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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发展的历史中，城市形态

历来对于描述和定义城市的特性方

面有着重要的价值，因此，关于城市

形态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热门论题，且

多以宏观地以几何形态描述作为表

述的基本方法。本文所关注的是城市

物质空间形态的认知尺度，探讨由于

认知尺度的差异所带来的表述元素

不同的问题。

对一般物质形态的描述通常可

以分几何形状、色彩和质感等几个基

本方面，城市物质空间形态的描述理

应也从这几个角度入手，然而由于人

与城市在实际尺度方面的巨大差异

导致了这些常用的要素具有实效性。

当我们将城市作为一个物质整体时，

我们是以宏观的尺度来表达城市，而

当我们游走在城市之中时我们体验

的城市的空间场所，此时宏观尺度下

的表述元素基本失效，我们不得不采

用微观的尺度来表达城市的物质空

间，这一尺度下的表述元素是不一样

的。我们可以以宏观尺度去理解和思

考城市物质形态问题，然而要检验城

市物质空间的实际意义则需要用微

观尺度来考量，对于城市形态问题两

种尺度必须并用，缺一不可。

1 宏观尺度的表述及其意义

宏观尺度表述城市形态的术语

是：几何形状、色彩和肌理。几何形状

包括了城市的平面形状和城市的空

间轮廓形态，色彩是指城市的基本色

调和鸟瞰状态下的城市的视觉纹理。

那么这些形状、轮廓、基本色调和视

觉纹理在现实中他们的实际意义如

何？他们的生成机制和要素应该是我

们关注的对象。

1.1 平面形状

城市平面形状的产生和它所依

附的自然地理条件有直接的关系。回

顾城市发展的历史，在人为力量还不

[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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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改变自然的农耕时代，城市的发

生与发展和其所依附的自然山水紧

密地结合在一起，城市平面形状取决

于它所依附的自然地形（图1），准确

地说自然山水的形态造就并限定了

一个城市的平面形态，它的有序性和

可描述性取决于二者结合的方式。以

南京为例：从它的历史发展来看。尽

管历代君王在建城的原则和指导思

想方面都遵循了传统的制度，然而根

据城市规模的不同，城市选址也略有

不同。同时它们还有着一个共同点，

这就是以自然山水为依托形成了城

市的轮廓（图2），明城墙的轮廓线就

是自然山水的连接线。古代城市结合

自然山水筑城意在依托自然获得人

与自然的协调，这个协调就是城市形

态构成的动力，也是农耕社会的特

点。

然而现代城市的发展和古代农

耕社会完全不同，现代城市的发展是

和工业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城市不

再仅仅是物资的交换地更重要的是

产品的生产基地，城市成了经济发展

的动力点，因此它的发展动力和方向

多和经济运作及政治决策密切相关。

它不但具有辐射力，而且具有吸引

力，辐射力和吸引力的大小多半取决

于它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工业化

给了人们可以和自然相抗衡的力量，

开山辟路，遇河架桥变得轻而易举，

所以自然山水不再是城市发展的任

何限定。强大的经济发展需求犹如磁

铁一样，驱动着城市的发展方向，因

此经济发展因素替代了自然环境成

图2 南京城历史发展中，自然山水与城市的关系图（方霞制作）。

图1 如果把城市的物态形式比作一滴水，在不同的自然环境的基底上，蔓延形
成了不一样的形态。

了现代城市形态构成的主导因素。如

现代南京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

城市首先打破了古城墙的界限，分别

向南、北、西三个方向发展。在跨越了

外秦淮河后长江成了南京主城区西

部的轮廓线，然而当跨江发展的战略

实施后，城市的发展不再会有天然屏

障，城市轮廓也就不再会以自然元素

为界，城市周边任何经济发展都可能

成为城市形态变化的动力。由于城市

周边的经济发展状况是不断变化的，

城市的边缘形态发展方向也随之不

断地调整，因此现代城市的边缘形态

处于不断游离、变化的状态之中。

1.2 空间轮廓

城市天际轮廓线也是城市空间

形态研究的另一项重要维度，在现代

城市形态的研究中尤为突出。古代城

市由于建筑技术的单一和建设条件

的限制，城市建筑在高度上比较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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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这种统一不仅仅是物质表象，实

