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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Street Setback Approach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3D Street Interface

三维界面视角下建筑退让道路红线方式解读

刘泉
Liu Quan

引言

在我国的城市规划管理实践中，建筑退让道路红线（以下简称

建筑退让）①间距（以下简称退让间距）控制是十分重要的技术环

节，大多以刚性约束的形式将必要的退让间距明确在规划管理技术

规定（或标准与准则，以下统一简称技术规定）及详细规划之中 [1-3]，

以指导具体建筑设计和建设工作的开展。

在规划管理上，退让控制的基础是市政设施预留、防灾、道路

扩建等必要的工程性需求，但退让区域承载的实际作用不仅仅是满

足工程建设这么单纯，作为街道的组成部分，沿街建筑如何退让道

路红线受到街道整体功能组织和空间控制要求的约束，反之也对街

道空间塑造以及功能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

因此，对建筑退让道路红线方式（以下简称退让方式）的规划管

理不应局限于技术规定的狭义层面，将关注点收缩在具体沿街建筑与

道路红线之间的窄小空间内，而是应放大视野，从街道三维空间塑造

的角度进行解读，考虑沿街建筑与街道的整体尺度、街道宽度、界面

功能以及相邻建筑的空间关系等方面的特点与要求。从相关案例的分

析来看，建筑退让包括建筑整体后退及分段后退等不同退让方式。对

这些退让方式进行总结和梳理，有利于从更加整体的视角认识退让控

制的内涵和作用，以便为未来的规划设计管理提供借鉴与参考。

1  街道三维界面中的建筑退让

1.1  传统街道的整体性
在城市规划建设历史中，建筑如何退让道路红线一直是规划管

理领域的重要内容，始终与街道三维界面的整体空间密切相关。传

统欧洲城市保持着通过街墙（street wall）、景观大道、广场等要素塑

造城市公共空间的原则，城市的重要街道大多强调建筑控制线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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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国内外城市规划设计管理的相关技术标准与设计

导则的案例分析，对建筑退让的方式进行解读，总结为整体

退让和分段退让两类，包括刚性退让、侧向关联弹性退让、

正向关联弹性退让、底层界面退让、上段分段退让和纵向分

段退让等六种主要方式，分析其适用条件和技术特点。提出

作为构建整体街道空间环境的重要要素，建筑退让道路红线

不仅仅涉及沿街建筑单体与道路红线之间的单一空间联系，

更涉及街道沿线垂直、水平、侧向等不同维度空间界面的协

调关系及街道整体良好的比例尺度，对街道整体空间特色塑

造和功能利用组织具有重要影响。沿街建筑退让控制应该对

街道三维界面视角下的多种需求进行思考，以使这一区域发

挥更加综合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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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红线的协调关系。如早期的意大利，城镇长官要求新建街

