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7 2015 Vol.30, No.S1国际城市规划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中心规划经验及启示

引言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绝大多数高校经历

了快速扩张、合并发展的过程，逐步形成了多校区的办学

格局。由于高校扩张建设初期规划建设经验不足，尚未形

成新老校区间科学合理的规划发展体系，逐渐暴露出新建

校区用地面积范围过大、浪费较重，新老校区定位发展不清，

多校区教育行政资源重复配置、运行效率不高，新建校区

难与当地政府和社区融合发展，产学研整合运行机制不强

等种种问题。随着新一轮产学研的创新发展，各大高校正

在积极探索学校升级发展战略。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整合

多校区资源，如何协调研发与教学空间的关系，如何通过

系统规划引导多校区科学发展，正在成为重要而迫切的现

实问题。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在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领

域始终保持领先地位，一些全球知名高校经历了上百年发

展历程，大都形成了多校区办学格局，多校区规划建设管

理的规范化、制度化、高效化程度较高。因此，分析、借

鉴美国知名高校的多校区规划建设经验对促进我国高校进

一步整合资源、创新升级发展、增强高校多校区办学模式

的科学性和适应性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以加州

大学旧金山医学中心（UCSF Medical Center）多校区发展

为例，从其历史成因、规划历程、规划体系等方面进行分析，

并就其规划经验对我国高校多校区格局如何创新整合发展

做出思考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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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绝大多数高校经历了快速扩张、

合并发展的过程，逐步形成了多校区的办学格局。由于建设初期经验

不足，逐渐暴露出新老校区定位发展不清，多校区教育行政资源重复

配置、运行效率不高等种种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吸取发达

国家高校多校区规划建设经验对促进我国高校资源整合、创新发展具

有现实的借鉴和启发意义。本文通过查阅资料和实地调研，以加州大

学旧金山医学中心为例，详细梳理了其历史成因、规划历程、规划体系，

以及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功规划经验，并从其长期发展规划目标、

规划内容、公众参与、可持续性设计等多个方面进行经验总结，对当

前我国高校多校区格局如何创新整合发展做出思考。

Abstract: Most of universities in China had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rapid 
expansion and merger, gradually forming multi-campus sites since the mid-
1990s. For the reasons of lacking experience, most of universities gradually 
exposed function in vagueness and educ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resources in 
repetition and low efficiency between the original and new campus. Therefore, 
learning multi-campus sites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to promote multi-campus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our country in merger has a realistic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Through 
checking data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paper mainly list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medical center as an example and detailed analysis 
its history origin, planning process, planning system, and the succes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planning experience, and also summarizes planning 
projects,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 experience on sustainable design from long 
range development plan, enlightening to the current multi-campus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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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旧金山医学中心发展历程

