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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规合一”视角下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方法探讨
———以合肥城市开发边界划定为例
王煜坤（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060）

【摘 要】划定城市开发边界作为我国目前推进空间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是现实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点任务，无论是在国家

政策设计层面还是在地方发展层面，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已成为我国当前加强和改进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工作、防止城市无序蔓、优化城市空

间布局及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重要技术手段和政策工具。本文在回顾城市开发边界划定的相关理论和案例的基础上，以合肥城市开发边界划

定为例，探讨在“多规合一”视角下划定城市开发边界的相关方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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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生态文明被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城镇化发

展过程中将更加注重与生态环境的协调， 城市规划要由扩张

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 划定城

市开发边界作为推进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重点工作之一，目

前仍处于探索阶段。 本文以合肥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工作为基

础，结合安徽省的要求和合肥自身发展的特点，就“多规合一”
视角下划定城市开发边界的工作方法和思路进行探讨。

1 城市开发边界的基本概念
1．1 缘 起

“城 市 开 发 边 界 ”（UDB：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y）也

被称为“城市增长边界”（UDB：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y），
“开发”二字更加强调管理和控制开发建设的行 为，而“增长”
二字体现的是城市规划的综合性， 重点考虑的是城市整体发

展和增长的战略问题 [1]。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提出在中心城

区外围设立永久性绿带来限制城市空间的扩展被认为是城市

开发边界的理念雏形，在 1944 年大伦敦规划中划定都市绿带

（Metropolitan Green Belt）北认为是对城市开发边界划定的首次

大规模实践。
在 20 市级 70 年代的美国，波特兰都市区政府（Metro）开

始划定城市增长边界（UGB），因其对城市发展的显 著 影 响 成

为规划界著名的案例。 除此之外，城市开发边界这一规划理念

在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渥太华，澳大利亚墨尔本、新西兰奥

克兰、法国巴黎、丹麦哥本哈根、日本东京、韩国首尔等众多城

市均有应用。
在 2006 年由建设部颁布实施的 《城市规划实施编 制 办

法》中，其中明确要求制定城市总体规 划过程中“研究中心城

区空间增长边界， 确定建设用地规模， 划定建设用地范围”。
2013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首次从国家层面提出尽快把每

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
1.2 国内外实践经验
1.2.1 美国波特兰 UGB 划定的经验

波特兰 UGB 的划定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

划定方法均有不同， 体现出不同时期开发边界划定的工作重

点和工作模式应对的方法。 1994 年之前的城市增长边界的划

定目标是为了稳定用地政策、满足城市增长需求、提高土地利

用效率、保护基本农用地，而不是为了限制城市增长，这种划

定城市增长边界的方式仅仅是控制了发展方向， 并不能控制

开发强度与发展模式， 无法从根本上起到控制城市增长的目

的。 为达到用城市增长边界来控制城市增长的目的，波特兰都

市区政府于 1994 年编制了《2040 Growth Concept》，先讨论城

市增长模式的不同情景，以及各情景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在

此基础上再划定城市增长边界。 为应对城市开发边界周边地

区的用地开发的不稳定状态的困境， 在 2011 年和 2014 年又

开展了城市储备地、乡村保留地划定，将城市储备地优先作为

城市增长边界扩张用地，从而进一步优化了城市增长边界。
1.2.2 国内试点城市的开发边界划定经验

从国内首批 14 个试点城市的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工作 来

看，在划定方法和成果内容方面各有侧重，体现出不同城市在

开发边界划定方面的思路探索。 南京按照“理思路、定底线、理

需求、定规模、定形态”的方法来开展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工作
[2]，杭州按照“限制要素筛选-初步划定分区-多规衔接修正”的

三个步骤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厦门市结合“多规合一”同步 划

定了“城市开发边界”，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包括战略引领、底

线控制、边界整合 3 个步骤 [3]。
1.3 小 结

从国内外对城市开发边界划定的实践来看， 在城市发展

的不同阶段， 对城市开发边界划定的目的和划定的技术方法

均体现出差异。 但总体上来讲，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均体现出控

制城市无限制蔓延、引导城市空间拓展、协调城乡空间关系的

核心目标，在划定方法上均体现出“多规合一”、全域空间综合

协调、针对关键问题重点应对的技术手段。

2 划定城市开发边界的现实意义
2.1 转型创新发展的需要

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中心城市的定位为合肥的发展带

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打造合肥都市区、将合肥市建设

成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将合肥建设成为内陆经济开发的

新高地等一系列发展目标和定位为合肥未来的城市发展创造

了优越的条件。 同时， 城市建设用地的拓展与巢湖保护与治

理、基本农田保护、生态廊道控制之间的 关系也日趋紧张，通

过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来综合协调发展与保护、城镇与乡村、城

镇与生态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2.2 三级空间规划的需求

为加强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工作， 安徽省正探索推进空

间规划体系改革的工作方法， 要求加强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统筹开展城市开发边界、生态红线和永

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构建省、市、县三级空间规划体系。

3 合肥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方法探索
基于对城市开发边界概念的理解和国内外既有划定方法

