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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数据环境下的量化案例借鉴方法及其规划设计应用
Method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Quantitative Case Study in Urban Planning & Design in the
New Data Environment

甘欣悦 龙瀛
Gan Xinyue, Long Ying

摘要：案例借鉴作为规划项目设计中的重要工作内容
之一，长久以来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合理、有效的借鉴
方法，且在规划研究中少有相应的方法论探索。在新
数据环境支持下，基于数据增强设计的框架，利用开

引言
在城市规划实践领域，应用于规划与设计决策的方法目前主要有两种。
第一，在定量城市研究领域，主要依靠城市模型对规划政策的社会、经济、

放数据平台，本文提出了适用于增量和存量规划设计

环境影响进行综合性量化评价，帮助决策者在政策实施之前对政策的多种

的量化案例借鉴方法，并以通州新城城市设计为例探

预期情景进行分析比较 [1]。例如，面向城市与区域层次的系统演化综合定

索了增量型量化案例借鉴方法的应用。研究证明这

量分析工具——大尺度城市模型，可用于模拟和分析都市区尺度的土地利

一方法可为规划设计实践的案例借鉴部分提供理性

用变化、交通与土地利用互动、住房市场和公共服务等 [2] ；以及元胞自动

支撑。

机模型等，可用于模拟城市土地开发时空演变 [1]。这类模型主要是对规划

Abstract: As one of the essential parts in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practice, the methodology about case study
which is more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yet. Theref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y aiming at case study,
which is applicable to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 both
incremental and stock urban areas. This methodology
will be based on the new data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framework of Data Augmented Design. After that, a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the urban design practice in the
new town of Tong Zhou is used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methodology in incremental areas.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about current urban spaces will
be continually used for the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
incremental areas through extracting the “urban genes” and
constructing the “urban gene bank”. For this reason, this
methodology can provide more reasonable and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the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practice.

地区进行发展方向的初步判断，不涉及规划方案的具体生成。
第二，在具体的规划设计项目中，主要通过研究案例城市的城市建成
环境，从而对规划设计方案的生成提供参考和借鉴，即案例借鉴的方法。
然而，作为规划设计项目中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目前的案例借鉴仅依赖
于二手文献、规划图纸、照片等对案例城市进行较为粗浅的定性分析，然
后进行经验总结和借鉴。受制于二手文献的局限性、实地调研和照片感知
的主观性，传统的案例借鉴方法在规划设计中并没有发挥出有效的作用。
而在相关的规划研究中，案例借鉴更多的是作为规划建议在文末提及，而
不涉及自身方法论的探索。例如，杨鑫等试图通过对北京、伦敦、巴黎、
纽约多尺度、系统化的绿地格局比较，为未来城市绿地空间的建设提供有
效的借鉴参考 [3] ；冷炳荣等希望通过总结与梳理其他国家大都市区在空间
尺度、功能组织、空间结构、产业布局、客运交通组织等五个方面具有的
共性规律，对重庆大都市区建设提供规划建议 [4] ；陈楠等希望通过对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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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滨海湾区功能混合模式以及城市元素尺度间关系的探讨，对我国中心区
建设模式提供参考 [5] ；吴唯佳等期望通过比较伦敦、东京、纽约的城市发
展和功能结构演变的特征，发现其具有共同规律，对我国特大城市的发展
和建设提供借鉴 [6] ；杨俊宴和史北祥期望通过对亚洲特大城市中心区在空
间形态、用地规模、建设规模、开发强度、街区大小、道路密度等指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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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比较研究，进而对其空间形态类型进行分类研究，对我国中心区建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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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借鉴 [7]。以上例子都属于通过对建成环境的研究，从而为规划设计的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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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提供一种可能性。虽然马文军和李旭英就如何作案例分析作过专门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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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8]，但其本质还是依赖二手资料、主观感知进行分析，在

