两个方案都重建了这
条购物街并保持了原有的小商铺尺度。部分的商铺
将布置在新的住宅楼临街首层部分，其他的商铺可
以建成简单的单层集市。

独立的商铺
站点公园
地铁站点

现状

14

长沙

场地照片

一号方案的中央轴线和集市建筑结构（
上）以及带有历史建筑和水景的小型广
场（中）

二号方案：分别通过一条步行街联系一个地铁站点和沿江风光带，沿步行街布局各类小型广场和商铺

商业步行街的体量模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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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北路片区

黄兴北路片区

中国

长沙

二号方案：

湘江中
路

FuRong Middle Road

River
Jiang

FuRong
Middle
Rd

05-百善台街151号公馆

12-伍毓仑公馆

Zhongnan University
Иԧם؆

Xiangya

湘雅路

Road

湘雅路

Changsha North
Railway Station
࡙Ԙॻ

•

23-刘廷芳公馆

19-三角塘48号民居
20-熙宁街81号公馆
21-熙宁街79号民居
22-王季范旧居

Xiangya Hospital
䅶ணԛஓ
Changsha University
࡙ם؆

这样的设计方法为场地内现存的本
地商铺以及重要的服务设施提供了安
置，而黄兴北路可根据原规划方案向
北延伸，无需按照一号方案增加单行
道.

湘

场地分析：入口门户

营盘路

Road

营盘路

场地分析：与沿江风光带的联系

Road

营盘路

Changsha No.1 Hospital
࡙আ▲ԛஓ

场地分析：需要保存的现有建筑

•
一号方案：
江二桥）

Xiang River No.2 Bridge（湘

Huang
Hu
HuangXIn
ua
angXIn
ngX
gXIn
XIIn
X
In North Rd

XiangJia

（湘

地铁站

Yingpan

Road

（营盘
路）

二号方案设计概念

Rd
Caie North
th

江

湘
River

Changsha North
Station
(长沙北站)

Rd
R
d

Jiang

（ 湘雅
湘雅路
路）

东西向线型
东
公园
公
Changsha North Station
(长沙北站)

XiangChun RD

（湘春

路）

地铁站
地

Tunne
l

Ying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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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向线型
公园

（ 湘雅路）

Tunne
l

小尺度单向二
小
分路
分

(潘家坪
坪路）
路

商业步行街
商

︵ 蔡锷北路
路路︶︶︶
︶

两条东西走向的线形公园将连接沿江
风光带，进一步巩固社区与城市的融
合。我们相信步行商业街、公园以及
绿道的设计手法能够为社区营造独特
的个性，并树立一种新的旧城改造模
式。

Xiangya
ya

(潘家坪
(潘家
潘家坪
坪路）

Rd

XiangChun RD

FuRong Mid
F
Middle
M
dle Rd
dl

r Avenue
ng Rive

•

ad
a Ping Road
n Jia
Pa

Xiang

黄兴路规划的40米红线内可建设有
人行尺度的建筑、小型公园以及围合
了底层商业的广场。后期的规划研究
可以给本方案增加更多的特点和变化

((开
开福寺东
东路）
路）
路）
︵芙蓉中路︶
︶︶

•

HuaXia Rd

Ka
aifu
ifu
u Te
T mpl
mple
ple East Rd

烲烲烲烲烲
烲௰
௰௰௰௰௰௰௰௰௰௰௰௰௰௰௰௰௰௰௰௰௰௰௰௰௰௰௰௰௰௰௰௰ҽҽҽҽҽҽҽҽҽҽҽҽҽҽҽҽҽҽҽҽҽҽҽҽҽҽҽҽҽҽҽҽҽҽ
ҽ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Ԙ
Ԙ૨ 烳

一号方案将过境的交通流分散到黄兴
北路两侧的两条单行道上，然后将中
间区域重塑成一条步行商业街。每一
个地铁站周边都将设置一个公园，步
行街将这三个公园串联起来

）

二号方案的优势在于能够将湘江和沿
江风光带通过步行街引入场地内部，
与地铁站点相连。此外，这些步行街
能够将社区公园串联起来，形成一个
绿环。二号方案中所有的公园广场都
是在棚户区改造规划所设定的改造区
范围之内。最后，每一个地铁站都将
配备有一个广场，从而为重点地区营
造了个性。

Xiangya
ya

(开福寺东
(开福寺东
寺 路）

锷锷北路︶
︵ 蔡锷
︵︵︵︵

Kaifu Temple
(开福寺）

︵湘江东路︶

•

(319国道

︵Ԣח૨ ︶

本方案的设计核心在于保存并重塑现有场
地内的人行尺度步行街。这样能够营造
一个适宜步行、混合利用的社区的同时，
保存小商铺以维持现有本地经济活力。我
们认为40米宽的主干道直接从场地穿过
将破坏整个场地的历史感和社区特色。

319 National Rd

应该为黄兴北路这条主干道增加步行
设施以强化其步行环境，同时，在湘
江大道也应该增添步行设施，并在关
键点布置便于行人跨越的设施.