际上建筑的功能类型也相对较少。在

古代城市中建筑群组织的空间形态

和它所依附的自然山水的态势是一

致的，城市的轮廓线主要取决于自然

山水的轮廓线。现代城市不仅在功能

复杂性方面远远超过了古代城市，而

且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人们对建筑

的高度有着持续不断地追求，同时建

筑技术的不断创新使得人们的这种

追求不断得以实现。经济利益集聚带

来的高效益促使了现代城市中心商

务区的形成，同时又以高度密集的高

层建筑群的形式集中构筑了城市的

图3-1 城市空间轮廓研究理论模型

图3-2 芝加哥天际线

天际线，这种由经济发展推动的城市

建设模式对城市的空间形态起着关

键作用。如现代城市的中心商务区由

于地价和经济集聚效益的原因成为

高层建筑的集聚地，因此，城市的总

体规划中对城市中心商务区（中央商

务中心CBD）的地理位置的决策意味

着对城市空间形态制高点的决策（图

3）。

在现代大都市中，由于城市的尺

度过大，城市往往出现了多中心的格

局，每一个中心都会出现密集的高层

建筑群，形成了多个起伏的人造峰的

空间形态。从另一个角度看，每个形

成的高层建筑群都和所在区域的经

济发展利益紧密相关，和所在的土地

价格也有密切的关系。连接中心区之

间的城市道路不仅是交通连线，而且

由于它的交通特殊性往往也成了高

层建筑的集聚地（图4）。

通过对城市的平面形态和空间

形态的分析，可以说古代城市的形态

和自然山水紧密相关，而现代城市空

间形态的构成则与经济运作的策略

和结果有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现代

城市的空间形态是城市经济和政策

运作的产物，天际线是城市形态发展

的结果。纽约曼哈顿岛的空间天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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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城市空间轮廓研究多中心理论模型

图4-2 纽约曼哈顿岛的天际线

图5 城市肌理图示

是现代大都市空间形态的代表，往往

人们以此作为现代城市美学的范例。

但我认为，现代城市的空间形态虽然

可以从美学的角度去欣赏，却并不能

从美学的角度去设计。

1.3 基本色调

在宏观尺度下，城市的基本色调

由自然环境色和建筑色彩共同组成，

就建筑色彩而言主要以建筑的顶面

色彩为主。古代城市色彩的统一性和

鲜明特征来自于建筑技术和建筑材

料以及建筑自然维持技能的地域性，

从技术层面上可以说是一种限定，然

而在这种限定下却产生了现代城市

求之不得的色彩特征。现代城市的建

设和发展建立在现代技术的先进性

的基础之上，建筑技术和建筑材料给

设计者带来了更多的自由，然而这种

自由也带来了色彩统一性的缺失。当

我们从卫星航片上看我们的现代城

市时，基本上无一例外地呈现出灰色

的基调，这种灰色基调并不是真正的

灰色，而是丰富多彩的建筑材料共同

作用下的视觉效果。我们对现代技术

的基本选择和我们对技术无地域性

的基本认可，也就应该接受现代城市

色彩本质的基本现实，这是不依人们

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1.4 城市肌理

城市肌理是宏观尺度之下讨论

城市质感的常用名词，它反映了鸟瞰

状态下的城市的视觉纹理，是城市表

皮纹理的形态。看古代城市形态，城

市肌理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类是自

然形成的内在规律形态，另一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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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组织的几何格网形态（图5）。纹理

清晰往往是肌理形式感强的重要标

志，而纹理清晰的要素是建筑群体组

织结构。组织结构是一种潜在秩序，

这种潜在秩序通过具体的建筑物群

体的组织形式得以显现。图6-1和6-

2分别为自然生长的城市和人工规划

的城市，尽管它们的产生方法不同但

是它们都遵循了自然地貌的基本关

系，以地形地貌为组织结构，它们也

就有了相似的肌理。图7-1、7-2分别

的是几何格网的组织规律。因此尽管

它们的形态之间有明显的差异，然而

它们的形式感都很强，呈现出优美的

城市肌理形态。换句话说，在城市空

间中只有建筑物的外在几何形态受

制于组织结构的潜在秩序的城市肌

理形态才能被表现出来。

肌理的特质成就了城市表皮形

态，肌理的特性成了城市形态的重要

表现因素，因此肌理的均质性和一致

性都有助于强化肌理的特色，反之则

图6-1 自然生长的城市 图6-2 人工规划的城市

图7-1 放射形网格 图7-2 方格网

是按人为规划发展起来的城市肌理

形态，它的主要特色是几何格网的纹

理形式，前者是放射形格网，后者是

最为常见的方格网。虽然人为规划的

城市肌理组织结构和自然生长的城

市肌理组织结构有着本质的不同，但

是它们的肌理显现机制是相同的，即

建筑物的外在几何形态受制于城市

结构的组织秩序，自然生长的城市肌

理形态遵循的是潜在的生长机制规

律，而人为规划的城市肌理形态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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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