于识别不同类型城市形态的优秀基因、提取模式、构建设计

方法论上没有实质突破。

方案、进行设计支持”的构想，为现状城市建成环境的量化

城市建成环境量化研究领域的较快进展为案例借鉴方

分析和未来设计方案的生成之间相衔接提供了可能 [25]，并在

法论的构建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从研究方法上看，叶

上海城市设计挑战赛，“数联衡复，优活代谢”——基于数

宇、翟宇佳等对城市建成环境及城市形态要素的量化分析方

据自适应城市设计的历史街区更新模式的城市设计方案中得

法作了较为全面的综述

[9,10]

。单个城市形态要素的量化分析

以空间句法（Space Syntax）、空间矩阵（Spacematrix）与混

到运用，探索了 TSP 模型在存量更新地区规划设计中的实现。
但在增量型地区，该模型目前还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

合利用指标（MXI: Mixed Use Index）为代表，分别能够对

因此，本文以数据增强设计在时间、空间与人的大尺度

街道网络、建筑类型与开发强度、地块功能的混合度进行量

城市设计模型上的探讨为基础，基于数据增量城市设计的框

[9,11-13]

；多个城市形态的量化整合分析方法包括场所

架 [24,25]，利用新数据环境下现有的建成环境量化研究方法作

句法（Place Syntax）、城市网络分析（UNA: Urban Network

为支撑，首先构建适用于增量与存量地区城市规划与设计的

、形式句法（Form Syntax）等，用于细化从地块
Analysis）

量化案例借鉴技术框架，然后将该技术框架应用于增量型地

化分析

[9]

到街区层面的城市形态指标 。尤因和塞韦罗（Ewing &

区新城城市设计中，验证该技术框架的可行性。通过量化案

Ceyvero）通过构建建成环境的 5D 模型，建立了包括密度、

例借鉴方法的探索，希望对城市规划设计中城市空间的生成

用地多样性、设计、目的地可达性、公共设施距离的指标体

和优化提供更加科学理性的支撑。

系，
来量化评价城市环境品质 [14]。在此基础上，汉迪等（Handy
et al.）从社区和区域层面，选择密度与强度、用地混合度、
街道连接度、街道尺度、美观度进一步完善了建成环境的量
[15]

1 技术框架
本文假定在不考虑城市开发过程中其他不可控因素对城

。基于上述量化分析方法，相关实证研究包括空间

市空间形成影响的前提下，案例城市的现状就是规划城市的

句法在大尺度城市设计中的应用 [16] ；空间句法在城市层级交

未来。基于这样的假设，首先需要对案例城市的现状建成环

化评价

[17]

；空间矩

境进行较为全面且清晰的量化分析，才能将案例更好地应用

。上述量化

于后续的规划方案中。方法论框架构建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

通网络和街区内道路拓扑空间形态分析中的应用
阵与 MXI 在新城空间形态演化分析中的应用

[18]

分析方法及相关指标同样可用于案例借鉴中的案例城市建成

步，基于新数据环境，对所选案例城市进行城市建成环境的

环境分析。

分析，提取空间维度的指标并进行量化后，作为城市基因添

在新数据环境下，上述量化研究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

加到每一类基因库中 ；第二步，针对规划城市，将每一类基

展。龙瀛和刘伦总结了新数据环境下定量城市研究的四项变

因库中适合的城市基因组合到规划城市中，并根据规划城市

革和相关实践

[19]

，认为一系列新的数据环境、技术和方法在

的现状和规划条件灵活调整 ；第三步，当规划方案完成后，

两个方向上提供了构建精细研究城市形态的新途径，分别是

对规划城市空间进行量化评估，并与规划城市的现状和案例

具有详细空间位置信息的新数据环境的涌现，提供了坚实的

城市相应的指标进行综合比较。

数据基础 ；以及精细化的测量技术与 City Engine 等平台的结
[20]

具体来说，在对案例城市进行城市建成环境的分析中，

。相关实证

首先基于规划城市的类型，选取相应的案例城市，确定案例

研究包括运用开放街区地图（OSM: OpenStreetMap）和兴趣

城市的数据获取范围。对于增量型地区的规划设计，应选择

点（POI: Point of Interest）自动识别土地利用性质 [21] ；利用

那些在原本的城市建成区外围已发展成熟的新城地区作为案

合，能够满足城市形态分析所需要的精度要求

手机信令、POI 等构建街道活力定量评价指标体系
[23]

