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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更新所面对的复杂城市发展问题，无法通过单一学科体系和技术方法的应用就解决。风景园林在城
市更新实践中承载着不可取代的专业作用。通过回顾风景园林专业在城市更新实践中的作用，阐述专业实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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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领域方法论层面上的契合关系，并结合中国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城市发展新阶段的问题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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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风景园林专业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能够发挥的协同作用，并进一步思考面对城市更新任务时，专业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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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lex urban development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renewal cannot be solved merely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a single discipline system and technical metho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lay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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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①（urban renewal）并非一个新的概

中国当代（1949 年至今）城市发展的进程

念。“二战”后，西方国家为应对城市衰败和活

与西方国家有根源性的不同。改革开放后快速

力不足的问题，在实践上采取了重建性再开发

城镇化所取得的瞩目成就，是以新征土地作为

的方法以改善城市物质空间环境。随后，面对

空间资源依托、一级土地市场溢价作为主要资

一系列城市发展的具体问题，学术和实践领域

金支持实现的 [2]。在中国城镇化率超过 60% 的

都对城市更新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尝试 [1]，并一

当下，这种增量发展模式必然难以持续。在国

直延续至今。尽管涉及城市更新活动的参与主

家经济转型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速发展的驱动

体、资金来源、政策重点和实施路径各不相同，

下，进一步实现从“土地的城镇化”到“人口

但从本源上来说，城市更新需要解决的是作为

的城镇化”的转变，对城市建成区的存量空间

生产要素的建成区土地的潜力释放问题，其实

进行转型利用，是城镇化进程发展的必然趋势，

质是将土地中已经附着的资本及其生产方式升

而城市更新则是人居环境类学科参与这一历史

级替换。

进程的实施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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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西方城市更新历程与主要风景园林理论实践 [9-12]

2 新时期中国城市更新实践的特质

Tab. 1 Western urban renewal stage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heory and practice [9-12]
阶段
19 世纪 20 年代—
20 世纪 30 年代

城市发展背景

主要更新手段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已经迈入了由大规模

该时期主要的风景园林理论与实践特征

城市大规模兴起并快速扩

增量建设向存量提质与增量结构调整并重的

英国伯肯海德公园向公众开放；奥姆斯特德开

张、工业生产成为城市主 改善城市基础设施

始城市园林化大规模实践

要职能，环境恶化

为复杂的特质。实践上，由于老城空间容量

20 世纪 40—

战 后 重 建 提 出 迫 切 需 求， 大规模推倒重建、清 与时代审美和材料相适应的现代主义风景园林

60 年代初

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稳定

20 世纪 60—
70 年代末

社会富足，经济普遍增长

理贫民窟

规划设计作品成为主流，建筑和景观相互融合

提升居住环境、提高 系统应用生态规划方法，不同流派和风格不断
社会服务

经济增长放缓，人本主义 吸 引 中 产 阶 级 回 归、 实践突破公园尺度，深入建成环境、雨洪系统，

90 年代末

兴盛

2000 年至今

关注与工业、交通、水利的衔接关系

重视可持续发展和复合技 提倡城市多样性、尊 可持续场地设计、景观都市主义、棕地再生等
术手段应用

重城市文脉

限制和基础设施陈旧带来的生存问题，以及
由于文化及历史保护或是资源限制造成的生
产要素发展问题，都是更新类项目开展所必

发展壮大并广泛实践

20 世纪 80—

复兴旧城经济活力

时期。中国这一阶段的城市更新实践有着更

实践广泛开展

须面对的核心矛盾。存量环境下，“人地关系”
取代“空间模式”成为研究对象的主体，这
就使得城市更新不仅仅是物质空间的更新 [16]，
更是生活方式、发展模式的转变，这也是城
市更新发展理念转变的根源。土地潜力的释

作为研究对象的城市系统，本身就具有
[3]

高度复杂和动态变化的特点 。城市更新实
践，以资源保护和优化利用为价值转型的核

过研究和实践，也对城市发展过程中产生的

放，核心是人。如何在存量土地的功能更新

[8]

中，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实现人的价值可持

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非常积极的探讨和尝试
（表 1）。

续提升，是新时期城市更新实践的核心特质。

中国的城市更新实践发展较晚，但同样

心，更强调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和综

城市更新实践并非简单的旧城改造，更

合空间治理管控，其实施过程中解决具体问

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

[13]