道上的建筑与相邻房屋的界面保持一致 ；文艺复兴时期，街

道的建设强调塑造连续的街墙与整齐划一的风格 ；在 18 世

纪，俄国的彼得大帝为了城市的美观，要求圣彼得堡的建筑

必须建在基准线上，不能后退，以形成连续的街墙 [4]。

1.2  现代街道三维界面的分离
这种原则在 19 世纪末逐渐式微，在埃比尼泽·霍华德

（Ebenezer Howard）的田园城市规划中，建筑从街道向后退

让，建筑控制线与道路红线明确分开 [4-5]。20 世纪初，小汽

车时代来临，退让空间的加大起到了为道路拓宽进行预留的

作用 [6]。到了 1930 年代，现代主义规划原则的确立造成了

传统城市街墙形态的瓦解 [4,7-8]，宽马路、大街区的现代主义

城市登上历史舞台，建筑采用较大的退让间距成为此类规划

的普遍选择。可以发现，在现代主义规划造成建筑远离街

道形成孤立而缺少连续界面的“塔楼之城”[9] 的过程中，建

筑退让道路红线间距的增加是促成这种形态变化的重要技术 

环节。

1.3  建筑退让关注街道三维空间效果
街道是三维的，街道两侧定义界面空间的沿街建筑与二

维平面上的道路路面一样重要 [5]12。在概念上，用地权属及

空间范围方面的界定是退让的基础。技术规定主要从工程视

角界定建筑退让道路红线的概念，退让间距是指临规划道路

的建筑工程的建筑控制线或地块内建筑物垂直投影外轮廓线

至规划道路边线（道路红线）最短的水平距离 [2,10]。

建筑退让管理重视对水平方向退让间距的控制，也关注

三维界面整体塑造的需求，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3 年颁

布的《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即强调了

建筑退线是指部分或全体建筑构造或其附属设施外立面水平

退离道路红线进行建造的三维控制线 [11]。美国区划在对退

让概念进行界定时，也重视街道界面整体的控制要求，如贝

尔维尤市（Bellevue）提出在城市中心区零退让也是必要的，

以创造街墙的三维空间效果 [12]。

2  建筑退让道路红线的方式

建筑退让道路红线存在多种方式，可以分为整体退让和

分段退让两种主要的控制类型，如上文所提到的《城市步行

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提出的“部分或全体”退

让的概念 [11]。再如：日本三省堂出版的《大辞林》一书将建

筑退让解释为“建筑外墙从用地线后退进行建设以及建筑物

上段分层后退进行建设的方式”[13]，也包含了对上述两种主

要退让类型的描述。在研究中，部分学者重点关注整体退让

方式在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中的作用，总结适宜的退让间

距 [1-3] ；也有部分学者注意到美国部分城市区划中的退让强

调分段后退，与要求沿街建筑整体后退的方式存在方法和理

念上的差异 [14]。

整体退让方式可以分为刚性退让和弹性退让两种 [15] ：刚

性退让可以理解为明确提出沿街建筑后退间距的退让方式，

以便规划建设严格控制而不能突破这一数值；而弹性退让是

指对沿街建筑提出弹性间距控制要求的退让方式，以便沿街

建筑能够相对灵活布局。在此基础上，弹性退让可以分为与

相邻建筑退让间距进行协调的侧向关联弹性退让和与沿街建

筑面前道路红线内要素（如建筑距离道路中心线或道路边线

的宽度）进行空间协调的正向关联弹性退让两种类型。

分段退让方式是指建筑单体不是整体而是部分区域分段

进行退让的方式，也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水平向的分层退让，

可以进一步分为建筑底层界面退让和建筑上部分段退让。二

是垂直向的分段退让，这一部分值得重点关注，因为除了退

让以外，在沿街界面的控制中，建筑贴线的控制也十分重要，

不过对于这一问题，国内规划更多地重视了对贴线率本身的

规划管理研究，而对于不贴线的那部分建筑如何处理，则关

注较少。从相关案例来看，如多伦多街道规划设计实践中提

出了贴线与退线联动的管理方式，这种垂直向的分段退让控

制方法也值得研究借鉴。

因此，笔者将建筑退让方式分为整体退让和分段退让两

类，包括刚性退让、侧向关联弹性退让、正向关联弹性退让、

底层界面退让、上段分段退让和纵向分段退让等六种主要方

式（图 1）。

2.1  刚性退让
刚性退让是指对建筑整体从道路红线向后退让形成最小

退让间距刚性要求的退让方式，以保障市政管线接驳、防灾

救灾、防止噪音干扰、预留步行交通集散、进行景观营造等

基本功能。如朱郑炜基于对相关规范中各类市政管线敷设宽

度需求进行分析，对建筑退让的必要宽度进行了总结 [2]。

这种管理方式在国内城市的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中比较常

见，我国一般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中的退让管理大多采用的

是刚性退让 [11]。国外部分城市规划设计实践中也会采用类似

的方式，如多伦多的街景研究中提出部分街道的最小退让宽

度控制在 3.8 m[16]（图 2）。
笔者依据确定退让间距时参照要素的不同，将退让间距

的控制方法分为三种类型 ：二维因素控制、三维因素控制以

及综合因素控制 [1]。二维因素控制指基于道路等级或宽度确

定退让间距的方法，如东莞 [17] ；三维因素控制是考虑道路宽

度与建筑高度两项因素确定退让间距的方法，如上海 [18] ；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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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因素控制是除了考虑上述三维空间因素，进一步结合建筑

