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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中密度”建设的必要性及管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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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春节前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全球的经济、社会

和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众多对城市的评估与检讨中，城市

过高密度发展被认为是促使疫情暴发难以控制的原因之一，比如

中国疫情最初暴发地区武汉江汉区的人口密度高达 2.58 万人 /km2，

远高于我国的规范标准 1 万人 /km2。城市是人口居住与就业的集

中承载地，其规模优势与建设密度通常是经济竞争力和城市活力

的重要指标，但过高的规模必然导致负外部效应和“城市病”。

过去多年，迫于土地资源紧缺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我国

许多城市尤其在大城市中心区，伴随城市更新进入一个更高密度

的建设时期，这种高密度的开发通过加大空间供给保障了城市的

相对低成本和城市新经济的发展。深圳的后海、前海中心区等地

的更新和开发尤为典型，其对城市更新高密度的鼓励政策也一度

促使许多城市向其学习。其实比深圳密度更高的还有纽约（曼哈

顿区）、香港等城市，这些大城市的房地产领域也一直有着“不缺

土地、缺区位”的说法，于是越贵的地方建设密度也越来越高。

但高密度建设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大城市绿色开敞空间越来

越少，生态安全风险，城市管理难度越来越大等。

城市的合理密度究竟是多少，而这个密度在整个城市又应该

如何分布，是规划和建设讨论的永恒话题。我们需要更加理性与

客观的认识，并对城市密度实施有效管控。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

对这一主题的讨论尤为迫切。本文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城市

新区绿色规划设计技术集成与示范”课题，试图通过探讨大城市

建设的最优密度标准，以及不同密度在城市的合理分区和管控要

求，来缓解今天大城市密度过高的问题。本文的大城市指特大城市、

大城市的集中建设地区。

1  城市密度研究综述

1.1  城市密度的概念
城市密度是定量描述城市空间形态的重要指标。广义的城市

密度指标包括城市人口密度、城市就业密度、城市资本密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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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密度城市建设一直是亚洲城市的普遍特征，在解决人地

矛盾的同时，也使城市的健康、安全和生态风险逐渐增加。伴随

着新冠疫情的暴发，管控合理城市密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本文

通过梳理国内外城市密度的相关理论研究，选取地块容积率、建

筑高度和开放空间率三个变量，从地块尺度定义城市密度，并认

为城市密度存在适宜的“中密度”临界值，中密度可实现城市综

合效益的最大化。同时，结合亚洲典型大城市的密度分区和管控

经验研究，本文提出我国大城市建设的适宜“中密度”，即中等

开发强度、更多的开放空间和多样的建筑高度，并建议构建“橄

榄型”密度分区模型引导城市建设向“中密度”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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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筑密度等。本文定义的城市密度主要指地块建成空间密

度（根据不同语境，下文简称地块密度或城市密度），通常

用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平均层数和开放空间率等变量来

定义不同的地块密度 [1]（图 1）。这些指标之间有较强的关联

度，比如建筑密度与开放空间率密切相关，同时建筑密度是

地块容积率和建筑高度的函数，但过多的指标有时也容易相

互矛盾。因此，借鉴朱介鸣 [2]针对亚洲城市密度的定量研究①，

综合评估相应变量对城市运行效率、环境负荷和人本感受等

的影响（详见 1.2 节），本文选取容积率、建筑高度和开放

空间率三个变量来定义地块密度。

容积率描述一个地块中的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

值，是衡量地块使用强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开放空间率描述

一个地块中未建有建筑的空地比例，包括地面空地、架空层

空地、建筑内部空地或平台、屋顶空地等空地总面积占用地

面积的比例；建筑高度则表示一个地块中的平均建筑高度

（一般情况下假定层高为 3 m），在管控中用基准高度和最

高高度来管控。这三个变量使用总建筑面积、建筑基底面积、

地块面积、建筑层数与层高等同一系列数据进行计算，具体

数值的核定方法在各个研究中略有差异，但总体来说差异不

大，因此在这里不再详细讨论。

1.2  城市密度与城市发展的相互关系
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密度作为城市的重大问题得到关注。

