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  2018 Vol.33, No.4

引言

可持续的城市形态和高品质的公共空间一向是规划师、建筑师

和景观设计师的理想，而这很大程度上却依赖于城市形态控制工具

的发展。针对快速城市化时期大量的开发建设活动，我国目前已经

形成以控制性详细规划为核心的开发控制体系，并在引导和控制城

乡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这一体系也广受批评，其中

之一就是控制性详细规划对城市形态和空间的引导和控制难以达

到预期目的。比如，由于控规的制定主要依赖于当地相应的技术标

准（而当地标准很多情况下又是参考国标），对城市形态和空间的

考虑不够周全，往往造成尺度偏大、公共空间缺乏和丧失特色等

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近年来微观层面的城市设计得到快速

发展，规划师们期望通过城市设计达到控制城市形态的目的。然而，

当前城市设计远未达到成为控制和调整城市形态工具的程度，它

更加侧重于一种思考方式贯穿于城市规划的各阶段。因此，开发

适合我国城市地块层面形态控制和调整工具仍然是当前规划界面

临的重要挑战。

美国城市蔓延已受到国内外规划界的广泛批评，成为可持续城市

形态的反面案例。许多文献显示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区

划制度（zoning），认为正是由于区划过于强调功能划分而不重视空间

和场所营造才导致普遍的城市蔓延，并使得城市缺乏特色。基于此，

美国规划师们先后提出新城市主义、精明准则及形态控制准则等形态

控制理念或工具，期望能够扭转区划带来的城市发展弊端，形成一个

结构紧凑、尺度适宜、健康绿色的可持续城市形态。尽管我国与美国

国情、规划制度差异较大，但在工具层面，美国近些年形态控制发展

历程仍然对探索适合我国城市形态控制方法有所借鉴。

已有中文文献对新城市主义、精明准则和形态控制准则等单个

工具进行过介绍，有利于国内规划师了解和熟悉这些工具。然而，

目前文献对于这些工具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脉络缺乏深入探讨，

容易造成盲目借鉴和生搬硬套。为此，本文拟对这些城市形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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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之间的发展脉络以及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以弥补这方面

不足。

1  城市形态控制工具的发展脉络和内涵

1.1  城市形态控制工具演化脉络
美国区划在漫长的发展和调整过程中，管制内容经历了

不断变迁和升级，一系列新工具开始逐步纳入规划的管理和

控制当中，提升了区划综合应对城市问题和管制的灵活度 [1]。

美国传统欧几里得式的规划方式（conventional zoning）仅依

赖于条件性和功能性分区要求①，强调功能的分离，导致几

乎每种用地类型都各自独立，成为推动城市蔓延的内在动力。

不仅如此，不同类型的居住分离，更刺激了美国社区的分化

和隔离。随着传统区划问题越发明显，区划改良工具也逐渐

出现。但就形态控制工具发展脉络而言，最具代表性的是二

战以来试图以设计力量影响建成环境的新城市主义运动 [2]，

它倡导对现有区划进行全面检讨。基于 1980 年代初佛罗里

达州的规划设计案例，安德烈斯·杜安尼（Andres Duany）

和伊丽莎白·普莱特 - 齐伯克（Elizabeth Plater-Zyberk）夫妇

在 2003 年发布了《精明准则》（Smart Code）。2001 年，卡罗

尔·怀恩特（Carol Wyant）提出了“形态控制准则”（FBCs: 

Form-based Codes）定义，并催生了 2004 年非营利性的形态

准则协会（Form-based Codes Institute）的成立，致力于形态

控制准则的研究和推广。

传统区划主要控制地块开发性质和开发强度，属于功能

导向控制。它一般采用抽象数据，以禁止式条文来明确禁

止的功能。换言之，在缺少体量控制的前提下，地块的强

度和密度等限制手段造成开发商有意避让，形成“火柴盒”