[22]

；运用

例城市，比如大城市外围产业新城、居住新城等，并同时获

等。上述技术方法

取城市建成区和在建成区外围新发展的地区的空间数据 ；对

的进步为案例借鉴中的案例城市分析提供了多样化数据来源

于存量型地区的规划设计，应根据规划地区类型选取相应的

和精细研究的可能性。

城市建成区案例，如历史城区、城市 CBD 地区等，并获取

街景图片评价街道品质和空间的变化

（DAD:
龙 瀛 和 沈 尧 于 2015 年 提 出“ 数 据 增 强 设 计 ”

相应的空间数据。在确定了案例城市的数据获取范围之后，

Data Augmented Design）这一规划设计方法论，通过新的数

以 ArcMap 为基本工作平台，借助开放数据平台如 OSM、社

据以及算法支持，更深入地认识了规划设计场地的物质空间

交网站如微博、地图网站如百度地图截获器 0.4Beta 和谷歌

和社会空间（或建成环境与行为环境）的多维关系 [24]。在该

地图等，获取相应范围内的空间数据，并将这些数据按形态、

方法论的基础上，构建了新数据环境支持下大尺度城市设计

功能、活动、活力四个空间维度进行划分，在每个空间维度

的时间、空间和人（TSP）模型，并提出了“将 TSP 模型用

下确定要分析的主要指标，如在形态维度中，重点分析案例

国际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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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路网特征、开放空间和建筑肌理。第三，将各个抽象

该方法论以 Arcmap 为基本工作平台，在相关开放数据平台

的指标数量化，确定每一个指标对应的数值，如用建筑密度

上可较为方便地获取相关数据，所有统计分析均只需在 Arcmap

和容积率来量化建筑肌理这一指标。对于较大城市地区的案

中完成且进行可视化表达，不涉及复杂模型计算 ；且一个案例

例分析，在指标计算时需要分尺度、分片区，例如对于城市

城市的基因可用于多个规划方案中，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

路网密度而言，在城市整体层面，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片区
以及城市中心区需要分别进行计算，以保证后续分析更加准
确。第四，对于增量型地区的案例城市的分析，需要对城市