1.1  历史成因

旧金山医学中心创始于 1864 年，当时名为托兰德医科

大学（Toland Medical College）；于 1873 年成为加州大学附

属学院，主要由牙科、内科、护理学、药剂学等四个专业

化学院组成。在人类医学、药学和生物技术研究领域，该学

院因第一个发现正常细胞基因可转化为癌基因 ；第一个发

明 DNA 重组技术，开创生物技术产业最重要一步 ；第一个

证明 HIV 是艾滋病病原体并分离出艾滋病病毒的机构 ；以

及首次成功地对子宫婴儿进行手术等多项专利技术以及诺

贝尔医学奖，成为闻名世界的综合性医学教育研究和健康诊

疗中心 [1]。自成立以来，旧金山医学中心先后经历了两次大

的发展机遇。1928—1958 年，该中心抓住了二战的历史机遇，

战时积极适应战争的需要开展军事医疗研究与救助，战后

又及时转型开展医学尖端及康复研究，如癌症、心血管病、

生理代谢等研究，并在旧金山帕纳塞斯（Parnassus）校区重

建基础医学教育。1959—1989 年则是该中心发展的黄金时

期，也是其快速扩张与合并时期。由于受到旧金山帕纳塞斯

周边高度以及用地条件限制，中心的空间发展需求难以得到

满足，先后通过收购、兼并和接收社会捐赠以及租赁等方

式在蒙特里尔（Mount Zion）和洛瑞尔（Laurel Heights）等

地获得多份土地，发展范围逐渐由帕纳塞斯中心拓展至旧

金山市、县以及外围地区多个地段（图 1）。20 世纪 90 年代，

中心发展进入资源整合、质量提升阶段，在拓展新校区发

展空间的同时注重对多校区发展模式审慎思考，对涉及教

育、科研以及门诊就医等设施资源重新梳理整合，保持了

较好的发展。其中，尤以密西湾（Mission Bay）新校区建

设最为突出，通过近 10 年的快速发展，已成为促进加州经

济增长复兴，以及医学研究、卫生服务质量提升的新亮点，

其校区发展史实质上也是医学中心发展史。

1.2  规划历程
旧金山医学中心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重要规划历程，分别

编制了《1976 长期发展规划》[3]、《1982 长期发展规划》[4]

以及《1996 年长期发展规划》[5]。

《1976 规划》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帕纳塞斯校区，重点主

要对二战后期医学中心主要集中在帕纳塞斯校区的空间发

展现状进行了重新审视。由于周边社区团体和州立法委员

反对在帕纳塞斯校区进一步扩大校区规模，迫于空间发展

的需求，此次规划首次提出了医学中心应在旧金山地区努

力获取更多的用地、建设多校区的发展思路 ；同时考虑到

社区团体的压力，规划方案在帕纳塞斯校区采取了若干限

制发展措施，划定了帕纳塞斯校区边界，避免进一步收购

或租赁土地以扩大校区面积，将帕纳塞斯校区用地面积划

定在 33 hm2 以内，且经校董事会研究，规划方案还特别选

定了帕纳塞斯校区靠南侧苏特鲁山（Sutro）一部分绿化用

地作为校区永久开放空间提供给市民（图 2）。基于这些政

策的作用，医学中心赢得了周边社区团体的认同，完成了

规划中的牙科学院大楼建设，按现代化标准重新改造莫菲

特（Moffitt）医院，新建一所儿童保健中心，并拆掉了与周

边环境不相协调的旧有建筑（图 3）。
《1982 规划》进一步延续和具体化《1976 规划》提出的

“去中心化”分散布局的规划思想，在帕纳塞斯校区主要保

图 2  帕纳塞斯校区 1976 规划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82

图 1  旧金山医学中心多校区分布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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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了学术和临床功能，如教学、实验室研究和病人保健，而

将大多数行政管理职能调整至拉古娜（Laguna Honda）、密

西中心（Mission Center）、亨特斯（Hunters Point）等新建校

区。规划同时增强了教学和科研空间与社区住宅邻里环境的

协调性，比如《1976 规划》中拟实施的药剂学院大楼由于

受到“环境影响评价”的压力，医学中心不得不重新调整药

剂学院部分功能，并满足教学、科研和实验之需，才得以执行。

尽管采用分散布局的发展模式在一段时期内满足了旧金山医

学中心的发展需要，然而由于校区的过度分散，导致了过高

的运行成本，一些距离帕纳塞斯、蒙特里尔、旧金山总医院、

老兵医疗中心等四个主要工作地点较远的员工对通勤成本和

时间的增加也逐渐感到不满。因此，充实整合分散的校区资

源成为后续规划的主要目标。

《1996 规划》在经历了长达七年的反复论证后，校董会于

1997 年最终审议通过迈向 21 世纪的旧金山医学中心长期发展

规划，规划在审慎评价多校区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分解（释放

调整过度拥挤的帕纳塞斯校区部分功能）、扩张（为未来和现

存价值较高的科研和医疗项目寻找发展空间）、充实整合（整

合利用多校区分散布局的学术和行政管理资源）三项纲领性

要求，为规划制定指明路径。为保障医学中心的未来发展需

求，1993 年又制定了《旧金山医学中心空间发展报告》[6]，测

算指出整个医学中心大约需要 32 hm2 的发展空间，相当于增

加既有用地的 68%[6]。规划要求一是采取增加投资方式，通过

维修和重建部分年老失修、过时的场地、基础设施和建筑物等

手段，增强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和使用效率，重新整合出空间提

供给未来急需的重要或新发展项目，拆掉那些与周边环境不

相容和孤立的单一建筑体，努力创造令人愉悦、舒适的校园

使用环境和社区邻里环境；二是从医学中心长期规划发展看，

获取充足的土地资源建设新校区已成为首要任务。因此，旧金

山医学中心前后历时两年左右，在广泛的选址调研和场地评价

基础上，拟定了三个地方的规划选址方案，一是位于布里思班

市（Brisbane）和旧金山市之间的贝兰德（Bay Lands-Executive 
Park）校区；二是位于阿曼达市（Alameda）的海港湾（Harbor 
Bay Business Park）校区；三是位于旧金山市的密西湾（Mission 
Bay）校区。在经历近 10 年的协商谈判之后，最终选址在密

