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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遗存是城市从工业型转型为后

工业型过程中遗留的生产型空间资源。它

占据优越区位，是稀缺的不动产价值洼 

地 [1-2]，但与非工业城区之间存在空间和社

会隔离 [3-5]，亦包含大量历史场所、建筑和

景观，是工业遗产的聚集地 [6-7]。因此，工

业遗存可被认为是复杂的城市单元，具有

空间、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特殊性。

工业遗存的更新反映了后工业城市的

发展诉求。由于经济状况和产业结构的不

同，城市在选择具体更新模式时存在差异。

然而在同一城市群中，更新模式是具有一

定规律的，这与城市群的等级结构息息相

关。本文聚焦工业遗存更新起步较早、模

式较成熟的美国东北部城市群，选择代表

性案例，梳理不同等级城市的工业遗存更

新策略，探讨更新背后的经济机制，揭示

工业遗存更新模式选择的产业导向规律，

进而总结出更新的三类模式。

1  城市群和工业遗存更新相关研究
回顾

城市群的形成是经济发展的客观反

映，不同城市的人口、空间形态和发展路

径存在差异。但城市群具有内在秩序，主

次等级、分工协作、网络结构、优势互补

的城镇体系清晰可见 [8]。因此，分级分工

的城市群有着不同的发展诉求，这对工业

遗存更新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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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业遗存是城市更新中的重要空间资源。城市发展的经济诉求影响更新的具体模式，

而经济诉求取决于城市在城市群中的层级和经济地位。基于城市群视角研究更新的经济规律

能够高效再利用工业遗存资源，避免城市间的同质化竞争，推动城市群的协同发展。美国东

北部城市群是工业发源地和后工业转型的先驱，其工业遗存规模大、分布广，更新模式成熟，

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将城市划分为四个等级，选择 32 处工业遗存更新案例，基于“更

新—产业—城市群”的研究框架，从空间开发、功能植入、更新主体建构三个层面梳理更新

策略，探究更新背后的经济机制，指出工业遗存更新模式选择的产业导向规律，进而总结散

点式、平台式和锚固式三类更新模式。本研究拟为背景相似的长三角城市群提供经验和借鉴。

Abstract: Industrial relic is the significant spatial resource for urban regenerati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goal determines the choice of regeneration patterns, which depends on the city’s 
grading and its economic status with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laws 
of regen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can reuse the industrial relics more 
effectively, avoid homogeneous competition, and promote the synergetic development mechanism 
within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Northeastern Megalopolis was the birthplace of American industries 
and pioneer for post-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ts industrial relics are large in scale, widely distributed 
and with mature regeneration patterns, which shows research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divides the 
cities into four levels and selects 32 cases of regenerated industrial relics. Based on a research frame 
of “regeneration-industry-urban agglomeration”,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regeneration strategies from 
three levels: spatial redevelopment, function implantation, and participants’ composition. It analyzes 
the economic mechanism to point out the industrial orientation as the law of selecting regeneration 
patterns for industrial relic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ree types of regeneration patterns: 
scattered, platform, and anchored. It aims to provide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with similar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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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经济发展是城市群演进的重要动力
城市分级是城市群内在经济发展的结果。依据“威廉姆

斯假说”，城市在空间增长到一定门槛后，集聚效应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变小甚至转为负面 [9]，导致大城市的生产要素向

