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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伦敦等城市提出的 2030 未来规划中，都将

宜居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理念和重要目标 [1]，我国的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国民经济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等国

家战略也将宜居城市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可

以看出，宜居城市是新时代所有城市共同的追求。其

中，合理控制城市用地规模扩张，使人口集疏水平与

城市的承载能力相匹配，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自

然环境和谐共生，无疑是宜居城市建设应当遵循的基

本理念 [2]。然而，我国许多城市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城市

蔓延扩张的问题。2000—2014 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

由 24 026.63 km2 增长到 49 772.63 km2，增长幅度达到

107.16% ；同期北京、天津、深圳等城市的建成区面积

分别增长 103.33%、83.96%、504.76%。中国城市出现的

这种空间快速扩张的现象不仅对资源、环境带来巨大的

压力乃至破坏 [3]，通常还伴随着宽马路和大路网结构，

导致城市绿色环境和公共空间丧失、居民职住分离和通

勤时间延长、加重交通拥堵等问题，严重影响城市宜居

性。未来我国仍然面临城市化快速推进和农村人口大量

转移的趋势，因此防范和遏制城市蔓延仍是宜居城市建

设的重要任务。

事实上，城市蔓延现象在 20 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就

已经出现，引发了美国中心城区衰落、交通拥堵、污

染、职住空间错位、社会分化与隔离等诸多问题，针

对这些问题，城市规划领域相继展开理论研究和实践。

1970 年代起，雅各布斯在其经典著作《美国大城市的

死与生》中提出充满活力和多样性的城市要具备四个

居住空间形态上的先决条件 ：人口和城市活动的高密

度；混合的土地使用 ；小尺度步行友善的街区 ；街道

与新建筑混合 [4]。1980 年代中期开始，美国部分建筑

师和规划师开始倡导新城市主义运动，其目标是促进

摘要：本文深入剖析美国“精明增长”先锋城市——波特兰的城市规划建设

经验，为我国遏制城市蔓延问题和建设宜居城市提供借鉴。在精明增长理念下，

波特兰制定了严格的城市增长边界来控制城市向外蔓延，同时在城市增长边

界内提高建筑密度，并采取增加绿色环境和公共空间、大力推行公交和慢行

系统、提高服务设施可达性等措施来缓解高密度带来的负面影响，城市规划

具有系统性和综合性。这些措施之所以能够实施，得益于波特兰上下结合的

规划制度体系。法律赋予波特兰都会区政府合法和坚实的执行权力，借助州、

区域、地方自上而下的规划体系，同时获益于城市自下而上的公共参与和监

督的传统。此外，波特兰还十分注重在规划中引入地理信息系统等先进技术。

最后，本文探讨了波特兰的城市规划经验对中国宜居城市建设的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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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mart Growth” in the U.S., with a goal to provid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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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tion system, as well as improving services accessibility. The effectiveness 
and success of these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planning measures have been 
ensured with Oregon’s centralized planning system, Portland Metro government’s 
regional planning authority, a very strong tradit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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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以紧凑、土地利用混合的形态发展，提高公共交通和服

