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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乡规划管理的规范化与法制化，作为城市规划

与设计的一个重要专项内容，城市色彩规划具有重要的研究意

义。它既是将色彩设计成果落实到城市空间的主要渠道，又全

面体现了城市风貌规划与景观管理的综合发展水平。同为东亚

国家的日本在景观立法方面的实践经验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

价值。1970 年代，日本引进欧洲色彩地理学的理念方法，将色

彩作为景观视觉要素纳入日本传统建造物保护领域 [1]，并开始将

电子测色仪器和色彩量化分析技术用于建筑色彩的规划设计 [2]，

为非专业人员参与城市色彩设计与管理提供了更多机会。

日本的城市色彩规划具有两大重要特征，首先色彩调和

是城市色彩规划的一个基本原则与理念，其次景观立法是规范

城市色彩环境的主要实现途径。以色彩调和为理念的源头可以

追溯到 1967 年英国颁布的《城市宜人环境法》（Civic Amenity 

Act），其中理念“适宜的建筑应存在于适宜的位置”（the right 

thing in the right place）被传入日本，这一理念在当时景观争议

与诉讼频发的日本引起了强烈共鸣 [3]。同年，日本《公害对策

基本法》出台并实行。1968 年，在日本城市综合性保存条例的

先驱——《金沢市传统环境保存条例》中，首次考虑到城市色

彩对城市景观塑造的影响。1971 年，日本色彩研究中心基于政

府的委托，对东京进行全面的城市色彩调研，标志着日本城市

色彩规划的正式起步 [4]。1970 年代—1990 年代，日本政府先后

出台多部景观政策 [5-7]，探索城市景观塑造的有效方法 [8] ；与此

同时，京都、名古屋等城市纷纷尝试制定城市景观条例和开展

城市色彩规划相关工作。2004年，日本总结以往的景观政策经验，

出台了《景观法》（Landscape Law），开始正式通过法律保护居

民在优美的景观环境中日常生活的权利。《景观法》出台后，日

本各地纷纷响应新法律，按该法的规范修改或制定城市色彩规

划。多年的色彩规划进程培养出日本丰富多样的城市色彩规划

方法，这些方法既因基本理念和法律体系而同，又因城市特色

而异，异同中蕴含的城市色彩规划经验值得深究。研究日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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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色彩调和思想是色彩地理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广泛应用于日

本的城市色彩规划实践中。本文在研究色彩调和思想内涵与日本城市

色彩规划制度的基础上，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了日本 20座“政令

指定都市”的色彩规划文件，揭示了色彩调和思想在日本城市色彩规

划中的地位，以及实现色彩协调目标所采取的规划方法。研究表明，

色彩调和思想缘起于日本城市色彩景观历史进程、色彩地理学基础理

论和色彩规划制度设计等方面，其重要性全面表现在日本城市色彩规

划的规划目标、设计基准、规划范围和规划对象等方面，各城市通过

色彩整体调和、建筑外立面色彩自调和、建筑材料的使用引导、公众

参与和思想传播等方法充分实现了色彩协调的原则与目标。

Abstract: As a main idea of color geography, color harmony thought was 
widely applied in Japan’s urban color plan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color harmony thought connotation and Japan’s urban color planning 
system, the urban planning literature of Japan’s 20 ordinance-designated 
cities was studied comparatively in this paper, and it indicates the 
importance of color harmony thought and how it was implemented in 
Japan. It shows that the color harmony thought stems from the color 
geography, the research of urban color standards and the urban color 
planning system. Also, this thought is represented in the Japanese city 
color plans’ objects, standards, content and applications. Finally, the 
color harmany thought was accomplished by the methods of integral color 
harmony design, the color self-harmonization of building facades, the 
guidance for the use of building materials,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the 
spread of the color harmony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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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色彩管控体系与方法，对我国处于起步阶段的城市色彩规