2 量化案例借鉴技术框架在增量型地区规划设计
中的应用

建成区和建成区外围新发展地区的相应指标进行对比，以确

该技术框架同时适用于增量和存量地区的规划设计项

定新发展地区大致的城市发展阶段（至于那些发展还不成熟

目，仅在指标的选择、分类以及借鉴方法上有细微差别。本

的新城区，则不适合作为案例城市）；对于存量型地区，则

文以通州新城城市设计为实例，验证上述技术框架在增量型

需要对不同历史时期形成建成的环境进行相应指标的分类比

地区规划设计中的可行性。在应用研究中，重点考量城市形

对。最后，将量化后的指标抽象为对应的空间模式图，如特

态的量化案例借鉴方法。

定数值的建筑密度和容积率对应一种特定的城市空间模式。
这种抽象后的空间模式就是案例城市的城市基因，可以较准
确地描述案例城市的城市形态特征、城市功能布局、城市中

2.1 案例城市选择
通州新城总面积 155 km2，地处北京市域东部，处于长安

人的活动分布特征，呈现数据和城市空间模式的关联。将各

街东延长线与北京东部发展带的交汇处，距东二环约 23 km；

类城市基因汇总到基因库中，形成诸如城市结构、路网、开

现状人口总量 80 万人，新城规划人口总量 150 万人。通州

放空间、建筑组织、城市功能、城市意象等若干类城市基因库。

新城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选址，在大城市外围新城建设中具

在开放的数据平台支持下，按照上述步骤可分析多个案例城

有重要意义，因此，拟借鉴世界著名大城市外围成功开发建

市，从而在每一个基因库中不断添加城市基因的个数，最终

设的新城城市空间形态，作为通州新城规划设计的参考。

形成一个完整的、指标与抽象的空间模式相对应的案例城市
基因库。

根据通州新城规模、与中心城区距离以及未来规划定位，
包括轨道交通规划、新城与中心城关系等，文章首先通过文

在方案设计部分，根据规划城市的现状和规划条件，在

献检索，并在比对了 OSM 数据和相应地区高清卫片的基础

每一类基因库中按需选取适宜规划城市条件的城市基因，组合

上，在诸多符合条件的城市中确定了三个开发较为成功，并

到规划城市的用地中，进行情景模拟，应对未来规划的不确定

且在距离上、规模上和城市性质上都和通州新城大致相似的

性，得到多种规划方案。最后，案例城市计算所得指标可用于

、荷
大城市周边城市（图 2），分别为日本横滨（Yokohama）

。
规划城市现状的分析比对和规划方案的评估比对（图 1）

兰新城阿尔梅勒（Almere）、法国新城马恩拉瓦莱（Marne-la增量型新城城市设计

1. 基于 GIS 平台的案例城市分析
原始数
据获取

基因
提取

交通组织

案例
城市 1

路网特征
空间数据 1

开放空间
建筑肌理
城市功能

案例
城市 2

空间数据 2

案例
城市 3

空间数据 3

案例
城市 N

空间数据 n

图 1 技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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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城市 N

地块
开放空间
建筑
功能布局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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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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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案评估
案例借鉴

基因库 N ：
地块
案例城市 1
案例城市 2
案例城市 3
......
案例城市 N

规划
评估

规划方案 1

空间结构
路网
地块
开放空间
建筑
功能布局

规划方案 2

规划方案
空间数据 2

规划方案 3

规划方案
空间数据 3

规划方案 N

规划方案
空间数据 N

基因库 2 ：
路网
案例城市 1
案例城市 2
案例城市 3
......
案例城市 N

现状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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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横滨是以轨道交通站点为核心进行高密度城
Vallée）

