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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时下，城市建设面临着多规融合、多利益主体、多规划

结构的现状。城市规划需要更多地反映特定区域及其客观市

场因素对现实资源配置的诉求，协调不同机构、团体在不同

城市发展的利益主张。尽管现有法定规划也在探索市场的弹

性控制力，但这种自上而下的规划系统受制于既定的成果形

式，复杂的编制、审批管控流程，无法充分体现出区域特性

的同时，也无法及时协调总体规划与局部利益的关系、实现

远期战略与近期利益的博弈 [1]。

城市设计作为一种非法律法规化、非条文化的规划形式，

有着参与城市建设协调的先天优势。它既能与法定规划的各

种条文化内容相衔接，也能与下层利益主体的诉求相对应。

它具有灵活的参与可变性和设计可塑性：包括多元的主导单

位、核心价值取向、成果形式建制等 [2]。基于目前规划发展

诉求，结合城市设计的自身特质，本文以海外建设项目为实

践，对城市设计的本土适应性以及市场管控、协调力，进行

了新时代语境下的创新探讨。

1  项目背景解析

沐德坊新城项目是某大型民营企业集团于 2014 年启动

的南非新城计划。沐德坊位于南非约翰内斯堡东北部，处

于约翰内斯堡旧城（Johannesburg）、米德兰（Midrand）与

坦博国际机场（Ambo International Airport）三角经济带的

核心位置，紧邻约堡桑顿新区（Sandton），总体范围约为

16.41 km2（图 1）。
在笔者参与本轮规划咨询前，该项目已开展了多轮总体

规划讨论，其中也不乏理念先进、形态创新的方案。但都只

停留在图纸层面，通过南非当地设计院的规划综合，先期即

将启动的片区用地规划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延用了颇有

摘要：为了应对城市建设多规融合、多利益主体、不同地域诉求的现

状，城市规划需要更多地协调多要素对现实资源的配置需求，并最大

程度地体现地域人文特点。本文以跨境项目南非沐德坊（Modderfontein 

Project）为典型示例，结合城市设计灵活可塑的特质，解决多参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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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模式，建立了共识的社会安全目标，提出了符合当地社会人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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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共赢的城市设计系统平台。本次项目是规划成果向更多维形式进

行创新的实践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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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的本土设计手段——封闭社区、私