务设施可达性，并提供多样化的住房来创造多元化的社区环

境，以控制城市蔓延 [5]。而从 1990 年代开始，基于可持续

发展理论的精明增长思想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并广泛传播，该

思想推崇高密度土地利用和服务设施紧凑布局 [6]。新城市主

义和精明增长思想在美国许多城市得到了推广与应用，其

中，美国俄勒冈州首府波特兰大都会区的实践最为彻底，它

不仅是“精明增长”的先锋城市，也是美国公认的城市规划

实践方面的模范城市。波特兰于 2000 年、2003 年两次被列

入“生态屋顶建设的先锋城市”，2006 年入选“全美步行环

境最好的城市”之一，同年在“可持续发展”（Sustainlane）
网站“你的城市有多绿？”评比中位列第一，2007 年在《旅

游与休闲》（Travel and Leisure）杂志进行的城市评比中，在

环境保护意识、公园和公共空间、步行友好性以及公共交通

的便捷性等方面均居首位，并且多次被《金钱杂志》（Money 
Magazine）等杂志列为全美最宜居城市 [7-9]。

波特兰的实践为何能够有效阻止城市扩张，并成功跃为

全美最宜居城市之一？在此过程中有哪些值得学习的做法？

本文希望通过深入剖析波特兰的城市规划建设经验，为我国

宜居城市建设提供借鉴。

1  波特兰宜居城市建设的主要措施

波特兰位于美国西北部威拉米特河与哥伦比亚河的交汇

口，与中国长春市处于同一纬度。气候温和、温度适中、植

被丰富。波特兰于 1851 年建市，是俄勒冈州最大的城市，

也是西北部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2010—2015 年间人口增速

为8.3%，2015年人口达到63万，在全美城市中排名第26位 [10]。

市域面积 376 km2，其中陆地面积 346 km2，人口密度约 1 800
人 /km2。2015 年，波特兰大都会区人口 239 万，在全美都会

区中排名第 23 位 [11]。该都会区共包括 28 个城市，产业结构

以木材加工、环保产业、运动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为主。自

1970 年代初期起，波特兰就根据本地特征推行了一系列提高

城市宜居性、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1.1  严格控制增长边界
“增长管理”（Growth Management）概念最初源于企业

管理领域，1960 年代后期引入社区发展管理领域，强调控

制增长和保护环境 [7]。增长管理泛指用于引导增长与发展

方式、区位和速度的所有技术、工具、法规、政策 [12]，经

历了以设立环境保护计划为主、以上下级政府协调为主、

以多社会团体协调以及激励机制为主和以“精明增长”为

主导思想的四个发展阶段 [13]。采取的管理工具包括综合规

划、分区条例、土地分割管制和基础设施改造计划等传统

方法，也包括俄勒冈州、马里兰州等地的创新实践。其中，

以俄勒冈州首创的“城市增长边界”（UGBs: Urban Growth 
Boundaries）最为著名。

波特兰所在的俄勒冈州早在 1970 年代初期就建立了完

善的州一级的土地利用规划体系，1973 年起全面推广了城

市“增长边界”的做法，州立法机关采纳了开创性的《参议

院第 100 号议案》（也称《俄勒冈土地利用法》），限制城市

无序蔓延，保护森林和农田。该议案要求地方政府制定总体

规划，并符合州制定的规划目标 ；创建州的土地保护和开发

委员会（LCDC），制定城市增长边界，将新的用地开发集中

在边界之内。城市增长边界内的土地及其中的服务设施，包

括道路、生活生产用水、污水处理、公园、学校、消防和警

察都是为了城市服务。增长边界外的土地大部分为农场和森

林。城市增长边界在俄勒冈州具有法律效力，在控制城市无

序蔓延的同时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保护边界外的自然资

源。波特兰都会区政府（Metropolitan Service District，也称

为 Metro）拥有管理波特兰都会区的城市增长边界及边界内

20 年预留居住用地的权利。每五年 Metro 会进行一次土地供

应审查，根据需求适当调整边界。自 1979 年以来，波特兰

的城市边界变化了 36 次（图 1）。由于城市增长边界的作用，

波特兰地区在 2000—2010 年期间是美国城市蔓延程度最低

的大都会区之一，列第四位 [14]。

1.2  适度提高内城密度
在建立城市增长边界之前，波特兰内城的密度相对较低，

和大多数美国城市一样，其房屋类型以独栋住宅为主，只有

少量联排住宅和高层公寓。为了提高城市用地密度，波特兰

遵循精明增长的原则，在增长边界内部推行了一系列综合的

土地利用政策。例如通过新建或改建来增加居住和办公用地。

一个典型案例是位于波特兰市中心的珍珠区由工业地区向高

消费混合利用地区的转变。该地区的第一轮开发（始于 1994
年）以 3~5 层多家庭住宅为主，而新一轮开发（始于 2001
年）则以 8~15 层的高层建筑为主，这些高层建筑主要面向