划发展有很大帮助。

1  城市色彩调和

城市色彩调和是指在城市色彩规划中，将色彩运用的整

体和谐作为首要原则与目标。在日语语境下，色彩调和是一个

广义的概念，指色彩关系的协调。根据日本现行的城市色彩规

划，建筑色彩关系既包括目标建筑自身外立面的色彩分布与

比例关系，即建筑外立面色彩的自调和，又包括目标建筑与

周边建筑之间、自然环境之间的配合，即城市色彩的整体调和。

在调和建筑外立面色彩时，既要避免单一色彩的单调平

铺，又要避免过多色彩缺乏主次的喧杂现象。对此，日本通

常采用区分基调色、辅助色和点缀色的方式来调和建筑外立

面色彩。基调色指占建筑外立面面积最大的底色，直接影响

人们对建筑的一般印象。由于在远距离眺望建筑物时，往往

看不清除面积较大的基调色外的其他外立面细节，因此基调

色的选择通常决定了人群对街道的观感，是建筑外立面最重

要的构成色。辅助色指对建筑外立面具有补助效果的颜色，

一般选择与基调色相调和的色彩，起到丰富并装饰立面的效

果。点缀色作为装饰性色彩，在城市色彩规划中起到突出建

筑色彩性格的作用，为了城市色彩整体的调和，点缀色的使

用面积占比都很小。

单体建筑外立面色彩的调和要求基调色、辅助色和点缀

色选取相同或类似的色相，并在明度和彩度上作适当变化。

对比图 1a 与图 1b 可见，随意使用不同色相的颜色会带来建

筑外观的杂乱感，而在建筑外立面使用同系色相——黄系与

黄红系的建筑更协调；但是，即使满足使用类似色相的基础

要求，若缺乏明度和彩度上的色彩变化，只使用单一颜色，

也会使建筑外观单调死板（图 1b2），进而影响城市色彩的

整体调和。

在城市色彩的整体调和方面，一般有两种城市色彩设计

基本方法，即同一色调和与类似色调和——选择性地赋予色

彩三属性（色相、明度、彩度）以统一的规律，将一个区域

内的建筑色彩整合为某一色彩属性的相同或类似，从而形成

区域内建筑色彩之间的联系（图 2）。
此外，日本城市色彩规划中还发展出独有的色调调和的

概念，以寻求城市色彩的整体和谐。在孟赛尔和奥斯瓦尔德

两种色立体的基础上，日本色彩研究所开发了实用色彩体系

（PCCS: Practical Color Co-ordinate System）作为国家通用的

表色系统，该表色系统将明度和彩度加以整合，并赋予其“色

调”（tone）的定义。色调将色彩的明度、彩度等无法直接

表述的属性按明暗、强弱、浓淡、深浅等带有色彩性格的语

言表达出来，生成色彩性格相近的颜色组团（图 3）。在日

本城市色彩规划中，色调的概念被延伸 [9]，取同一色调组团

内的颜色互为色调调和（图 4）。

2  日本的城市色彩规划体系

日本的城市色彩规划体系由国家的《景观法》、地方城

市景观规划、地方城市景观条例以及地方城市色彩导则构成

（图 5）。《景观法》是国家级的关于城市景观的综合性法律，

其主要内容是确立景观管理基本理念，确定相关人员应尽职

责以及处罚损害景观行为的方法 [10]。最重要的是，为了形成

彰显城市特色且为市民所接受的城市景观，《景观法》赋予

了各地依据自身情况制定“城市景观规划”等地方景观综合

图 1  不同色彩构成的建筑外立面效果对比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2  基于美学通用原则的色彩组合效果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9]

图 3  色调及色调组团表示的色彩性格
资料来源：日本色彩研究所色彩体系（PCCS）调和色图 20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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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日本城市色彩规划中的色调应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9]

