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

2004(11)

现
代
城
市
研
究

1 城市设计的法定定义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城市设计的定

义、范围众说纷纭,各抒己见。 1998年,国

家技术监督局、建设部联合发布了《城市

规划基本术语标准》(ＧＢ/Ｔ50280-98)

(以下简称为“标准”)。《标准》中城市设计

定义为:“对城市体型和空间环境所作的

整体构思和安排,贯穿于城市规划的全

过程。”《标准》在条文说明中又进一步指

出:“城市设计所涉及的城市体型和空间

环境,是城市设计要考虑的基本要素,即

由建筑物、道路、绿地、自然地形等构成的
基本物质要素,以及由基本物质要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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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城市设计要做些什么？又怎样去实施？本文提出城市设计要与城市规划的各个阶
段对应，涉及成果纳入城市规划。本刊今年第7期，中科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系教
授齐康著文说：“城市设计是通过具体的建筑设计去实现的。”“城市设计应看作
城市中的建筑设计和建筑中的城市设计，具体解释为每栋建筑的设计和实施都
是城市设计的一个实践部分。”这就要问，当某个城市广场周围的建筑项目未定
时，怎样去做这个广场的城市设计？问题又回到城市设计要做什么，做到何种深
度，城市设计的成果图应包括哪些，怎样去实施？欢迎大家来稿探讨。

成的相互联系的、有序的城市空间和城
市整体形象,如从小尺度的亲切的庭院

空间、宏伟的城市广场,直到整个城市存

在于自然空间的形象。城市设计的目的,

在于提高城市的环境质量、城市景观和

城市整体形象的艺术水平,创造和谐宜

人的生活环境。城市设计应该贯穿于城

市规划的全过程。”《标准》对城市设计的

定义、适用范围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基本

上解决了对这些问题的争议,为统一对

城市设计的认识和加强对城市设计工作

重要性的认识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标准》对城市设计的定义和说明是开展

城市设计工作一个基础性前提。

[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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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明确城市设计贯穿于城市

规划全过程、各阶段。

2 当前的城市设计要以城市规划的
形式实施

城市设计作为一种没有法律地位和

效力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过程,其成果是
不能直接付诸实施的,城市规划行政主

管部门不能依据城市设计核发“一书两
证”,进行城市规划管理。城市设计要付诸

实施,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通过立
法确立城市设计的法律地位和效力(我

们比喻为“直接上市”);二是通过“转译”
(我们比喻为“借壳上市”),以城市规划的
形式表现出来:要么结合各阶段城市规

划编制城市设计;要么单独编制城市设
计,作为某一阶段城市规划的前期分析

研究,将成果纳入下一步的城市规划。从
目前修订的《城乡规划法》来看,其中并未

涉及城市设计,通过立法解决城市设计
法律地位和效力虽是一种根本性的办

法,但近期恐怕难以实现,尤其是大范围

的普遍性实现。当前,城市设计要付诸实
施,在绝大多数地区只能以第二种方式,

通过“转译”为城市规划的形式来付诸实

施。

城市设计成果直接融入各阶段的城

市规划,具有法律地位和效力,便于操作

实施。但这一方式也存在不利方面:由于

与城市规划工作同步进行,而城市规划

涉及的方面多,很难把工作重点放在城

市设计方面,容易影响城市设计的深度

和质量。

3 关于城市设计阶段划分

为便于将城市设计成果纳入城市规

划,城市设计阶段划分宜等同于城市规

划。结合实际情况,将城市设计划分为:区

域城市设计、总体城市设计和详细城市设

计。区域城市设计对应城镇体系规划阶

段,总体城市设计对应城市总体规划阶

段和分区规划阶段,详细城市设计对应

控制性详规阶段和修建性详规阶段。
3.1 区域城市设计一般不宜单独编制,应
结合城镇体系规划同步编制

区域城市设计主要内容:

1）确定区域各城镇的景观风貌特色。
2）确定区域交通走廊(公路、铁路)等

沿线景观发展策略。
3）提出保护利用区域天然岸线、重要

历史文化遗产等自然或人工景观资源的

对策。
而城镇体系规划中有关城市体型和

空间环境的内容有：确定保护区域生态环
境、自然和人文景观以及历史文化遗产的

原则和措施。在此可以看出,城镇体系规
划中有关城市体型和空间环境的内容与

区域城市设计虽不尽相同,但仍具有一
定的相通之处。
3.2总体城市设计对于大中城市而言一般
可以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单独编制
3.2.1 总体城市设计主要内容：

（1）城市形态格局：①城市总体形态

格局的保护和发展原则;②确定城市主

要的发展轴线和重要节点;③城市传统

空间形态的保护和发展原则。

（2）城市建筑景观：①提出城市建筑
艺术特色;②确定城市建筑高度分区和

城市天际轮廊线;③确定城市标志的发
展方向及控制原则。

（3）城市开放空间体系：①城市公园

绿地系统的布局和功能体系;②城市主

要广场的位置、序列和层次;③提出城市

主要街道的发展原则;④确定城市滨水
岸线的控制指引。

（4）城市特色分区：①划分城市特色

分区;　②各分区的环境特征、文化内涵、

人文特色和建筑形体的控制原则。

（5）城市观景系统：①组织重要的景

观点、观景点和视线走廊系统,提出视线

走廊范围内建筑物位置、体量和体型的

控制原则;②确定城市眺望系统及其控

制原则。

（6）城市人文活动体系：研究城市人
文活动的特征、规律及空间分布,确定城

市人文活动的领域、场所、路线。
（7）城市重点的地段：确定城市重点

地段的位置、开发控制原则和管理细则,

包括建筑体量、建筑高度、建筑界面、容积
率、公共开敞空间、建筑风格、街道色彩、

绿化配置、树种选择等。
3.2.2 城市总体规划中有关城市体型
和空间环境的内容

（1）城市土地利用和空间布局：①城

市各类用地布局;市区级中心及主要公
共服务设施布局;②重要地段的高度控

制、文物古迹、历史地段、风景名胜的保
护,城市风貌和特色;　③旧区改建原则,
用地结构调整及环境综合整治;　④禁

止建设的绿色空间控制范围。
（2）道路交通：城市主、次干道系统的

走向、断面、主要交叉口形式,主要广场的
位置、容量。

（3）确定城市河湖水系的治理目标

和总体布局,分配沿河、沿江岸线。

（4）确定园林绿地系统的发展目标

及总体布局。
3.2.3 城市总体规划与总体设计的异
同点

城市总体规划、总体城市设计都研

究城市空间环境,二者的内容自然具有
很多相同之处。不同之处是,总体城市设

计与城市总体规划中有关城市体型和空
间环境规划相比,在内容上则更为体系

化,更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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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中城市而言,城市规模大、功

能复杂、头绪多,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整

体空间环境的构思和安排尚不够深入和

全面,需要单独编制总体城市设计,对城

市体型和空间环境作透彻、系统的研究。

而对于小城市来说,规模小、功能简单,除

非城市景观资源特别丰富,城市总体规

划和城市风貌规划对城市空间环境的安
排基本上能够满足要求,一般无需单独

编制总体城市设计,而应将总体城市设

计研究结合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从实

际操作来讲,全国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

已经基本编制完成或正在报批之中,结

合城市总体规划同步编制城市设计,只

能待总体规划调整时进行。单独编制的

总体城市设计经批准后,可按照总体规

划局部调整或重大变更的程序纳入城市

总体规划,付诸实施;当然也可以作为指
导编制下一层次城市规划或城市设计的

重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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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分区规划阶段的城市设计
分区规划阶段的城市设计可参照总

