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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收缩城市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规划师和

决策者都认识到处于收缩或存在潜在收缩的地区不

能也不必急于逆转这种局面。霍斯珀斯（Hospers）

认为“接受收缩”（accepting shrinkage）并“利用收

缩”（utilizing shrinkage）是相对合理的应对态度 [1]。 

当“增长主义”的规划模式趋向终结，粗放扩张型

向紧凑集约型范式转变时 [2]，应将收缩视为一种不

可回避的现象并主动“适应”（adapting）收缩 [3]。

国内外针对收缩现象提出的适应型收缩政策和规

划成果丰富，在“老工业基地转型”[4-5]、“旧城衰

落”[6] 和“乡村空心化”[7] 等实践领域展开了丰富

的探索。其中，部分学者主张进行“合理精简”（right- 

sizing），调整、适应不断缩减的城市规模并建设紧

凑型城市形态，通过缩减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

规模，以及拆除或重新利用空置建筑来削减不必要

的财政支出。在这个过程中，有序地控制和管理城

市空间形态也越来越成为收缩城市规划的重点。以

美国的底特律、弗林特和布法罗等收缩城市为例，

这些旧工业城市长期面临人口减少、经济衰落、工

厂倒闭、住房空置和工业区衰败等收缩问题，形成

了城市风貌衰败且空间形态混乱的收缩景观。显然，

这种极度萧条破败、消极负面、让人绝望的外部环

境继而又降低了仍居住在当地的人们的生活品质，

导致人口的再次流失与经济的进一步萎靡。

事实上，城市增长期也同样面临形态控制问

题，新城市主义倡导者为了治理城市增长中的

无序蔓延问题，提出了以“断面模型”（transect 

model）作为控制城市风貌的“形态准则”（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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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codes）[8-9]。该模型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随着城市化

强度的提高，形成从乡村向城市阶段性过渡的人居环境带，

既使空间特征表达变得更具体，也使规划控制意图更加明

确 [10]。基于此，霍兰德（Hollander）提出“反向断面模型”