从 20 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思潮倡导低密度发展，到 1970 年代

出现的紧凑城市理念，以及当前对城市过高密度和过低密度

的反思，对于最适宜城市密度的探索从未停止。总体来讲，

基于“经济、环境、人本”三者间的价值取舍，对城市密度

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20 世纪初—1960 年代，超高密度与低密度思想并行

为了解决西方工业城市肮脏、拥挤等问题，学者对于城

市密度的判断逐渐形成了分散主义和集中主义两派。以霍华

德的田园城市（1898 年）为代表的分散主义建议将城市人口

密度控制在 80 人 /hm2 的范围内② [3]。以柯布西耶的光明城

市（1935 年）为代表的集中主义，则主张通过提高建筑高度、

增加绿地、增加道路宽度来解决人口大量涌入、卫生环境差、

交通拥堵等问题。光明城市中的摩天大楼最多可以容纳 5 万

人，人口密度可提高至近 8 万人 /km2[4]。这一阶段，由于道

路网大量建设、石油价格低廉、汽车成本大降，促成了分散

主义大行其道。

（2）1970 年代—1990 年代，“紧凑城市”引领高密度发

展思潮

在分散主义的主导下，郊区蔓延、内城衰败和大城

市病成为制约西方国家城市发展的三大毒瘤。“新城市主

义”“精明增长”“紧凑城市”③思潮应运而生，希望通过高

密度发展、土地混合使用和公交导向型开发节约土地，减

少能源消耗，促进城市中心的重生和复兴 [5]。纽曼和肯沃西 

（Newman & Kenworthy）[6] 等学者的研究也验证了大城市密

度越高，越有利于空间的混合使用和轨道交通的高效使用，

从而降低人均出行能耗。香港、新加坡、东京等亚洲超大城

市的人均交通能耗远低于澳大利亚、北美的大城市（图 2）。
这一阶段，紧凑城市由于具有高能源效率、高经济开发效益

和多元活力等优点，得到了欧盟各国的广泛支持，成为城市

发展的主流思想。

（3）21 世纪初至今，围绕城市高密度发展带来的正负

效应展开多维度研究

进入 21 世纪，在紧凑城市理念和资本逻辑的推动下，

高密度城市在全球范围内大量出现，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

问题：由于城市中心开发强度过大，同样导致了交通拥堵、

空间环境质量下降、城市绿色开放空间不足、空气污染严重

① 2012 年，朱介鸣针对亚洲城市的研究提出容积率和建筑密度是衡量地块密度的两大核心变量，并认为高 / 中容积率低建筑密度、低容积率高

建筑密度是当前亚洲城市最为典型的两种密度形态 [2]。

② 田园城市：城市用地 1 000 英亩（约合 405 hm2），农业用地 5 000 英亩，人口 32 000 人。
③ 紧凑城市理念引起西方学术界广泛关注缘于 1990 年 6 月欧共体发布的《城市环境绿皮书》。这本书较系统地提出了城市紧凑发展与改善城市环

境的关系，指出城市规划要鼓励空间功能更加多样化和避免城市蔓延。过去严格的分区政策导致了土地使用的分割，随后大量居住区在郊区的

开发鼓励了城—郊交通，而这些正是引发各种城市地区环境问题的核心要素。绿皮书强调城市发展应采用土地混合使用和密集开发方式，使人

们的居住地与日常工作场所和服务设施尽可能接近。在这种情况下，私人小汽车将变成一种选择而不是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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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城市密度指标范围所显示的空间形态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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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当前技术规范换算，居住用地、商办用地容积率达到 2.0 时可满足 2 万人 /km2 的人口密度。

多元空间网络数据，分析全球 5 km 网格内人口密度、经济

密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量化关系，提出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