法的重要依据。各地的城市色彩导则是以《景观法》为依据，

以当地城市景观规划策定的景观营造基准为基础，面向从业

者和民众的城市色彩标准说明。各地政府景观行政部门通过

发布色彩导则，诱导城市中建筑物和构筑物的色彩景观营造。

对于城市中的居民来说，城市色彩导则是当地政府发行的可

以快速了解一个城市色彩规划的说明性手册，一般涵盖城市

色彩的制定过程、制定依据，应遵循的建筑物、构筑物色彩

标准，以及作为实施保障的赏罚制度等内容。

由于城市自身的色彩景观条件差别、城市间色彩景观营

造目标的不同，以及景观行政部门的选择差异等因素，日本

的城市色彩导则多式多样，各有侧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3  研究方法

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统计数据，截至 2018 年 3 月，日

本全国共有 558 个景观行政部门完成了城市景观规划的制定。

本文选取京都市、大阪市、札幌市等 20 座“政令指定都市”

为样本城市。“政令指定都市”是日本的一种行政区制，简

称“政令市”。政令市的人口超过 50 万人，且在区域经济中

有较高的重要性，在包括城市规划在内的多项行政业务上越

过上级政府直接接受中央调配，是日本的主要城市。

根据各项文件在城市色彩管控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

选取每个政令市已有的城市景观规划和城市色彩导则两类文

件，主要研究城市景观规划中的色彩管理部分和城市色彩导

则中的色彩设计部分。此外，个别城市出台了景观形成规划，

对该城市色彩的营造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本文也将此类文

件列入研究参考①。上述文件均为各城市景观行政部门自行

主持制定，没有固定的叙述逻辑和色彩规划方法，为了方便

文献整理和对比分析，本文将从城市色彩规划的规划目标、

基准原则、规划内容、实施措施等四个方面，统一对作为样

本的政令市进行对比研究。

4  日本城市色彩调和思想的基础

案例研究表明，日本的城市色彩规划非常强调色彩的调

和，这受到多方面历史因素的影响。

首先，色彩地理学作为先导思想的基础性作用不可忽视。

1970 年代以来，色彩地理学思想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应用，

这一思想认为某一地区的城市色彩受到该地方自然与人文条

指导制定

实施保障

实施保障
城市景观条例城市景观规划

指导制定

《景观法》中央

地方

城市色彩导则

图 5  城市色彩规划体系中相关文件的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① 所选规划包括：福冈市景观规划，福冈市色彩导则；熊本市景观规划，熊本色彩导则；北九州市景观规划；广岛市景观规划， 广岛市景观色彩导则，