（reverse transect model），即将断面模型反向，用来控制城

市收缩阶段的风貌衰败和形态变化 [11]。新城市主义者可以

利用断面模型作为精明增长工具来限制无约束的增长，我

们亦可利用断面模型实现精明收缩，以“更少的规划——

更少的人、更少的建筑、更少的土地利用”为目标 [5]，积极、

主动地控制无序衰败的收缩景观。

基于以上新思路，本文基于断面模型，从形态控制视角

完整性、多样性、连续性上探究精明收缩策略。首先，文章

通过解析断面模型与精明收缩的概念和内涵，从核心价值、

控制对象、运作方式等层面建立了两者的耦合框架，为将断

面模型应用于精明收缩提供了依据，并描绘出基于断面模型

进行精明收缩与精明增长的技术路径。其次，文章介绍了底

特律、弗林特和布法罗等收缩城市基于断面模型的具体规划

实践，以证明用断面模型作为精明收缩工具的可行性。

1  断面模型与精明收缩

城市收缩和城市增长都是城镇化发展客观变化规律的一

部分，无论是熊彼特（Schumpeter）的经济循环理论、霍伊

特（Hoyt）的城市周期理论、胡佛（Hoover）等的邻里生命

周期理论，还是范登贝格（Van den Berg）等的发展循环阶

段理论，又或者是孔德拉蒂夫（Kondratieff）的长波理论，

都支撑了这一观点 [12-14]。在全球化语境下，城市或区域的增

长与收缩是可以并存的，“即使处于增长期的城市，部分地

区也可能经历着人口流失与经济衰退”[15]。从这一意义上讲，

城市的增长与收缩其实是一对孪生概念，也正基于此，增长

的管理工具（断面模型）与收缩的治理需求（精明收缩）存

在耦合的可能。

1.1  断面模型
断面模型起源于生物和环境分析领域，后被杜安尼·普

莱特·赞伯克公司（DPZ）发展并广泛应用于管理城市开发

的形态准则中。在断面模型中，DPZ 把城市—乡村的形态

演化过程切分成 6 个生态区（ecozone）和一个特殊功能区

（SD）①（图 1）[16]。其提出的城市形态管控原则是，城市

空间形态应当按照人地关系在生态区之间渐进式、平滑地过

渡。这避免了传统规划中各种空间要素②在不同生态区中任

意组合而最终导致的风貌混乱和特色缺失。本文结合断面模

型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从两个方面探讨它的思想内涵与特

征，为构建其与精明收缩的耦合关系提供依据。

其一，空间要素的合理分配。断面模型所倡导的是开发

有度、特征明显的空间模式。以生态区为阶段，城市空间形

态在从自然向城市的演化过渡过程中，维持建成环境和自然

环境之间的适当平衡 [17]。划分生态区旨在避免各类空间要素

“错误地”选址或不适当地混合，例如在一般城区（T4）配

置城市核心区（T6）的摩天大楼。T1—T6 构成了完整连续

的空间有机体，它反映了各类环境要素（包括人为环境要素

与自然环境要素）的梯度配置和有序连接。并且，用于控制

各生态区城市形态的依据绝非单一因素（如单纯以容积率或

建筑高度为依据），而是多要素、多指标的复合（例如建设

密度、建筑形式、城市设计、景观要素、用地混合度），因

① special district, district, district zone 几个词（组）表达的是同一种含义和同一类型空间，本文统一翻译成“特殊功能区”。

② 形态准则控制的空间要素主要包括：（1）“公共空间标准”，是其核心部分，包含通道（即以交通为导向的公共空间，包括人行道、交通线、行

道树、街道设施，及道路与楼之间的界面）和市民空间（类型包括公园、绿化区、广场、集市、散步道、袖珍公园、游乐场和运动场）；（2）“建

筑形式标准”，包括地段大小、建筑布置和形式、功能、停车、土地占有和建筑临街面类型；（3）“临街面类型标准”，包括公共临街面（位于

路权内的范围）和私有临街面（位于路权和朝向建筑前面之间的区域）；（4）“街区标准”，是将大的场所分成相互联系和适合步行的街道和街

区网络的准则；（5）“建筑类型标准”，主要根据建筑的外观形式定义，其次才是使用和功能的技术说明；（6）“建筑标准”，是控制建筑物特征

和质量的准则，包括建筑群、窗和门、建筑材料等细节 [8,9,33]。

图 1  城市—乡村断面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翻译自参考文献 [16]

特殊功能区城市核心区城市中心区一般城区郊区乡村地区自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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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能够较为系统地完成国内当前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

希望实现的形态管控。最后，虽然切分出多个生态区，但断

面模型强调分区之间是渐进过渡而非突变，空间要素组合在

城—乡维度上是有机整合的。

其二，生态区的平滑过渡。断面作为一种服务于可持续

城市形态发展的模型 [17-18]，其最大创新在于每个生态区都具

有自己独特的形态特征。各生态区之间没有优劣之分，且各

区之间可以动态转换 [11]。作为反映城乡空间关系的断面模型

体现了一种动态的分区关系，其空间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发生演变 [17,19]，位于某一特定地区的特定研究对象会随着城