2 宏观与微观的转换关系

相对于宏观尺度的表达，微观尺度下的城市物质空间的

表达则很不清晰，难度更大。在微观尺度中，城市的认知成了

以人的尺度去观察城市的物质空间现象。虽然这种认知相对

于宏观层面的认知只是局部的认知或片断认知，但是从城市

物质空间环境的角度看这类局部认知或片断认知甚至比整体

更为重要。我们设想了许多城市设计的方法，如果我们不能清

晰的表述微观层面上城市物质空间形态的基本要素及其实际

意义，我们的城市设计是无法奏效的。在宏观尺度中的城市的

形态、色彩和肌理在微观尺度中有的难以认知或已失去实际

意义，因此要建构新的认知术语。

宏观层面中的形态因素在微观层面中由于尺度的原因难

以被认知，城市边缘形态的任何变化并不能在微观尺度中被

显现出来，因此在微观层面上讨论城市的形态问题也就失去

了实际意义。

在微观层面上，城市色彩的直接反映是被观察物的垂直

面，就现代城市物质空间而言，其物质构成更是丰富多变，这

个变化不但来源于建筑材料的丰富组合，而且也来自于人们

对新技术可能性的探索和挑战，这个追求和欲望和现代性的

基本理念相一致，和现代城市的发展相吻合。对于置身于现代

化大都市的人们来说，城市的物质空间不仅仅是建筑材料反

映的色彩，而且有众多符号性的标志所反映的色彩，因此无法

科学地用单一倾向色来定义城市物质空间形态在微观层面上

的色彩。换句话来说，在微观层面上色彩也不是城市物质空间

形态的研究要素。

宏观层面上的另一个要素是城市肌理，虽然城市肌理是

城市形态的重要元素，可以在一定的比例条件下被认知，但是

无法在微观层面上被直接体验。由于对城市肌理形态的研究

是建立在宏观层面的特定比例之下，所以当研究对象的比例

还原到微观真实状态之后，原有的可描述的肌理形态也随之

消失，而转换为另一种视觉形式。例如：图8-1是瑞士首都伯尔

尼老城的鸟瞰影像图，它既显示了老城的几何形态又显示了

老城的肌理形态；图8-2是老城的一组街景，是肌理形态的人

图8-1 瑞士首都伯尔尼老城的鸟瞰影像图

图8-2  伯尔尼老城的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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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的是街区和街道的界面，实际上

它们反映了肌理形态的细部。这个肌

理的细部是可以被人们直接体验的，

它是城市形态的直观表达。

图9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规划

或设计的一组图纸，有趣的是，第一

眼视角表达。伯尔尼老城是从中世纪

发展起来的，它仍然保持着自然生长

的城市的特色和痕迹，清晰的肌理形

态和完整的街区空间一一对应。也就

是说，此两张图可以看成是同一物态

形式在不同比例状态下的表述，后者

图9 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形态规划图，以及相对规划图中街道空间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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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六个城市的中心区肌理形态比较与分析图，它们从上至下分别是:美国的芝
加哥、法国巴黎、西班牙巴塞罗那、荷兰阿姆斯特丹、英国伦敦、中国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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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图表达了对城市的几何形式和肌