广岛市景观形成导则；冈山市景观规划；大阪府景观色彩导则，大阪市景观规划；京都市景观规划，京都景观导则（建筑设计篇）；神户都市

景观形成基本规划，神户市景观规划，为了营造体现神户特征的景观——分地域、地区指定的景观形成策略；堺市景观规划，堺市景观色彩导则，

堺市景观形成导则（大型建筑）；名古屋市景观规划；静冈市景观规划，静冈市环境色彩导则；滨松市景观规划；新潟市景观规划；横滨市景

观规划，大家与未来 21——横滨新港地区街区景观导则，大家与未来 21——横滨中央地区街区景观导则；相模原市景观规划；街区的色彩景

观导则；城市设计导则；川崎市景观规划；临海地区色彩导则；千叶市景观规划；埼玉市景观规划，埼玉市景观色彩导则；仙台市「森之都」

景观规划；札幌市景观规划，札幌色彩景观基准指导（札幌的 70 种景观色）。

性规划的权利。

在城市色彩规划中，《景观法》的主要作用是为营造城

市色彩提供规划依据和保障；地方城市景观规划的主要作用

是策定城市景观营造目标，划定城市景观分区；地方城市景

观条例主要规定城市建筑色彩的申报审核与赏罚制度；地方

城市色彩导则作为城市色彩规划的专项，相比其他三类文件，

在城市色彩的描述上更为详细，是研究日本城市色彩规划方

白

明稳色

明灰色

中灰色

暗灰色

黑

中稳色

暗稳色

明清色

鲜明色

暗清色



120  2021 Vol.36, No.2

规划研究 

件的制约，非常强调对单体景观所在地域的色彩调查与综合

研究 [11-12]。在色彩地理学思想进入日本以后，进一步产生了

用标准、理论、数字化的手段进行色彩环境控制的新技术，

有力配合了色彩地理学思想的实践。色彩地理学为日本城市

色彩规划的产生与普及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造就了日

本重视色彩调和的目标倾向。

其次，日本城市色彩规划的发展历程引导了大多数日本

城市将色彩调和作为基本的规划原则。在《景观法》制定之

前，日本城市的景观问题迭生。1970 年代，日本全国关于

城市色彩问题和城市景观问题的新闻报道大幅增加，多数都

表现出对丧失宜居生活环境的危机感。街道的色彩杂乱、城

市景观的情感表达缺失等城市景观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类人群

的广泛瞩目。其中以东京都黄红配色公共汽车、横滨市粉色

大厦、金泽市齐藤旅馆为代表的一系列城市色彩争论使人们

再次意识到，“噪色”的出现并非由于某一颜色本身为噪色，

而是由对色彩不恰当的使用方法所导致 [13-15]。1975 年，日本

环境省正式开展景观行政管理，其中针对色彩和形态两项，

提出了“与周边自然景色调和、没有显目的杂乱景观”（周

囲の自然との調和を著しく乱すものでないこと）的要求。

1980 年代，以东京为首的多个区域中心城市纷纷开展城市

色彩调查和城市色彩标准的制定，日本城市色彩规划以解决

城市色彩景观纠纷为首要目的，步入寻求城市色彩景观调和

的时代。

第三，在色彩规划编制的过程中注重公众参与，使色

彩调和成为平衡规划区内人群多元化需求的最佳方法。根据

《景观法》要求，地方景观规划编制要在景观行政团体、景

观整备机构和景观审议会等多方主体的参与下共同完成，城

市色彩导则是广泛的公众意见平衡与融合的结果。在 2018
年针对设计者的《魅力城市要素与色彩要素相关调查》问卷

中 [16]，“城市天际线及色彩的统一”和“自然环境与建筑色

彩相调和”被评为最重要的城市魅力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日本专业人员和公众对色彩审美的偏好。居民对理想的

建筑色彩抱有不同的审美，调和的城市色彩可以满足大部分

人的需求。

5  色彩调和思想的重要地位

笔者对比日本 20 个城市的色彩规划内容后发现，色彩

调和思想几乎贯穿了规划的全过程，是多数城市认同和重视

的规划原则与目标。

5.1  作为城市色彩规划的重要目标
日本城市景观规划的目标一般依据城市的性质、职能、

历史、文化等因素确立。各个城市的性质与职能不同，后续

城市色彩设计的基准和景观形成的重点就随之不同。例如：

工业强市北九州市和侧重历史文脉保护的京都市对比，两市

在城市色彩景观的营造方向和城市特点、文化性的侧重均

不同。

通过案例城市的对比可以看出，日本城市色彩景观营造

目标呈现三大趋势。首先是将整体色彩效果的调和作为综合

性目标写入城市景观规划和色彩导则，强调色彩调和中“色

彩的连续性”，注重减少“威压感”与“违和感”，如福冈、

名古屋、相模原等城市把“色彩调和”明确写入城市景观营

造目标之中。其次是注重现代城市色彩与传统城市风貌的调

和，尊重“历史与现状色彩”“使市民感到亲切”“与城市印

象相符”的地域特色，包括熊本、广岛、京都、神户在内的

80% 以上的日本城市都明确提出了体现地域特色的城市色彩

营造目标。第三是强调城市色彩与自然背景色彩的有机交融，

在新的城市景观塑造过程中追求自然材料和传统建材所表现

出的低彩度效果。

5.2  作为城市色彩设计的基准条件
城市色彩的设计基准可以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为全