中小城市扩散：产业和人口不断迁出，交通工具加速了这一

进程，两者相互作用，决定了城市规模的最优形态 [10]。受益

于大城市的外部性释放，中小城市经济效率得以提升。但随

着外部性释放的递减以及城市自身承载力的局限，城市之间

出现专业化分工。城市规模开始呈现“帕累托分布”特征，

城市群内逐渐出现层级 [11]。

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开始变化。

工业时代的城市群受专业化分工影响，催生出以价值链为核

心的产业垂直分工体系：拓展升级产业链，共享经济规模，

建立起地区甚至全球竞争力 [12]。然而进入后工业时代，城市

群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特征 [13] ：城市之间的产业集聚逐渐弱

化，出现多中心趋势；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负面外部性增强，

后者失去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位置，转而承担服务前者运

作的各类设施功能；产业分布更加分散，并围绕明确的本地

化来运转 [14-17]。在这一过程中，物质空间作为经济载体，其

形制、功能和更新主体都呈现出后工业的特征。

1.2  等级城市的经济诉求影响工业遗存更新
工业遗存是城市向后工业转型的重要物质空间载体，其

更新的基本目标是适应新的经济诉求 [18]。在二战后的西方国

家，“过度郊区化”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催生了

面向中心城区的城市更新 [19]。先是在纽约、伦敦等大都市中

心区，后逐渐普及到中小城市，制造业逐渐被商贸、创意、

旅游和房地产业取代。这一过程中，工业遗存更新不仅是去

除污名化、展现城市改革和创新面貌的重要途径，更是推动

城市物质、经济、社会和文化全面复兴的关键机遇 [20-23]。

大城市的工业遗存多被改造成创意产业集聚区以创造消

费，积累文化资本 [24-25]。相应的更新策略包括混合功能、小

街段、老建筑和合适密度的物质空间改造 [26]，以及公众参与、

阶层融合、历史文化保护、约束性增长的社会包容再生 [27]。

一些城市成功转型为金融、服务和创意中心，为了保持全球

竞争优势，其大幅增加开放度以拓展新的投资点，如把工业

遗存改造成画廊、博物馆、精品店和 Loft 公寓等，为精英阶

层提供“艺术化的生活方式”[28]。另一些城市则将衰未衰，

长期挣扎在转型边缘，在经历了去工业到再工业的漫长过程

后，这类城市逐步回归制造业，如将工业遗存升级成贸易、

研发、制造等产业聚集的自由企业区等 [29-30]。

中小城市的工业遗存更新被寄予振兴城市和社区的厚

望，以期重新融入后工业时代的全球化进程 [31-32]。工业遗存

被用来开展创意经济和文旅活动，为重建城市名片和城市意

象创造了条件 [20]。具体策略包括改造工业建筑、升级基础设

施、发展创意产业和旅游业等 [33-34] ；同时宣传舒适的社区生

活、教育资源以及自然和文化环境，以吸引大城市中约束性

较弱的企业、移民和游客前往，对重塑社区力量、恢复税基、

重组经济具有关键意义 [35-36]。一些城市引入大型文化旅游项

目来带动城市产业转型，通过城市营销推动可持续发展 [37] ；

另一些城市则强调经济的全民共享性，聚焦于多元社会、地

区认同和经济复兴等综合目标 [38]。

1.3  西方工业遗存更新实践
1950 年代以来，西方工业遗存更新历经了“重建—翻

新—再开发—再生—复兴”等不同阶段 [39]。空间开发上，从

西雅图煤气厂公园的拆除重建，到新旧混合的伦敦沙德—泰

晤士街区，再到局部保留局部重建的纽约多米诺糖厂，空间

效率愈加得到重视。功能植入上，早期巴尔的摩内港定位商

贸休闲，洛厄尔国家公园则聚焦工业旅游；1980 年代出现

大量居住功能主导的更新，如哥本哈根布里吉岛；而以研发

和都市工业为核心、以混合消费体验的共享空间为载体的费

城海军码头，则代表了 21 世纪制造业回归的新方向 [40]。更

新主体建构上，有混以艺术家自发更新和开发商介入的苏 

荷区 [28]，政府推动的纽约西贝斯 [41]，企业主导的利物浦阿

尔伯特码头，以及近年来多方参与、公私合作的阿姆斯特丹

东贸易码头等（图 1）。
因此，本文基于城市群视角，在城市分级基础上选择合

图 1  西方工业遗存更新实践的主要演进路线

纽约
苏荷区

西雅图
煤气厂公园

波士顿
海军码头

纽黑文
啤酒厂公寓

伯利恒
钢栈

普罗维登斯
铁院

纽约
布鲁克林滨水区

伦敦
新考文特花园

温哥华
格兰维尔岛

纽约
西贝斯

汉堡
仓库城

阿姆斯特丹
东贸易码头

维也纳
煤气罐改造

布鲁塞尔
萨芬娜瑞街坊

伦敦
巴特西电站

旧金山
吉拉德利广场

巴尔的摩
内港

工业场所
重建

工业建筑
翻新

工业街区
再开发

工业邻里
再生

工业城区
复兴

洛厄尔
国家公园

利物浦
阿尔伯特码头

纽约
高线公园

费城
海军码头

华盛顿
东南联邦中心

1945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伦敦
沙德—泰晤士街区

伯明翰
珠宝街

哥本哈根
布里吉岛



93 2021 Vol.36, No.2国际城市规划