体城市设计执行。大中城市在城市总体

规划的基础上,可以编制分区规划。分区

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在总体规划的基础
上,对城市土地利用、人口分布和公共设

施、城市基础设施的配置作出进一步的
安排,以便与详细规划更好地衔接。”这主

要是针对大中城市规模大,用地范围广,
采用的比例尺小,对有关问题研究得不

够深入。从城市设计研究的用地范围上
看,大中城市的一个分区和一个小城市
是基本相当的,具体实践中,大中城市分

区规划的编制深度和小城市的总体规划
编制深度也是基本相当的。所以,分区规

划阶段的城市设计可参照总体城市设计
执行。
3.4控制性详规阶段的城市设计

本阶段的城市设计一般情况下结合

控制性详规同步编制。城市重点地段应
先单独编制控制性详规阶段的城市设

计。
3.4.1 控制性详规阶段的详细城市设
计内容　　

（1）总体结构：确定规划范围内总体

结构、格局、功能分区;

（2）景观设计：确定规划范围内景点、

景区的用地范围,协调区的范围,确定主

要轴线和节点(主要景点)、观景点和眺望

系统;

（3）开放空间：确定规划范围内公园

绿地、主要街道、广场、步行系统、生活岸

线、向公众开放建筑物的布局方式和设

计要求;

（4）交通组织：确定规划范围内的道

路网络、静态交通和公共交通的组织;

（5）建筑形态。

3.4.2 控制性详规主要内容
（1）详细规定所规划范围内各类不同

使用性质用地的界线,规定各类用地内
适建,不适建或者有条件地允许建设的

建筑类型;
（2）规定各地块建筑高度、密度、容积

率、绿地率等控制指标;规定交通出入口
方位、停车泊位、建筑后退红线距离、建筑

间距等要求;
（3）提出各地块的建筑体量、体型、色

彩等要求;

（4）确定各级支路的红线位置、控制
点坐标和标高;

（5）根据规划容量,确定工程管线的
走向、管径和工程设施的用地界线;

（6）制定相应的土地使用与建筑管理
规定。

由此可以看出控规与该阶段的城市
设计在内容上有相当部分是相同的。控规

中地块划分、规定建筑高度、容积率、绿地

率、建筑后退红线、建筑间距,提出建筑体
量、体型、色彩要求等内容,一方面要进行

城市经济方面的分析,另一方面要进行
城市空间和环境分析;控规的城市空间

环境的分析实质就是该阶段城市设计的

部分内容。所以,一般情况下,控规包括了

大部分的该阶段的城市设计内容, 无需

单独编制该阶段的城市设计。但如果是城

市的重点地段,如城市中心区、重要的广

场、街道、重点生活岸线、机场、港口等,对
城市空间环境要求高,需要对城市空间

体型、环境进行重点研究,就应该在编制

控规前,单独编制城市设计。控规阶段的

城市设计完成后,将成果作为控规的空

间环境分析的研究成果纳入到控规中,

从而具备法律效力。
3.5修建性详规阶段的城市设计

就内容而言与控制性详规阶段的城
市设计并无二致,与控制性城市设计合

并为详细城市设计同样作为详细规划阶
段的城市设计,修建性详规阶段的城市

设计的内容与控制性详规阶段的城市设
计内容基本相同。作为一般地段的修建

性详规,功能简单,空间环境处理难度低,
无须单独做城市设计;如是城市重点地
段,则应先单独编制修建性详规阶段的

城市设计,再将其成果纳入修建性详规。
这一点与控制性详规阶段的城市设计的

编制前提是相同的。所以,修建性详规阶
段的城市设计和控制性详规阶段的城市

设计都是对局部地段城市空间环境的分
析研究,可以合二为一称为详细城市设

计。

摘要：

城市设计贯穿于城市规划全过程、各阶段。对

城市设计的实施、编制方式和阶段进行了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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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rban design is run through at

the whole course of urban planning, every

stages. Some discussions have been carried on

to the implementation, working out the way and

stage of the urba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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