人口密度拐点数值大约是 2 万人 /km2，大致相当于我国居住

用地和商办用地容积率达到 2.0 ①的地块密度 [10]。

从交通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角度，韦格纳和弗斯特

（Wegener & Fürst）[11]、迪勒曼等（Dieleman et al.）[12] 在实

证研究中发现，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的提高对减少交通能耗

有一定程度的效果；但刘志林和秦波发现，超过公共交通承

载能力的过高密度状态反而会造成大气污染度上升 [13]。庄

宇和袁鸣在以上海 10 个中心型站域作为样本的研究中提出

不同日均客流规模站点周边的可承受开发强度：中小型站

域（≤ 5 万人）总体开发强度应控制在 1.5~2.0，大型站域 

（5 万 ~10 万人）应控制在 2.0~2.5，特大型站域（≥ 10 万

人）应控制在 2.5~3.0[14]。

从街区建筑冷热能耗角度，大量学者认为建筑高度和

建筑密度对能源消耗的影响同样存在 U 型关系。韩国首尔

国立大学权纪戈等（Quan et al.）通过对波特兰和亚特兰大

大量街区的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建筑密度下，建筑高度与

单位面积冷热能耗均存在 U 型关系：当建筑高度为六层左

右时，单位面积冷热能耗最低；当建筑高度一定时，建筑密

度越高，单位面积冷热能耗越小，但总体影响不大；不同的

气候条件并不影响三者之间的关系 [15]（图 3）。杨再薇 [16]、 

张程 [17] 和刁喆 [18] 在对太原、长春、哈尔滨等城市街区的研

究中发现，建筑密度在 15%~70% 之间时，对冷热能耗的影

响不大；随着建筑高度增加到六层（18 m），单位建筑冷热

能耗下降趋势会变缓慢，在 11 层（35 m）处下降趋势降至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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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城市密度与交通能耗的关系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6]

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因此，不同领域学者对城市

高密度建设带来的正负效应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从城市经济效益角度，陈得文和苗建军 [7]、谢里等 [8]、

曾永明和张利国 [9] 等学者运用实证数据就城市密度与经济产

出效率之间的倒 U 型关系进行了论证。当城市密度水平较

低时，提高密度能够显著节省土地消耗和基础设施建设，促

进经济增长；当密度超过某一临界值时，再提高密度带来的

交通拥堵、空气和噪声污染等负效应会超过正效应，即此时

提高密度反而对经济增长不利。2018 年，解扬等进一步利用

5.2
5.1
5.0
4.9
4.8
4.7
4.6
4.5
4.4
4.3
4.2
4.1
4.0
3.9
3.8
3.7
3.6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图 3  相关性曲线 ：建筑密度—容积率—能耗强度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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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安全性角度来看，过密的城市空间会带来公共卫