市的增长或收缩而向相邻生态区转换。实现这种转换的前提

条件是基于资源配置的优化调整，且相邻生态区之间满足无

缝衔接与平滑过渡，无另需缓冲带或生硬的分割界线 [8]。

1.2  精明收缩
精明收缩旨在通过集约化策略使正在收缩和具有收缩可

能的地区由被动地对抗转为主动且有序地适应收缩，以积极

和发展的态度面对人口减少、经济下行和空间衰退带来的挑

战。以《扬斯敦 2010 年规划》（Youngstown 2010 Plan）为代

表，精明收缩作为一种规划新思想和新策略，是规划为应对

城市收缩问题而积极进行策略转换的先锋。精明收缩的核心

在于精简城市用地和设施规模以匹配更少的城市人口，并同

时注重城乡空间集约化发展 [20]。

精明收缩的规划思想内涵在于：（1）“考虑现存的人和物，

重组或取消某些服务并提供不同的服务”[5] ；（2）从城乡区域

层面统筹化解空间要素错配矛盾 [4]，对配置不合理的资源和

局部低效用地进行优化重组、置换或退出 [21] ；（3）以土地集

约利用、弹性规划和公众参与为准则，倡导城市适度且渐进

收缩 [22]。精明收缩同时也是一种区域发展策略。在区域层面上，

它“要求地方政府考虑到该区域内其余地区的利益，特别是

受到该地区行动和政策影响的地区”[23]，为城乡空间的协同

发展制定区域性总体发展目标，使之渗透到地方并指导城市

规划活动的具体开展 [24]。精明收缩的特征可以总结如下。

一方面，精明收缩注重对城乡空间资源的优化重组。在

地区收缩的同时也关注城乡空间持续的潜在发展动力，主张

将可以增长的部分布置在小的、集中的区域 [25]，将有限的

发展资源在合理规划管控下实现“再利用”与“再布局”[4]。

这种集约化、高效率的优化重组方式与断面模型提出的可持

续平稳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它既适用于增长动力强劲的地区，

基于绿色、可持续发展原则，集中、紧凑地利用土地，避免

资源浪费和城市蔓延；也适用于堪待复兴的收缩地区，如老

旧工业基地、城市中心区和核心区，集中有限资金，有目的、

有重点地投入关键节点，实现合理精简和有机更新。

另一方面，精明收缩主张渐进式推动低效资源的整合

退出。退出机制是精明收缩的重要创新点之一，它主张： 

（1）把衰退地区或未开发的地区作为绿色空间存储；（2）精 

简城市服务并减少基础设施；（3）对空置建筑进行选择性拆

除；（4）将空置用地重新用于都市农业或生态建设等。城市

形态最终实现在生态断面模型中的反向演进。这一主张不仅

限于城市，也适用于大区域中的乡村和郊区，如乡村的空心

化可以通过资源的整合退出，使空置用地退居还林、退耕还

林，从而使之反向有序地演变成自然地区。

1.3  断面模型与精明收缩的耦合框架
精明收缩同断面模型一样遵循精明思想，两者在核心

价值、控制对象、运作方式等层面都存在耦合关系（图 2）。 
（1）核心价值层面，两者都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导向，致力

于实现城市—乡村间空间形态的有序衔接与空间要素的合理

布局；（2）控制对象层面，两者存在一种包含关系，断面模

型研究范围相对更大，它包括宏观区域、中观（城市与社区）

和微观（街区与建筑）等不同空间尺度的所有地区，而精明

收缩的研究对象目前仅包括面临经济衰退、人口减少的收缩

地区；（3）运作层面，断面模型强调要素“合理分配”“平滑

过渡”的思想分别与精明收缩所提倡的资源“优化重组”“整

合退出”相耦合，这为断面模型作为精明收缩的有效工具提

供了依据。在精明收缩过程中，城—乡空间可以利用断面模

型划分生态区，将空间形态元素“合理分配”至相适应的地

区，实现“优化重组”；同时，可以基于生态区的反向“平

滑过渡”实现在空间形态管理层面的“整合退出”。

关于如何利用断面模型进行城乡区域的紧凑形态发展，

已有相当丰富的成果。为了给不同地区制定可操作的实施

策略，DPZ 还以断面模型为基础编写了“精明准则”（smart 

code）。精明准则给出了详细的标准和图表，其中设计要素

与断面模型的协调使之适用于各种尺度的规划 [19]。它作为形

图 2  断面模型与精明收缩的耦合关系

断面模型作为精明收缩的有效工具

断面模型与精明收缩存在耦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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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管理和控制的新标准，致力于在区域、城市与社区、街区