状建筑（图 1 左）。虽然规划师试图通过城市设计来改变这

种状况，但多落入地块外在景观塑造的“窠臼”（图 1 中）。

相对于传统区划的内容，城市形态控制工具着重于控制微

观层面的建筑形式、建筑布局、市民活动空间等建成环境，

属于地块层面形态导向的控制（图 1 右）。形态控制准则通

过法律、法规手段，采用图文方式明确地块的形态。可以说，

城市形态控制工具的发展脉络反映出美国城市规划路径向

物质空间设计或曰空间形态的回归，以此寻求改革城市功

能和空间感受。

1.2  形态控制工具的内在关系和侧重点
从形态控制工具自身发展看，它重现和强化了物质空间

决定论思想。该思想源于现代主义运动，旨在通过物质空间

营造良好环境，解决社会、经济、环境等城市问题。同时，

它也推动了源于 18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想要彻底摆脱历史羁

绊的空间规划实践，形成了新建或重建整个城市或城市大部

分地区的欲望和冲动 [4]。1960 年代以后，由于对理性主义

和功能主义的批判，以及系统论思想的引入，城市规划本身

对物质空间的侧重开始逐渐积累了相关学科的优势；比如，

社会学、经济学和地理学也越来越关注城市、空间和土地 

使用 [5]。此外，对于规划实施的强调，使规划更专注于行动，

而不仅仅是对规划构思或决策的重视，随之而来的是关注公

共利益和多元协同，倡导式规划、沟通式规划逐渐成为当时

乃至当前规划理论的主要“范式”之一 [4]。当然，在这个规

划理论流变中（物质化转向沟通化），美国规划理论并没有

彻底抛弃物质空间设计，仍始终坚持通过土地区划，以法律

形态保障个人利益。至 1980 年代，新城市主义兴起，在批

评以现有土地分区为基础的物质形态方法的基础上，它强调

需要完善和推动形态角度对空间的控制，以此达到对人行为

的控制。比如，新城市主义主张回归历史城镇的优秀传统，

致力于复兴和推动可步行、混合用途的社区，即从多样性形

态要求检讨现有区划所带来的形态局限。简言之，美国规划

理论发展本身始终坚持了物质形态的方法，尽管这其中出现

了积累、迭代、综合的规划理论体系 [6]，但是，形态控制（土

地使用）的内容却一直贯穿于整个规划理论脉络中，呈现出

图 1  传统区划标准（左）、城市设计引导（中）、地块形态控制准则（右）对地块控制情况的对比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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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功能性要求指将城市划分为不同的区域 , 各区域内有各自允许的土地使用类型，主要包括居住、商业、工业；条件性区划则规定地块的大小、

高度和退让红线距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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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形态控制工具不断演变和丰富的画面。