西湾校区完成规划所需的 32 hm2 发展空间，并通过收购、接

受捐赠和租赁等方式获得密西湾校区土地使用权。该规划明确

了旧金山医学中心迈向 21 世纪医学中心的发展之路，为提供

最佳的医疗诊治环境、创建一流的科研和教学环境指明了方向，

意义重大。在此后的10多年，医学中心在《1996规划》基础上，

结合不同历史时期校区发展实际，先后四次（2001 年、2004 年、

2008 年、2012 年）对多校区主要发展目标做出适度修订、更新，

如《2008 长期发展规划》修订主要针对密西湾新建校区住宿

和医疗就诊功能不完善问题，进一步提出了空间用地需求和功

能改善计划。因此，总体看来，旧金山医学中心的规划过程是

针对不同时期发展特点形成的长期的、渐进式逐步完善发展的

过程（表 1）。

2  旧金山医学中心规划研究

2.1  规划研究体系
旧金山医学中心通过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已形成较完备

的规划研究及规划审核评价体系。以规划研究为例，主要采

取三个层次的规划确保其发展建设（图 4）。首先以“长期

发展规划”（LRDP: Long Range Development Plan）作为广泛

的综合性规划，确立医学中心的学术发展目标和主要规划建

设任务，原则上以 15 年为规划期限；规划研究内容广泛而

具体，涵盖学术研究发展目标、规划组织体系、人力资源建

设及财务发展计划、管道及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信息技术

图 3  帕纳塞斯校区历史变迁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

图 4  UCSF 规划层次体系图
资料来源：根据旧金山医学中心长期发展规划整理

长期发展计划

（LR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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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规划（Detailed Plan）；详细设计框架

（Pysical Design Framework）



80  2015 Vol.30, No.Sl

书评 

建设、环境影响评价等多个方面。其次，以医学中心各分校

区为单位研究制定“总体规划”（Master Plan），对长期发展

规划制定的空间发展需求进一步具体化并与城市区划法案控

制要求相衔接 ；研究制定空间发展目标和方法、可持续发展

原则及目标，确立分期实施计划等 ；规划内容涵盖各校区发

展背景条件研究、土地利用细分、建筑及景观空间控制意向

及设计要求、交通需求分析、财务及资金运行筹措计划、社

区公众参与办法与计划、环境及安全影响评价等内容。最后

以医学中心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各校区总体规划为依据，研究

制定地块层级“详细规划”（Detailed Plan），提出项目建设

选址论证报告和详细设计框架，规划确定具体地块主要经济

技术指标；划定地块规划研究内容，包括地块控制条件；划

定主要开放空间 ；提出场地建筑及景观主要控制特征，如研

究建筑高度与体量关系是否与现有场地开发相匹配等内容。

2.2  规划评价审核体系
1992 年旧金山医学中心成立了“面向 21 世纪规划委员

会”、“校区规划顾问委员会”（UAG），以及“社区顾问团体”

（CAG）三个规划审查委员会负责监督和指导《1996 长期

发展规划》的制定和执行策略。其中“面向 21 世纪规划委

员会”由校长组织任命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相关人员，负

责指导、评价审核和批准学校学术发展计划和总体规划；“校

区规划顾问委员会”主要由学术、医疗以及建筑和城市规

划学科的专业人士组成，主要为“面向 21 世纪规划委员会”