生安全和消防安全隐患。一方面，过高的建筑密度和过低的

开放空间率将形成一个通风不良、日照少的建成环境，在发

生火灾或自然灾害时危险性也会急剧增高。另一方面，高层

建筑消防灭火时，装备有条件、扑救有把握的高度是 45 m，

若超过此高度，消防救援难以成功。

从人本舒适度角度，加西亚和列拉（Garcia & Riera）在

巴塞罗那大都市区进行了模型测试，发现较低的密度和更多

的开放空间增加了人们的感知福利；过高的城市密度会增加

街道压迫感，侵占公共区域，阻挡自然风和阳光 [19]。近年来，

为改善城市开放空间环境，纽约、伦敦、巴黎、新加坡、东

京等高密度城市开始实施开放空间管控机制，鼓励采用屋顶

绿化、平台花园、开放建筑物的公共空间等三维方式来增加

居民的活动场地和交往空间，降低城市拥挤感和城市密度 [20]。

虽然各地对开放空间的管控名称并不完全一致，但概念内涵、

管控目标和计算方法基本相同。表 1 显示，纽约在部分地区

规定开放空间率（即空地率）大于 30%[21] ；新加坡鼓励对建

筑空间的复合利用，提出重点战略地区实现开放空间率（即

景观替代区比重）达到 100%；东京也对开放空间率（即有

效空地率）有明确要求，即商业用途用地达到 30%~40% 以

上，其他用途用地达到 50% 以上。

1.3  城市的适宜密度
综上所述，过高或过低的城市密度会带来不同的问题。

城市密度与经济效益、能源效益和人本舒适效益之间均存在

倒 U 型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城市存在一个理论

上的中等适宜密度（简称“中密度”）。在这个中密度上，可

以平衡高密度和低密度两者的弊端，实现经济、环境和人本

三者效益的最大化（图 4）。
分解城市密度的变量指标来看，容积率对经济效益、交

通能耗的影响较大，对于不同城市规模、交通方式和气候

区域来讲，容积率的最优值在 1.5~3.0 之间变动；建筑高度

对建筑冷热能耗、城市安全的影响较大，最优值从 18 m、

35 m 到 45 m 依次递减；建筑密度和开放空间率更多地影响

了人们的空间使用舒适度，在保证一定建筑连续界面的基础

上，开放空间率越大，舒适度越高。

这个“中密度”并不是一个精确值，而是一个区间值；

不是一个固定值，而是一个随着城市建设条件和多方面因素

的变化而变动的动态值。与此同时，除了地块的平均“中密

度”，地块密度在城市中的空间分布也很重要，需要进行相

应的管控。

2  大城市适宜密度的分析和管控启示

在对城市中密度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分析的基础上，本

文选取典型的亚洲大城市进行城市密度分析，以期为我国大

城市在密度管控方面提供指标依据和管理建议。

2.1  超高密度城市的反思与再设计 ：以香港、深圳为代表
香港、深圳同属于人地矛盾非常突出的地区，城市建设

呈现超高密度的特征。2015 年底深圳现状建设用地毛容积率

表 1  各类城市和地区开放空间的名称、内涵与管控要求

城市 概念名称 概念内涵 管控要求

纽约

空地率（open space 

ratio）

开放空间面积与总建筑面积比值。开放空间包括公园、绿地、广

场等公共开放空间，以及符合激励制度的私人拥有的公共空间

1~17 层高密度公寓，容积率 0.94~6.02，空地率 5.9%~11.9%；

1~14 层中密度公寓，容积率 0.87~3.44，空地率 15.5%~25.5%；

1~13 层多种类型户住宅组合，容积率 0.78~2.43，空地率

27.5%~37.5%

新加坡

针对中高层建筑的

景观替代区（LRA: 

landscape replacement 

areas）

LRA 面积与用地面积比值（%）。具体包括有一定覆土深度的绿

色种植地区，活动广场、游乐场和水景等公共设施地区，公共可

见的墙体和屋顶绿化（不得超过用地的 10%）。这些地区应拥有

未封闭且开敞的天空，如有遮盖，则需满足敞开的侧面、自然通

风等要求（例如空中露台、有盖地面花园等）

战略区域内 70%~100%；战略区域外 30%~40%

东京
有效空地率 有效公开空地与用地面积的比值。有效公开空地包括公园、绿地、

广场等公共开放空间，建筑物中的公共空间，屋顶绿化等

商业用途用地 30%~40%；其他用途用地 5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2-24]整理绘制

图 4  城市密度与城市综合效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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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香港略有不同，深圳的城市建设用地密度分区以居住