新城市主义作为一种物质空间设计的理念，为精明准则

和形态控制准则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后两者提供了行动框

架。比如，新城市主义所倡导的步行化、混合土地用途等要

求都成为精明准则和形态控制准则的目标，在准则中都对此

进行了较为完善的表述，并体现在实施层面。需要强调的是，

新城市主义本身并不具有实际的工具性和实施性，它更类似

于一种形态控制理念。精明准则偏重于区域和城市层面，对

城市内的形态要素提出控制，通过源自生态学的断面划定，

用“形态过渡”的方法来区分七种不同类型的城市形态。它

针对不同类型区域的建设特点和形式，提出了一套如何将区

域性规划原理具体落实到每一个规划区内部的指标体系和形

态控制法则。形态控制准则，在精明准则对区域和城市层面

控制要求的基础之上（其实在宏观层面我们可以将两者纳入

一套控制要求中），重点是形成对地块（建筑）层面的控制

内容。它通过类型学的方式，从各种建筑和公共空间的形态

出发，通过横断面的校核，抽取出不同分区关于公共空间和

建筑形态的标准，配以示意图表达，取代传统区划的抽象数

值。此外，这种图像还具有法规属性，通过可视化的表达，

相比文字表述更加简短精炼，也更易于理解。

由于精明准则在横断面控制内容与形态准则存在部分内

容重叠，都是通过断面形态来实现差异化的空间形态控制，

因此，笔者在文中仅重点对新城市主义和形态控制准则进行

阐述，不再累述精明准则。

2  新城市主义理念

2.1  新城市主义的提出
二战后，伴随着小汽车的普及和公路的大规模建设，美

国率先步入了郊区城市化加速阶段。对于崇尚自由的美国人

来说，近郊住所（suburban living）成了大部分美国人的“理

想环境”，在当时被称为“美国人的梦想”。在这种梦想的驱

动下，大量中产阶级流向郊区。当然有些学者也指出，或许

是出于对城市生活的恐惧和逃离 [7-9]，推动城市居住方式和

空间形态演变的潜在动力。尤其在 1970 年代后，出现了所

谓的“城市蔓延”（urban sprawl）。城市蔓延不仅造成了交通

拥挤，更对人们的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 [10-15]，如城市内

部出现阶层和种族分化、郊区孤立等问题。

1993 年 10 月，在美国亚历山大市召开的第一届“新城

市主义代表大会”（CNU: Congress for the New Urbanism）标

志着“新城市主义时代”的正式来临。从其出发点看，它认

为导致美国城市的一系列困境基于美国的汽车文化和现代主

义城市理论。因此，新城市主义的核心观点认为，汽车重构

了城市和社区，并且成为城市蔓延的主要工具；同时，现代

主义思想又割裂了社会文化和传统，试图营造一个同质、毫

无特色的城市和社区空间。因此，新城市主义站在可持续

发展的立场之上，提出步行尺度和回归传统的对策。正如

1996 年签署的《新城市主义宪章》（The Charter of the New 

Urbanism）所提倡的，新城市主义主张恢复现有的中心城镇

和位于都市连绵区内的城镇，将蔓延的郊区重新整理并配置

为多样化的、真正的邻里社区 [13]。

2.2  新城市主义的内涵