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同时审核具体的学科和项目发展目

标 ；“社区顾问团体”则由周边社区成员、民意代表和相关

专业人士构成，涉及建筑师、校董会、规划师、劳资人士、

社区普通居民、政府机构公务员等多方人士，设置工作组

负责组织征集、整理吸收长期发展规划制定和执行过程中

各方面代表的意见，为长期发展规划的目标制定和可持续

发展计划提供建议，并享有长期发展规划的评价审核权。

尽管三个规划委员会形式上彼此独立运行，审核的内容和

目标侧重点也有所区别，但都围绕学校学术发展评价、中

心现有条件评价报告、中心空间发展等共同内容进行探讨，

在经历广泛的多轮次协商后，最终制定形成统一的规划目

标和内容予以执行。

2.3  规划空间分配
尽管旧金山医学中心发展面临多中心分散发展，行政

成本增加，来自联邦基金投入减少等诸多压力，加之既有空

间增长需求十分有限，特别是帕纳塞斯校区受周边社区、高

度以及历史保护要求限制难以开展大规模的医学中心改造建

设，但为确保中心始终保持世界一流的医学中心地位，尤其

近 20 年来旧金山医学中心极大地增强了在医学研究和健康

诊疗方面的资金和人才投入，始终把医学中心的空间发展适

应科研和诊疗需求放在首要位置。《1996 长期发展规划》首

先对《1982 长期发展规划》制定的医学中心既有空间利用

情况进行了摸底，指出 20 世纪 80 年代是医学中心发展的快

速增长期，通过购买和租用的方式大约获取了 46.77 hm2 的

空间发展用地，大部分都位于旧金山市区内，空间分配主要

以教学、科研以及诊疗用地为主 ；其次基于各种情况下的空

间需求假设和未来发展趋势分析，为保持医疗科学和病人康

复治疗空间需求动态性，医学中心对空间需求采取定量化分

析，指出规划期至 2011 年仍需约 32 hm2 用地，其中 25 hm2

在密西湾新校区建设，使医学中心总体空间需求规模保持在

77 hm2 左右（表 2, 表 3）。
从表 2、表 3 反映的数据可见，首先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尽管医学中心各分校区的空间功能结构十分分散、用地空间

十分紧张，但出于对学术研究发展的重视，用于科研、学术

和教学的比例仍保持了较高的占比，约 50%，并主要集中在

帕纳塞斯校区，而行政管理设施则分散布置于密西中心、哈

瑞森等多个分中心。其次医学中心在总体空间发展需求上对

表 1  旧金山医学中心不同时代规划内容解析

不同时代规划成果 1976 长期发展规划 1982 长期发展规划 1996 长期发展规划

主要规划理念 反思校区集中发展缺陷，初步提出去中心化

发展思想，限定帕纳塞斯校区边界

延续和深化去中心化发展思想，

鼓励多校区建设

疏解拥挤校区压力，扩张新建校区，充实整合多校区发展

格局

规划主要场址 帕纳塞斯，蒙特里尔，旧金山总医院；老兵

医疗中心，密西中心，布坎南牙科

洛瑞尔，蒙特里尔；亨特斯，牡

蛎角；帕纳塞斯

密西湾，海港湾，帕纳塞斯，蒙特里尔，旧金山总医院

规划主要内容简

述

（1）明确学校科研和产业发展方向（由军事

医疗救助逐渐转向尖端医疗、生物医疗及康

复研究）；（2）增强与校区周边社区邻里发展

关系，主动限定老校区发展边界，为社区提

供公共开敞空间

（1）制定新建校区选址计划，并

提出多校区规划的适应性、互动

性、安全性等原则 ；（2）强化学

术与医学产业发展关系，优化建

筑功能布局，鼓励空间复合利用

（1）制定医学中心不同校区学术发展目标和任务，医疗诊

疗和救助规划；（2）确定新选址校区选址建设原则和标准；

（3）提出多校区交通改善计划，制定《1986 地震后建筑更

新与修缮计划》，校区基础设施完善计划、停车设施功能完

善等举措；（4）划定校区开放空间，制定校区美化及艺术

设计原则等

规划面积（hm2
） 36.88 46.77 77.09

资料来源：根据旧金山医学中心长期发展规划整理

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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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用地面积也保持了一定比例要求，基本控制在 20 m2/ 人
左右。尽管对校区空间需求分配制定了详细框架，但考虑到