有化道路等 [3] ；局部规划缺乏与整体开

发思路、目标的衔接贯穿。

这些问题使开发团队意识到：多

轮蓝图式的总体规划无法有效指导各

个地块的分期开发建设。开发团队依

然面临后续项目决策和评价的迷失。

2  规划系统平台模式的引入

跨境建设项目具有国际合作的特

点，有着众多参与方、协调方，包括

运营团队、当地政府、国际规划团队

以及当地规划部门、建设团队等。开

发建设周期长，人员变更频繁。因此，

决策者需要一个明确的项目管控机制，

整体指导设计、规划、实施，避免仲

裁偏差。

跨境项目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需

要各个参与团队快速、有效的了解当地

的国情及相应的社会背景，形成统一、

适宜的建设目标，并运用在城市设计

以及后续建设中。

为此，本次项目引入了“规划系统

平台模式”，希望通过借鉴“互联网 +”
下的平台新思维，带来规划方式与工

作模式的新变革。平台思维模式起源

于商业互联网运营，其影响力已突破

行业壁垒，在各种领域发展壮大。其

精髓在于通过精密规范制定和机制系

统建立，有效激励多方群体之间互动，

达成平台企业的愿景，并最终形成成

长潜力强大的“生态圈”[4]。它具有两

大核心特质：

 ● 众筹与共享。一个项目的平台

建设往往涉及、强调基础设施、信息

与资源的高度公平共享，以使得目标、

原则与运行机制具有共识性。

 ● 开放与共赢。平台的建设旨在

形成开放、动态的“生态圈”，其开

放共享的特质使得参与方具有弹性、

可变性。

基于上述特质，针对“多方参与、

协作”的规划核心诉求，对城市设计

图 1  项目位置示意图
资料来源：南非约堡沐德坊新城概念性规划和城市设计

图 2  城市设计的平台思维化说明示意

进行平台化思维实践，对现有的规划

过程、方法甚至成果进行革新，以期

适应时代发展，实现更为广泛的规划

控制力和最优社会效益（图 2）。
本次规划将“平台思维”融入到

南非沐德坊项目城市设计的过程中，在

全新的市场环境下，有效协调多维参

与方，实现对建设的灵活指导、把控。

2.1  平台模式下的城市设计调研认

知系统
本次项目针对南非地域特点、社会

发展现象，选择详规、安全、交通、能源、

环境、智慧以及建筑七个专业设计团

队进行协作，构建圆桌合作调研机制。

项目将原有内向、小分队调研的

形式演变为全程全专业开放讨论形式 ；

转化原有以规划为首的线性工作程序，

强调各个专业团队的“圆桌话语权”。

通过深入走访项目涉及的各个相关部

门，包括前设计团队、当地设计院，政

府、审批、咨询服务部门，以及电力、

安全警署等，在初始阶段便积极搜集、

综合了各种参与方的核心意见，并对

其影响力进行了权重分析。

在调研成果上，项目形成了多维学

科调研备忘录，记录了各专业采集的核

心资料和问题，建立了团队共享的 GIS
信息平台，汇总了南非相关的规划管理

制度条例、各种专业技术标准，以及规

划基地的各种数据、图形资料（图 3）。

2.2  平台模式下城市设计的共识性

目标
通过调研认知得出本项目面临的

问题：尽管种族隔离在南非已成为过

去，但因为高失业率、高犯罪率的缘故，

各个阶层之间的隔离仍在继续 [5]。问题

演化为各种空间表象：功能区域都独

立设置有高大坚固的围墙，电网加钢

刺成为一种必备措施应对猖獗的犯罪

行为 [6] ；堪忧的社会治安状况促使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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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综述 

图 5  城市片区结构演变说明示意图

图 4  核心规划技术路线图 3  GIS 信息平台界面示意图
资料来源：南非约堡沐德坊新城项目

即以人的行为安全为设计出发点，基于

对人本行为安全空间的研究探讨，由小

至大地生成城市单元结构（图 4）。
首先，通过行为心理学、空间认知

等一系列研究分析，构筑适宜人日常、

自然行为导向的安全基础功能板块；其

次，通过对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的研究，

包括安全社区营造、绿色交通组织模

式以及邻里文化行为研究等，构建出

不同层级的安全管控单元，并配置不

同需求的社会功能；最后，通过对区

域自然生态格局的分析，包括区域生

态敏感度、流域汇水分析、生境分析等，

形成大的城市片区格局。

在这样的结构理念指引下，城市

将衍生出新的单元结构，将原有均质

格网的城市设计形态转化为模块化单

元结构，以贴近安全可控、慢行优先

的行为模式，并选择短途出行的交通

组织方式，实现节能环保，开发建设

实施灵活弹性（图 5）。

4  空间设计单元的层级导引

在城市核心结构理念的指导之下，

根据规划目标需求和南非人文特征，项

目对层级化的各个空间设计单元进行

了尺度控制研究和功能需求导引，以辅

助决策者对近远期各类相关规划、城

市设计、建设进行有效评价。

车成为人们日常通勤的必需工具，交

通压力与日俱增 [7] ；城市绿色生态空间

成为流浪者的栖息地，失去应有的生

态魅力……

权重上诉诸多问题，规划团队认

为高发的社会安全问题造成了城市建

设的负面效益，限制了人的活动方式，

衍生出上述一系列物质空间弊病。因

此，本次规划拟采用物质空间建设反

向稀释社会问题。通过对人原发、自

然状态的梳理，让行为活动突破不安

全的制约，回归自然状态，重新组织

新的城市形态建设，回应社会问题。

2.3  平台模式的城市设计多维成果
在共识的目标下，多专业团队共

同探讨出相应的城市结构理念，协助决

策者仲裁后续参与项目。各专业形成完

善的原则纲要，并给出相应的成果示

例，为后续建设做出指导。受限于篇幅，

本文只对如何建构核心理念以及城市

设计的基本框架做详细的阐述。

3  城市结构核心理念的构建

核心理念需要在实现目标的同时，

为项目近期、远期建设的协调留出动态

维护空间，并最大程度地体现出当地的

社会人文特点。本次项目构建了适合

南非社会现状的“城市安全结构理念”，

4.1  自然行为导向的不同单元尺度

研究与划分导引
结合安全空间设计的要求，考虑

规划开发的可操作性，城市结构建设

以最小尺度的设计单元为基础，推导

至片区级大尺度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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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各功能最小单元尺度研究