功能、新旧区建设条件等其他相关因素确定退让间距的方法，

如北京 [19]。虽然上述退让间距管理的原则不同，但总体上，

三种类型均可以作为通过对不同要素评价确定出建筑整体最

小退让间距数值的刚性管理方法来使用①。

2.2  侧向关联弹性退让
侧向关联弹性退让是一种与刚性退让相对应的弹性退让

方式，规划控制并不提出建筑后退的特定间距数值，而是形

成区间范围。这种退让管理方式的目的是取得沿街建筑空间

布局的相对整齐，既保障了街景的协调，也具有一定灵活性。

图 2  刚性退让方式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1,16]

① 三维因素控制以及综合因素控制也会用来对沿街建筑的分层退让进行控制引导，不过在提出分层退让之前，上述方法中往往先提出建筑整体退

让的最小间距作为基础，因此上述三种方法大多会涉及对建筑整体刚性退让要求。

图 1  建筑退让道路红线的主要方式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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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种手法一般不会出现在对街道界面严整程度要求较

高的城市中心区，而是多出现在居住区或市郊，特别是业主

自行建设、渐次改造的独户住宅建设区域。如美国辛辛那提

的《土地发展准则》（Land Development Code）草案和华盛

顿特区的《区划手册》（Zoning Handbook）的控制要求 [20-21]。

此类退让方式要求改建区的住宅退让原则是与周边建筑退让

相符合 [22]。以辛辛那提为例，土地发展准则提出位于街区中

间的地块在进行沿街退让时，需要参照左右各两个地块（共

四个地块）的退让间距，在最大与最小间距中形成该地块的

退让间距区间 ；而位于街角的地块需要参照单侧相邻三个地

块的退让间距形成退让间距区间 [20]（图 3）。

2.3  正向关联弹性退让
正向关联弹性退让是指不以道路红线为参照，而是依据

建筑与道路红线内其他空间要素的关系，提出退让间距的方

法。这种方法与刚性退让方式的差别在于建筑退让依据的主

要是建筑与道路中线或边线等其他要素的特定间距数值，相

比之下，建筑与道路红线的间距关系则是相对弹性的。

这种方法较适合应用于条件复杂、渐次改造更新的老城

区，如日本由于现状城市道路过于狭窄，不同城市道路宽度及

周边建筑情况复杂，因此其《建筑基本法》第42条第2项提出：

“宽度 1.8~4 m 的道路相邻区域建造建筑时，必须沿道路中心

线各后退 2 m。”[23] 日本城市在改造建设中，严格执行这一要求，

一些城市相继开展了专门的《狭窄道路退让用地整备事业》

落实相关法规要求，推动城市开发建设，并以图示的方式明确

了在同一条街道上，新建、保留和改造建筑的处理方式，针对

性较强，如市原市和龟山市等 [24-25]（图 4）。
此外，也有部分城市的退让管理不是依据道路整体宽度，

而是参照道路单侧的道路边线到沿街建筑界面之间的宽度及

功能配置提出退让间距要求，以保障沿街步行体系的完整，

并满足摆放茶座等街道设施的要求。如多伦多的街景研究提

出，在部分路段道路红线内的步行区域与红线外的退让区域

整体应达到最小宽度 4.8 m的要求 [16]51（图 5）。在这一实例中，

建筑到道路边线之间的区域如何整体发挥为步行者服务的作

用受到重视，与之相比，建筑退让道路红线间距的控制则比

较弹性。

图 3  辛辛那提的侧向关联弹性退让方式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0]

图 4  龟山市的正向关联弹性退让方式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5]

图 5  多伦多的正向关联弹性退让方式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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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底层界面退让
水平方向的分层退让包括底层界面退让和上段分段退让