新城市主义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主要包括传统邻里

开发（TND: 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公交

导向开发（TOD: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①、城市村

庄和精明增长等建设模式（表 1），它们的特点都是提倡适

宜步行的邻里环境，功能混合，多样化的住宅，高质量的

建筑和城市设计，传统的邻里结构，高密度，精明的交通

体系，可持续发展及高生活质量等 [15]。在彼得·卡尔索普

（Peter Calthorpe）看来，美国“新城市主义”主要指三件

事：第一是可步行的社区（walkable community）；第二是多

样化（diverse），指新城市主义的社区应该包容宽泛的年龄

组、不同类型和收入水平的家庭等；第三是人的尺度（human 

表 1  新城市主义方式的原则比较

传统邻里开发 公交导向开发 城市村庄 精明增长

不同

元素

集中在地方或

古典建筑上

集中在与区域

相连接的公共

枢纽上

更为强调自足（住宅

和工作的混合）和褐

色土地的再开发

在推进变革时增

加政府政策和各

类优惠的政策

共同

元素

混合使用、住宅类型的混合、紧凑的形式、可以步行的环境（步行 5 分钟，

即约 400 m）、可供选择的交通模式、有吸引力的公共场所、高质量的

城市设计、中心区用于商业和市政服务、明确的边缘、较窄的街道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5]

① 传统邻里开发（TND）是在 1930 年代“邻里单位”社区规划模式的基础上提出的。重点在对传统城市邻里空间重塑，打破现代城市体系中简
单的功能分区，回归传统社区邻里生活方式，强调交往空间、邻里单元和传统街坊的重要性。公交导向开发（TOD）是以区域性公交站点为中心，

以人步行的最大需求距离为设计半径，将人们所需的各方面的设施和建筑都安排在这一设定半径中，其目的是以公共交通取代私人汽车，在宏

观设计层面减少环境污染。关于城市村庄（urban villages），英国的“城市村庄论坛”将其描述为“可持续的和相对自给自足的新开发”。该思

潮采用了许多传统街区设计的原则。在美国，城市村庄有可能是公交导向开发枢纽的另一个名称，这类公交导向开发枢纽可能是一个需要填充

的褐色场地，或沿公交线路的边远地区新城镇的开发场地。精明增长（smart growth）则旨在促进地方归属感、自然文化资源保护、开发成本

和利益公平分布的社区规划、设计、开发和复兴。通过提供多种交通方式、多种就业、多样住宅，精明增长能够促进近期和远期的生态完整性，

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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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11,12,14]。这三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同样，哈维尔·蒙