理形态的设想，同时还有第二、三张

图纸同时表述了构想中肌理形态的

人眼视角的感知情形。如果说鸟瞰视

角是研究的工具或设计的对象的话，

那么，人眼视角则是对设计成果的检

验工具。

3 微观尺度的表述及其意义

从形态的角度论城市街区是城

市肌理的基本单元。在微观层面研究

中，目前学界公认的比较成熟的研究

是美国理论家凯文·林奇的关于城市

物质空间形态的研究。之所以林奇的

理论被普遍接受，是因为它清晰地表

明了优秀的城市物质空间认知的五

个要素，而不是靠语言的形容加上照

片的佐证，但是，林奇提出的五要素

只能用于体验而不能用于表达和分

析。因此在微观层面上进一步探索可

描述、可操作的学术术语显得非常重

要，合理的图示化是研究的起点。

图10是我们选取了欧洲和美洲

几个主要城市的部分街区切片来与

南京新街口的街区切片进行比较，作

为我们的图示试验。从比较中可以看

出：

街区形：街区的形状和尺寸可以

因城市而异，尽管大多数城市以方格

网为主。在南京的切片中虽然街区形

较之其他城市不那么清楚，但也显出

了自己的格网形式。

路网体系：路网体系和街区形有

直接关系，在欧美五个城市的范例

中，路网形是街区形的直接翻版——

街区的负形。南京的切片有明显的不

同，路网呈现出的清楚的形态和街区

形并不完全一致，换句话说，街区形

没有直接体现出路网形。

街区建筑：在欧美五个城市案例

中，街区建筑和街区形也有着紧密联

系，形态非常吻合。由于高层建筑和

多层建筑在建设规范上有着很大的

不同，所以在分析图中分别用黑色和

灰色表示高层和多层。在所选欧美的

城市范例切片中除纽约的曼哈顿外

其他均以多层为主，所以街区建筑形

和街区形基本一致；在曼哈顿切片

中，多层建筑的组合形也和其方格网

状的街区形相一致，只有高层建筑有

所区别。而在南京新街口的切片中，

多层建筑组合形、高层建筑形体以及

街区形三种形态各自独立，并和路网

边界没有关系。

街区相关线：街区形、路网体系、

街区建筑这三项元素是从图像直接

提取的，通过三个元素的分析我们已

经看出它们之间在建筑与街区的关

系上有不同，所以更进一步，我们提

出了街区相关线的概念。所谓街区相

关线是从建筑和所在街区在几何关

系上找出可以量化分析的模度。我们

把建筑的边线进行分解，去除和街区

几何边线无关的线条即得到了本研

究设定的街区相关线图形。很明显，

南京切片的街区相关线图形最不闭

合或不成形，相反其他几个案例的街

区相关线图形都比较完好，以巴塞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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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最为优秀。

如果我们将建筑边线和街区边

线即道路边线提取出来，二者进行比

较，就可以判断街区的完整程度——

街区的整合度。通过对整合度的计算

我们可以看到南京的街区整合度在

这几个主要城市中是最低的，几乎只

有其他城市的一半，从城市街区形态

的角度看，整合度越高视觉效果越整

齐。这虽然只是一个尝试，然而试验

预示了微观层面的形态研究可以进

一步发展的方向。

初步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

论：

（1）微观层面上的城市物质空间

形态主要和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有

着直接的关系，城市的几何形态是社

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并不是基于视觉

美学设计的结果，也不可能对美学结

果进行控制。相对而言，微观层面上

的城市形态和人的视觉感受关系更

为直接，城市肌理要素可以转译为城

市的街区要素，因此从感知层面上

看，城市的肌理形态比城市的几何形

态更为重要。

（2）街区的整合度是肌理形态清

晰与否的重要指标。街区的整合度

高，获得的城市肌理形态就清晰，反

之，城市肌理形态模糊。

（3）对街区整合度结果直接有影

响的是建筑几何边线引起的街区相

关线及其建筑的相关度。建筑的相关

度越高，街区的整合度也越高。因此，

就城市设计而言，对城市肌理形态的

把握并不是控制单个建筑的风格和

色彩，而是对单个建筑几何外边线的

控制度。

结语

反思以往的城市设计，往往在制

定单体建筑的规则上下功夫，设定种

种限制条件，然而最终很少有能成功

控制的案例。实际上，建筑单体或组

合体是自身利益的代表，而街区是由

多个利益主体集合而成。在多个利益

主体之间必须依托公共秩序才能获

得均衡，建立简单易行的公共秩序是

城市设计的主要工作。另一方面该公

共秩序必须以不影响各利益主体对

各自形象的需求为基本条件，该公共

秩序才会被多个利益主体接受并遵

守。本研究认为建筑相关度是保证街

区整合度的重要因素，建筑相关度概

念的提出目的在于建构多个利益主

体之间的公共秩序。单纯的几何控制

线和建筑语言不同，它并不涉及到色

彩、质感、风格及其他利益主体所需

的表现题材，因此有被接受的可行

性,因而也就为城市物质形态的管控

策略提供了可操作的平台。

摘要：

虽然城市物质空间形态是人们研究的重

要问题，但是对城市物质空间形态的认

知尺度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本

文通过对宏观和微观两个认知尺度的分

析，阐述了认知尺度的重要性、认知元素

在不同尺度中的时效性，探索了不同认

知尺度下认知要素的转换，为建构微观

层面的城市物质空间形态的认知体系和

操作要素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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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 spatial form of a

city is an important character for urban

research, however the scale tool for de-

scribing the form has not been given

enough attention. Based on urban form

analysis this article is concerning the

different phenomena between the larger

scale and human scale, and showing the

value in the perceivable elements. The

study on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he dif-

ferent scales has already built the foun-

da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which will

establish the system for depicting city

form within the human scale.

Key words: human scale;urban context;

conformity lev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