的经验总结，结合合肥城市发展阶段的特征，探索以“多规合

一”为技术方法，以“战略引领、底线控制、规模校核、空间修正、
机制建设”为工作路径的合肥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方法工作。

绿色交通

207

DOI:10.16844/j.cnki.cn10-1007/tk.2017.15.133



LOW CARBON WORLD 2017/5

3.1 战略引领
以合肥市“1331”战略性空间格局为总体框架，在 空 间 战

略确定的“湿地绿带网络、双心两扇两 翼”的总体空间格局的

基础上，考虑合肥城区城乡规划体系的特点，综合城市总体规

划、县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分区规划等一系列规划，省、市、
县（区）多级部门综合协调后，梳理出城规建设用地“一张图”，
并与近期建设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 2020 年近期建设用

地拓展要素相叠加，远近结合、全面梳理潜在的城市空间拓展

区域， 以此战略拓展空间区域作为划定城市开发边界的基础

空间。

3.2 底线控制
结合合肥生态空间特征和生态建设的重点， 综合各部门

的生态保护要求与核心保护要素，将生态保护红线、基本生态

空间、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禁止建设区、基本农

田保护区等空间作为生态本底空间， 将此类空间作为在城市

规划建设中必须要进行保护的空间。

在生态本底空间中，生态保护红线作为生态的刚性空间，
在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中必须进行避让。 合肥生态红线由生

态红线Ⅰ级区和生态红线Ⅱ级区两类空间构成。
生态红线Ⅰ级区内主要包括一级水源保护区、 森林公园

的核心景观区和生态保育区、 湿地公园的保育区和恢复重建

区、风景名胜区核心区、地质公园罕见和重要科学价值的地质

遗迹区、 清水通道河渠道上口以下及沿线水库正常水位线以

下水域和陆域等。 主城区范围一级管控区内面积为 60.06km2，
市区范围一级管控区内面积为 27.68km2。

生态红线Ⅱ级区内主要包括二级水源保护区、森林公园、
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等、清水通道河渠道上口两

侧 200m 及沿线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上 200m 陆域等。 生态二级

控制线内涵盖基本农田。 主城区范围生态二级控制线内面积

281.96km2，市区范围生态二级控制线内面积 126.31km2。

3.3 规模校核
从全市域的水资源可承载力测算来看， 合肥市域可承载

人口约 1372~1462 万人。 从全市域用地适宜性评价可承载人

口量来看，合肥市可承载的人口为 1590 万人[4]。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提出人均城

市建设用地严格控制在 100m2 以内， 建议根据国家新型城镇

化规划人均建设用地统一取值 100m2，以此测算终极建设用地

规模，远景×年，合肥主城区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在 1000km2。
考虑城市开发建设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在远景控制规

模 的 基 础 上， 应 留 出 一 定 的 弹 性 空 间， 因 此 在 主 城 区 远 景

1000km2 的建设用地规模的基础上，增加 20~40%左右的弹性

规 模 空 间 ， 即 远 景×年 刚 性 开 发 边 界 划 定 的 规 模 为 1200~
1400km2 左右。
3.4“多规合一、空间修正、刚弹相济、划定边界”

在规模校核的基础上， 以城市战略空间拓展区和生态本

底空间区两大空间为综合协调要素，以“多规合一”为总体工

作思路和技术手段，综合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 济

社会发展规划、 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空间规划的核心内容。
“远近结合、多规融合、各有侧重、综合协调”，在市、区（县）、开

发区、镇（街道）等多个层面开展了多轮对接，既体现了开发边

界空间引导和管控的效率，又反映了各级、各类主体部分的诉

求；“刚弹相济、分期划定”[5]，从而以远景×年和远期 2030 年两

个时间维度划定刚性和弹性城市开发边界。
3.4.1 远景×年刚性开发边界划定

生态红线与基本生态空间叠加生成主城区生态本底，并

通过多种承载力计算进行校核， 得出合肥市主城区刚性城市

开发边界方案，作为远景城市终极发展边界。
将生态底线空间与城市战略拓展空间进行校核， 侵入生

态底线空间的城市战略拓展空间予以扣除。 考虑到城市未来

空间拓展的总体需求，开展空间校核时，以一级、二级生态红

线作为校核的生态基本空间。 至远景×年，主城区刚性开发边

界内用地面积为 1322.99km2；至远景×年，中心城区刚性开发

边界内用地面积为 792.64km2。
3.4.2 远期 2030 年弹性开发边界划定

根据安徽省 《城市开发边界规划管理办法 （试行）》， 划定

2030 年城市开发边界，可选择建设用地规模的 10%作为备用地。
以远景×年刚性开发边界为基础，充分协调城市战略空间

拓展需求，坚持以保护资源生态环境为前提，从城市资源禀赋

和生态本底出发， 避开已划定主城区刚性开发边界外的生态

保护区域，在适宜建设的空间内划定 2030 年开发边界，合理

控制区域国土开发强度，留足生态空间。 坚持以优化城市形态

布局为目标，除生态廊道外，在 2030 年城市连片建设用地内

的非建设用地斑块，划入城市开发边界，形成合理的城市布局

和形态。 在城市拓展空间与生态基本空间进行校核的基础上，
进一步与城市生态廊道与生态空间网络进行校核， 将结构性

生态绿地、开敞空间、河流水系等空间扣除。 至 2030 年，主城

区弹性开发边界内用 地 面 积 为 1154.37km2；至 2030 年，中 心

城区弹性开发边界内用地面积为 698.83km2（见图 3）。
3.5 机制建设

开发边界划定以后， 涉及空间的规划应当与其协调规划

相关内容， 方可组织实施或者依法上报审批。 已经批准的规

划，应该与开发边界进行协调，并修改调整与规划不符合的内

容。 修编城市总体规划时可对城市×年开发边界做出调整，并

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纲要审查的核心内容。

4 结 语
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既是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提高土地利