克鲁斯和瓜迪亚（Javier Monclus and Guardia）提出，新城市

主义具有六大主要特征：一个中心；5 分钟路程的邻坊；细

密的格状街道系统；狭窄多用途的街道；混合使用；特殊

场所用于特殊建筑 [16]。总之，新城市主义提倡创造和重建

丰富多样的、适于步行的、紧凑的、混合使用的社区，对

建筑环境进行重新整合，形成完善的都市、城镇、乡村及 

邻里单元。

此外，《新城市主义宪章》还从区域、城镇和城区这三

个层面解读了新城市主义的规划理念，以指导公共政策、开

发行为、城市规划和设计 [13]。（1）区域层面考虑规划的宏观

性，从大都市、城市和城镇视角，认为区域规划必须跨越传

统的行政区界，建立一个合理的、易于分析的区域界定。它

还提出区域范围内的城市需要有一套综合的都市发展战略，

以求得区域的共同繁荣。此外，区域内的城市应当有明确的

边界，相邻市镇之间的土地应当被保留为开放空间——空地

或者农田。（2）城镇层面主要从街区、区和走廊的角度出发，

强调清晰可辨的地区。它认为街区应是紧凑的、步行友好的、

混合使用的；区通常以一种特定的单一功能为重点；走廊则

是街区、区的连接，包括林荫道、轨道、河流和园林小路。 

（3）城区层面从地块、街道和建筑物角度出发，提出街道

需要通过建筑物来体现一个连续的、易于识别的边界，为人

们提供安全、舒适的步行和聚会的好地方。

2.3  对新城市主义的批判
“新城市主义”这个概念的“新”是相对于 18、19 世纪

工业革命浪潮导致的城市主义（Urbanism）①而言的。新城

市主义的“新”正是试图对这种异化的都市生活方式提出一

种修正。但是，在新城市主义的批评者看来，“新”成为笔伐

的对象。他们认为，新城市主义理念不过是一种对传统的怀

旧和理论总结，并将其称为“新传统城市主义”（Neo-traditional 

Urbanism）[15,17-19]。虽然新城市主义者也承认他们无意创建

前所未有的奇思妙想，但他们坚持传统中有许多持续有生命

力的东西值得继承。但与此同时，新城市主义在理论上也不

可避免地带上一些和传统理论一样的缺陷 [15,20-22] ：在认识上，

新城市主义仍用欧洲传统城市的眼光看待当代城市的发展演

变；在方法上，新城市主义的错误在于将目前问题所表现出

的现象的反面作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意识形态上，新城市

主义在反对基于现代主义的城市观的同时却陷入了与它同样

的困境，即其在本质上仍然坚持了乌托邦式的美好承诺，以

自信的理性将某种尺度和秩序强加给城市生活的每一个领

域，只不过一个表现得激进，另一个表现得保守。

因此，在新城市主义的实践中，虽然它创造了比以往郊

区更好的物质环境，但许多结果都与其初衷背道而驰，和现

代主义城市一样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首先，它没有阻止郊

区的无序蔓延，反而成了帮凶；其次，新城市主义的实践并

没有减少私人汽车的使用，还要尽量安排停车位；第三，新

城市主义者以高房价高密度取悦了开发商的同时却使打破种

族、收入造成的隔离成为空谈 [23]。作为对新城市主义的批评

者代表者，格兰特（Grant）则总结了新城市主义的五个问

题。（1）可支付性：并不能创造所说的混合的多元社区，因

为修建费用高昂；（2）真实性：新城市主义形式制造了教条

式的景观；（3）民主性：只存在有限公众参与和私人选择的

需要；（4）多样性：仅仅是一种范式，仅代表了标志阶层和

身份的一种方式；（5）公正性：仅关注建筑观景和改善房地

产价值，而忽视了贫穷家庭的迁移，以及对原来社区的干扰

所带来的社会后果 [15]。

3  形态控制准则

3.1  背景
在新城市主义、断面理论以及绿色建筑理论等场所营造

原则基础上，规划师们开始发展形态控制准则，将其作为控

制建成环境的新工具，希望通过形态引导和设计达到场所营

造的目的，改变区划带来的诸多弊端。

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形态控制建成环境并不是现代社会

才有的产物。它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希波丹姆所规划的米利

都城、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以及古罗马的城镇规划。以法

规形式出现的形态控制也可以追溯到西班牙王室于 16 世纪

颁布的西印度群岛法律，而 19 世纪奥斯曼主持的巴黎重建

项目，通过精确的比例来规定建筑物高度、街道宽度、建筑

立面，选择一致的行道树和标准化的材质颜色，以营造一个

统一和谐的公共环境，被认为是形态控制方面的经典案例。

美国当代形态控制准则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是 1981 年由杜

安尼和普莱特 - 齐伯克夫妇及其设计团队设计完成的新城市主

义小区——佛罗里达海滨度假小镇锡赛德（Seaside），这个小

区是第一个实施形态控制准则规划条例的社区。经过约 20 年

的发展，形态控制准则于 2001 年被卡罗尔·怀恩特正式命名，

并得到广泛采纳。图 2 为形态控制准则发展的主要时间节点

示意图。目前，美国许多城市规划专家都正在推行这一工具，

希望通过形态控制来实现精明增长和场所营造的目标 [24]。

① 1938 年，美国学者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一文中站在社会学的角度，认

为都市环境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他将其称为城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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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内涵与理念
作为一种管理土地开发活动的工具，形态控制准则旨在