部景观规划区域共通的色彩设计基准，可理解为全区域宏观

管控；第二层级为根据城市中景观区域的不同，分别或归类

设立的不同色彩设计基准，可理解为区域性的中观色彩规划；

第三层级为针对建筑规模的不同，分别设立的不同色彩设计

基准。通过对各城市色彩设计基准的整理对比，我们可以把

握各城市的色彩规划具体进行到哪一层级。

对比研究表明，大部分城市都通过确立全区域共通基

准和区域性中观景观基准两种方法来控制城市的色彩规划，

个别城市考虑到建筑规模对色彩面积的影响，将其列入色

彩管控基准中。其中，全区域的共通基准一般较宽泛。如

福冈市在全区域基准中只限定了禁止使用的色相和应谨慎

使用的色相；京都为了实现历史文脉的继承，明确了屋顶

可使用的色彩以及外壁禁止使用的色相；相模原市则在全

区域共通基准中设立了地区不推荐色的范围；相对特殊的

埼玉市在全区域基准层面就已经确立了基调色的选色范围。

区域性中观景观基准相对全区域共通基准更具体，主要做

法包括划定景观规划区域和规划重点区域，并依循划定区

域在历史、人文、经济中的突出特点设定具体的城市色彩

设计方法。

5.3  作为城市色彩规划的控制依据
日本城市色彩控制范围和控制对象的界定也反映了色

彩调和的整体性思想。如表 1 所示，并非所有日本城市中

的建筑色彩都会受到规划限制。在规划对象方面，除了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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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政令市色彩规划对比

区位 城市名称 色彩景观营造目标

城市色彩设计基准 景观规划区域 景观规划区域中特别标出的规划重点区域

通用

基准

景观地

区基准

建筑规

模基准
区域范围 审批对象

规划重

点区域
区域名称

色彩

控制对象

九州

地方

福冈市 色彩调和 有 有 有 市全域 大型建筑 有 都市景观形成地区 区域内全建筑

熊本市 凸显地域特色 有 有 有 市全域 大型建筑 有

特定设施管控区
沿干路的服

务性建筑

重点地区 大型建筑

景观形成地区
一定规模以上

建筑

北九州市 亲近自然、国际工业都市景观 有 有 无 市全域 大型建筑 有

北九州机场周边、景

观重点形成整备地区
区域内全建筑

景观形成地区 大型建筑

中国

地方

广岛市 符合广岛地域特色、富有活力的景观 有 有 无 市全域 大型建筑 有
重点地区 大型建筑

一部分重点地区 区域内全建筑

冈山市 庭院城市 有 有 有 市全域 大型建筑 有 重点地区 大型建筑

近畿

地方

大阪市 美丽的国际都市 有 有 有 市全域 大型建筑 有 重点地区 区域内全建筑

京都市
保护并养成京都得天独厚的景观，保护传

统风貌的同时能营造具有都市活力的景观
有 有 有

约市域面积的

54% 

区域内全

建筑
无 —

神户市 营造充满活力的产业环境与市民文化景观 有 有 无 全市域的一部分
区域内全

建筑
有

景观形成地区、风

致地区
区域内全建筑

堺市 凸显地域特色 有 有 有 市全域 大型建筑 无 —

中部

地方

名古屋市 官民共识、色彩调和 无 有 有 市全域 大型建筑 有 景观形成地区 区域内全建筑

静冈市
凸显地域特色，尊重现状色彩，注意相邻建

筑色彩的连续性，减少色彩威压感与违和感
无 有 有 市全域 大型建筑 有 重点地区 大型建筑

滨松市 自然景观与生活文化景观相协调 有 有 无 市全域 大型建筑 无 —

新潟市 田园景观、历史文化、个性丰富多彩的城市 有 有 无 市全域 大型建筑 有 特别区域 大型建筑

关东

地方

横滨市 通过市民的力量体现地域特征 无 有 有
关内地区、新港

地区、中央地区
大型建筑 无 —

相模原市 继承现状色彩，创造协调色彩 有 有 有 市全域
区域内全

建筑
无 —

川崎市 明快、活力、个性的临海区色彩景观 无 有 无 市全域 大型建筑 有 景观规划特定区域 区域内全建筑

千叶市 体现地域特征 无 有 无 市全域 大型建筑 无 —

埼玉市 体现令居民产生亲切感的地域色彩 有 有 有 市全域 大型建筑 有 景观重点形成整备区域 区域内全建筑

东北

地方
仙台市 与自然和历史环境融合 有 有 无 市全域 大型建筑 有 重点地区 大型建筑

北海道

地方
札幌市 凸显地域特色 有 无 无 市全域 大型建筑 有 重点地区 区域内全建筑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119页注释①所包含的文件整理绘制