River

Road

Yingpan

Jiang

•

46-菜场坪巷古井

47-长沙县清代学宫附属建筑

Yingpan

Ping Road

Xiang

45-北正街112号
原长沙市运输
公司职工宿舍楼

Yingpan

n Jia
Pa

烲 ௰ҽԘ૨ 烳

2

HuaXia Rd
Hu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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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fu
ifu
f Temple Eastt Rd

︵湘江东
路︶

30-群力里清代古墙

31-西园巷29号民居
40-高升门巷16号公馆
43-民主西街37号公馆
41-高升门古井
42-高升井
44-民主西街31号民居

32-忠信园古井
36-胡家菜园20号公
33-忠信园周治安公馆
35-泰安里古井
37-涂家公馆
34-忠信园杨公馆
38-通泰街古井

地铁站

Furong
g Mid
M dle Rd

湘雅路

Road

芙蓉中路

江
Xiangya

Xiang

FuRong
Middle
Rd

FuRong Middle Road

湘江中
路

湘

芙蓉中路

江
湘
River
Jiang
Xiang

湘江中
路

FuRong Middle Road
F

Jiang
Xiang

FuRong
Middle
Rd

Road

04-鸳鸯井

Maojiaqiao
Market
ࡃࠉ؟١֫

Kaifu Temple
(开福寺）

︵芙蓉中路︶

River

湘

芙蓉中路

江

01-开福寺路20号原粮一库仓库

319 National Rd (319国道）

江二桥）

Xiang River No.2 Bridge （湘

︵Ԣ
ԢԢԢԢԢח
חחח૨
חח
૨૨૨ ︶
︶︶

二号方案设计了一系列的东西向步行商
业街来连接沿江风光带和地铁站。步行
街的走向利用了原有的规划路网，因此
无需再增加规划道路面积，步行街沿线
布局了小的商铺，在节点地区设立了各
类公园和广场.

Rd

319国道

Kaifu Temple
Վڐक़ㆃ

Xiangya
X

长沙

Caie North

National Highway 319

rth Rd

319国道

HuangXIn No

National Highway 319

ng Rive
r Avenue

319国道

XiangJia

National Highway 319

江

中国

一号方案设计概念

Road

（营盘
路）

二号设计方案在沿江风光带和场地内部社区公园之间提供了重要的步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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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片区-会展中心
中国

黄兴片区-会展中心

长沙

中国

甲方:

长沙市规划局；美国能源基金会

项目类型:

新城TOD概念设计

规模:

1,,800 公顷(4,446 英亩)

内容:

TOD新城概念设计

时间:

2012

长沙

黄兴片区占地1800公顷，位于浏阳河东岸，紧邻
武广高速铁路长沙站。
片区规划为长沙未来重点开发地区，配备有三条
地铁线，现状基本未开发。场地西边以浏阳河为
界，东部为湿地公园，南北各以一条规划的快速
路为界。场地内的核心开发项目是规划的新会展
中心及其周边附属设施。
和中国很多的新区一样，黄兴片区面临着一些设
计上的挑战，包括：如何使规划的交通系统能够
加强步行和自行车出行可达性，且同时满足机动
车交通需求；怎样在规划轨道站点附近布局高强

Linear River Park
with Trails
带步道的沿河 带状公园

湿地公园

浏阳河
高铁站

二号线车辆段

会展中心

Special Use Area
国际医疗城

Liuyang
River
Bridge
浏阳河大桥

Huangxing
Metro Depot
黄兴地铁车辆段

Liuyang River
浏阳河

Grinding
Basin Island
磨盆洲

Convention
Center
会展中心

Linear park
blocks buffer
Service Yards
线型公园作为
车辆段操作
站场的缓冲

度混合业态开发；如何营造绿道网络来连接场地
内的公园和自然要素。
此外，项目还有一项重点是建设一个会展片区，
将滨水空间、多元化交通方式接驳、适宜步行的
城市路网以及相匹配的土地利用融为一体。

High Speed
Rail Station
武广新长沙站
Metro Station
Lines 2 and 4
地铁站，2号，4号和
Pedestrian
Aerial Tram
步行桥

规划为场地设立了以下的设计主题：
Dongshan
Bridge
东山大桥

Linear River Park
with Trails
带步道的沿河 带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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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 Station
Line 4
4号线地铁站

会展片区的总面积为230公顷，稍高于市里面的规划。具体差异请参考
附件中的数据表。规划的会展中心占地面积较大，有68公顷，而市里的
计划是40公顷。我们觉得有必要为后期建筑设计以及远期规划调整提供
一定的可变动空间。在会展中心周边布局了混合利用片区，布局原则采
用了人本尺度的街区以及适宜步行的道路网络。片区内各种土地利用的
比例可以调整。

Concept Plan

场地现状和背景

1. 将会展中心及其附属设施沿浏阳河布局，
中心有两条地铁服务。会展中心的两侧分
别是滨水公园和椭圆入口广场，其滨水一
侧将呈现更为自然有机的形态，而朝向入
口广场一侧则呈现较为规整的城市景观。
围绕会展中心的混合利用地区将安排小的
人性尺度地块和适宜步行的街道以及一条
南北向的绿轴

Key nodes along
Liuyang River

2. 设置中央绿轴，连接高铁站和会展中心，
然后继续向东贯穿若干TOD地区，一直连
到东边的湿地公园.
3. 规划若干TOD地区，每一个TOD地区都以
一个地铁站为核心，并配有适宜步行的路
网和混合利用的业态。小型的中心公园紧
邻公交站点，周边围绕有零售商铺、咖啡
馆以及高强度商业开发.

Wetland Park
High Speed
Rail StaƟon

Key nodes along
Liuyang River

4. 在整体的路网设计中采用单向二分路承担
主要过境交通流，以避免对步行和自行车
交通产生阻隔.
5. 布局一系列绿道，以连接TOD中心、滨水
公园以及会展中心片区。人们可通过绿道
系统到达公园、休闲设施等各类目的地以
及周边地区.

场地内的核心开放空间包括浏阳河水岸、南部的森林以及东部的湿地
公园。这些自然元素为场地营造了优良的环境和理想的微气候，并将
场地围合出一个较为独立的新城。沿浏阳河的各重要观景点可开发成
场地的门户公园。高铁站也是开放空间的一个重要节点，将区域与场
地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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