中高收入阶层，一层有零售商店和其他设施 [15]。

同时，波特兰的土地利用政策与交通规划结合，提倡以

公交为导向（TOD）的用地开发，强调在步行可达范围内，

以城市公共交通为核心，倡导高密度混合用地的开发模式。

在波特兰，一个公交社区以公交站点为中心向外延伸 0.25~ 
0.5 km（5~10 分钟步行距离）。1988 年，波特兰成为第一个

将联邦政府的高速公路拨款用于 TOD 建设的城市，希望加

强政府同私人的合作，通过各项鼓励政策和措施，吸引投资，

推动公交站点及其周围重点项目的建设，带动市区和周围主

要街区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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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担心城市密度的提高带来负面影响，会降低居

民的宜居感受。但是，由于土地混合利用提高了服务设施的

可达性，这种对宜居性的负面影响可以得到缓解。不仅如此，

对波特兰的研究结果表明，文化适应也能起到缓和作用。经

过数十年的宣传和教育，波特兰的居民对高密度的容忍度要

高于美国其他城市 [16]。

1.3  积极营造绿色环境和公共空间
为了避免城市密度提高导致的公园和公共空间减少，同

时为了减少汽车的使用，波特兰拆除了不少城市快速路和停

车设施来增加公园和广场用地。在波特兰市中心，有一个横

跨城市南北的带状公园。此外，都会区政府还出资买下对地

区有重要生态价值的自然区域，如石溪绿色通道、萨利希池

塘湿地以及斯科特景观自然步行小径等。为了提高居民使用

率，这些自然区域被设计为运动场所和儿童游乐场所，并配

置野餐和露营设施，以吸引不同类型的居民。可以说，波特

兰是全美城市开敞空间的典范。

不仅如此，波特兰还积极推动生态屋顶和绿色街道建设。

生态屋顶是指在各类建筑物的屋顶上造园、种植树木和花卉，

不仅能美化环境，提高居住质量，还能降低建筑物加热和降

温所需的能量，从而减少建筑物的运营成本。波特兰政府对

建造“绿色生态屋顶”的房产开发商实施一定的奖励措施，

是生态屋顶建设的先锋城市。绿色街道则是根据自然雨水循

环过程，应用不同的雨水花园策略，将街道雨水管理和景观

结合在一起的街道概念。广义上讲，绿色街道不仅包括街道

雨水管理和街道景观设计，还包括街道两旁建筑雨水管理和

街道交通系统构建，全面发挥街道雨水控制和水质管理作用。

波特兰市在 2007 年将绿色街道纳入城市发展报告和政策制

定当中。政府通过发放绿色街道手册，免费提供绿色街道设

计资源，支持城市绿色街道建设项目，建设雨水收集基础设

施等促进城市绿色街道建设。

1.4  实行公交和慢行系统优先的交通策略
波特兰的交通系统以紧密接驳的公交系统和慢行系统为

特色。其中公交系统以轻轨（MAX）和公交车为主，辅以

示范性的街车和缆车系统 ；轻轨系统连接区域主要节点，比

如市中心、机场、居住和就业中心等。波特兰市在 1950 年

代通过市区有轨电车的建设，成功带动老市区的繁荣，降低

了城市居民对私人汽车的依赖。而公共汽车系统可提供非常

智能化的服务，例如车辆实时运行时间显示，使用智能手机

进行公交计费等。TriMet 是为大都市地区提供公交服务的市政

公司，拥有公共汽车路线 93 条，轻轨全长 44 英里（约 70 km），

停靠 64 个站点，其服务区人口数全国排名第 29 位，但乘客

人次排名第 11 位，在过去的 15 年中公共汽车和轻轨的乘客

人次连续上升。据统计，每个工作日轻轨的运行能减少 207 
750 次私家车的出行 [17]。

图 1  波特兰大都会区的城市增长边界（2011 年）
资料来源：波特兰大都会区议会网站（http://www.oregonmetro.gov/2011-growth-management-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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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兰独立的慢行交通系统由以下几部分组成：自行车