未来学术增长的不可预测性，为与医疗用地保持合理的动态

分配，《1996 长期发展规划》中仍预留了 5% 的弹性发展用

地。总体上看，旧金山医学中心的空间需求规划是集约、紧

凑的，空间需求规划的重点在于为未来提供可能的发展空间

预测以及空间功能利用的重叠性，提高空间利用的灵活性以

期满足各种学术和医疗功能的实际发展需求，而不仅仅是简

单地布局一些建筑和设施，占据十分稀缺的空间资源。

3  旧金山医学中心规划经验与特点

回顾旧金山医学中心的成功发展经验，保持全球一流的

医学研究和诊疗水平，营造可持续发展、绿色生态环境一直是

其追求的首要目标。制定细致可靠的长期发展规划，尊重城市

生长机理，设立动态发展需求机制，充分协商各方利益是旧金

山医学中心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有益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3.1  规划研究内容广泛，研究目标具体 
以《1996 长期发展规划》为例，其规划研究内容具体是

以六项专题研究报告为基础，将规划目标细化分解，形成初

步报告后鼓励公众及时参与并做出积极回应。第一份研究报

告分析确立了旧金山医学中心未来学术发展的任务及目标，

研究内容以医学中心各学科发展为单位，具体讨论面向 21
世纪发展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详细应对措施。第二份《旧金

山医学中心空间发展报告》详细评价了校区空间发展环境，

着重分析既有空间利用、自然环境、建筑环境以及气候、地

震影响等客观条件，提出医学中心未来空间发展需求的总量，

并明确有限的空间发展规划首先要保障维持学术增长发展需

求，并将空间利用规划分解至各分校区（分中心）。第三份

《旧金山医学中心建筑设计指导报告》指出医学中心历史建

筑发展保护的重要性和具体措施，并制定新规划，指出新建

建筑应与医学中心内保留的历史建筑相协调，特别提出新建

筑无论是在建筑体量关系、建筑材质或是建筑元素的摄取都

应充分尊重既有的城市历史环境和地块的区划控制要求（如

场地高度限制、空间退让、红线后退等具体要求）。第四份《环

境健康安全评价报告》着重分析了医学实验可能产生的环境

危害，提出初步的规划和治理方案以降低对环境的影响。第

五份《社区调查报告》对医学中心各校区所涉及的邻里社区

居民意见和回复进行了分析。第六份《执行策略报告》对规

划执行可能涉及的资金筹措、人力资源管理、分期实施计划

等方案进行分析评价，提出了最佳执行策略。总体上，其研

究成果大体涵盖了学术发展计划、社区及邻里环境安全、公

共设施安全、建筑设计、环境影响评价及规划、资金筹措及

运作保障、住房发展、人力资源及经济改善计划、信息发展

技术、基础设施改善与维护等诸多方面，同时每一项规划研

究基本都围绕规划需求、规划原则、具体目标、评价标准等

四个部分进行了深入分析。

3.2  规划与城市功能合理衔接，保持城市自然增长机理 
根据加州法案授权，旧金山医学中心校区发展规划具

有自治权，可不受旧金山总体规划和城市区划法案制约。然

而，考虑医学中心总体发展策略，该中心在发展过程中始终

与旧金山政府和城市发展局构建良好协作关系，以谅解备忘

录的方式与旧金山市奠定了合作发展基础；遵循旧金山市的

总体发展格局，明确按照《旧金山市总体规划》和《城市区

划法》所应遵循的城市设计元素、住区和邻里社区控制要求

以及交通和环境保护要求等；以密西湾校区的详细设计为例，

维持格网化的城市路网布局，增强旧金山市的城市机理特征，

并为未来增长提供足够的灵活性（图 5），同时在城市、街

区以及建筑内部提供不同层次的公共开放空间，增加交往空

表 3  旧金山医学中心规划人员构成（单位：人）

用地类型
规划人员

1982 长期发展规划 1996 长期发展规划

教学人员和科研人员   2 390   3 100

行政管理人员及职工   8 820 17 600

学生   3 690   4 016

博士后研究学者   1 590   1 500

门诊及住院病人   2 945   4 300

访客   3 730   5 500

总计 23 165 36 016

注：访客包括探视人员、外来游客、学术交流与会人员、继续教育人员、

      志愿者及零售小贩、服务人员等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5] 整理

表 2  旧金山医学中心各类规划用地构成

用地类型
用地面积（hm2

）

1982 长期发展规划 1996 长期发展规划

教学用地   3.57   4.92

研究用地   9.18 23.69

医疗用地 13.20 18.58

学术用地   6.59 11.97

行政管理用地 4.0   5.67

社区活动用地   1.71   3.72

物流用地   3.89   6.22

住宅用地   2.08   2.32

预留用地   2.55   4.78

总计 46.77 77.09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5]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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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鼓励社区活动。