与建筑等不同空间尺度上对开放空间、基础设施、建筑等元

素和指标采取系统化、差异化的控制。

基于以上的耦合关系，可以基于断面模型构建既适用

于精明增长又可用于精明收缩的技术路径（图 3）。一方面，

T1—T6 的正向梯度演进即为城市增长过程，如前所述，城

市形态管控希望通过“空间要素合理分配和生态区平滑过

渡”来实现“精明增长”。而另一方面，T6—T1 的反向梯度

演进即为城市收缩过程。在“合理精简”等理论的倡议下，

城市应当通过“空间资源的优化重组和低效资源的整合退

出”来实现“精明收缩”。以断面模型的生态区合理划分和

平滑过渡（正向或反向）作为该技术路径的核心。

然而，这两个过程并非完全一致。当城乡区域处于增长

时期，T1—T3 间的过渡应强调保护优先，T4—T6 则以紧凑

开发为主要形态目标 [19,26]。精明增长过程相关文献介绍较多，

不再赘述。当某些地区出现收缩衰落时，T1 仍应采取保护优

先策略，T4—T2 强调两种收缩策略并举 :（1）通过资源优化

重组重新激发本区活力，维持其持续平稳发展（例如城市更

新、空置片区的再开发和再利用计划）；（2）通过对低效用地

资源的整合退出实现生态区反向转换（例如住宅拆除、都市

农业、绿地化、开敞空间化等措施），T6—T5 作为重点开发

的紧凑发展地区，规划不应该鼓励其进行反向转换，而是以

资源优化重组为主导实现城市核心区与中心区的复兴 [27-30]。

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内增长现象与收缩现象是可以并

存的，因此 T1—T6 或 T6—T1 间的精明增长与精明收缩过

程可以中途转向并交替运行。此外，相关研究表明，由于城

市生活和机构政治存在“黏性”，因此，不管多么衰退的片

区，试图“完全擦除”收缩地区的社会生活残余是非常困难

的 [31]。这表明城镇化演进存在一定的不可逆性，一定规模的

城市退化为乡村或自然的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T6—T5、
T5—T4 或 T4—T3 间的反向转换实际上极其困难。

城市形态涉及宏观、中观、微观多个尺度。在区域层

面，基于断面模型的精明增长或精明收缩强调空间形态的整

体性、连续性，通过资源的合理分配与有机整合，城市—乡

村地区的空间形态关系应表现为：越靠近乡野，功能和建筑

形式越应该尊重自然形态，建筑形态低矮且布置更自由开

敞，绿地、农田和景观占地面积更大；越靠近城市中心，用

地开发越紧凑，功能和建筑的公共性和混合性越强，临街面

越重要。在城市层面，也需要建立城市发展框架，引导城市

内部邻里（neighborhoods）、特殊功能区（districts）和通廊

（corridors）三大基本要素①的配合，进而通过要素的合理

分配与平滑过渡来控制相应的空间要素布局，使总体发展目

标与具体控制手段能够有效对应并实施（图 4）。

2  基于耦合框架的形态管控案例

基于断面模型的精明规划能够保证城乡区域都做好管理

增长和收缩的准备，在实现城乡空间整体协同发展的同时，

更好地保护和恢复社区特性及人地关系。美国的很多典型收

缩城市已经开始探索如何将断面模型与本地区划管理法规相

结合。本研究选取了底特律、弗林特和布法罗三个案例，从

① 邻里，即城镇规划的基本单元；特殊功能区，即单一用途或用地不兼容的地区；通廊，包括自然要素和人为要素，不仅指汽车通行的廊道，更重要的

是考虑行人的流动和联系，同时也可以作为邻里和特殊功能区的边界、邻里的中心。三者的关系：通廊既是邻里与特殊功能区的连接器，又是分离器 [8]。

图 3  基于断面模型的精明收缩与精明增长技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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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目标、技术手段、运行特点方面分析其具体实施方法，

并总结相关技术的发展进化历程（表 1）。

2.1  底特律 ：空间要素的合理分配
底特律工业时代的惊人增长已成为遥远的记忆，如今它

已成为美国城市收缩的典型。面对城市人口减少、土地空置、

基础设施过度配置等现状，底特律于 2012 年编制了战略规

划《底特律未来城市》（DFC: Detroit Future City），致力于

合理分配空间资源并改造城市的闲置土地和建筑，将建设

开发引导到最适当的城市区域 [27]。

该规划的特点是注重形态与功能的结合，城市的功能

分区是土地利用和断面模型共同结合的产物。规划考虑用

地分区的高、中、低空置率现状，呈梯度配置相对应的用

途、密度和建筑类型等空间资源，通过发展“土地利用开发

类型矩阵”（the land use development type matrix）（图 5）来

实现“空间要素的合理分配”。该矩阵将底特律的土地分为

景观用地（landscape）、邻里用地（neighborhood）和工业用

地（industrial）三大类别，且每个类别都有多种可能开发类

型。例如：在高空置率区，考虑到高风险地区的实际现状、

市场条件以及土地利用开发远景，未来的住宅或商业用途将

被排除在未来发展之外，而景观用途（如创新生态区）的开

发将更受重视。基于景观的发展类型为不断收缩的底特律提

供了新机遇：从小型蓄水池到低洼湖泊，多种规模的蓝色和

绿色基础设施（BG）可以穿插在原本传统的用地开发模式

中，以满足雨水管理和为居民提供优质设施的需求；城市农

场、水产养殖和能源开发等工作与生产景观（WP）让空置

土地回归生产用途，并为底特律居民提供所需的就业机会。

底特律的精明收缩形态管理强调具体形态与相应用途的高度

融合，规划基于断面模型最大程度地尊重土地利用现状，并

表 1  收缩城市的形态控制案例

案例城市（年份） 政策目标 技术手段 运行特点

底特律 [27]