神户等历史城市将所有建筑纳入规划审批对象，其他城市

都将色彩规划审批对象限定为大型建筑①。与此同时，在规

划范围方面，多数城市都划定了城市色彩规划的重点区域，

首先是级别较高的“景观规划区域”——城市主要的景观

门户区与特色风貌区，在整体结构上对城市色彩意象的生

成具有关键作用，因此往往将区域内全体建筑均列入规划

管控范围；其次是“景观规划区域中特别标出的规划重点

区域”，这一区域多以城市若干重要景观节点为主要构成，

一般将大型建筑列入规划范围；其他如熊本市还划定了“特

定设施管控区”，是城市重要的线性景观廊道，对其沿线的

服务类建筑的色彩进行了详细规划。综合来讲，以上色彩

规划对象和范围的限定都是为整体色彩效果的调和而服务，

① 日本各城市对大型建筑的划定标准不同，较常见的标准为建筑高度在 10 m 以上，或建筑面积大于 1 000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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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政令市城市色彩的规划内容对比

区位 城市名称

城市色彩的整体调和 单体建筑的外立面色彩调和

同一色

调和

类似色

调和

色调

调和

使用地域

惯用色系
基调色 辅助色 点缀色

九州地方

福冈市 无 有 无 有 有
建筑物低层或高层部分或临街

立面上呈纵向的条形图案
各面面积的 1/10 以下

熊本市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北九州市 无 有 无 无 有 储水箱、烟囱 各面面积的 1/5 以下

中国地方
广岛市 无 有 无 无 各面面积的 1/5 以上 各面面积的 1/5 以下 各面面积的 1/20 以下

冈山市 无 有 无 无 未对外立面色彩进行详细区分

近畿地方

大阪市 无 有 有 无 占外壁大部分面积的色彩 比基调色的面积小 作为重点的小面积色彩

京都市 无 有 无 有 未对外立面色彩进行详细区分

神户市 无 无 有 无 未对外立面色彩进行详细区分

堺市 无 有 无 有 未对外立面色彩进行详细区分

中部地方

名古屋市 有 有 无 无 有 各面面积的 1/3 以下 各面面积的 1/20 以下

静冈市 无 有 无 有 有 未提及 有

滨松市 无 有 无 无 未对外立面色彩进行详细区分

新潟市 无 有 无 有 有 未提及 小面积色彩

关东地方

横滨市 无 有 无 有
未进行基调色、辅助色、点缀色等划分，而是以区分建筑低层部分、中高层部分的方法达到外立

面色彩的调和

相模原市 无 有 有 无 有 未提及 未提及

川崎市 无 有 有 无 规定了可行的色调组团 未提及
总外立面面积的 5% 以下，且规定

了可行的色调组团

千叶市 无 无 有 无 未对外立面色彩进行详细区分

埼玉市 有 有 有 有 总外立面面积的 4/5 以上 未提及 各面面积的 1/5 以下

东北地方 仙台市 无 有 无 无 未对外立面色彩进行详细区分

北海道地方 札幌市 有 有 有 有 色彩导则提供完整的建筑单体配色方案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119页注释①所包含的文件整理绘制