质量和数据完整性在欧洲城市和较著名的大城市已经达到了

市空间开发的典型代表，而阿尔梅勒和马恩拉瓦莱的城市空

一般地形图的精度 [28,29]。因此，在确定三个案例城市后，首

间模式在欧洲的诸多新城中具有代表性。横滨市是仅次于

先从 OSM 获取三个案例城市及其母城的原始空间数据，然

东京的日本第二大城市，被视为大东京城市群最大的卫星

后在 Arcmap 中按城市形态和功能提取道路、土地利用、建筑、

都市，距东京市中心 30 km ；1889 年正式设市，1950 年重

POI 等五类数据集，得到交通组织、路网特征、开放空间分

①

2

建，总面积 232 km ；2010 年人口 368.9 万人 。阿尔梅勒

布、建筑肌理、城市功能分布等五类指标，并以地块为单位，

是荷兰弗莱福兰省的一座新市镇，开发于 1970 年代，位于

对每一类指标进行量化分析。具体来说，选取公共交通线网

首都阿姆斯特丹的都市圈内，距阿姆斯特丹 20 km ；建成区

、站点密度（个 /km2）对交通组织进行量化；
密度（km/km2）

面积 131 km2，2011 年人口 19.07 万人 ②。马恩拉瓦莱新城

、地块尺度（hm2/ 地块）对路网特
选取路网密度（km/km2）

是巴黎地区五个新城之一，位于北部城市发展轴东端，距巴

征进行量化 ；选取开放空间比例（%）对开放空间分布进行

2

黎 10 km ；1969 年正式开发建设，城市建成区约 152 km ；

、容积
量化 ；选取建筑密度（%，建筑底层面积 / 地块面积）

1999 年人口 24 万人 [26]。

率（总建筑面积 / 地块面积）对建筑肌理进行量化 ；选取城
，n 表示有 n 类 poi，pi
市功能混合度（mix=-−∑ni=1（pi*lnpi）

从城市内部来看，三个案例城市空间组织之间存在明显
差异 ：横滨是以公交导向开发（TOD）模式组织城市空间，

为在所有地块的 poi 中第 i 类 poi 的占比）[21]、城市功能密度

阿尔梅勒是单中心新城，马恩拉瓦莱是带状新城。选择城市

（个 /km2）对城市功能分布进行量化。然后以地块为单位进

形态有明显差异的城市，目的是便于后期作多种类型的城市

行指标计算，并将案例城市和母城的指标进行对比，确定案

形态的基因提取和比选，进而找到最适合通州新城城市设计

。
例城市发展阶段（图 3）

借鉴的城市基因。

从案例城市和其对应的中心城的量化指标对比来看，三
个案例城市在城市内部已形成了一定密度的城市功能和人口

2.2 案例城市分析

聚集，道路网和建筑建设均比较完整，表明所选择的案例城

（1）数据获取与指标量化

市目前开发较为成熟，可以借鉴。

作为最成功的提供地理信息的志愿者网站之一，OSM 提
供了大量城市的路网、地块和其他城市形态数据

[27]

，其数据

（2）指标量化结果分析
从三个案例城市空间数据提取的可视化和指标计算的结

23 区部
横滨港

1. 日本横滨市区 : 232 km2，距离东京都心 30 km

阿姆斯特丹

阿尔梅勒

中心城区
通州新城

2. 荷兰新城阿尔梅勒：131 km2，距阿姆斯特丹 20 km
通州新城范围：155 km2，距北京中心城区 20 km
巴黎
马恩拉瓦莱

3. 巴黎马恩拉瓦莱：152 km2，距巴黎 10 km

图 2 通州新城以及三个案例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空间关系示意图

①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横滨市
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阿尔梅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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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来看，与其他两个城市相比，横滨在新、老两个城市核心

街区尺度在 4~5 hm2 左右；而城市开放空间比例远高于横滨；

以及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的建筑密度较高，整体建筑密度远高

都属于绿带分隔的组团型城市。从建筑密度来看，横滨建筑

于其他两个城市 ；轨道交通线网密度、站点密度、路网密度

密度在 50%~60% 之间，阿尔梅勒和马恩拉瓦莱在 20% 左右。

较高 ；整体街廓尺度最小，属于高密度城市开发的典型。这

从城市功能密度（包括商业、公共服务设施、公园）来看，

与横滨城市发展历史较长、日本土地利用及开发政策有关。

横滨在轨道交通站点周边、老城区的城市功能密度远高于其

而阿尔梅勒和马尔拉瓦莱都属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发的

。城市
他地区 ；而两个欧洲城市的功能密度都较低（表 1）

大城市外围新城，城市建筑密度整体上来看较为均质，没有

功能密度也进一步验证了三个城市的城市功能分布特征，即

明显的高密度建筑区域 ；平均路网密度在 20 km/km2 左右 ；

。
沿轨道交通站点分布和在城市中心分布（图 4, 表 1）

案例城市数据获取与指标计算
1. 案例城市原始数据来源 :
Open Street Map

2. 空间数据提取

交通组织                           路网特征                开放空间分布                  建筑肌理                 城市功能分布
3. 指标计算

公共交通线网密度
（km/km2）
站点密度
（个 /km2）

路网密度
（km/km2）
地块尺度
（hm2/ 地块）

开放空间比例（%） 地块尺度 ：
城市功能混合
建筑密度（%）：建筑 度 ：MIX
底层面积 / 地块面积 城市功能密度
容积率 ：总建筑面积 /（个 /km2）
地块面积

图 3 通州新城总体城市设计中案例分析过程
交通组织                       街廓尺度                                 开放空间                        建筑密度与形态                  城市功能分布

横滨
阿尔梅勒
马恩拉瓦莱

图 4 案例城市空间数据可视化
表 1 案例城市空间数据对应指标计算
城市名
横滨

尺度／指标

轨道交通线网密度（km/km2）
2

轨道交通站点密度（个 /km )