（2012）

（1）创建一个多就业岗位的城市；（2）创

建独具特色、吸引人的社区；（3）创建完

整的街道；（4）构建绿色城市，合理利用

和改造城市的闲置土地和资源

（1）根据土地利用要素将底特律的土地分为景观用地、邻里用

地和生产用地三大类别；（2）三类用地结合断面模型的组织形

式各自进行再分区；（3）判定每个分区的高、中、低空置率情况；

（4）呈梯度布置相应的土地用途、开发密度和建筑类型，编制

土地利用开发类型矩阵

注重具体形态与相应用途的

融合，并结合空置率情况梯

度配置空间要素

弗林特 [27]

（2013）

（1）建立可持续土地利用模式，紧凑和用

途混合的城市；（2）为居民提供更适宜步

行的社区，改善获得必要商品、服务和设

施的机会；（3）将空地视为增强经济活力

和自然环境的机会

（1）根据土地利用性质、住房条件和空置率对现有街区进行评

估，确定了 12 种不同类型；（2）基于经济社会活动、建筑高度、

噪音、居住密度和交通等因素将建设开发活动分为 10 个强度等

级，构建了“强度轮”模型；（3）位于“强度轮”上的分区可

向相邻地区转换

既强调维持现状分区的控制

要求，又注重向邻近地区类

型转换和过渡的可能

布法罗 [29-30]

（2010—2017）
区域层面：保护和保留农地、开放空间和

自然区；保护社区特性；加强人地联系

城市层面：建设更具地方特色且适宜步行

的混合用途区，提高竞争力

（1）区域层面：确定了 7 种不同场所类型的空间发展指引

（2）城市层面：确定了一套统一的开发条例；分别规定了邻里、

特殊功能区和通廊三大要素的发展形式、功能和模式，然后细

分并确定相应的形态和用途标准；鼓励将不符合条例标准的现

状资源或生态区最终转换或消除

协调区域引导和城市管控之

间的关系，让两个尺度下的

运行能更加明确其各自的作

用和角色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图 4  区域和城市尺度下的城市形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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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底特律土地利用开发类型矩阵（部分摘录）
资料来源：作者翻译自参考文献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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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实现土地历史资源的稳定和发展，同时致力于挖掘大

量空置用地的再利用潜力。土地利用开发类型矩阵给每个地

区分配了与其现状功能、潜在资源、发展模式和建筑风格相

适应的特征，从而为确定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指引。

2.2  弗林特 ：不同生态区的平滑过渡
弗林特也是常出现在研究文献中的典型收缩城市。2013

年，市政府通过的《想象弗林特——可持续发展总体规划》

（Imagine Flint: Master Plan for a Sustainable Flint）[28] 在形态

与功能要素合理分配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底特律 DFC

规划的形态分类管控思想，更详细地描述了“生态区的平滑

过渡”的具体实现路径。

首先，该规划根据土地利用现状、住房条件和空置率数

据对每个街区进行了评估，确定了 12 种不同类型的地区（包

括住宅区、商业区和就业区、开放空间和自然区域、公共设

施和机构等）。其次，规划基于社会经济活动、建筑高度、

噪音、居住密度和交通等因素划分了 10 个强度等级，构建

了“强度轮”模型（Intensity Wheel）（图 6 上）。强度轮模

型既强调维持现状分区的重要性，给出了具体形态控制要求，

又描绘出了向邻近类型转换和过渡的可能性和方向性。例如：

绿色邻里（green neighborhood）指曾经空置或未充分利用的

房产或被重新利用的低密度住区。其空间类型由单户独栋住

宅、少量开放空间和小型都市农业混合构成，住宅用途和社

区花园蓬勃发展（图 6 下）。当空间形态与用途要求的相匹

图 6  弗林特强度轮模型（部分摘录）
资料来源：作者翻译自参考文献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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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时，该地区可以持续维持稳定。当形态不满足功能配置要