并因城市性质和地貌形态等因素而情况各异，其中部分城市

如京都、神户等仅部分城区被纳入城市色彩规划范围；有

的城市如新潟市、仙台市，虽然城市全域受景观规划的管控，

但只有一定规模以上的建筑才需要进入审核程序，小住宅

等则处于无管制状态。

6  色彩调和目标的实现方法

受色彩地理学影响，日本城市色彩规划中色彩调和的理

念占据重要地位，大多数的色彩规划方案都体现了色彩调和

思想的实现过程。其中，色彩的整体调和与建筑外立面色彩

自调和是两大基本内容，此外，在建筑材料使用和公众参与

等方面，色彩规划方案也发挥了引导作用。

6.1  色彩在建筑上的使用限制
城市色彩是一种整体美的体现，和谐与有序是日本城市

色彩规划的核心原则，和谐的基础是城市色彩空间的有序组

合。通过对日本政令市色彩规划的对比，可以更加直观地了

解色彩调和思想在色彩规划中的实际落实。

建筑色彩的使用限制，包括建筑外立面色彩的自调和与

城市色彩的整体调和两部分（表 2）。建筑外立面色彩按基

调色、辅助色和点缀色进行统计。城市色彩的整体调和方

法分三种，一是运用色彩感知原理和美学通用原则的色彩

组合效果进行调和；二是城市眺望景观的营造；三是在色

彩面积和色彩使用数量上进行限制，以预防色彩杂乱现象

的出现。

在建筑外立面色彩的调和上，考虑到基调色在城市色彩

调和中的重要地位，所有城市都对基调色进行了规划限制，

这些限制一般体现在色相的选择和对色彩明度、彩度的抑制。

辅助色的使用载体或使用部位因城市景观行政部门的选择而

不同，如福冈市规定建筑立面的底层部分、高层部分或建筑

临街立面上呈纵向的条形图案等可选为辅助色；北九州市将

储水箱、烟囱等外构作为辅助色的使用载体；更多的城市只

限定了使用面积占外立面的面积比，以此限制辅助色的使用。

而突出表达建筑性格的点缀色，其使用与建筑所在景观区划

有必然联系，如果建筑位于倡导都市活力的城市中心区或者

商业区等，时常使用点缀色的概念；而位于历史、传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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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时，一般会控制点缀色的使用。

