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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形态优化的城市设计方法
　—以青岛小港及周边地区规划为例

□ 何子张，段　进

[摘 要]青岛市小港及周边地区规划从用地、道

路网络、界面、节结地和空间组织关系5个方面，

分析小港及周边地区的空间形态，提出将小港

的港口功能转换成混合型的城市功能，增加公

共绿地，架高快速路与铁路，设置辅助道路，以

避免割裂空间和减少过境交通的影响等措施，

以城市设计的方法优化小港及周边地区的空间

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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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of Urban Planning for Optimi-

zation of Urban Spatial Configuration
—With the Planning of Qingdao
Small Harbor and its Surrounding Ar-
eas as an Example/He Zizhang,Duan

Jin
[Abstract] The planning of Qingdao Small Harbor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takes into account the rela-

tions among the five aspects of land utilization,road

network,interface,node area and spatial organiza-

tion,and analyzes 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the

Small Harbor Area.It then suggests that the func-

tion as a harbor be changed into a city function of

mixed type,public greenbelt area be increased,over-

head expressway and railway be built,and auxil-

iary roads be constructed to avoid dissevering ur-

ban space and to reduce the influence by the tran-

sit traffic,thus optimizing 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the small harbor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through urban design.

[Key words] Spatial configuration,Qingdao,Urban de-

sign

青岛小港及周边地区概况

德国殖民当局于1899 年建立了青岛小

港，并兴建了两道防波堤，又于1901 年建成

1座木码头，主要用于装卸军火、建筑材料等

物资。1914年，日本侵占青岛后，小港作为

沿海物资进出的重要港口，成为外贸港—

大港的内贸补充港。在建设过程中，由于渔

业的兴旺、水运的发达，其周边地区吸引了

大量人口聚集，相继建设了大片的居住区和

商业区，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工业区，港口

功能进一步多元化和复杂化。解放后，小港

港口被大规模地扩建，成为青岛市地方运输

部门的客货运混合港，并在小港北侧的冠县

路形成了非常发达的金融、商业服务街。改

革开放后，随着水运交通对港口规模和港口

周边配套设施的要求越来越高，小港港口功

能已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逐渐衰落。随

着港口外贸集装箱航线西移至黄岛，小港面

临功能更新的新课题，小港地区的空间演替

即将发生重大转变。

1.1 区域条件

小港位于胶州湾东岸、青岛市西部老城

区内，与中港、火车站、中山路商业街相邻。

小港地区跨市南、市北两个行政区，市北分

区的主体功能是港口集散服务，市南分区的

功能主要体现在行政、文娱、商贸、旅游服

务等方面。在区域岸线利用上，青岛市东南

部是以自然景观为主的生活及旅游岸线，城

区西部是工业生产岸线，小港地区正处于两

者之间。改造完成后，小港有望成为服务老

城区、以人文景观为主的生活岸线。在区域

旅游线路组织上，现状旅游线路主要集中在

城市东部海岸线上，主要为“石老人—五四

广场—鲁迅公园—栈桥”线路。随着中山路

的更新改造，这条旅游线路将延伸，并连接

到天主教堂和馆陶路历史街区。而小港地区

将成为整条旅游线路在西部老城区内的一个

高潮性终结点。

1.2 景观资源

小港地区周边的老城区空间格局和建筑

形态富有特色，有全国文保单位天主教堂及

中山路商业街，还有馆陶路历史文化风貌保

护区及中部的风貌保留区。馆陶路片区曾经

是外国银行的集中地，以日本银行为主，其

建筑是青岛地区日本建筑的代表。冠县路历

史保留区的路网结构、整体街区形态富有特

色，是解放前建设的、建筑为2层～3层的传

统“里院”，但其单体建筑的特色不突出，居

住环境差，人口密度高。小港地区现有省级

优秀历史建筑6 座，市级优秀历史建筑1 座，

建议保留的建筑3 座。

小港地区除了具有丰富的人文景观资源

外，还具有一种独特的工业景观。城市的老

码头工业区是非传统的城市景观之一，是一

种工业景观资源，因此，对这些工业废墟的

开发不能一拆了之，不仅要考虑其经济价值，

更要考虑其历史文化价值。小港地区是青岛

码头工业发展最早的地区，在百年的发展历

程中，留下了大量的工业景观遗产，适当地

保留部分工业景观遗产既可以节约资源，又

可以保护地段的历史记忆，以此塑造出独特

的景观，使之成为青岛这个现代工业城市发

展进程的见证。

1.3 用地权属

小港及周边地区的土地利用状况非常复

杂、混乱。既有历史遗留的旧式住宅，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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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条件较差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现代