孙淼  李振宇    基于城市群视角的工业遗存更新模式研究 —— 以美国东北部城市群为例

适的工业遗存更新案例，试图从空间开发、功能植入和更新

主体建构三个层面梳理更新策略，环境污染、遗产保护和建

筑改造等问题在本文中不做重点讨论。研究问题包括：不同

等级城市的更新策略和背后机制有哪些？如何归纳工业遗存

的更新模式？

2  研究方法

2.1  案例选择
本文选择美国东北部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其范围从波士

顿北郊到弗吉尼亚北部 [42]，包括上百个大小城市，人口超过

5 000 万，贡献全美 20% 的国内生产总值（图 2）。东北部城

市群具有重要的借鉴研究意义；首先，作为全球六大城市群

之一，其城市体系稳定、经济发达，城市之间的产业、人口

和文化关联性强；其次，这里是美国工业的发源地，既有 19
世纪初的洛厄尔、曼彻斯特等工厂镇，也有南北战争后才开

始工业化的费城和巴尔的摩以及二次工业革命后建设的伯利

恒等工业新城；另外，这里亦是工业城市向后工业城市转型

的全球先驱者。以 1949 年《住宅法案》为开端，该城市群

的城市更新历程超过半个世纪，理论和实践众多，有助于探

究城市群内的工业遗存更新规律。

尽管后工业城市群的经济和人口结构呈现多中心化趋

势，但人口规模仍然是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划分城市等

级的首要标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的产业集聚特

征。综合参考联合国、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标准，笔者

图 2  美国东北部城市群研究范围和研究城市

将东北部城市群内的城市划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1）200
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2）50 万 ~200 万人口的大型城市；

（3）10 万 ~50 万人口的中型城市；（4）10 万人口以下的小

城镇。据此，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共包括特大城市 1 座（纽约

市）、大型城市 5 座、中型城市 29 座，以及数以百计的小城镇。

本研究选择特大城市 1 座、大型城市 4 座、中型城市 5 座、

小城镇 8 座共 18 个城市（表 1）中共计 32 处工业遗存更新

案例作为研究对象（表 2）。考虑到不同规模城市的工业遗

存数量差异巨大，在每座城市中选择相似数量案例的难度较

大。因此选择的首要原则是保证每一城市等级的案例数量相

同，其他标准还有：（1）部分或全部投入使用；（2）代表性

更新项目，受到学界和大众媒体关注；（3）位于城市建成区

内；（4）经现场调研或阅读官方宣传资料的项目。

2.2  研究方法
研究过程分为四个阶段。（1）根据城市级别，将 32 处

案例划分为四个等级，每级 8 处（表 2）。（2）收集各等级

城市中工业遗存更新案例的容积率、主导功能和更新主体三

方面数据（表 3）。基于 CAD Mapper 和遥感图像建立三维

模型，计算容积率；基于 POI 数据和实地调研归纳主导功

能；基于文献、报告、新闻和官方网站，明确主要更新主体。 

（3）将数据同城市级别进行关联，梳理数据分布特征，归

纳更新的具体策略。（4）厘清不同等级城市更新思路，分析

背后的影响机制，总结工业遗存更新的模式。

劳伦斯

洛厄尔

波士顿

北亚当斯

普罗维登斯

曼彻斯特

哈特福德

纽黑文

莱丁

肯顿

马萨诸塞州

纽约州

纽约市

康宁

康涅狄格州
罗德岛州

伊斯顿

伯利恒

费城

巴尔的摩

华盛顿特区

亚历山德里亚

宾夕法尼亚州

新泽西州

哥伦比亚特区 马里兰州
特拉华州

弗吉尼亚州



94  2021 Vol.36, No.2

规划研究 

表 1  研究涉及的 18个城市的等级、人口规模和主要产业

城市等级 城市名称
人口规模 /
万人

人口变化

（自1950年）
传统工业 现支柱产业

超大城市

（200万人以上）
纽约（New York City，NYC ） 839.87 +6.42% 货运、纺织、钢铁、军工

商业、金融、贸易、货运、地产、旅游、媒体、服务、文

化等

大型城市

（50 万 ~

200 万人）

费城（Philadelphia，PA） 158.41 -23.53% 纺织、货运、造船、军工 教育、医疗、金融、地产、信息、贸易运输、制造、食品等

巴尔的摩（Baltimore，MD） 60.25 -36.56% 货运、炼油、烟草、军工 科技研发、炼油、地产、制糖

华盛顿（Washington，DC） 70.25 -12.43% 军工、货运 公共服务、旅游、研发、地产

波士顿（Boston，MA） 69.46 -13.33% 货运、服装、制革、军工 研发、地产、医疗、教育、金融

中型城市

（10 万 ~

50 万人）

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RI） 17.93 -27.89% 珠宝、机械、纺织、机械 珠宝、贸易、教育、公共服务