两个部分。在底层界面退让部分，主要是指建筑形成连续底

商界面的情况下，为了提供防风避雨的建筑遮挡、更加舒适

的步行环境而进行底层界面缩进的退让方式，其作用与建设

雨蓬或骑楼类似，但建筑前出或退缩的手法不同，如日本东

京的樱新町以及横滨的元町大街（元町通）等。

樱新町在进行城市更新时，沿街建筑底层向后统一缩

进 1 m，以提供步行空间，且要求不能被其他功能占用，并

提出在未来的规划中，探讨将这一要求作为地方规定确定下

来的可能 [26]。元町大街在街道营造中提出，沿街建筑底层向

后退让最小 1.8 m 宽、3 m 高的步行空间，进行开放式管理，

并对退让区域的广告牌、展板的尺寸和位置等进行明确规定，

以保障必要的步行空间不受侵害 [27]（图 6）。
在广州，基于岭南城市设置骑楼的传统建筑特色，城市

规划标准与准则中也提出了三种骑楼的设计形式及相应的规

划控制要求（图 7）：其中 C 类骑楼是将骑楼作为建筑的一

部分需要按照规定要求整体退让的新建类型 ；而 A、B 两类

骑楼则是基于现状条件，按照边线或道路红线，建筑底层向

内缩进宽度 5 m 以上、净高 4.5 m 以上形成的骑楼形式。从

退让的角度看，这些向内收缩形成的骑楼空间也是底层界面

向内退让的一种类型 [10]。

2.5  上段分段退让
上段分段退让是指依据通风、采光及街道比例等城市设

计原因，建筑上段形成阶梯状分段退让的形式。上段分段退

让与刚性退让中的三维因素控制方式不完全一致，这是因为

三维因素控制包括多种形式，一是依据沿街建筑的高度，要

求建筑整体后退或高层建筑的塔楼部分整体后退，二是要求

建筑分层后退，而上段分段退让则是特指阶梯状逐层后退的

收分关系。

这种分段退让的意图是为了在高层建筑密集建造过程

中，保障建筑的通风和采光，减少空间压抑感，从而形成一

种确保采光和空间开敞的天空曝光面（或采光控制面，sky 

exposure plane）[28]。天空曝光面是个理论上的界限，有前（前

街）后（地块后部）之分，前天空曝光面指沿街建筑的分段

退让控制 [29]（图 8）。在具体实践中，如纽约区划即提出为

了保证提供光照，禁止建设直接立在街边的高楼 [28] ；而多伦

多结合日照评价，提出建筑上段按照 45°的倾角分段退让的

要求 [16]。

此外，上段分段退让的部分原因是基于街道界面比例提

出的城市设计管理要求。如 18 世纪奥斯曼时期的巴黎，建

筑宽高比的变化允许檐口线向上提高，通过建造双层斜坡屋

顶的做法，控制檐口之上部分的建筑造型 [28]。上海的规划管

理技术规定和日本横滨元町大街的街道营造则提出按照街道

界面 1.5 ∶ 1 的高宽比形成逐步后退的退让斜面及上段分段

退让的要求 [18,27]（图 9）。

2.6  纵向分段退让
纵向分段退让是指沿街建筑纵向形成不同的区段和层

次，分别控制退让间距及形式的退让方式。在纵向部分，如

果沿街建筑按照建筑高度进行后退，或者只控制退让间距不

图 6  东京樱新町和横滨元町大街的底层界面退让方式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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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广州骑楼的底层界面退让方式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9]

图 8  纽约天空曝光面与上段分段退让方式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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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贴线要求，一旦彼此之间缺乏联系与统一的规划管理，