住宅和条件相对较好的新建小区。规划基地

内的三产兴旺、个体经济发达，分布着大量

的水产品批发市场，临街的建筑底层全部为

商业用途，此外还分布着大量的中小型工业、

运输业用地。小港及周边地区的土地分别隶

属于区级、市级、省级、国家级、特殊军事

用地等企事业单位机构，并且这些用地相互

穿插，因此，小港地区的改造必然是“牵一

发而动全身”。不同级别的用地权属问题使开

发工作需要以较高级别的行政调控为保障。

城市空间形态分析

从城市空间物质形态的构成要素的角度

分析，城市内部空间形态需从用地、道路网

络、界面、节结地和空间组织关系5 个方面

出发，进行空间类型、用地结构形态、空间

网络、中心与节结地及空间三维的研究。

(1)用地。现状滨海地段以工业、仓储和

港口用地为主；铁路线以东以居住、商业服

务为主，间杂仓储与行政办公用地；沿冠县

路、莘县路两侧以商住为主；小港北段中部

以居住为主，间杂部分工业用地；小港南部

东侧以居住为主，间杂部分商业用地。

(2)道路网络。基地内有非常密集的城市

支路和街区小巷，道路分级不清晰。在滨海

工业用地内的道路大多为尽端路，滨海地区

无公交车到达，也无公共停车场。胶济铁路

线与规划的城市高架道路相交，与南北向的

城市主干路平行，两者将形成一个交通走廊，

割裂城市空间。小港及其周边地区集中布置

了大批的交通设施，如青岛港客运站和青岛

市火车站。基地内的城市南北向主干道为新

疆路、冠县路、莘县路、四川路，在编的青

岛市交通规划将在其上设置高架快速路，与

东西向的胶州快速路相连，并在小港东侧设

立立交桥。快速路将给该地区带来便捷的交

通条件，但也可能由于快速路的切割，增加

行人到达滨水区的困难。

(3)界面。高层建筑的分布与滨海轮廓线

是研究城市界面的重要方面。15 层高的晶山

宾馆是基地内最高的建筑，其余为多层与低

层建筑。在中港紧靠基地处有两栋高层建筑，

是小港滨海地区的制高点。从基地内可看到

老城区内呈点状分布的高层建筑缺少韵律

感，尚未形成有层次的滨海轮廓线。

(4)节结地。节结地指因人流、物流交换

而产生聚集作用的特殊地段。小港地区延续

了青岛老城区小而密的城市肌理，缺少一个

开放性的空间节点。

(5)空间组织关系。空间组织关系是产生

不同空间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小港地

区与老城区之间缺少空间联系，小港地区内

部亦呈现出空间割裂的局面，无法形成一个

连续的公共性滨海开放空间。

城市空间形态优化

城市空间形态的优化主要研究不同功能

城市用地的转换与布局问题，即研究空间演替

与形态的关系。空间演替的发生机制分为竞争

与干扰。在城市空间发展规律的作用下，当某

一空间类型的内外环境发生变化时，新的空间

类型就以更适应新环境的能力进行竞争，最终

导致演替。这种内外环境的变化包括空间本身

内部活动的改变、空间关系的变化、外部环境

的变化。小港地区所发生的空间演替正是基于

内外环境的变化之上。干扰是通过规划控制，

促进、抑制、改变或引导空间演替的措施，使

演替朝着人为制定的目标发展。这种目标应该

符合城市空间发展的基本规律并具有超前性，

即规划的空间结构形态应该符合今后一段时

期内空间演替的规律。

规划对基地内的各区块进行综合评价，

确立相应的发展策略，并提出设计目标：

(1)完善和提升小港地区的城市功能和

形象，振兴和恢复老城区的经济和活力，缩

小城市东西部的差距。

(2)将小港地区建成以人为本、体现青岛

城市魅力的现代城市滨水区，创造富有凝聚

力和现代气息的空间景观，提升青岛作为国

际化滨水城市的重要地位。

(3)完善城市空间结构，构建整体的旅游

系统。

(4)形成充满生机与活力、便捷、平衡的

交通系统和有参与感的场所。

为此，规划分别从以下5 个方面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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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1)空间类型。根据城市空间发展的规