。新中国成立后，计

不是工程建设问题。伴随着城市发展进入新

题所需的知识和技术远非单一学科能够提供。

划经济背景下的城市建设以满足基本的生产

阶段，相关学科所肩负的任务和面对的问题

需要和生活需求为核心。这一阶段中国的城

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原有增量发展模式下

在众多学科与专业参与城市更新实践进程的

市更新以棚户区和危房改造为主，风景园林

衍生出的价值判断、方法体系、技术路径可

当下，风景园林专业研究者在这一过程中如

专业的实践以“城市及居民区绿化”为主要

能已经不再适于解决当前的城市更新问题，

面对转型时期城市发展的新阶段和新任务

何抓住历史机遇

② [4]

，

③ [5]

、发挥专业优势、解决现

内容

[14]

。该时期建设的城市公园和街头绿地，

以单一专业目标为导向的规划设计方法也可

实问题、实现协同作用，为中国的城镇化发展

优化了旧城的服务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能不再适于指导具体城市更新任务。通过城

贡献更大的价值，是值得进行理论思考与实践

了空间矛盾，提升了环境质量。20 世纪 80 年

市体检，评估分析更新区域的城市发展体征

探索的。

代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

及规划实施效果，梳理阻碍发展的主客观因

城市建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城市空间资源

素，权衡多重矛盾关系，确定更新目标与原

1 城市更新实践与风景园林专业的发展

的持续消耗、政策的渐进式调整，以及资本

则，制定最优发展策略，建立与策略相匹配

城 市 更 新 并 非 一 门 学 科， 其 实 践 的 直

运作模式的多元化，促进了城市更新从初期

的技术路径，并把控更新区域从规划到运营

接动机是为了应对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

的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等不同主体的物质

的全过程，是未来应对城市更新任务的基本

题。通过回顾城市发展的历史，分析城市发

空间改造，到城市存量空间、存量土地的功

运行逻辑 [17]（图 1）。这一过程进一步强调了

展的阶段特征与矛盾主体，不难发现，对园

能更新，再到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的城市职能

面对复杂城市系统问题时多学科融合协同的

林空间的营建始终是解决城市更新问题的重

转变。近 10 年的城市更新实践中，风景园林

必要性。

要手段之一。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英国第一

专业发挥了更多的作用：不同尺度的城市绿

个城市公园的建设和实施，极大地缓解了利

地建设实践显著改善了城市面貌，极大地优

物浦城市中出现的公共健康和社会公平问

化了城市环境，体现了城市绿地重要的生态

回顾过去若干年风景园林学科在城市更

题 ；奥姆斯特德在波士顿的“翡翠项圈”建

价值和社会效应，同时以绿色为基础的城市

新领域的实践，作为人居环境学科群 3 个主

设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连续开敞绿地，为

产业、城市公共服务和城市生活方式逐渐成

导学科之一 [18]，风景园林在面对更新问题的

城市提供了丰富的生态服务功能，有效地优

为主流。在这一过程中，风景园林从业者融

时候，体现了独特的专业优势。首先，近代

；“二战”后一系列后

合多个专业的应用技术，在绿色基础设施更

风景园林的实践，客观地以人地关系为研究

工业景观、城市“棕地”的转型开发建设，为

新、生态城市建设、低碳城市建设、海绵城

对象，以人地和谐为目标 [19]，衍生出的方法

后工业时代的土地利用提供了极佳的发展模

市建设、城市双修等实践领域都进行了探索，

论体系和专业应对手段，具备良好的价值导

[6]

化了城市的空间环境

[7]

式参考；近 20 年来西方“景观都市主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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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取得了一系列积极的成果

[15]

。

3 城市更新与风景园林的学科契合

向，适合解决城市更新的具体问题。其次，

专题：社会治理与城市更新 / Special: Social Governance and Urban Renewal

风景园林学科边界具有一定的交叉性 [20]，这
种交叉性恰恰可以在多尺度、多阶段、多途
径上协调和对接相关专业，进行技术融合，
解决复杂的城市更新问题。例如，在生态文
明建设的宏观背景下，风景园林专业所强调
的生态服务功能对当下的城市更新实践起到