亚历山德里亚（Alexandria，VA） 16.05 +159.76% 玻璃、酿酒、化肥、制革 公共服务、咨询、商业

纽黑文（New Haven，CT） 13.04 -20.67% 货运、军工 教育、贸易、科技研发

哈特福德（Hartford，CT） 12.26 -30.89% 军工、自行车、打字机 保险、医疗、金融、武器

洛厄尔（Lowell，MA） 11.17 +14.80% 纺织 旅游、信息技术

小城镇

（10万人以下）

劳伦斯（Lawrence，MA） 8.04 -0.15% 电子设备、制鞋 制鞋、制药

伯利恒（Bethlehem，PA） 7.58 +14.31% 钢铁 博彩、旅游、医疗

肯顿（Camden，NJ） 7.40 -40.63% 造船、留声机 教育、医疗

曼彻斯特（Manchester，CT） 5.82 +70.79% 丝绸、玻璃、羊毛 文化、商业

伊斯顿（Easton，PA） 2.72 -23.55% 货运 文化、货运

北亚当斯（North Adams，MA） 1.29 -40.26% 纺织、制鞋 旅游、文化

康宁（Corning，NY） 1.06 -40.10% 玻璃 玻璃、商业

莱丁（Redding，CT） 0.92 +281.58% 电线 养老、能源

表 2  研究涉及的 32处更新案例所在城市、历史和现状数据

案例名称 所在城市
建设起始

时间

更新起始

时间

占地规模

/ hm2 容积率 历史功能 现状功能
更新

阶段

多米诺糖厂（Domino Sugar Refinery） 纽约 1882 年 2010 年 4.45 6.62 制糖厂 居住商办混合区 更新中

奥斯汀尼科尔斯仓库（Austin Nichols  Warehouse） 纽约 1915 年 2005 年 1.13 3.71 仓库 居住商办混合区 已完成

翠贝卡派克大街地块（Park Place in Tribeca） 纽约 1860 年代 2016 年 0.52 3.20 纺织 / 仓库 商办居住混合区 已完成

绿点滨水区（Greenpoint manufacturing design center） 纽约 1860 年代 1991 年 2.81 2.18 服装厂 艺术家工坊 已完成

蒂法尼历史街区（Tiffany Place） 纽约 1860 年代 1990 年代 2.76 2.31 玻璃厂 住宅 已完成

43-22 皇后大道街坊（43-22 Queen Street Block） 纽约 1920 年 2012 年 0.81 8.09 电机制造厂 住宅 更新中

苏荷区（Soho District） 纽约 1860 年代 1960 年代 30.00 2.90 钢铁 / 纺织厂 商办居住混合区 已完成

西贝斯街坊（Westbeth Artist Community） 纽约 1898 年 1960 年代 0.91 5.58 电话实验室 艺术家社区 已完成

海军码头（Navy Yard） 费城 1867 年 2003 年 233.50 0.54 造船厂 研究、制造、旅游 更新中

孟菲斯街区（Menphis Block） 费城 1890 年代 2000 年代 0.82 1.71 机械厂 住宅 已完成

施密特广场（Piazza at Schmidts） 费城 1860 年 2000 年 1.92 1.72 酿酒厂 居住商办混合区 已完成

坎顿滨水区（Canton Waterfront District） 巴尔的摩 1914 年 1989 年 8.62 1.46 锡装饰品厂 办公居住混合区 已完成

潮汐点（Tide Point） 巴尔的摩 1929 年 1999 年 5.15 0.76 肥皂厂 办公 更新中

东南联邦中心（Southeast Federal Center） 华盛顿 1814 年 2008 年 12.43 2.41 铸铁厂 商办居住混合区 更新中

乔治敦公园（Georgetown Park） 华盛顿 1838 年 1975 年 2.31 1.33 烟草仓库 商办居住混合区 更新中

贝克巧克力工厂街区（Baker Chocolate Factory） 波士顿 1868 年 1995 年 0.98 1.29 巧克力厂 住宅 已完成

汉密尔顿运河区（Hamilton Canal District） 洛厄尔 1860 年代 2015 年 8.80 1.31 纺织厂 购物、办公 更新中

国家公园核心区（National Historic Park Core District） 洛厄尔 1822 年 1970 年代 57.00 1.18 纺织厂 旅游 更新中