路网密度
（km/km2）

开放空间比例（%） 建筑密度（%）

城市公服设施密度（个 /km2）
城市功能混合度

整体

1.19/0.2

20.7/1.68

6

32.10

10.2/0.54

新城核心区

0.89/0.4

22.8/2.16

3.90

60

13.3/0.61

老城核心区

1.14/0.8

24.2/1.55

0.30

57.80

25.4/0.52

站点周边（500 m）

—

30.4/1.86

8

48.90

23.2

站点周边（800 m）

—

23.8/1.64

7

47.60

17.4

整体

0.14/0.05

20.7/4.0

57

21.80

8.4/0.21

马恩拉瓦莱 整体

0.41/0.07

17.2/5.25

36.50

20

6.2/0.34

阿尔梅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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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达到 24~30 km/km2。除了城市现状建成区和轨道交通

（3）构建案例城市基因库
基于指标计算结果的分析，对案例城市的城市空间结构

站点周边地区，在通州的新城规划中，如果选择组团式发展，

和城市形态进行模式抽象，形成城市形态基因，构建基因库。

在每个组团内实现城市功能复合，易于分期开发的实现 ；并

对于横滨而言，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在城市整体层面，横

且可以保证每个组团之间对城市开放空间的预留，防止建设

滨的城市形态可概括为双城核心、轨道交通站点周边高密度

用地无序蔓延。此外，
除了轨道交通站点周边以及城市核心区，

的城市开发模式。在城市核心区和轨道站点周边两个尺度的

在保证城市建设强度能够容纳规划人口的前提下，不宜有过高

城市形态，根据指标计算结果的不同，对应了不同的城市空

的开发密度，以保证城市的宜居性。基于以上原则，规划方案

间组织模式。对于欧洲两个新城，在城市整体层面，城市形

借鉴欧洲两个城市——阿尔梅勒和马恩拉瓦莱的城市组团发

态可概括为组团式新城开发模式，由单条轨道交通联系各组

展形态，以大面积开敞空间分隔组团，每个组团的规模控制在

团，由大型公共开放绿地将各组团分隔，每个组团的平均规

400~500 hm2。就平均路网密度而言，取两个欧洲城市的平均

模为 400~500 hm2。在城市内部，欧洲新城的城市形态模式

路网密度——20 km/km2。这样在城市空间形态的方案生成中，

抽象与横滨不同，表现为路网密度和建筑密度较低，公共服

除现状建成区以外，以组团为单位，形成了轨道交通站点核心

务设施一般在一个城市中心集中（图 5）。

。
区、站点核心区周边两个层次的城市空间形态基底（图 6）

根据空间数据的可视化分析，本文对案例城市在城市整

在城市功能布局方面，根据空间句法原理，在全局整合

体层面的空间布局进行模式抽象后得到城市总体结构基因 ；

度较高的区域应布置车行方便到达的大型公共服务设施 ；在

根据指标计算，对案例城市不同尺度层级的空间形态进行模

局部整合度较高的区域应布置步行可达的城市功能。从空间

式抽象，构建路网密度、建筑密度、城市功能分布的基因库。

句法对设计方案的分析结果来看，城市重要交通干道全局整

这样就完成了对案例城市的基因库构建。

合度较高，因此在其周边布置城市大型公共服务设施、大型

2.3 案例城市基因用于通州新城城市设计方案生成

置城市商业办公（图 7）。

公园 ；轨道交通站点周边路网局部整合度较高，因此集中布
根据通州新城规划的人口规模、土地面积、轨道交通，

最后，本文将通州现状、三个案例城市与规划后城市形

计算相应的开发强度，比对上述基因库中的各类基因，将

态指标进行评估比对，发现与案例城市相比，规划现状城市

适合的基因运用到新城规划空间方案的生成中。根据测算，

整体路网密度、建筑密度较低，街区尺度较大，城市公共服

通州新城规划的轨道交通线网密度（1.03 km/km2）和轨

务设施密度整体较低，老城尚可。本文参照案例城市，从案

2

道交通站点密度（0.24 个 /km ）与横滨轨道交通线网密度
2

2

（1.19 km/km ）和站点密度（0.2 个 /km ）类似，因此在城

例城市的空间数据获取到空间形态抽象形成基因，到规划城
市的案例借鉴，最后再计算规划城市的城市形态指标。结果

市核心区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城市形态生成层面，可借鉴横滨