律，不同功能的空间在城市中具有适合自己

的区位。并且，随着城市的发展，空间类型

也会发生变化与位移，也就是发生演替。历

史上的小港地区主要具有港口功能，并衍生

出一系列依托港口的仓储、生产、服务、居

住等功能。但是，一方面，随着青岛市港口

西移，以及现代运输对港口配套功能的要求

越来越高，小港的原有功能必须转变；另一

方面，小港比邻老城区，具有很好的发展休

闲、旅游、商住的区位条件，而且这个趋势

日益明晰(目前新建的建筑中，大部分为住

宅)。因此，规划拟在小港地区设置新的空间

类型，将其主要功能定位为休闲、旅游、商

住和服务，以形成一个混合型的城市功能区

(图1)。

(2)用地结构形态。城市的用地结构形态

是一种动态结构，一种演替过程。小港地区

的用地结构形态优化是在原有分区土地利用

规划的基础上，运用人本主义的设计思想，进

行功能的重新定位，突出显示滨海地区多功

能的目标定位和丰富的景观资源，具体做法

是：①整合滨海沿岸用地，设置足够的绿化

带及公共开放空间，保证岸线贯通。②拆除

高架快速路两边的危房，设置防护绿地，以

减弱高架路对周边区域的干扰，提高老城区

的绿化水平。③通过功能更新和土地置换，将

基地内的工业用地、仓储用地调整为居住用

地、公共设施用地及绿地。④整合片区内部

绿地，使之尽可能与风貌保护建筑的用地相

结合。

(3)空间网络。城市内部路网是城市空间

生长的骨架，支撑着城市内各种功能型空间

的分布，并将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路网

是城市网络物化的重要形态。通过规划的控

制和干预，促进网络组织型生长是网络优化

的必要措施。城市东西向与南北向的快速路、

铁路在小港地区交汇，使得基地交通关系非

常复杂。为避免快速路与铁路对小港地区的

切割，造成空间破碎，规划将快速路与铁路

架高，沿线设置4 个分离式交叉口，以加强

滨水区与城市的网络联系；在快速路西侧设

置辅助路，以减少过境交通的影响。由于南

北向的快速路将基地分为东西两片，为加强

基地与城市的网络联系，东片的规划主要是

完善四川路两侧商住区内的支路，并依托老

城区狭窄而致密的路网，形成连续互通的道

路系统；西片分为南北两段，规划以环状区

域主干路连接城市支路，并以它作为主轴，由

主轴分叉生长出来的小路联系各建筑，形成

一个层次分明的网络(图2)。

(4)中心与空间节结地。目前，青岛市的

旅游线路主要为东部的滨海岸线，并通过中

山路商业街与老城区相联系，以栈桥为对景。

但是中山路商业街缺少一个强有力的高潮空

间作为整个旅游线路的终点，加上铁路线的

分割，使其与小港滨水区和馆陶路历史风貌

区的联系变弱，形成一种断裂、破碎的空间

结构。以整合城市空间结构为切入点可以发

现，小港地区以其独特的区位与景观潜力正

可以成为整个旅游线路在老城区的高潮点和

终点。为此，规划把中山路尽端向小港方向

的缺口打开，建立滨水区与老城区的联系，形

成一个整体的空间结构(图3)。规划还在这

个开敞区与中山路的连接处设置入口广场，

并设置一个架空的宽阔步行道与小港滨海区

相连。

为强化这个空间节结地，规划对汇聚在

此的高架立交桥的选线进行改进，以形成一

个线路简洁、对小港地区干扰较小的方案。方

案为尽量减少高架桥对小港地区的干扰与遮

挡，将南北向快速路的连接匝道往南移动一

段距离(图4)。

(5)空间三维。规划在塑造小港地区新的

空间三维形态时，充分考虑了历史风貌保护

和自然景观保护的需要：①为丰富小港地区

城市轮廓线，在基地内布置两组高层建筑，分

别位于南北两端；②临近小港湾的区域主要

是开敞空间，其间布置的公共建筑以低层、多

层为主；③特色旅游服务区主要以密集的低

层建筑为主，保持老城区平缓的街道界面；④

低层建筑与高层建筑之间为多层建筑过渡区。

通过规划，小港地区的空间三维形态将

形成以小港湾为核心，由低到高、由疏到密

的梯度分布的整体空间特征。

空间形态优化的社会文化因子

分析

以当代欧洲建筑理论家为先导的空间形

态学研究提出，现存的城市是历史文化的载

体，是复杂和多义的有机体，透过城市物质

的空间形态可以体验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