用地容积率 3.0、商业用地容积率 4.0 为中等密度的基准控制

指标，分为相对均等的五个等级 [27]（表 3）。但由于一系列

管控准则以鼓励高密度开发为导向，使得深圳逐步发展为超

高密度城市。首先，五个等级的密度分区虽然在容积率指标

划分上较为均等，但在城市空间分布中，密度一区和密度二

区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为 30.6%，远大于密度四区和五区

的占比 10.3%（图 6）；其次，深圳对建筑高度没有明确的管

控要求，建筑密度基本以国家相关要求为准，综合绿化覆盖

率①为住宅≥ 40%、非住宅≥ 30%，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高

密度高强度提供了可能性（表 4）；最后，由于转移容积率

和奖励容积率机制的存在，深圳大部分地区用地容积率远超

基准容积率，也出现了南山留仙洞片区、福田皇岗中心片区、

罗湖口岸片区、龙岗布吉中心和宝安松岗中心等一系列超高

密度开发地区。

固然，香港、深圳因受土地资源的限制，为保护一定

比例的生态和开敞空间，采用了大疏大密的建设模式，但城

市内部超高层、高容积率、高密度的建设方式也带来了相当

多的安全、社会和能耗问题。对比当前研究的城市密度经验

表 2  香港主要市区、新市镇发展密度分区

发展密

度分区

最高容积率 一般建

筑高度

最大上盖面积 绿化

覆盖率住宅 工业 住宅 工业

第一区
6.5/7.5/8.0/

9.0/10.0

9.5 17 层 及

以上

30%~

40%

100% 公 营 房 屋

≥ 30%；

其他无要求
第二区

5/6 8.0 17 层 及

以上

30% 100%

第三区 3.6 5.0 12 层 20% 40%~60%

第四区 0.8 1.6/2.5 低层 — 40%~6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6]整理绘制

已达 1.1，香港达到 0.97，远超过东京的 0.80[25]。

香港以“兼顾发挥土地经济效益和注重自然环境保护培

育”为基本原则，严格控制可用于城市建设的区域不超过全

港土地的 24%。由于土地资源有限，在进行开发时，难免形

成密集的城市建设模式，只有极少空间可用于绿化和休憩。

依据轨道交通覆盖服务水平，香港将主要市区、新市镇划分

为四类发展密度分区 [26]（表 2, 图 5）。其中，第四密度分区

为特殊制约区；第三密度分区为基础设施严重受限区；第一

密度分区和第二密度分区为主要建设地区，这两个分区的建

筑高度一般在 17 层及以上，容积率可达到 5.0~10.0，住宅

建筑密度在 30%~40% 之间，工业建筑密度可达 100%，绿

化覆盖率仅对公营房屋有要求（≥ 30%），这与我们对香港

城市超高密度建设的直观感受相一致。

表 3  深圳城市建设用地密度分区等级基本规定

密度分区
开发建设

特征

居住用地 商业服

务业

用地

新型

产业

用地

普通工

业用地
基准

容积率

最高

容积率

密度一区 高密度 3.2 6.0 5.4 4.0 3.5

密度二区 中高密度 3.2 6.0 4.5 4.0 3.5

密度三区 中密度 3.0 5.5 4.0 4.0 3.5

密度四区 中低密度 2.5 4.0 2.5 2.5 2.0

密度五区 低密度 1.5 2.5 2.0 2.0 2.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5]整理绘制

图 5  香港发展密度分区——香港岛、九龙和新九龙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6]

注：由于第四区的密度较低，故未在市区发展密度分区图中体现。

① 综合绿化覆盖率包括地面绿化、屋顶绿化和架空绿化。

图 6  深圳市建设用地密度分区指引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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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开发强度偏离中间值（三级强度区）（图 7）。中心城开发