对比可知，直接运用美学通用原则限制色彩组合效果的

城市约占一半，城市色彩整体调和更为常用的色彩组合方法

是由景观行政部门统一管控，直接对景观规划内的建筑色彩

某一项或多项的三属性（色相、明度、彩度）进行限制，从

而达到同一色调和、类似色调和以及色调调和叠加的效果。

如表 3 所示为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 A—D 片区的色彩范围

规定。

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片区对色彩三属性进行了限制，列

举出 7 种不同情况。以基调色的范围规定为例，根据广岛市

前期色彩调研结果，广岛市现存建筑色彩以暖色系色相低彩

度色为主，这类暖色系色相在城市建筑色彩中的出现频率较

高，相比绿色系（G 系）、蓝色系（B 系）、紫色系（P 系）

等不常见色相能更好地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因此当片区内建

筑基调色的色相选择处于红色系、黄红色系、黄色系范围

（0R-5Y）内时，允许暖色系色相中明度在 8 以上的色彩进

入选择范围。在彩度范围的选择上也是如此，在尊重广岛市

低彩度的城市色彩环境基础的前提下，综合考虑高明度的高

彩度色和高彩度的原色具有的色彩耐久性差、易褪色的特点，

将暖色系色相高明度情况下的色彩彩度选择限制在 2 以下，

以避免突兀色彩的出现对城市色彩环境造成冲击。

此外，城市色彩的整体调和还要考虑到城市色彩对眺望

景观的影响，其实现方法主要分两种类型，一种是福冈市所

采用的，在对处于重要节点的建筑、体量大于周边建筑或较

为突出的建筑物进行色彩设计与审查工作时，要求业主参考

并提供从近景、中景、远景等多个场所拍摄的向建筑用地眺

望的照片（如近景定义下的道路边、远景定义下的对岸等），

建筑物最终选用的外壁色彩应与这些照片中呈现出的色彩景

观相调和；另一种是政府决定或市民投票选择城市重要景点

为眺望景观场地，注重的是从该场地向四周眺望时的色彩景

观感受，一般会以该场地为中心，设立专门的色彩景观营造

策略。

6.2  建筑材料的使用引导
笔者在对日本城市色彩规划文件整理时发现，日本色彩

规划中涉及一些普及率较高的特殊情况处理方法。

其中，对天然建材的色彩三属性不作要求是最常用的

特殊情况处理方法。笔者认为这种特殊政策的出现一是源于

“色彩地理学”的理论影响，即区域范围内的色彩表达途径

与城市自然景观色彩的交互关系。提倡使用天然建材或是本

地出产的建材，有助于形成地域上统一的色彩景观，此外，

本地居民容易对这种定式化的景观抱有亲切的归属感。在城

市色彩的营造中，天然建材与本地建材具有“习惯性”[18]。

二是天然建材的色彩整体呈现低彩度低明度且色相范围狭小

的特征，不构成对城市色彩整体调和的阻碍。三是地方政府

有意推进地产建材的销售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6.3  公众参与和思想传播
城市色彩景观问题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是能够切身感受

的实际问题。居民对城市色彩景观的理解和认知在与街道、

城市的朝夕相伴中与日俱增。由于居民本身持有的认知视角

的重要性、城市色彩景观问题的直观性和综合性 [19]，公众参

与在色彩规划中体现出较高的融合性。

通过对日本政令市色彩规划内容对比分析发现，日本城

市色彩规划中的公众参与主要体现在各城市采用的城市设计

方法流程上。包含公众参与的设计方法主要分为以下两类：

一种是由色彩规划文件承担色彩设计的主要职责，给出明确

到色彩三属性的可选色彩范围，相关从业者或业主在色彩范

围内按规定流程选择单体建筑的色彩，此种方法可称为“色

彩范围限制型”；另一种是色彩规划文件不明示可选色彩范

围，而是阐述明确的色彩设计方法和流程，或给出“与周边

环境相调和”等色彩设计方针，具体的建筑色彩由业主自行

判断决定后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交审查表，此种由建筑设计者

主导的色彩设计方法可称为“业主主观判断型”。由于一些

城市实行区域性中观景观基准对城市色彩进行管控，一个城

表 3  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 A—D片区的色彩范围规定

管控对象 色相 明度 彩度

建筑物外壁或构筑物外观

基调色
红色系、黄红色系、黄色系

8 以上 2 以下

4 以上 8 以下 4 以下

上述以外 4 以上 1 以下

辅助色
红色系、黄红色系、黄色系

3 以上（限于离地高度 10 m 以上的部位）
6 以下

上述以外 2 以下

点缀色 用于高度 10 m 以下的部位

建筑物屋顶 屋顶色
红色系、黄红色系、黄色系

6 以下
4 以下

上述以外 1 以下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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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可能会出现部分分区采用“色彩范围限制型”方法，其余

分区采用“业主主观判断型”方法的情况。

此外，面向普通市民和各年龄段在校生的城市色彩研

修与城市色彩讲座也在各地政府、相关学者和从业者的推动

下展开。这些公众参与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在向居民科普城市

色彩景观前沿理论的同时，倾听居民对城市景观的意见并有

针对性地进行改进，从而达到增加对话、取得官民学共识的

目的。

7  结论

文献研究与案例分析表明，在城市色彩景观历史进程、

色彩地理学基础理论、色彩规划编制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下，

色彩调和思想在日本城市色彩规划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体

现在各主要城市的色彩规划目标、设计基准、规划范围和规

划对象等方面。日本各城市通过建筑外立面色彩自调和、城

市色彩的整体调和、建筑材料的使用引导、公众参与和思想

传播等方法实现色彩调和的目标，有效塑造了如今具有鲜明

地域特色的整体色彩风貌。虽然我国城市的景观规划与设计

体系与日本有较大差异，但以色彩规划为代表的日本景观规

划体系完整而详细，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色彩调和的城市景观塑造以维护大部分市民的景观权益

为宗旨，为无序的城市色彩景观制定有序的色彩关系。经过

日本的多年实践，已证实其较高的民众接受度和良好的城市

风貌景观塑造效果。城市色彩调和作为一种规划宗旨而非固

定方法，对其引鉴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其优点，还可以量体裁

衣，塑造符合我国地方特色的城市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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