斯特劳斯阿德列尔街坊（Strauss Adler） 纽黑文 1860 年 2000 年 1.44 1.33 内衣厂 住宅 已完成

马琳工坊（Marlinworks） 纽黑文 1870 年 2010 年 2.75 1.21 枪械厂 社区中心 已完成

啤酒厂社区（Brewery Square） 纽黑文 1896 年 1980 年代 0.76 1.18 酿酒厂 住宅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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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名称 所在城市
建设起始

时间

更新起始

时间

占地规模

/ hm2 容积率 历史功能 现状功能
更新

阶段

鱼雷工厂艺术街区（Torpedo factory art center） 亚历山德里亚 1918 年 1969 年 1.62 1.16 鱼雷厂 艺术家社区 已完成

铁院（The Steel Yard） 普罗维登斯 1902 年 2008 年 1.25 0.63 钢铁厂 艺术家工坊 更新中

安德伍德打字机厂（Underwood Typewriter Company） 哈特福德 1910 年 1975 年 1.31 0.83 打字机厂 办公 已完成

当代艺术博物馆区（Mass MoCA） 北亚当斯 1871 年 1999 年 5.26 0.33 纺织厂 博物馆 更新中

加弗历史保护核心区（Gaffer Historic District） 康宁 1890 年代 1972 年 9.62 0.87 玻璃仓库 购物旅游 已完成

钢栈（Steelstacks） 伯利恒 1900 年代 2000 年代 57.96 0.19 钢铁厂 博彩 + 旅游 + 购物 更新中

西蒙丝绸厂片区（Simon Silk Mill） 伊斯顿 1883 年 2015 年 5.67 0.67 丝绸厂 艺术家社区 更新中

切尼兄弟历史街区（Cheney Brothers Historic District） 曼彻斯特 1886 年 1978 年 19.58 0.78 丝绸厂 博物馆、住宅 已完成

维克多街区（Victor District） 肯顿 1901 年 2003 年 1.69 1.86 留声机厂 住宅 更新中

北运河历史街区（North Canal Historic District） 劳伦斯 1886 年 1999 年 1.12 1.01 纺织厂 办公居住混合区 更新中

锯齿历史街区（Sawtooth Historic District） 莱丁 1818 年 2003 年 0.56 1.02 电线厂 住宅 更新中

表 3  四个等级城市中的典型案例总结

奥斯汀尼科尔斯仓库 东南联邦中心 马琳工坊 当代艺术博物馆区

城市 纽约 华盛顿 纽黑文 北亚当斯

容积率 3.71 2.41 1.21 0.33

主导功能 租赁住宅 办公 社区中心 博物馆

辅助功能 零售、办公 住宅、零售、餐饮休闲 办公、文化 餐饮、零售、研发

更新主体
开发商 J M H Development 美国总务管理局 + 开发商 Forest 

City Washington

开发商 O, R&L Development +

社区开发公司 + 本地个人投资者

北亚当斯政府 + 威廉姆斯学院艺术

博物馆 + 社区和私人投资者

遗产保护 联邦 / 州 2 级保护名录 无 无 联邦保护名录

总平面图

实景照片

资料来源：北亚当斯实景照片为朱怡晨拍摄，其他照片图纸均为作者拍摄和绘制

表 2（续）

3  工业遗存的更新策略

3.1  不同城市工业遗存的空间开发策略
空间开发反映出更新对经济容量的诉求（图 3）。（1）纽约

案例的容积率均大于 2.0。曼哈顿的翠贝卡、苏荷和西贝斯接

近或超过 3.0；而与曼哈顿一河之隔的多米诺和皇后大道案

例更是分别高达 6.62 和 8.09，前者主要是基于老城肌理，对

零星空地做填充式开发，后者则进行了较大力度的拆除新建。

（2）大城市容积率明显低于纽约。如费城施密特广场、华

盛顿乔治敦公园等，容积率多控制在 2.0 以下，而稍远的如

费城海军码头和巴尔的摩潮汐点则低于 1.0。即更新多延续

原有的多层高密度格局，保留工业遗存的城市肌理。（3）中

等城市的容积率集中在 1.0 左右，和周边社区相仿，如纽黑

文马琳工坊、亚历山德里亚鱼雷工厂等。亦有在厂房顶部做

少量新建（如纽黑文啤酒厂公寓），对风貌和肌理影响较小。

（4）小城镇的容积率基本低于 1.0，其中土地资源富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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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需求疲软、资金投入有限是主要原因。少有新建，部分更