各个功能板块的最小单元尺度是

指通过居民主动意识的相互监督所形

成的最小安全范围。设计希望通过还原

人的自然行为，促进交流共识，从而

不依赖于被动式安全设施（例如围墙、

电网、警报器等）的设置，实现安全自

治与人文回归。尺度研究着力于四大方

面，包括：以步行解决基本生活需求的

活动尺度；社区认同，邻里共治的尺度；

南非现有安全、优选模式尺度；以及

功能街区的切分、合并的便利程度。

（1）居住功能版块

根据生理学家的研究，人的社会

性视域约为 100 m，超过 130~140 m
就无法分辨其他人的轮廓、衣服、年

龄、性别等。因此在传统街区中通常将

130~140 m 作为街坊之间的距离 [8]。此

外，以人控制环境的范围和认知能力

作为限定居住空间规模的依据，人的

认知邻里范围直径不应超过 274 m（即

面积在 5 hm2 左右）[9]。

根据行为学的论述，结合纽曼的安

全社区研究，总结得出适宜建立邻里认

知、营造社区归属感的户数在 100 户左

右 [10]。根据南非居住习惯模式，计算

不同住宅形式在相应尺度下的的基本

大致户数，推导适宜的基础居住尺度

（图 6）。
结合美国丹弗市心石合作社区

（Heartstone Community）的实际案例，

通过合作社区的最优营造理论，对居

住板块的基础尺度进行校核 [11]。最

终，本规划建议划分共治邻里尺度为

200 m×200 m 基本单元，根据不同社区

类型再考虑细分或合并。

（2）商务功能板块

除了从人的感知、行为学等方面

进行空间安全尺度研究以外，商务功

能板块尺度的划定重点借鉴了南非当

地的安全设计实例（图 7）。
通过案例特点的综合比选，适度

考虑国际城市办公商务区开发、出售

建设原则，本规划得出商务办公功能

地块基础单元尺度为 100 m×100 m。 
（3）公共开放空间板块

公共开放空间的设计尺度主要参

考南非当地优秀设计案例（图 8）。
通过案例采集梳理，可以看到，约

堡市内较为安全的公共开放空间面积

均在 0.5 hm2 以下。大尺度的广场则需

要通过场地设计，如控制领域、视线

尺度，结合路径设计等方法保证空间

的安全（图 9）。
公共开放空间考虑广场安全建议

划分尺度为 100 m×50 m，超过此尺度

以上的开放空间建议进行行走路径设

计，如采取台地形式。

4.1.2  安全街区尺度探讨

安全街区尺度是指通过安保设施

系统监控设计的最小单元尺度。其设计

尺度考虑了人的步行适宜距离、混合街

区功能以及安全设施设置要求等条件。

芦原义信在研究人的活动行为时提

出：作为步行者，一般心情愉快的步行

距离为 300 m，根据天气情况而希望乘

坐交通工具的距离为 500 m。超过 500 m
时，一般就超过建筑式的尺度了 [12]。

纽曼在安全空间研究中提出：不超

过 500 户的居民单元为社区公共领域层

级认知的最大规模。在这个领域层级，

居民之间有一定的相识或似相识的关

系，可以建立一定的公共认同度。

综上所述和相关分析，本规划提出

安全街区的基础尺度为 400 m×400 m，

安全街区采用三边封闭式管理，一边

开放设计，便于地块组合后社区公共

环境的营造。根据区位需求，进行复

合功能设计，实现不同密度的开发建

设（图 10）。

4.1.3  安全社区尺度探讨

安全社区是以可持续交通组织方

式为基础的步行安全尺度社区。规划

希望通过 24 小时活力区域的打造，结

合自然监控、便捷的报警设施、固定

安保亭以及流动巡逻来实现开放共享，

使各个城市片区安全可达。

为此，本规划盘点了社区营造理

论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演变，对典型模式

及规模进行了学习探讨。规划参考了

新加坡宏茂桥区（Ang Mo Kio）公交

站点的建设，借鉴其适宜的社区步行尺

度以及公交覆盖尺度。最终建议本项

目的社区规模为 800 m×800 m，适宜

豪登高铁（Gautrain）的站点覆盖半径

400 m，由 4 个街区单元组成，中央形

成开放性景观公共道路空间（图 11）。

图 6  南非现状居住形式采样图

低密别墅区 联排住宅区域 低密公寓区域 合作居住公寓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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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安全街区设计尺度、组合模式说明示意