强度偏高，55% 的住宅用地容积率在 2.0 以上，35% 的商办

用地容积率超过 4.0；郊区住宅开发强度偏低，65% 的住宅

用地容积率小于 1.5，64% 的商办用地容积率小于 2.0。总体

而言，不同开发强度分区的地块数量结构呈现两端大、中间

小的“哑铃型”，而非两端小、中间大的“橄榄型”，上海城

市建设的中密度管控并未实现。相比之下，中密度导向的新

加坡城市建设管控效果较好。

同样面对土地资源有限、人口增长快的压力，新加坡与

香港在城市建设方面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方式。新加坡制定了

沿大容量快速公共交通建设中等密度城镇的总体原则，住宅

用地容积率控制在 2.5~3.0 之间，比香港小得多，但可以提

供更大的居住面积。例如：新加坡三居室单元的净面积约为

90 m2，而香港仅为 50 m2。

数值，香港和深圳的地块容积率高达 5.0 及以上，对大运量

公共交通的需要极大，也会导致较高的通勤能源消耗；建

筑高度集中在 17 层以上，建筑能耗较高，消防安全隐患较

大；与此同时，对开放空间率缺乏控制，与纽约 60%、东京

50%、新加坡 100% 的开放空间率相距甚远，造成人们居住

生活舒适度变低。现实中也发现，两地大量高层住宅项目阻

碍了通风，抑制了对流带来的自然降温，加剧了热岛效应，

建筑物与风洞之间的尘埃以及汽车尾气等污染了街道和公共

场所；建筑物的密集建设也减少了马路、街道和其他地方的

自然采光，开放空间严重不足 [28]。显然，“高密度”并不是

理想的城市建设方向。

近年来，香港和深圳一些广受赞誉的高品质新开发项目

正在逐步降低建设密度。深圳的欢乐海岸项目，占地面积约

125 hm2，总建筑面积约 200 万 m2，地块容积率约 1.6，公寓

和酒店平均建筑高度为 7~15 层，形成了相对舒适的城市建

成环境。广深港澳科技创新科学走廊上的香港科学城（地块

平均容积率 1.95）、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地块平均容积率

2.5）的开发都是典型的“中密度”导向，通过控制开发强度

和密度，为创新人才提供更理想的工作环境。

2.2  中等密度导向的城市建设 ：以上海、新加坡为代表
面对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容量剧增的压力，上海市相关

部门为防止城市开发失控，合理控制城市密度，在 2016 年

出台了《上海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上海市控制性详细

规划技术准则（2016 年修订版）》等技术文件 [29]。文件明确

上海地块开发的容积率中间值为 1.8，并以此划定五级开发

强度分区，建筑高度总体控制在 60 m 以下，不再控制建筑

密度与绿化率（表 5）。总体来讲，上海的城市密度管控是以

中密度为导向的，也与前文提出的“城市适宜密度”相一致。

然而，在实际建设中，为追求土地的经济效益最大化，

地块的开发强度往往趋向于容积率指标的上限，甚至大量地

块通过申请众多奖励政策达到“特定强度”，导致城市实际

开发建设偏离了中密度的控制初衷。对上海市中心城区、郊

区新城等 30 个典型片区的调查分析可见 [30]，超过半数的地

表 5  上海开发强度分区指标表

开发强度分区
住宅用地 商业商务（工业）用地

容积率 一般高度 / m 容积率 一般高度 / m

一级
基本强度 ≤ 1.2 24 1.0~2.0 24

特定强度 ≤ 1.6 — ≤ 2.5 —

二级
基本强度 1.2~1.6 40 2.0~2.5 24

特定强度 ≤ 2.0 — ≤ 3.0 —

三级
基本强度 1.6~2.0 40 2.5~3.0 40

特定强度 ≤ 2.5 — ≤ 4.0 —

四级
基本强度 2.0~2.5 60 3.0~3.5 60

特定强度 ≤ 3.0 — ≤ 5.0 —

五级
基本强度 2.5 60 3.5~4.0 100

特定强度 >3.0 — >5.0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7]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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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上海市实际建设中不同开发强度的地块数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30]和收集的数据整理绘制

表 4  深圳建筑密度和综合绿化覆盖率

建筑用途分类 建筑密度 综合绿化覆盖率

住宅
10 层及以上 ≤ 25%

≥ 40%
10 层以下 ≤ 35%

商业、办公

小型商业 ≤ 40%

≥ 30%
大型商业 ≤ 65%

办公 ≤ 50%

其他 — ≤ 50%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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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针对城市密度的具体控制指标上，新加坡是典型的中