历史积淀。空间形态学的重要历史贡献在于

引入了动态的和历史延续的观念，对城市空

间的历史观，尤其是对城市文化延续、城市

历史遗产保护、城市空间演变等许多方面做

出了重要贡献。对城市机体生长的阶段形态、

发展模式及促使其产生的作用力进行分析是

城市形态学的研究重点。由此可以确定小港

地区的空间形态优化是以对该地区社会文化

因子的分析为基础的。

4.1 历史文化因子分析

基地内最有价值的是两个历史街区和一

个独具特色的工业景观遗产。

(1)馆陶路历史保护区。馆陶路一带过去

是外国银行的集中地，现在延续了初建时的

功能，仍以金融、商业为主。建筑结构主要

是日本侵略者占领时期形成的钢筋混凝土框

架结构，引人注目的檐口及主入口的式样仍

然为西方古典式，是古典与现代兼备的折衷

主义建筑形式。规划要求重点保护其钢筋混

凝土框架结构形式和折衷主义的建筑形式；

重点保护街区的商业、金融功能，搬迁仓库；

保护街区整体空间形态，拆除与环境不协调

的建筑，改善空间环境。

(2)冠县路历史保留街区。该街区是德国

侵略者占领时期的华人居住区，其布局富有

特色，主要体现在单体建筑一般为2层～3层，

建筑形式及细部以西方的建筑形式和符号为

主，而布局采用中国四合院的形式，形成了

中西合璧的“里院”建筑风格。

青岛的“里”是院的一种，通常并称“里

院”。青岛的“里院”建筑是青岛作为近代殖

民城市、移民城市，以及中西文化汇集城市

4

图 2 道路交通系统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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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定文化”在普通民居上的反映。“里

院”建筑大多为2层，少数为3 层～4 层。中

国传统的“里院”建筑是黑瓦，而青岛的却

是红机瓦，并有回廊和木质的廊柱、廊檐、

栏杆，大部分廊檐上有彩色绘画或图案。有

的建筑还运用西式建筑技术，如采用玻璃窗

等，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民居风格。“里”又继

承了中国传统四合院的格局，呈正方形或长

方形。“里”是若干户的群居，一般为20 户～

30 户左右，邻里关系和谐。过去有的“里”

有靠“串里”谋生的民间艺人，如山东琴书

演员演出时，各家自带凳椅观看，集体凑钱。

有的“里”有票社，形成“里”文化。青岛

的“里院”与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

一样具有很高的建筑学术价值。目前青岛成

规模的里院建筑群共有4 片，其中冠县路的

里院建筑是整体布局保留最完整的街区之

一，具有较高的城市历史文化价值，它与青

岛的殖民建筑一样是青岛城市历史文化不

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规划通过新观念与

旧物质形式的巧妙结合，对这个历史街区进

行保护，利用历史文化价值获得商业价值，

将其建成一个具有“渔村”情调的特色旅游

服务区。

(3)工业景观区。规划对地段内具有特色

的工厂、仓库进行修饰、改造和功能演替，结

合环境艺术设计，使之成为风格独特的工业

景观区。

4.2 开发模式

由于小港地区的土地使用权属关系非常

复杂，为加强规划的可实施性，规划按照“土

地权属单位独立开发与联合开发相结合，就

地平衡与捆绑式开发相结合”的指导思想，

打破行政管理权限，组织专门的机构负责小

港地区的改造开发，同时，在小港南北两端

设置两组高层建筑，以便于平衡开发容积

率。

(该方案在青岛市小港及周边地区规划

与城市设计的国际咨询中获得第一名，为

中选方案。项目负责人为段进，设计组成

员为何子张、李志明、李研、崔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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