图 8  南非小型公共开放空间形式采样图

曼德拉广场（Nelson Mandela Square）
成熟商务用地内部广场，四面建筑围合型空间

荣耀山社区中心（Thornhill Estate）
社区中心绿地

梅罗斯广场（Melrose Arch）
新兴商务商业用地内开放广场，沿街底商开放

图 9  南非大型公共开放空间形式采样图

比勒陀利亚联邦广场（Pretoria Federation Square）
通过台地式的划分，在保障视线通达的同时，实现了路径的复杂设计，
是南非大尺度广场设计的优秀实例

比勒陀利亚教堂广场（ Pretoria Church Square）
地形平坦，抢劫等犯罪事件高发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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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南非商务办公形式采样图

桑顿商务办公区（Sandton）
南非约堡市成熟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务办公核心区

梅罗斯拱门商务办公区（Melrose Arch）
南非约堡市新兴商业商务办公区域，安全评价较高

沃特福尔办公区（Waterfall）
南非约堡市非中心片区独立式办公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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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安全社区设计尺度、组合模式说明示意

30~60 m 800~1 000 m 30~60 m 30~60 m800~1 000 m 800~1 000 m

400 m

4.1.4  安全城市片区尺度探讨

安全城市片区往往是城市功能板

块的区域划分。在这个片区尺度下，规

划通过智慧化的安全监控系统，强化

片区边界的安全识别性，在增强区域

威慑力，消除犯罪隐患的同时，确保

安保整体防御能力的建设。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94-2007）中提出 ：设防区边缘与监

控中心的距离不宜大于 1 500 m ；监控

中心覆盖直径不大于 3 000 m ；大概一

个辖区范围不大于 7 km2。为此，规划

建议片区划分与城市自然生态格局相

结合，根据不同区位需求灵活设计，总

面积不超过 7 km2。

4.2  行为单元的功能分级构成导引
在划定了各个行为单元尺度后，规

划对各个尺度级别所需配置的功能设

施，做出了分专业的研究梳理，形成

了便于规划指导、建设管控的各专业

原则控制表。

以公共服务设施在不同行为单元

的配置研究为例。本研究将服务设施

划分为居民自组织和市场组织两大类，

分别进行布局要求探讨（图 12）。
针对居民自组织形式的社区基础

服务设施，规划主要参考了“合作居

住”概念中所建设布局的相关设施。

“合作居住”社区是 1960 年代开始在

丹麦出现的一种新型居住模式，社区

布局兼顾社交和私密性两方面需求，私

人住房与传统住宅模式基本相同，公共

设施（如游乐设施、院落、广场、公

共用房等）由居民共同所有 [13]。

针对市场组织形式的社区基础服

务设施布局则参考 “出行方式”配置

和 “购物周期”配置形式进行了探讨。

“出行方式”配置以美国西雅图市商

业用地分类为代表，它以步行、车行

距离划分出商业点和商业区。步行为

主的商业可细分为小型商业点、普通

商业点以及商业街区；车行为主的商业

区则细分为零售商业区和非零售商业

区 [14]。“购物周期”配置首先以 G · 费
德分级构成理论和中心地理论分析居

图 12  公共服务设施在各层级尺度上的配置导引说明

200 m×200 m 400 m×400 m 800 m×800 m

社区尺度街坊尺度邻里尺度 片区尺度

自组织形式 市场组织形式

车行尺度步行尺度

“日”周期 “周”周期
“月”周期

层级 邻里单元 街坊单元 社区单元 片区单元 “BEST”城市

规模 200 m×200 m 400~500 m×400~500 m 800~1 000 m×800~1 000 m 2~3 km×2~3 km 以内 弹性和可生长性