部分建筑随意扩大退让间距，可能出现“锯齿状”空间形

态，同样会影响街道空间的严整形象，因此，特别是在重要

的街道、商业街区和城市中心区，沿街建筑的贴线率受到重 

视 [1-2,30]。不过，在进行贴线控制时，不贴线的部分应该如何

处理同样应该受到关注，而这一部分规划管理却常常受到忽

视。从国外案例来看，也有实践强调对这一内容进行明确控

制，如多伦多的街景研究中提出，重要大街的街墙是指最

低 10.5 m 或三层高的建筑形成贴线率达到 75% 的连续界面，

同时剩下的 25% 界面最多退让 5 m，退让空间应作为建筑入

口、市场或咖啡座功能等指引要求 [16]（图 10）。

3  建筑退让方式的利用方法特征

上述分析中退让方式的总结并不穷尽，但能反映出建筑

退让的基本方法及其意图与内涵。基于上述分类比较与分析

退让相结合的方法；广州的技术规定采用了刚性退让与底层

界面退让相结合的方法；而多伦多的街景研究中除了提出在

不同街道结合各自条件采用相应方式以外，也在部分区段采

用了刚性退让、上段分段退让和垂直分段退让相结合的综合

控制方法。

3.3  针对性特征
不同退让方式不仅关注的重点不同，其适用的区位条件

也有所差异。因此，如何退让需要针对不同区域、不同条件

作出适宜的规划管理选择。如侧向关联弹性退让方式大多应

用于美国城市郊区，而不是大城市中心，控制方式具有一定

弹性，可以在保持界面一定程度严整特征的基础上，适度增

加建筑布局的灵活性，防止兵营式建筑布局方式的出现，这

对我国一些县城、小城镇居民独户住宅自建自改或者单元自

改时的建设管理具有借鉴意义。正向关联弹性退让是在老旧

图 9  多伦多、上海和横滨元町大街的上段分段退让方式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6,18,27]

图 10  多伦多的纵向分段退让方式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6]

可以发现，在具体的规划管理中，对不同建筑退让方式的利

用方法体现出多样性、综合性和针对性的特征。

3.1  多样性特征
退让方式的多样反映了街道三维界面整体视角和不同方

向空间管理的多种需求。如刚性退让考虑的是街道建设中沿街

用地必要预留的最小间距，侧向关联弹性退让考虑的是沿街建

筑与周边建筑之间的横向协调关系，正向关联弹性退让考虑的

是沿街建筑与道路整体或单侧步行空间宽度及功能的协调关

系，底层界面退让、上段分段退让和垂直退让则考虑了沿街建

筑水平和垂直方向不同部分的退让需求。上述退让方式将建筑

造型、界面控制、街道空间和功能利用进行了综合考虑，甚至

要考虑零退让、贴线率以及贴线之后不贴部分如何退让等技术

细节。这种通过上下、前后、左右联动，整体与部分结合的退

让方式，说明了建筑退让多少距离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工

程性要求，而是作为街道切片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整体提升

街道空间品质、活化街道功能的重要支撑作用。

3.2  综合性特征
退让方式主要包括六种类型，但不同城市具体的退让管

理实践往往不仅采用其中一种方法，而是会综合采用几种方

法，这说明了街道三维界面的整体框架下上述多种需求对建

筑退让方式的影响并不是单一存在，而是综合叠加的。因此，

规划管理也应该考虑多种退让方式的综合作用，增加规划控

制的实效。如东莞、上海、深圳采用了刚性退让与上段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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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条件相对局促的环境下，综合考虑景观和市政设施建设

的最低要求来控制街道整体界面宽度，适合渐进式改造的城

市更新地区进行参考。而底层界面退让、上段分段退让和纵

向分段退让则考虑了城市中心区大量人流的步行需求以及高

密度高强度开发条件下街道整体空间的景观要求，适合在城

市中心区对建筑沿街界面进行精细化管理。

4  结语

长期以来，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依靠刚性退让方式控

制最小退让间距的方法，能够满足城市一般建设区建筑退让

的基本空间需求，但对于城市商业中心区、逐步更新的旧城

区或者是中小城市具有居民自建自改条件的特定区域不一定

能一体适用，建筑退让道路红线区域如何控制的问题始终存

在于不同条件下的规划管理中。在我国城市快速发展建设的

背景下，街道三维界面整体空间的塑造需求以及不同城市不

同区域的具体空间特点，要求对沿街建筑退让方式进行更加

精细化的管理，增强规划管理方式的多样性、综合性和针对性。

以街道整体的三维视角出发对建筑退让方式进行综述和

梳理十分必要，可以为建筑退让管理方法提供更多的选择。

但由于不同退让方式本身适用条件的差异性，这些方法如何

在具体的规划管理中发挥作用，则需要结合国内不同类型和

规模城镇的实际情况进行规划实践尝试和检验，以便通过不

断修正促进建筑退让管理在提升街道空间环境的工作中发挥

更加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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