新为打造公共空间甚至拆除部分建筑作停车场或绿地，如西

蒙丝绸厂和锯齿街区等。

3.2  不同城市工业遗存的功能植入策略
主导功能反映出更新对经济形式的诉求（图 4）。（1）纽约

的主导功能相对多元，四处居住案例散布在布鲁克林滨水区，

混有零售和办公功能；商办和文化型案例则集中在曼哈顿，

后者亦呈现出居住化趋势，如曾作为艺术家社区的苏荷和西

贝斯，如今多数已转为商品住宅。（2）大城市的主导功能以

商办为主、居住为辅。更新项目往往同政府推动的城市复兴

计划相关，如巴尔的摩港区更新。资本推动衰败工业区重新

引入商业、创造就业，建设住宅和娱乐设施以吸引人口 [43]。

（3）对中等城市的更新关注弥补了社区功能的不足，如亚

历山德里亚改造的公共艺术街区、纽黑文改造的马琳工坊社

区中心，入驻企业均以本地公司、零售餐饮和公共服务为主。

（4）小城镇以文旅功能为主。康宁的玻璃、伯利恒的钢铁、

曼彻斯特的丝绸，都转型为工业旅游的城市名片。相反，居

住和商办功能植入在小城镇的风险较大。如莱丁乔治镇历史

街区（Georgetown Historic District）因开发周期过长导致欠

税，被地方政府提出司法赎回并重新规划。

3.3  不同城市工业遗存的更新主体建构策略
更新主体反映出更新对利益分配的诉求（图 5）。（1）纽

约的更新主要分为开发商介入和本地居民等利益相关者自发

更新两类。前者如多米诺、蒂法尼等地产项目，开发商在政

府和规划委员会指导下提出方案、投资开发；后者如苏荷和

翠贝卡，艺术家自发修缮房屋并进行宣传和游说，政府再放

宽区划和融资政策，推动更新合法化 [44]。（2）大城市中的

小型项目多由开发商主导，大型项目则以多方参与为主。前

者如塔投资公司（Tower Investments, Inc.）开发的施密特广

场；后者以海军码头为代表：市政府和商会组建费城工业发

展公司主导更新，州市两级政府制定税收抵免计划，鼓励公

司入驻，私营企业则负责融资以及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 [45]。

（3）中型城市的本地社会组织话语权较强。如普罗维登斯

铁院由非营利组织经营，为本地珠宝、陶瓷、木工艺术家服

务，资金主要来自罗德岛艺术委员会和环保局的棕地重建基

金。（4）小城镇则依赖于地方政治参与者、利益相关者和社

区组织共同直接参与更新，以期获得更为充足的资源 [46]。

4  讨论 ：产业导向的工业遗存更新

梳理空间开发、功能植入和更新主体建构的策略，可以

明晰工业遗存更新中的经济密度、经济形式和利益分配的不

同诉求（图 6），产业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反映出在后工业城市群中，城市产业发展和工业遗

存更新的紧密联系。

4.1  工业遗存更新的产业导向规律
特大城市着眼于强化金融和房地产业。纽约是全球金融、

贸易和文化中心，蓬勃的房地产业有助于吸纳大量国际资本。

私营开发公司通过改造、运营和租售工业遗存以获取收益：

一方面将工业遗存看作空间资源，通过适应性再利用工业建

筑，提高土地的容积率，开拓出诸如翠贝卡等高密度、高强

度历史街区；另一方面将工业遗存视为文化资本，通过打造

类似高线公园的城市文化品牌，拉动周边房地产的蓬勃发展。图 3  不同城市等级案例的容积率

容积率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特大城市案例 大型城市案例 中型城市案例 小城镇案例

图 4  不同城市等级案例的主导功能

超大城市案例 大型城市案例 中型城市案例 小城镇案例
商办 文化 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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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城市等级案例的更新主体

超大城市案例 大型城市案例 中型城市案例 小城镇案例
开发商 多方参与 主要利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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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不动产价值，成为多数工业遗存更新的主要经济诉求，