公共服务 大型公共餐厅（用于就餐，社会聚
会和会议），大型厨房，青少年用房，
多功能用房，运动以及其他团体或
私人活动，室外烧烤设备，社区有
机菜园

日常生活消费（服务半径
200~300 m）；小区会所，商
务会所；便利店，室外健身
设施，美容美发、咖啡。紧
邻公共交通站点，慢行系统

教育、医疗、文体、商业（服务半
径 400~500 m）；步行街，滨水空间，
文化长廊；超市，健身房，休闲广场，
菜市场，儿童乐园；公共交通站点
均布，慢行系统

城市次中心级别的公共服务；
游憩商业区主题游乐区、休
闲文化聚集区；中型超市专
业店，专业街，体育馆，文
化活动中心，酒吧休闲街；
轨道站点

城市中心 / 区域级别大型公共服务；城
市休闲空间体系，休闲功能与城市功能
高度融合；购物中心，免税店，体育场，
广场，高级会馆，音乐厅，游艇码头，
展览馆，剧场，主题乐园，商务办公，
会议中心；轨道交通换乘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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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格模式在基地的落位 2 根据地形调整局部格网方向 3 考虑区域湿地保护范围，调整区域次干道道
路走向，调整原景观公共道路空间位置，避免
穿越湿地保护区，并在两侧布局功能性用地

4 根据服务半径布局社区核心绿地，以及相应
复合用地功能

图 13  长湖片区城市设计步骤说明

5 考虑核心路口的门户景观形象，以及与社区
内部的组团联系性，调整部分商务商业用地、
以及会展用地

6 考虑门户道路景观展示，沿线布局高密度、
高品质的居住和特色酒店功能

7 考虑绿地系统的渗透性，形成不同密度的居
住和办公功能板块

民的购物地点、购物方式，划分三类

购物周期：以日为周期、以周为周期

和以月为周期。而后对应于不同购物

周期，分析购物内容和购物活动所发

生的距离。设置与日常居民购物密切

相关，以日为周期和以周为周期的商业 
设施 [9]。

4.3  城市建设形态规划设计示范
在平台思维指引下，共识性目标

和原则构成了城市设计的核心成果。它

既能控制局部地块的具体建设，也能

灵活包容特色化详细设计。本次规划

以长湖片区（Long Lake Area）进行了

局部地段的特色化示范性设计。演绎

了在层级化的规模尺度以及功能要求

导引下，如何实现可实施的、具有地

域特性的城市建设（图 13）。
各个专业也进行了相关的技术创

新实践。环境专业团队分析了场地生态

状态，明确了雨污处理设施布局原则 ；

交通专业团队提出了需求响应型公交

系统，给出了交通稳静化处理的道路

断面设计；安全专业团队给出了社区

安全设计引导；智慧专业团队提出了

智慧市场运营标准化以及智慧服务响

应的概念等（图 14）。

5  结论与展望

通过若干次国际电话会议和三地

国际视频会议汇报，本次城市设计成果

得到了中方开发团队的高度认可，更

新了我国企业在海外工程建设的工作

思维和模式，赢得了南非设计方以及

国际规划设计同行的肯定与支持。

南非项目的创新性规划实践让我

们意识到城市设计在规划成果方面的

创新潜力空间。本次规划成果并不是

一套具体的图示内容，而是一个动态

开放、共享共赢的“思维框架”。未来

的城市建设开发将面对越来越多的参

与方，空间规划也将面临更多的参与意

湿地保护范围

商住混合用地

商业办公混合用地

办公居住混合用地

区域核心商业商务用地

会议会展功能用地

区域生活服务功能用地

绿地

一类居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酒店公寓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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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长湖片区城市设计总平面图
资料来源：项目组绘制

见和建设实施挑战。因此，动态的规划成果系统不仅能为决

策者带来明确的目标指引、权衡标准，同时也是品质化、精

细化、特色化循序项目建设的保障。

配合新的规划发展需求和时代背景，城市空间规划以及

规划师的角色将发生更多的改变。南非项目只是城市设计创

新的一个起点，蓝图规划时代已经过去，规划服务将由提供

技术服务向平台搭建甚至更广阔的内容、界限演绎。

注：文中未注明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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