3.3  公众及社区参与广泛且深入 
事实上社区公众参与旧金山医学中心长期发展规划过

程是热情、积极的。早在《1996 规划》研究制定初期，医

学中心即针对校区周边的社区团体进行了一系列广泛、具

有包容性的公众参与调研活动，对所属不同行业的 75 位社

区公众代表进行了一对一的问卷访谈，问卷调查收集相关

意见作为制定中心长期发展规划的基础，而这些基础工作

是由“社区顾问团体”下的社区工作小组负责组织完成的，

在整个公众参与计划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根据旧金山医学中

心的分散布局特征，前后共计 15 个工作小组遍布于旧金山

市区和附近县市，负责收集整理医学中心长期发展规划中与

社区相关的信息和意见反馈，如交通、住房及环境改善以

及是否提供就业岗位等内容往往是社区公众较关注的话题。

“社区顾问团体”则负责指导监督社区工作小组的各项具

体工作，并负责协调中心与社区公众意见的分歧，同时就

中心新校区场址选址以及其他涉及社区邻里关系的重要规

划事项提出修改审核意见。此外，在《1996 规划》制定的

前后五年里，医学中心大约收到 3 000 份左右来自邻里个体、

商界人士、社区团体以及政府官员等不同群体的反馈意见，

通过举行定期工作报告、媒体宣传、社区访谈等形式收集

并答复公众关心的议题和内容，同时通过在《我们的社区》

出版物（一份影响旧金山地区约 17 万个家庭的出版刊物）

上不断更新长期发展规划制定和实施的相关政策，使公众

可以定期了解医学中心相关发展动态并及时与中心反馈交

流意见。

3.4  可持续建筑设计理念及空间设计的紧凑性、连贯性 
考虑到旧金山医学中心分散布局的总体特征，医学中

心总体规划中强调了各分校区的贯通性、协作性、凝聚力、

历史传承等四种理念，规划建筑设计遵照使用寿命期长、经

济性较好、空间利用灵活性较强等原则。在功能定位布局

上，强调帕纳塞斯、蒙特里尔、密西湾三大校区功能错位

差异化发展，选取不同的研究侧重点。以帕纳塞斯校区为例，

强调医疗基础科学研究，而密西湾校区则以尖端医疗和生

物技术科技研究为主，蒙特里尔校区则定位于医疗服务技

术的更新发展。在具体设计上，指出建筑设计应采取最新

技术以减少能耗，建筑设计的材质和设计元素应反映低碳、

可持续发展的设计标准和理念，增强与周边环境的协调相容

性，比如使用有效的阻隔材料减少建筑对外的热传导，规

划建筑设计利用太阳能、增加自然冷却恒温等新技术。建

筑空间设计着重研究医学科研活动和教学功能，以及诊疗

功能的复合性 ；把空间留给最急需的项目，而不是简单地

布置建筑占据紧张的发展空间。比如，把各分校的基础生

物医药研究机构集中整合，可节约整合出较多的空间提供

给其他急需项目，同时对于大多数从事基础医疗的研究生

而言，接受教育的场所主要发生在实验室而非固定在分散

的教学室，那么这些基础医疗实验室必须具备足够的空间

以容纳更多的现代实验仪器及研究人员。另外，对从事临

床诊疗研究的工作人员则需要不同形式的空间，不仅需要

布局各种用于检查检测的特殊医疗设施设备，同时也需要

部分基础医疗实验功能，加之他们一部分时间需要花在随

时保持与病人交谈，以及与研究生交流病例处理意见，很

难在短时间内从一个空间转移至另一空间，那么在建筑设

计中增强这些空间利用的连贯性就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在

可预见的规划期内，基础医疗科学和临床研究发展将呈现

高度的交叉、融合特征，因此，保持合理的空间距离和可

接入性成为规划建筑设计的关键。

3.5  鼓励低碳出行的交通方式，建立实时管控的停车管

理系统  
由于现有校区体系分散，增强校区间人员和物流联系

的便捷性和流动性是旧金山医学中心交通规划首要考虑的问

题，建立一个广泛的交通需求管理系统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

途径。规划中鼓励采取多种交通出行方式，以降低对小汽车

的依赖，降低对城市以及社区邻里交通拥堵的压力，如在校

区间设置涵盖 15 条线路的免费穿梭巴士（图 6）和点对点

的自行车服务体系，鼓励就近居住员工小汽车和巴士共乘计

划。规划指出新规划校区场址应可靠、方便地接入城市高速

路、主要街道或地铁、BRT 等其他公共交通体系，以增强中图 5  旧金山医学中心密西湾校区肌理特征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5]

密西湾南部重建区

密西湾南部重建区

密西湾北部重建区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