评估
历史沿革 现状信息 综合指标
上位规划 价值属性 ……
城市体检
存量空间

溯源验证
存量类型

矛盾1 矛盾1 矛盾1 … 矛盾N

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最后，风景园林专业具
有很强的落地性 [21]。城市更新的实现路径是

目标

溯源验证

博弈权衡

综合平衡

策略
更新目标

路径
生态学

技术应对

更新原则

城乡规划

政策导向

技术限制

扩展投资

资金匹配

模式选择

相关规划

保障机制

发展战略

……

风景园林
建筑学
地理学
土木工程
交通运输

国家政策

建设模式
规
划
设
计
技
术
成
果

工程总承包
政府社会资本合作
建设—移交
建设—运营—移交
建设—租赁—移交
修复—移交—运营
……

管理
跟踪
分析
评估
检测
反馈
……

……

……
其他相关路径

量化评估

通过规划、设计、建设、实施和运营，在建

1

成区置入新的内容和秩序。风景园林专业已
经积累了大量在城市建成区落地实施的成熟

人文价值
挖掘延续

经验和工程技法，面对新时期城市更新的新
相关学科协同

要求以及可以预期的大规模城市更新业务时，

相关学科协同

风景园林从业者需要进一步高效地参与到这

管理

一过程中去，并充分发挥协同甚至引领作用。

城市形象
展示表达

4 城市更新中风景园林的协同作用

保护
生态功能
优化提升

风景园林
建设

规划
设计

风景园林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发展历程，
使其具有强烈的交叉学科特征 [22]。6 个二级学

相关学科协同
城市功能
补充完善

科的研究方向和内容，涵盖了风景园林保护、
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的全过程

[23]

，这与

城市更新的实施路径相吻合。
城市更新行动，明确提出了建设宜居城

相关学科协同

1 城市更新实施的流程框架
Process framework of urban renewal practice

2

2 风景园林的协同作用
Synergistic effect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市、绿色城市、韧性城市、智慧城市、人文
城市的目标 [4]。然而，不同于以往以增量建设
为主体的开发建设模式，城市更新的工作任

者基于保护的视角开展业务实践 [24]，实现对

感、获得感的重要手段。如何满足绿色空间

务需要以促进资本和土地要素的进一步优化

已有场所精神的挖掘和行为模式的尊重，这

在转型提质更新过程中的发展要求，如何通

配置为主，进行存量资源的转型和升级。因

是避免更新过程同质化、更新内容物质化的

过和城市其他属性的公共空间建立逻辑上的

此，在多专业融合解决城市更新问题、实现

重要手段。

联系而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如何通过变更、

2）通过风景园林学途径，实现对区域生

整合、串联实现绿色开放空间的系统服务功

用首先以城市发展的现实问题为核心展开。

态功能的修复和完善。这是专业参与城市更

能，都是风景园林从业者需要思考和解决的

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 4 个方面（图 2）。

新实践的核心和重点。更新工作中所面对的

问题。

更新目标的过程中，风景园林专业的协同作

1）以妥善处理人地关系为专业出发点，

城市建成区环境，通常难以满足基本的生态

4）通过对景观环境的系统营建，实现城

对城市人文价值进行挖掘和延续。城市更新

服务功能，而产业的置换和升级通常会对环

市风貌的展现和提升。城市的文化特质和精

的过程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其所面对的人文

境承载力提出新的要求，这也是专业发挥优

神内核，需要通过视觉途径来展现，以风景

环境不仅包含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历

势的主要途径。以环境资源作为刚性约束条

园林的手段阐述和表达更新区域的地域文化、

史建筑或是不可移动文物、古树名木等空间

件，建立连续完整的生态基础设施体系，是

山水格局、人文印记、风貌遗产，更有助于

要素或物质要素，还有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形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明确要求，风景园林专

展示城市的发展活力，让人真正地与空间环

成的特定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记忆情怀，

业实践已经在此领域积累了良好的理论和实

境产生价值共鸣。

都应该在更新过程中被尊重。如何评判这些

践基础。

非物质因素的价值、进行怎样的技术决策，

3）以城市绿色空间为依托，对区域结

5 城市更新中风景园林的应对技术

这是存量用地的更新业务中的必然矛盾和热

构和功能进行重组及优化。户外绿色空间的

面对新时期下城市更新的任务，风景园

点。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风景园林专业从业

营建，是城市更新过程中提升使用人群幸福

林专业的从业人员应该做好方法和技术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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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