求时，绿色邻里也可以向邻近的“社区开放空间”（community 

open space）和“传统邻里”（traditional neighborhood）类型

转换。具体而言，当有投资和开发项目进入该地区，并在空

置的地块上修建新住宅和修复旧建筑时，这一地区就可能转

型为传统邻里，完成正向增长；如果不能够维持人口和经济，

继续衰落甚至被废弃，那么这一地区可以通过渐进式用地退

出计划（如与土地银行合作），主动且有计划地转换成社区

开放空间，从而实现有序的逆向收缩。弗林特的强度轮模型

概括了城市社区维持稳定、实现正向增长或逆向收缩的灵活

性，为维系一个充满活力、宜居健康的收缩城市提供了一个

具有操作性的形态管理工具。

2.3  布法罗 ：多空间尺度下的形态引导与管控
布法罗 2010—2017 年间一直在制定并发展区域与城市

层面的形态引导与管控策略，其政策实施与以上两个收缩城

市的规划相比，体现出了多空间尺度协同运行的特点。布法

罗在区域层面通过场所类型的发展指引，实现“空间要素的

合理分配”；城市层面的精明收缩形态管控既强调“空间要

素的合理分配”，又强调“生态区的平滑过渡”。

在区域层面，《布法罗—尼亚加拉大都市区战略规划》

（One Region Forward: A New Way to Plan for Buffalo Niagara, 

2015）在更大的空间层面考虑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发展

的协调关系 [29]。这个区域范围内包括伊利县（Erie County）

和尼亚加拉县（Niagara County）的 64 个城市、镇和村庄。

1970—2010 年的 40 年间，该区域人口数量不断下降，但城

市化土地仍持续性扩张。这种向外扩张的压力使农地让位于

住宅和商业，造成了大量农业用地的流失，人均消耗的土地

的增加让该区域整体处于不稳定的发展状态。为了维持具有

“空间效率”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收集、阅读和分析了

160 多个不同范围、不同层次的规划文本（包括县、市、镇

和社区等），最终确定了大都市区的整体空间发展目标：保

护和保留农地、开放空间和自然区；保护社区特性；加强人

地联系等。同时，战略规划基于区域内部现状形态，确定了

七种不同场所类型的发展指引（表 2），以此寻找大都市区

形态协同发展的出路。

在城市层面，布法罗城（City of Buffalo）是大都市区

内经济、政治、文化和人口最集中的核心地区。然而，其

区域地位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受到了持续收缩的影响。因

此，该市采取了一系列规划手段以恢复竞争力。早在 2006
年，布法罗城就开始采用精明收缩策略来管理城市内的空置 

土地 [32]。直到 2010 年，该市开始编制《布法罗绿色准则》

（Buffalo Green Code）[30]，于 2017 年获批并正式签署成为

地方规划法规。在此基础上，城市政府相继开展了城市海滨

地区、棕地和历史地段的复兴计划，并对区域层面综合规划

形成了有效的反馈。基于形态准则的《布法罗绿色准则》取

代了该市已有 60 年历史的传统区划法规，该准则鼓励对空

置土地的持续管理，确定了一套统一的开发条例，使现有的

合乎需要但不合规的开发合法化（从单一用途分区向混合用

途、紧凑开发为主导的开发方式转变），并且通过图形示例

使管理过程简化易懂、透明且易于遵循，使之成为全国罕见

且高质量的示例①。例如：规划为邻里提供了 13 种可接受

的建筑类型（表 3），图文并茂地规定了每种建筑类型的地

段宽度、建筑高度、选址、立面材料和透明度、停车配置等；

同时对那些不符合要求的形态进行修理、更换、恢复或改进，

限制其扩大并鼓励最终替换。布法罗城的形态管控注重通过

表 2  布法罗—尼亚加拉大都市区的不同场所类型指引

城市中心

（urban center）
乡村中心

（village center）

传统邻里

（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郊区地带

（suburban strip）
办公 /工业

（office/industrial）

独户住区

（single family 
residential）

城外住区

（exurban residential）

大城市或中型城市的

中心区

规模较小的商业中心，

分布在繁华乡村的主

要街道、小城镇或混

合用途的邻里中

住宅区街道，房屋彼此

靠近且步行即可到达商

业街，还提供活动、公

园和服务

条形零售商场，以及

前坪有大型停车场的

商店

低层办公大楼搭配有

限的服务和大型地面

停车场

由一些配有车库和车

道、大院子和具有私

密性的独立住宅组成

指相距甚远的非常大的

房屋，通常布置在幽静

的农村地区，远离服务

设施、公园或其他活动

资料来源：作者翻译自参考文献 [29]