医学中心密西湾校区

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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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各校区流动的便捷性。停车系统首先规划足够的停车设施

以容纳校区及周边邻里社区的停车需求，并给予残障人士就

医和急诊病人优先使用权；同时利用卫星定位系统和电子信

息系统以及停车收费调节系统实时动态监控交通流量信息，

以提高各校区停车设施的使用效率。

4  总结与启示

从旧金山医学中心的规划发展史我们可以概述以下几个

主要成功经验。一是始终维系其医学学术和诊疗技术发展的持

续创新能力，保持其全球一流水平的地位是支撑其发展的源动

力。二是在医学中心各层次规划中贯彻“把空间留给最需的”，

并“强调空间的集约整合利用”，这是影响医学中心发展的两

条重要规划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整合了其多校区发展环境，

有效地保障了学术和诊疗发展技术空间增长的需要。三是基于

对规划过程的控制也是该中心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长期发展

规划制定的整个过程是各方力量不断博弈、调整的过程，这一

过程反映出公众参与的全程性、实时性与广泛性，通过具体化

的规划目标和内容，增强了规划实施的可操作性和协调性。

对比我国高校多校区规划建设发展实践，由于国情体制

背景和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我国高校形成多校区大学的途

径和方式有别于旧金山医学中心渐进式的发展历程。首先多

校区新建扩建过程中，行政力量的强制推动占主导地位，土

地的获取方面相较于国外的协商处理机制更为快捷。以西部

地区国内某知名医学高校为例，在 2000 年左右高校招生规

模急剧扩大时期，短期内通过行政手段取得了 130 hm2 的教

育划拨用地，计划为 2.2 万名师生提供教学、生活发展空间。

然而由于较高的人均用地标准，以及不恰当的规划手法，新

建校区规划布局松散，用地浪费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借鉴

吸取旧金山医学中心的紧凑、集约发展方式对优化调整高校

用地结构和合理确定人均用地标准，提高多校区的土地利用

效率，在空间利用上保障教学和学术科研发展尤为重要。其

次，我国高校扩张初期，通常都会通过置换变卖部分老校区

土地以弥补前期建设资金的不足，这在建设初期不失为一种

切实可行的做法，但在新一轮创新发展中如仍将大量的老校

区进行功能置换，则极容易造成老校区城市功能失衡，高校

文化和社区认同感下降。加之现阶段我国公众参与沟通机制

不畅，新老校区与社区割裂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新一轮规

划升级过程中应借鉴旧金山医学中心的方式，充分引入社区

力量，逐步推行以人为本的协作式规划，修正自上而下的理

性规划方式，使得大学校区与社区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从

而达到与社区共享社会资源的效果。再次，由于新老校区间

整合、调整时间较短，多数高校尚未形成定位明确的多校区

发展机制，各校区没有明晰具体的发展目标，不同校区间教

学、科研、行政资源重复配置普遍存在。因而，对比借鉴旧

金山医学中心的规划模式，我国多校区规划建设既要提出宏

观层次高校发展战略规划，也要关注多校区学术、科研以及

教学规划建设目标的差异化和具体化发展。

本课题在国外研究过程中，获得国家出国留学基金提供

CSC Scholarship 奖学金资助，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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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旧金山医学中心多校区免费穿梭巴士计划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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