显示，规划方案对路网密度、建筑密度、街区尺度、公共服

TOD 高密度城市形态，站点周边 500 m 范围内的平均路网

务设施密度的现状作出了优化和调整。

基因库 1: 城市总体结构
横滨

欧洲新城

基因库 2: 路网密度

基因库 3: 建筑密度

横滨
城市核心

横滨
城市核心

基因库 4: 城市功能
横滨
城市核心
沿街道分布

50%~60%

20~24 km/km2

老横滨
站点周边 500 m

欧洲新城

20%

大型公建
在城市中心布置

欧洲新城
10~14 km/km2

新横滨

50%~60%

24~30 km/km2
欧洲新城

站点周边 500 m

在站点周边集中

站点周边 500 m

图 5 三个案例城市基因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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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的应用。首先以量化研究的方法对案例城市的空间维度

3 结论及讨论

进行分类、指标量化和基因提取，在此基础上建立案例城市

本文针对当前城市规划设计项目中，案例借鉴作为重要

基因库，并结合规划城市的现状条件及规划目标，将该基因

工作内容但是缺乏合理且有效的方法支撑问题，在新数据环

库中适合的基因用于规划城市的规划与设计方案中，最终对

境支持下，基于数据增强设计的研究框架，利用现有的建成

规划设计方案进行指标评估。研究发现，对现状城市空间维

环境量化研究方法，提出了在增量和存量城市规划设计中量

度的量化分析结论可用于增量型城市规划空间方案的生成。

化案例借鉴的技术框架。该框架首先对所选案例城市进行城

这种量化案例借鉴的方法并非城市外观或是建筑形式上的简

市建成环境的分析，提取空间维度的指标并进行量化后，作

单模仿，而更加强调对案例城市形态进行量化再抽象后的一

为城市基因添加到对应的城市空间维度分类中，形成以城市

种城市空间模式和城市开发量上的借鉴。案例应用重点解决

空间维度为分类标准的基因库 ；并针对未来规划的城市，将

了增量型地区城市空间从无到有的问题，可为规划项目实践

各个基因库中适合的基因组合到规划城市中，根据规划城市

和规划方案设计提供科学理性的支撑，在规划项目设计中具

的现状和规划条件灵活调整 ；最后，当规划方案完成后，对

有应用价值。

规划城市的各项空间数据进行量化评估，并与规划城市的现

另一方面，本文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还需进一步的探讨与

状和案例城市相应的指标进行综合比较。该技术框架同时适

深化。首先，文中所构建的案例借鉴技术框架着重在空间形态

合于增量和存量地区的数据增强设计的实现。
在实证研究中，以增量型地区规划设计为例进行该技术

现状保留地块
轨道交通站点
轨道站点周边 500 m 范围
站点核心区路网

设计层面提供方法创新，重点关注城市形态方案生成，不涉及
规划中的利益博弈问题和制度设计对城市空间形态生成的影

新城组团
轨道交通站点
站点核心区路网

现状保留地块
轨道交通站点
新城组团路网
站点核心区路网

图 6 轨道交通站点核心区、城市组团、组团内部三层次结构的城市空间形态基底

大型城市公共服务设施
（文化，体育，医疗，教育，公园）
核心商业中心
全局整合度

图 7 基于空间句法的城市整体功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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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同时，本文中实证研究部分仅探讨了增量型地区规划设计
的量化案例借鉴，重点探讨空间维度中形态和功能维度的量化
借鉴，如路网密度、街廓尺度、建筑密度、城市功能布局等，
且由于时间、人力所限只涉及了三个案例城市，没有进行规划
方案多情景模拟。因此后续研究一是需要补充对于城市活力、
人群活动等维度的具体借鉴方法 ；二是可根据技术框架增加案
例城市个数，形成更为完整的基因库，从而减小因为案例不足
所产生的误差，并完善自动识别和提取基因的技术方法，在规
划方案设计中进行多情景模拟 ；三是需要补充存量型地区规划
设计的量化案例借鉴的具体方法。
注 ：文中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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