① 对《布法罗绿色准则》的评价来自 2019 年第 11 届德里豪斯形态准则奖（The Driehaus Form-Based Codes Award）陪审团的声明，可参见：

https://formbasedcodes.org/codes/buffalo-green-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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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状的保留与调整，为每一分区量身定制形态标准（包括

建筑类型、建筑临街面、附属结构和用途、标志、停车等）

和用途清单（包括必要用途和有条件容许的用途），并通过

平滑过渡以维持城市良性运行，让城市形成更具地方特色且

适宜步行的混合用途区。

3  结论与展望

《清明上河图》①记载的城镇生活图景与断面模型类似，

现今国内的城乡空间关系也基本与断面模型的生态区相对

应。断面模型是一个从乡村到城市（城市到乡村）的空间连

表 3  邻里建筑类型分配表

建筑类型
城市核心 城市中心 一般城区 城市边缘

N-1D N-1E N-1S N-2P N-2O N-2R N-3P N-3O N-3R N-3S N-4-45 N-4-60

（马）车房

（carriage house）
● ● ● ● ● ● ◑ ◑ ◑ ◑

（农舍式）小别墅

（cottage）
● ●

独栋住宅

（detached house）
● ● ● ● ● ● ●

联排住宅

（attached house）
● ● ●

庄园别墅

（estate house）
● ●

单元式住宅

（stacked units）
● ● ● ● ● ● ◑

临街店面

（shopfront）
● ◑ ◑ ● ●

临街住房

（shopfront house）
● ● ◎ ● ● ◎

商业街区

（commercial block）
● ● ● ● ● ◎ ● ● ◎

塔楼

（tower）
●

工业厂房

（industrial shed）
●

统间式建筑

（loft building）
●

市政建筑

（civic building）
● ● ● ● ● ● ● ● ● ● ● ●

注：●允许的建筑类型；◑有条件准许的建筑类型；◎仅限街区转角地段的建筑类型。

资料来源：作者翻译自参考文献 [30]

① DPZ 公司从台北博物馆提供的一幅连续的 40 英尺的卷轴中提取了四幅图片，展示中国古代时期的断面。虽然其具体内容与北美的横断面不同，

但的确证明了断面是人类栖息地的一种跨文化现象，可参见 https://transect.org/rural_im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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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体，体现的是一系列物质性元素的连续变化关系，它可以

与所有类型的规划相协调，在自然与建成环境之间寻求连续

性、完整性。断面分区不存在固定的模式 [10,33]，它可以依据

不同地方或城市的具体特征进行变化和拓展延伸，并与传统

区划和管理法规结合应用于各种精明规划当中。

本文以保持既有生活品质为目的，探析了“断面模

型”“形态准则”“精明准则”在美国收缩城市的形态管理中

的实践应用，寻求整合精明增长和精明收缩形态管理的耦合

框架与技术路径。本研究希望通过耦合框架的提出以及相关

案例的解析，确立精明收缩目标与形态控制手段之间的对应

关系，完善“增长管理”和“收缩管理”理论，以此指导城

市规划师和政策管理者，引导并管控城市形态的正向（增长

期）与反向（收缩期）有序演变。

然而，本研究还没有开始构建反映我国城市与乡村空

间特征的断面模型一般案例库，中国理想生态区所对应的具

体形态特征仍有待分析，我国城乡断面模型的分类分区指标

仍有待建立。我国当前规划强调区域统筹、城乡统筹、绿

色生态和社会公平等目标，未来可依托精明收缩框架建立

一套符合我国城市—乡村特征的、创新的形态控制手段和管

理范式，形成我国城镇有序精明增长和精明收缩的形态管理 

参考。

注：文中未标注资料来源的图片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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