创造一个特定的地域类型 [25]，强调场所营造和公共空间的管

理与设计。比如，形态控制准则非常重视街景营造，关注如

何将街景与私人住房有机联系起来，如何通过地标建筑提高

公共空间的可识别性以及品质，如何协调公共建筑物和私人

建筑物的尺度和外观特征，以及如何减少停车对场所精神的

负面影响等。形态控制准则还强调与社区独特特征契合，以

形成独特感和归属感。总的来说，规划师们希望通过形态控

制准则的使用创造一种结构紧凑、混合使用、行人友好的宜

居邻里，以及健康、充满活力的社区发展模式。

就理念而言，与传统区划相比，形态控制准则有如下不

同：（1）传统区划以控制功能为主，根据不同功能分区划分

社区，不鼓励混合使用，而形态控制准则不再强调功能，认

为使用功能可能随时间改变，但建筑本身将持续下去，将

重心放在形态设计和公共空间营造上，鼓励多功能兼容； 

（2）传统区划对建筑退后、高度、密度和容积率提出统一

的抽象数据要求，社区呈现出一种均质性，而形态控制准则

通过不同横断面分区（transect zones）提出不同的建筑标准，

力图使风貌呈现多样化特征，并追求建筑形式与街景在视觉

和使用上的相得益彰；（3）传统区划关注的重点是使用功能，

红线内建筑物的形式不可预测，因而很少或几乎没有关注街

景，而形态控制准则关注重点街景等公共空间营造，并通过

对开发方式和建筑形式的规定达到预期规划愿景。

总之，形态准则强调了形态控制优于功能管制的核心，

以愿景式、说明性的开发规则，描述“要求建成什么”形态，

而不是传统区划采用禁止式条文和抽象参数所带来的“模糊

形态”。图 3 大致说明了传统区划与形态控制准则在考虑功

能、操作和形态时的秩序与关系。

3.3  控制内容
（1）控制性规划（regulating plan）：在断面准则基础上，

建立起受控制区域的建筑形式应用及空间类型标准，其目标

是管理、直接控制和规划。而划分分区边界的标准是依据每

一个分区的开发形态和特征，即按照横断面所区分的 7 个

由自然地区（T1）至城市核心地区（T6）及城市特别分区

（T7）所呈现的不同分区形态特点来确定。比如，在辛辛那

提海格立斯（Hercules）海湾 FBCs 控制性规划中，将建筑形

式进一步细化为湾区大道主街建筑、会所、海滨娱乐、一般

性建筑等若干形式，并对临街建筑提出采用拱廊、沿街前区、

沿河前区、长廊等控制要求。

（2）公共空间标准（Civic Space Standards）：确定公共

领域内各要素的技术规范和参数指标（如人行道、旅游专线、

路边停车、行道树、街道家具等），主要涉及通道和市民空间。

具体到通道的控制要求，会涉及通道的适用范围，包括交通

类型（movement style）、设计时速（design speed）、步行通过

时间。此外，还会对通道提出一般性要求，如宽度、转弯半

径、行道树景观布置等。最后通过控制性规划中的横断面形

态对其进行校核，比如，在辛辛那提 FBCs 中，路缘石设置

仅在 T3-T7 断面分区中抬升，在 T1、T2 断面分区中并没有

进行具体规定（表 2）。

（3）建筑形式标准（Building Form Standards）：对建筑

物的结构、特征、功能和退界线等进行控制和规定。主要内

容涵盖分区概述、停车条例、建筑布置条例、建筑形态条例，

许可的土地利用和具体建筑用途的表格、许可临街面类型，

许可突破的尺度、许可的建筑类型。

除此之外，形态准则还针对需要，在不同断面增加诸如

地形控制（图 4）、历史建筑和区域、停车要求、建筑高度、

装饰和新建筑兼容性、转角商店样式、特定用途的附加标准等

传统区划

关注功能

功能
操作

形态

形态控制准则

更加关注设计与形态

功能

操作

形态

图 3  形态控制准则与传统区划的关注点差异图示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1981 年

1991 年 1996 年 2004 年

2001 年 2009 年

杜安尼和普莱特 - 赞勃克夫妇
及其设计团队设计完成的新城
市主义小区——佛罗里达海滨
度假小镇锡赛德

在杜安尼和普莱特 - 赞勃克夫妇的帮助
下，迈阿密 - 戴德县（Miami Dade）正
式通过了传统邻里开发叠加分区法案，
成为其他城市制定类似法规的榜样

北卡罗来纳州的科尼利厄斯镇
（Cornelius）在规划师克莱格 · 刘
易斯（Craig Lewis）主持下第一
个采取强制性的 TND 发展准则

彼得 · 卡茨（Peter Katz）和卡
罗尔 · 怀恩特成立了形态控制
准则研究所

芝加哥的咨询师卡罗尔 · 怀恩
特对形态控制准则正式命名

迈阿密正式通过了 Miami21，
这是第一个为大城市量身定
做的精明增长类型的形态控
制准则

图 2  形态控制准则发展主要节点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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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控制内容。总之，形式控制准则采用了图示化语言，明