城市更新
技术需求

提
出
技
术
要
求

多
专
业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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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风景园林的技术应对
Technology countermeasure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准备和应对。当代的风景园林实践早已有别

其次，就是全尺度的生态方法和技术应
[26]

。城市更新面临着从宏观尺度到微观尺

及数字标准，将研究对象数据化、信息化，

于造园术，但传统风景园林营建的方法体系

用

在城市更新领域仍具有应用价值，甚至表现

度的生态问题：宏观上，如何合理评价建成

实现专业内的综合数字技术应用，并为后续

出旺盛的生命力，因此传统的造园技艺也同

区的环境承载力和适宜性，怎样建立城市尺

实施、监测、评估、管理等各个环节提供数

样应该被保留和传承，并在新的业务领域得

度的生态安全格局；中观上，如何建设具有

据支撑，这既是开展高质、高效规划设计和

到发展。技术上，除了发挥风景园林专业的

价值属性的生态基础设施，如何实现区域生

建造的技术基础，也是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

传统核心优势外，以下 4 点内容在当下的城

态价值的作用；微观上，如何营造一个宜人

施建设的必然要求。

市更新任务中具有更为强烈的应用需求，应

的小气候环境，建立一个保护性微生境；都

通常情况下，一类技术手段通常只能解

该结合风景园林专业方法论，在城市更新领

需要系统的生态方法和技术支撑，这同时也

决单一的现实问题，复杂巨系统下的城市更

域进行充分的技术储备和拓展。

是风景园林专业在多尺度空间上发挥作用的

新问题，往往需要多专业、多途径、多手段

重要抓手。

的综合技术来应对。在城市更新的复合任务

首先，是基于多元数据的绿色指标体系

进而实现与城市更新业务中相关专业的对接，

分析方法及技术。对城市更新具体问题的判

再次，就是基于工程应用的可持续技术，

断需要以城市体检为实施路径。在试行版的

城市更新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一系列环境问题。

段，与其他应用学科一样，需要与城乡规划、

《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中，明确

限定条件下的最优技术组合，往往需要通过

建筑学、生态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等学科的

规 定 了“安 全、 创 新、 协 调、 绿 色、 开 放、

风景园林的途径实现，如水处理技术、土壤

应用技术相互联动，组成应用技术集群，进

共享”6 个维度的评估指标体系。在针对这

修复技术、植物净化技术、低维护技术、物

而形成针对复合问题的技术支撑体系，并在

6 个 维 度 的 107 个 3 级 指 标 中， 有 20 余 项 指

质循环与资源化利用技术等，都需要风景园

系统方法论的指导下，解决城市更新中的具

标与风景园林的研究内容直接或高度相关。

林专业在方法体系上融合相关技术应用。

体问题（图 3）。因此，风景园林相关技术的

因此，建立风景园林多元数据的量化分析体

最后，是多元数字技术的应用

[27-29]

，建筑

框架和多元决策体系下，风景园林的技术手

存在意义，不仅仅在于解决学科内研究对象

系，并与城市体检的指标系统进行衔接，是

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BIM）
、

的实际问题，更在于与相关学科的应用技术

专业系统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接入点之一。

城市信息模型（city information modelling, CIM）

形成联系，实现技术加成和技术延展，产生

其中，景观绩效分析、空间分析与量化评估、

已经在城市建设领域被广泛应用。城市更新

联动作用，进而优化完善学科的技术支撑体

，将会

往往面对的是复杂的城市现状本底。在数字

系，通过系统方法论的建立，实现专业对这

在城市更新前的评估中被广泛地应用并起到

化和信息化技术已经趋于成熟的当下，通过

一类问题的成熟应对 [30]，进一步拓展专业内

重要的决策支持作用。

建立基于风景园林研究对象的基础信息模型

涵并实现学科发展。

服务价值分析与评估等方法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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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社会治理与城市更新 / Special: Social Governance and Urban Renewal

6 建议与展望
立足于城市发展规律的宏观视角，对建
成区的存量空间实施城市更新是中国城镇化
进程下一阶段的历史必然，这为专业的发展
带来了新的契机。在城市建成区环境中，室
外环境本身就是城市更新的重要空间载体，
绿色资源能否合理分配也是检验城市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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