即便如苏荷区等艺术家工坊，也多经历了绅士化过程，逐步

转化成高端住宅或办公市场的一部分 [28]。

大城市的工业遗存更新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而改变。二

战后，商业娱乐成为大城市中心区的支柱产业，工业遗存

多因其高大壮丽的空间形态被改造成购物中心和主题公园。

1973 年石油危机后，房地产成为主要城市最大的经济部门 

之一 [47]，政府鼓励开发商改造区位优越的工业遗存，营造

宜人的生活环境（如滨水和绿地，低层高密、安全、步行友

好的环境），获得税收的同时改善了城市面貌。2008 年金融

危机以来，基于联邦政府的制造业回归战略，将工业遗存改

造为高新产业集聚地成为新的趋势。如费城海军码头，2013
版方案推翻了 2003 年构想的混合住区，转而定位航运、研发、

手工制造和创意设计结合的产业园。

中型城市的工业遗存更新注重建设支柱产业的配套设

施。有且仅有一个支柱产业，是中型城市的典型经济特征。

如哈特福德的保险业、纽黑文的教育业、亚历山德里亚的国

防外包业等，提供城市超过半数的就业岗位。其目标是打造

优良的社区环境，吸引专业人士来此工作和定居，以保持产

业竞争力。工业遗存更新因此被纳入社区发展计划中，以优

化功能结构，提供身份识别。具体措施包括：保留修缮工业

遗存建筑群，改善公共空间环境和绿化景观，修建大型停车

场，植入社区活动中心，增加面向中产阶级的公寓和办公等。

由于工业遗存多位于远离中心的社区边缘，更新亦能增加社

区和城市的交通联系，全面提升社区活力。

小城镇的工业遗存更新强调旅游业的经济振兴作用。作

为曾经家长制管理的工厂镇，多数小城镇在去工业化进程中

破产，产业凋零，人口流失严重，如肯顿和北亚当斯，从

1950 年代到 2018 年，人口分别下降了 40.61% 和 40.28%。利

用工业遗存更新来发展旅游业，几乎是振兴的唯一机遇。此

类更新往往突出工业场所感的设计，例如把烟囱、高炉、厂

房和运河宣传为城市名片，建设工业博物馆、培育手工艺术家、

销售手工艺品等，以期吸引更多游客和消费 [48] ；抑或是为闲

置的工业遗存注入新的旅游产业，以适应更加多变、灵活和

文化混杂的游客需求 [25]，如伯利恒引入金沙博彩公司（Sands 

Casino）。两条路径都强调了工业景观再利用的重要性。

4.2  城市群视角下工业遗存更新的三类模式
城市的产业发展规划，影响了工业遗存更新策略和更新

模式的选择。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将工业遗存更新项目、城

市产业和城市群三者关联起来，总结出三类更新模式：散点

式、平台式、锚固式，其中锚固式包括被动和主动两个亚类

（图 7）。
（1）散点式更新。主要发生在纽约和少数大城市核心

图 7  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工业遗存更新的三种模式

特大城市
a 散点式

大型城市
b 平台式

中型城市
c-1 被动锚固式

小城镇
c-2 主动锚固式

城市常规产业 城市核心产业 工业遗存更新 城市 发展动力

图 6  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工业遗存更新策略特征

特大城市

大型城市

中型城市

小城镇

散点式更新

平台式更新

锚固式更新

空间开发 功能植入 更新主体建构 

居住为主
混合多元

中高强
度开发

开发商或
本地居民

延续肌理
适度新建

少量新建
翻新为主

商办为主
居住为辅

多方参与和
小型开发商

弥补社区
服务功能

社区组织、本地居
民和社区开发公司

鲜有新建
翻新拆除并存

文化旅游及
相关配套

政府、产权人、社会组织、
本地居民等利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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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依赖金融中心的地位，全球资本在所有开发项目中无差