与步行共用的专用道系统；自行车共享计划；专为自行车设

计的交通信号系统；提供市中心专用的自行车停车空间；为

自行车出行配置的服务设施，如淋浴设施；以及为行人考虑

的道路设计。波特兰的自行车推广运动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效

果。该市从 1973 年开始就为自行车进行城市规划，近期又

用降低居民区道路的限行速度以确保行人和自行车的安全

和舒适；1991—2001 年期间，该地区的自行车道长度增加了

160%。自 1990 年至今，波特兰骑自行车通勤的人数增长为

之前的 4 倍，骑车人数全美排名第一，连续多年被美国自行

车者协会评为“白金”级自行车友好城市。从 1994 年起，波

特兰就出现了自行车共享服务“黄色自行车”，2016 年波特

兰市又与耐克公司合作推出“Biketown”公共自行车服务。

2  推行宜居城市建设措施的制度基础

2.1  美国独一无二的区域政府
1979 年波特兰大都市区成立了美国迄今唯一的掌管土

地利用和交通规划的区域政府，即都会区政府，负责管理

波特兰都会区中俄勒冈一侧的辖区。它是全美唯一一个直

选的区域政府。早期采用“分权”模式进行管理，由 12 名

各区选举出的成员构成，再从中选出一名主持官员，并普

选出一名行政执行官。都会区政府的权力受法律保障，并

拥有自治宪章。都会区政府在 1988 年还专门成立了城市增

长管理政策咨询委员会，负责城市增长边界目标的制定和

实施效果监督。2000 年，都会区政府的管理模式改为议会

制，由一个议长和 6 个议员组成，议长和议员皆为民众选出，

任期为四年，议会任命首席执行官来负责具体的管理工作，

其管理组织结构见图 2，都会区政府的六个议会区划分布状

况见图 3。
都会区政府的职责包括区域的增长管理、土地利用和交

通规划，同时还负责固体垃圾处理系统、区域绿色空间系

统的管理，以及区域地理信息系统的维护管理。大都会政

府使得区域范围的土地和交通规划及实施在波特兰地区成

为可能。

公民  

立法机关  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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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波特兰都会区政府的组织管理结构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3  波特兰都会区政府的六个议会区划分布
资料来源：波特兰大都会区议会网站（http://www.oregonmetro.gov/metro-council-districts-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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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美国最独特的州际层面上的土地利用规划法律体系
波特兰都会区政府的管理体制与波特兰独特的土地利用

规划法律体系相辅相成。根据俄勒冈州的法律，行政范围内

所有地方的土地使用总体规划必须依据俄勒冈州域范围的土

地利用规划目标和执行办法，同时所有区划条例也必须符合

地方的总体规划。波特兰都会区政府不直接制定地方的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而是主要负责明确区域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制定区域发展目标和功能规划，这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上