密度导向（表 6）——地块容积率控制中间值为 2.1，建筑

高度为 20 层，建筑密度控制在 40% 以内，开放空间率最小

值为 30%，并鼓励提高至 100%，这与本文前述的“城市适

宜密度”指标基本一致。

在整体城市密度控制上，新加坡形成五级密度分区，并

严格管控各类密度分区的用地比重。从实际建设来看，新

加坡 85%~90% 的住宅地块属于中密度和中高密度开发，以

10~13 层建筑为主，容积率 1.6~2.1 左右，建筑密度 40% 以下；

5%~10% 的住宅用地属于低层、低密度开发；还有 5% 的住

宅用地属于高强度和超高强度开发。新加坡在提高用地效率

的基础上，总体呈现出良好的中密度管控效果。这对于中国

其他快速发展的大城市而言，具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

2.3  大城市“中密度”建设趋势与管控
从当前国内外大城市建设趋势来看，以香港、深圳为代

表的超高密度城市仍然面临着城市安全、城市活力、城市能

耗等方面的制约，也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城市安全和城市

活力的营造，并更多地倡导以中等开发强度、高开放空间和

多样建筑高度为主导的中密度建设（表 7）。新加坡的建设

经验很好地证明了中密度在大城市建设中的可行性——即使

土地资源稀缺，城市仍有可能提供更宽敞的生活环境，获得

较高的城市运行效率，减少通勤和建筑的能源消耗，减少对

气候环境的影响，降低城市安全风险，等等。同时，上海对

城市密度管控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中密度在城市中的分布和

管控也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恰当的管控手段和措施，城市密

度将会在总体层面失控。

3  大城市“中密度”的定义与管控策略

3.1  中密度的管控指标 ：容积率、建筑高度和开放空间率
通过前文分析已知，容积率、建筑高度和开放空间率是

衡量城市综合效益和界定城市密度最重要的三个变量。通常

情况下，容积率在 1.5~3.0 之间变动时城市综合效益最大，

与之对应的建筑高度在 18 m、35 m、45 m 三个临界值时城

市综合效益较大，且依次递减，开放空间率越大则空间舒适

度越高。中等强度、中等高度的中密度城市建设，可以获得

更大的城市综合效益。同时，新加坡、深圳、上海等亚洲特

大城市的建设经验也表明，中密度建设是大城市高效运行、

解决人地矛盾、提升城市品质的适宜方式，但由于每个城市

面临的人地问题、所处的地理区域等不甚相同，每个城市应

有自己的中密度指标，并以此进行严格管控。因此，本文对

中密度的讨论希望从容积率、建筑高度和开放空间率三个方

面给出建议的指标区间，不同城市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确定自己的中密度基准指标。

在中密度的容积率控制方面，除了香港，各大城市都选

择了住宅类地块容积率 1.6~2.0、非住宅类地块容积率 2.5~3.0
作为城市适宜的中等开发强度。大量研究也证明，此强度

能够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降低交通能耗和建筑能耗。因

此，本研究建议大城市“中密度”的基准容积率为住宅用地

1.6~2.0，非住宅用地 2.5~3.0，并界定为中等开发强度。

在中密度的建筑高度控制方面，各大城市呈现出较为多

样的控制导向。本研究结合《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
2005）和《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对建筑高度的相关划分标准，提出中密度的建筑高度控制可

分为三种类型，即多层建筑（7~9 层，36 m 以内）、中高层

建筑（10~15 层，45 m 以内）、高层建筑（15~18 层，60 m

以内），并鼓励选取多层建筑为中密度的高度控制指标。

在中密度的开放空间率控制方面，结合各大城市管控经

验，研究进一步明确开放空间面积的计算方法如下：

开放空间面积 = 无建筑的地块面积＋ 0.5×底层开放花

园面积＋ 0.5×空中露台面积＋ 0.2×垂直绿化面积（该项

不超过用地面积的 10%）
同时，与我国各类用地建筑密度 20%~50% 相对应，研

究提出中密度城市的开放空间比例应在 60% 以上，建议分

表 6  新加坡住宅发展的一般密度规定

密度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
建筑高度控制 / 层数

一般控制规定 可达到的最高值

超高 ﹥ 2.8 0 >30 >36

高 ≤ 2.8 40 30 36

中高 ≤ 2.1 40 20 24

中 ≤ 1.6 40 10 12

低 ≤ 1.4 40 4 5

独立或联立

式住宅（低）

由高度表示
— —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0]整理绘制

表 7  各类大城市的中密度指标梳理

参数类型
容积率

主导建筑高度 开放空间率
住宅用地 非住宅用地

文献研究 1.5~4.0
45 m、35 m、18 m，

越低越好
60%

香港 5.0~6.0 8.0 17 层以上 —

深圳 1.6~2.0 2.0~2.5 45 m／ 15 层 —

新加坡 2.1 2.1 60 m／ 20 层 70%／ 100%

上海 1.6~2.0 2.5~3.0 40 m／ 11 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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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开放空间率（60% 以上）和高开放空间率（80% 以上）