别流动。工业遗存更新和其他开发项目被纳入金融和房地产

发展的城市网络中，本质上没有差异。资本快速进入闲置或

艺术化的工业遗存集聚区，通过大规模再开发，催生街区向

高回报的住宅和商办功能转型，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精英阶层

和全球资本流入需求。资金通过在项目中高速流动，将建筑、

文化、景观等一切要素资本化，从而大幅提升街区的整体价

值，这依赖于城市与区域乃至全球的广泛联系。在这一过程

中，历史文化价值较高的工业遗存受益于文化资本的高转化

效率，多数能得到较好保护。但资本逐利性导致的功能单一

性、绅士化影响以及有限的适用范围，亦成为散点式更新的

负面效应。

（2）平台式更新。主要发生在经济环境较好的大中型城

市，更新依托于产业平台，在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过程中发

挥作用。工业遗存更新项目被纳入特定区域的发展计划中，

成为产业平台上的重要节点。这些产业多是城市的经济支柱，

如房地产、商贸、教育、医疗甚至制造业。工业遗存根据自

身区位被改造成公寓、办公或商场，并随着主导产业的调整

改变自身功能使用和空间划分。通过新旧结合的城市再开发，

将经济萧条的工业区复兴为繁荣的社区、街区和园区，融入

区域甚至全球的经济网络中。因产业链延伸创造出的就业、

税收和城市活力以及重新激活传统生产要素等，成为平台式

更新的优势。但相比历史文化价值，工业遗存的适应性再利

用显然得到更多关注，这不可避免地导致部分遗产消亡。

（3）锚固式更新。主要发生在经济结构单一的中小型城

市，目的是促进支柱产业发展，以吸引外部大城市的经济要素。

支柱产业如磁石一般，锚固住所有城市资源以振兴经济。工

业遗存更新同其他开发项目一样服务于支柱产业。部分城市

拥有优势服务业，其他城市则开发旅游业，衍生出两个更新

模式亚类，即被动锚固式和主动锚固式。前者的产业空间结

构完善，工业遗存更新是城市优化环境、提升吸引力的组成

部分。由于多位于城市边缘，更新往往滞后于产业发展；后

者则通过工业遗存更新来重塑产业，发展文化旅游，吸纳投资，

刺激经济发展。更新往往从地标性工业建筑物向外发散，最

终推动邻里街区的振兴。锚固式更新试图转化工业遗存的社

会和文化资本价值，因此在遗产保护、公众参与等层面表现

优异。但此类更新在产业上弱化了与外部的联系，尤其是主

动锚固式，使得发展更加依赖大城市有限的外部性释放。

4.3  经济逻辑 ：城市群内部的生产要素再分配
上述研究显示，工业遗存更新的具体模式，能反映出不

同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路径。而更深层次地折射出在后工业

经济语境下，生产要素在城市群内部的重新分配。美国东北

部城市群经历了较为彻底的去工业化进程，以服务业为特征

的后工业经济发展最为成熟。一方面，服务业所依赖的教育、

创新、信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高度集聚于大城市，而中小城

市依托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要素逐渐失去优势，导致后者的区

位乃至全球经济地位被严重削弱；另一方面，后工业化伴随

着城镇化的加速，大量农村和移民人口不再涌入所有城市，

而是少数大城市，进一步拉开了城市之间的劳动力规模差距。

而随着城镇化的放缓，即便是回归制造业，中小城市也难以

在短期内引入大量人口资源。因此，大城市中的工业遗存更

新，是为了给不断涌入的生产要素提供物质空间载体，而在

中小城市里，则是试图通过丰富、挖掘其工业发展的历史文

化，形成具有特色的、创新亮点发展区域，吸引劳动力和资

本等生产要素。

5  结语

本研究基于城市群的视角，从空间开发、功能植入和更

新主体建构三个层面切入，揭示了美国东北部城市群中的工

业遗存更新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具体更新模式依据城市等级

的不同存在差异。尽管尚未评议遗产保护、环境治理等因素

的影响，但产业被证实对工业遗存更新模式的选择有重要意

义。这些经验，对正迈向后工业时代的我国长三角城市群有

借鉴意义。

一方面，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

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区域之一，也是

我国近现代工业发源地和转向后工业的先驱者，与美国东北

部城市群具有较高相似度，且均位列全球六大城市群之中。

充分借鉴美国经验，能够拓展我们更新工业遗存的思路，促

进多元高效的再利用，亦有助于地方政府克服狭隘的短期财

政诉求。

另一方面，从工业遗存更新的具体实践来看，长三角城

市群具有一些较明显的、不同于美国东北部的本地特征，体

现在：（1）空间利用层面，工业遗存往往位于非工业环境中，

距离城市中不同用地之间的开放边界（如道路等）较近，容

积率偏低 [49]，开发的难度和成本偏高；（2）规划管理层面，

绝大多数更新都采用“非正式”或“推土机式”两条路径 [50]，

尚未建立起一套兼顾遗存保护和空间资源利用的系统模式；

（3）经济发展层面，多数中小城市仍处在工业化进程中，

而大城市尚未完全实现去工业化，服务业导向并不是更新的

唯一选择；（4）行政体系层面，工业遗存多是国有划拨用地，

更新主要由政府或国有企业自上而下推动，但更新不仅是一

个经济行为，还需要考虑社会保障和文化认同议题。因此，

在借鉴美国东北部更新经验的同时，还需深入剖析长三角城

市群的特殊性，探索本地性导向的工业遗存更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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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中未标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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