图 1 城市空间拓展战略区域

图 2 生态本底空间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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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景 X 年刚性开发边界 远期 2030 年弹性开发边界

图 3

用效率的一种有效手段， 同时也是防止城市空间无限制蔓延

的一种空间管理方式。 从“多规合一”、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战

略层面来看，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更是综合协调城镇、生态、
农业三大空间的战略性行动之一， 对我国空间规划体系的构

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目前合肥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工作

尚处于探索阶段， 开发边界的规模和具体范围尚未获得相关

部门的批准， 本文仅从开发边界的划定技术方法层面做简要

的探讨， 以期为目前正在开展或将要开展城市开发边界划定

的工作的同行提供一定的思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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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隔震设计在桥梁设计中的重要作用
莫喜晶（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宾公路管理局，广西 兴宾 546100）

【摘 要】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人口的剧增，交通行业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而桥梁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城市

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近年来，桥梁的安全问题引起的事故频频发生，桥梁的安全性、可靠性已成为现今城市发展的聚焦点，越来越受到重视。
桥梁结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桥梁的安全系数，而隔震设计就是桥梁结构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隔震设计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桥梁使用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本文主要探究桥梁设计中隔震设计的作用与优势、桥梁隔震的设计原理以及常见的隔震技术的应用。
【关键词】桥梁结构设计；隔震设计；应用原理；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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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人口的剧增，交通行业

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而桥梁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

部分，已成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近年来，我国自然

灾害频发， 特别是地震等地质灾害严重威胁到桥梁等一些基

础设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而提高桥梁的隔震能力有利

于提升桥梁结构的安全可靠性及稳定性， 减少地震等地质灾

害对桥梁的破坏作用， 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

2 桥梁设计中隔震设计的作用与优势
2.1 隔震设计的作用

隔震设计主要通过设置隔震装置来起作用， 隔震装置形

成隔震层，使隔震层在工作时处于一个相对弹性的状态，大大

降低了桥梁坍塌发生的可能性， 从而保证了桥梁的安全性和

稳定性。 桥梁隔震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平衡桥梁使用所产

生的阻尼效应， 同时使桥梁水平方向的支撑力能够满足桥梁

结构整体稳定性的需求， 而这些都需通过对桥梁的隔震装置

进行设计。 桥梁结构设计中引进隔震技术可以提升桥梁结构

的整体稳定性，特别是在一些地质灾害的情况下，隔震设计能

够有效减少桥梁受到的破坏力。
2.2 隔震设计的优势

一方面将隔震设计引进桥梁结构设计可以防止桥面的塌

陷， 因为隔震设计能够把桥梁受到的外力平均分配到桥梁其

它结构中，使得桥梁受力更为均衡，不会因桥梁受力点单一而

导致桥梁结构的坍塌；另一方面，在地震等地质灾害中，隔震

设计能够调节桥梁结构的横向刚度， 减少桥梁受到地震力的

影响，这体现了隔震设计在提高桥梁结构的可靠性、安全性及

整体稳定性上的优势；此外，隔震设计的上部设计可以减少甚

至消除下部结构超出弹性范围现象的发生， 将部分结构埋置

于桥墩等一些难以检查和修复的结构中， 可以减少这些结构

造成的非弹性变形。 因此，对于桥梁的质量与安全、可靠性来

说，在桥梁结构设计中引进隔震设计具有重要的作用、优势及

意义。

3 桥梁设计中隔震设计的原则、原理
3.1 隔震设计的原则

隔震设计作为一个新兴的设计理念， 是桥梁结构设计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桥梁隔震设计是加强抗震性的重要措施，
隔 震 设 计 的 质 量 好 坏 直 接 影 响 到 桥 梁 使 用 的 安 全 性 与 可 靠

性。 根据我国近年来桥梁结构设计中引进隔震设计的相关经

验，隔震设计应该遵循以下几条原则：通过实地调 查，对桥梁

施工现场进行全面考察， 分析当地桥梁是否能够采用隔震设

计、是否适宜采用隔震设计，是否能够在地震发生时对其传出

的能量进行吸收；特别是地震区的桥梁设计，考虑的设计结构

应该更多。 例如，桥梁结构设计必须要相对简单，避免设计中

带有一些突变结构的桥墩，还应该减少一些带孔设计的引进。
整体设计上，尽量保证桥梁结构的对称性。 综上，相关桥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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