级依据，也就是说，波特兰都会区政府有权要求下辖区政府

对土地利用规划进行调整。不仅如此，法律规定由波特兰都

会区政府确定每一个辖区的城市增长边界，而地方政府制定

规划时必须依据该边界来进行。目前在美国还没有其他区域

政府拥有如此大的权力。

2.3  公民参与的传统
宜居城市的终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民众的需求，因

此城市的土地利用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置、交

通道路设计、社区发展政策制定等均需要倾听公众的声音。

波特兰地区以及俄勒冈州在城市公共事务中有着公民积极参

与的传统。在城市规划中，从总体规划的制定和修编，到分

区规划法的落实，到工程项目的立项和施工，直至相关的纠

纷解决，处处都为公共参与提供最大和最有效的途径。以最

近的《波特兰 2035 总体规划》为例，是通过 20 个政府部门

的参与，用了两年多时间，召开了 300 多个公共参与的会议，

收集并吸纳了两万多条来自居民、公司、住区和社团的建议

而制定的。更为重要的是，波特兰居民本身也具有积极参与

城市规划的热情和文化传统。这并不是一朝一夕达到的，其

经验在于持续向民众普及城市规划的知识和技能，为民众利

益团体提供共同工作的讨论平台，鼓励不同背景市民的参与

等等。

3  推行宜居城市建设的规划技术支持

波特兰成为美国城市规划的模范城市还得益于地理信息

系统（GIS）对规划的支持应用。波特兰大都会区的 GIS 规

划支持系统是美国最先进和最复杂的规划信息系统。早在

1980 年，波特兰都会区政府就已使用 GIS 模拟城市交通并结

合城市发展模型来预测未来交通的发展。1992 年，波特兰都

会区政府和地方政府制定了城市增长边界内的地区 50 年的

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它们都是在 GIS 技术支持下完成的。

最为著名的是波特兰区域土地信息系统（RLIS: 
Regional Land Information System），该系统于 1998 年由都

会区政府开发，集成了土地地块信息以及大量的公共信息，

并加入区域城市规划内容 [18]，便于规划师管理和使用。例如，

区域土地信息系统可以提供第一手的基础数据和地块尺度

的区域地图，能够为新一轮规划提供支持，并且能够清晰

地展示出城市增长边界对区域的影响。同时，区域土地信

息系统可以为政府和商业用户提供跨区域的基础信息，方

便数据的交换和维护。此外该系统还能够实时模拟土地利

用政策产生的影响，从而方便普通居民理解规划政策，为

公众参与提供了先决条件 [19]。

大都会区政府还雇佣研究小组建立起了 MetroScope 模

型来预测增长总量在大都会区域内的空间分布。MetroScope
是综合的土地利用与交通仿真模型，它的运作是依据市场经

济原则，在地理信息系统的平台上预测该大都会区的就业和

住房在未来的空间分布。它不仅为大都会区的城市管理提供

信息服务，并在城市的长期规划中为决策者和规划师们提供

未来土地利用、人口、住宅和就业等变化的空间预测，为

城市增长边界的必要和细微调整提供依据。此外，波特兰

TriMet 公交公司使用 Open-Geo 模拟波特兰市的公共交通，

相关技术支持还有波特兰都会区政府城市交通规划（Urba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TransGIS 等。

4  总结及启示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波特兰的城市规划建设成功地塑造

了一个宜居、绿色、可持续的现代化城市，在许多方面都值

得学习和借鉴，尤其是面临城市蔓延扩张问题的城市。但由

于中美两国城市发展背景和制度背景不同，因此我国城市对

其的学习不能照搬套用，而应当在考虑实际情况后有选择地

学习和改进。笔者认为，以下几方面对我国建设宜居城市具

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1）城市规划的系统性和综合性。波特兰的城市规划措

施环环相扣，最为突出的是制定了城市增长边界来控制城市

向外蔓延，同时在城市增长边界内提高建筑密度。而为了缓

解城市密度提高带来的负面影响，又采取了增加绿色环境和

公共空间、大力推行公交和慢行系统、提高各种设施可达性

等措施，从而提高了居民的宜居感受。对于我国大多数城市

来说，建筑和人口密度已然不低，再提高密度并不可行，而

是缺少严格的城市增长边界控制和应对高密度的缓解措施。

（2）上下结合的规划制度体系。一方面，波特兰具有州、

区域、地方这一从上至下的规划体系，法律赋予波特兰都会

区政府巨大的权力保障城市增长边界及其他规划措施的实行。

相比而言，我国的制度具有先天优势，但问题在于城市不同

部门之间条块分割，增加了规划措施实施的难度。另一方面，

波特兰具有由下至上的公共参与传统，因为只有本地居民才

最了解现状情况和发展需求。而我国缺乏公众参与相应的法

律和实践机制，城市规划制度体系的建设任重而道远。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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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加大公众参与的力度，让城市中每个人都成为城市的监

督者和参与者，凸显人在城市的主体地位，把城市建设成为

人的活动、生活和休闲的场所，才能真正成为宜居的城市。

（3）实用技术的整合。波特兰很早就开始运用地理信息

系统辅助规划建设，其成效表明城市规划的科学化能促进宜

居城市建设的水平。因此，城市规划应摒弃长官意识，尊重

和顺应城市的发展规律，按照城市自身发展规律来规划、建

设和管理城市。更应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如地理信息系统、

大数据等手段和方法，推进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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