两级进行控制。

综上，本研究认为我国各大城市可以三大指标区间为基

础，结合城市规模等级、自然资源条件等，确定符合各自特

点的中密度基准指标进行管控。在这种管控下，城市形态并

不是单一的，而是可能形成多样的城市形态（表 8）。

3.2  “中密度”的空间分布 ：“橄榄型”城市密度分区结构
作为城市形态的概括性表达，无论是平均密度还是中位

密度，均不能代表聚集区域内密度的全貌。故本研究提出以

“中密度”为中间密度分区，适度加入较高密度、高密度、

较低密度和低密度分区，形成中间大、两端小的“橄榄型”

城市密度分区结构（图 8）。在城市空间分布上，中间密度分

区应该占据最大比重，建议在 50%~60% 或以上；较高密度

分区和较低密度分区占比较小；最高密度分区和最低密度分

区占比最小。这样，既能形成丰富的城市形态变化，也能防

止总体建设容量的失控（图 9）。

4  结语

新冠疫情的暴发引发了学术界对大城市高密度建设的反

思。笔者认为，未来我国每个大城市都应有一个适合自己的

建设密度，“中密度”作为城市密度控制的中位数，可以成

为一个兼顾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效益的基准密度。过去

我国大城市建设更多是为了缓解住房紧张、土地短缺的压力，

中密度指标相对偏高。当前在更多地转向生态、人本等需求

的情况下，中密度值需要适度降低，既能一定程度上应对城

市用地紧张、资源紧缺等压力，又能降低能源消耗和卫生、

安全风险，提升城市的宜居体验。

中密度的管控主要在两个层面进行：微观上是地块密

度的管控，宏观上是整体密度分区的管控。地块密度管控的

核心是容积率、建筑高度和开放空间率三个变量，它们也是

本次研究提出衡量城市密度的三大核心指标。各大城市可结

合自身实际情况，确定合适的中密度指标进行管控，建议以

1.6~3.0 左右的中等开发强度为基准，引导多层（36 m 以内）、

中高层（45 m 以内）、高层（60 m 以内）的建筑高度控制，

以及不同程度的开放空间率控制（60% 以上、80% 以上）。

整体密度分区管控的核心是通过密度分区来实现一定程度的

空间变化，并防止总体建设容量的失控。本研究提出以“中

密度”为中间密度区间，形成“橄榄型”的城市密度分区结

构，即中密度区占比大、高密度区和低密度区占比小。城市

整体和地块层面的中密度模型的建构，有助于实现经济、环

境和人本的最佳综合效益，为今后的城市密度管控和规划编

制提供借鉴。

图 8  基于中密度的城市密度分区 ：橄榄型结构 图 9  “橄榄型”城市密度分区的空间示意

表 8  中密度指标下的三大变量组合方式

参数类型 容积率 建筑高度 开放空间率 可能的城市空间形态

组合 1 中等开发强度 多层建筑 中开放空间率 多层高密的紧凑街区

组合 2 中等开发强度 中高层建筑 高开放空间率 中高层中密的立体开放街区

组合 3 中等开发强度 中高层建筑 中开放空间率 中高层中密的板式建筑

组合 4 中等开发强度 高层建筑 高开放空间率 高层、立体开放的点式建筑

组合 5 中等开发强度 高层建筑 中开放空间率 高层、立体开放的点式建筑



9 2021 Vol.36, No.4国际城市规划

郑德高  董淑敏  林辰辉    大城市“中密度”建设的必要性及管控策略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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