确了不同分区类型下，特别是对地块层面建设的形态要求。可

以说，它超越了区划的狭隘、抽象、模糊、不可预知的形态内容，

以物质空间为手段，实现了新城市主义的理想空间形态。

3.4  评价
评价形态控制准则可以从有效性、可行性、效率和公平

等方面展开。有效性方面，依据目前文献来看，形态控制准

则对以下三方面有效：改善社区的空间形态；培育高质量的

公共领域；通过“场所营造”原则来实现社会愿景目标。当

然，FBCs 是否真正有效还要依赖于规划部门的实施策略和

经验。可行性方面，希特考斯基和奥姆（Sitkowski & Ohm）

曾指出形态控制准则具有法律授权，不容易引起法律方面的

表 2  部分公共临街部分的类型

公共临街类型 A B C D E F

断面 T1/T2 T1/T2/T3 T3/T4 T3/T4/T5 T4/T5 T4/T5/T6

路缘石：车行

道边缘的处理

方式，包含管

道区域

形式要求 开放半径 10~30 英尺

（约 3～ 9 m）

开放斜道按 1：12 形成

坡道

按照 1 ：12 提高缘石

坡道

按照 1 ：12 提高缘石

坡道

按照 1 ：12 提高缘石

坡道

按照 1：12 提高缘石

坡道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6]194

纠纷，在政治可行性方面没有太多分歧意见 [25]。但是行政管

理方面，根据博耶（Boyer）的调查结果，相关规划人员和监

管董事会强制执行和管理形态控制准则的能力值得怀疑 [27]。

在财政上，尽管形态控制准则的支持者声称比传统区划更节

约成本，但缺乏相关证明。同时，根据博耶的研究，有三分

之二的社区表示，开发商的诉求与形态控制管理之间存在着

一定的矛盾 [27]。效率方面，形态控制准则的支持者声称形态

控制准则比传统区划具有更高的行政管理效率。然而，博耶

的调查结果表明情况并非总是如此，这一准则的管理被规划

人员和监管董事会认为是繁琐的 [27]。此外，在起草形态控制

准则之初，其审批程序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金。而在公平方

面，形态控制准则可能具有优势，虽然也可能存在腐败和歧

视问题，但是，它相对于传统区划所限定的空间更加具体和

明确，在自由裁量方面的空间则较少。

总体而言，形态控制准则试图通过形态控制形成良好的

城市结构和社区氛围，是对美国传统区划带来的各种弊端的

有力回应。作为一种新兴的开发管理工具，尽管在可行性及

效率等方面还有待实践检验，但却是有益的尝试。

4  美国城市形态控制的启示

美国城市形态控制与调整工具发展对我国城市规划具有

以下启示。

（1）从城市发展理念上来看，应强调功能混合，注

重微观层面的场所营造，塑造具有特色的公共空间和城市 

风貌。

当前，我国一些城市也出现了功能单一、组团隔离、交

通拥堵和资源浪费等城市问题，因此，应强调功能混合，重

视居住与就业平衡，以形成结构紧凑、混合和高效利用的可

持续城市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时 

期 [28]，城市发展也存在地方特色丧失、空间均质化、公共空

间缺失以及环境品质低下等问题，相应地，尊重基地文脉和

地方特色，注重场所营造，塑造具有特色的公共空间和城市

注：上图为反例，下图为推荐案例，以此说明建筑布局需要结合坡地特征。

图 4  特殊地形条件下对建筑的控制要求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6]134

此坡地地形不适合狭窄基座的建筑
类型

此坡地地形适用于狭窄基座的建筑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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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貌将成为城市发展的重点。令人欣慰的是，2015 年底召

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及之后由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

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都强调了对城

市形态和空间品质的要求。

（2）从城市形态控制手段来看，应重视发展适合我国的

城市形态引导与控制工具。

除了探索城市发展理念，手段和工具发展也是城市形态

控制的难点和重点。尽管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以控规为核心的

开发控制体系，但由于控规对城市形态和空间考虑往往不够

周全，造成功能单一、尺度偏大、公共空间缺乏和特色丧失

等问题。针对这一现状，可以借鉴美国精明准则和形态控制

准则等城市形态控制工具，发展适合我国当前快速城镇化过

程中城市形态与空间控制工具。

（3）从规划行业发展角度来看，应警惕规划与其他学科

跨界融合中放弃形态设计的传统。

近年来，我国城乡规划非常重视与地理学、经济学、政

治学以及社会学等学科相结合，以实现理论嫁接和创新的目

的，丰富了城乡规划的研究内容，对我国城乡规划实践和研

究大有裨益。然而，也正是这种大量的理论嫁接，造成对城

市形态与空间等城乡规划学科传统领域的忽略，呈现一定程

度上的理论空心化 [27]。纵观美国城乡规划理论发展，1960

年代—1970 年代也强调以社会规划为核心的理论研究（如

倡导性规划和沟通规划等），以至于城市形态与空间研究在

一定程度上被忽视。而新城市主义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回

归了对城市形态与空间研究的传统，从而推动了城乡规划行

业的持续发展。因此，我国应避免过于强调跨学科研究和理

论嫁接而忽视传统领域对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

5  结语

美国规划界针对区划带来的城市蔓延、功能单一以及特

色丧失等问题，先后提出了新城市主义、精明准则和形态控

制准则等形态控制理念或工具，期望能够扭转现有城市发展

方式，最终形成可持续的城市空间形态和模式。针对我国快

速城镇化时期出现的城市形态、风貌和空间等方面的问题，

城乡规划界应在城市发展理念、城市形态与空间控制工具，

以及行业发展等方面做出应对，发展出适合我国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形态引导和控制的理论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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