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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准则对我国城市设计导则编制的启示
The Enlightenment of Smart Code for Urban Design Guidelines in China

侯鑫 王绚 丁国胜
Hou Xin, Wang Xuan, Ding Guosheng

摘要：对区划法实施和城市蔓延问题的反思促进了美国
规划界对城市形态控制方法的探索，精明准则即是这一
反思过程的重要成果，它是基于精明增长理论和新都市
主义规划原则的一种城市发展与形态控制的开发管理工

引言
城市空间形态的塑造是城市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对于城市形态
控制方法的探索由来已久，古希腊、古罗马、古代中国的城市规划中都

具。本文分析了美国精明准则编制方法的产生背景、定

存在自成体系的形态控制方法。近现代城市建设中大规模采用形态控制

义内涵及特点，梳理了国内城市设计导则的发展现状及

的方法，可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的巴黎改造，当时已经提出了较详细的

问题，针对我国城市设计导则的不足提出重点借鉴的三

街道控制原则和建筑标准，可认为是现代城市设计导则的雏形。其后，

个方面，并在文末指出精明准则是基于美国社会现状的，

美国 1926 年颁布的区划法规（Zoning）和英国 1947 年颁布的《城乡规

需要针对中国国情进行改良。

划法规》，建立起了现代城市规划管理体系，也为城市设计导则的推广

Abstract: The reflection for zoning and urban sprawl help
expanding urban form control methods in the USA. Smart
Cod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in it. It is based
on Smart Growth and New Urbanism, and also a new
management tool for urban development and form control
method.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mart Code. Then it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insufficiency of urban design guideline in
China. And aiming at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urban design
guideline of three aspects, it proposes the three key references.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it points out that the Smart Code
is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American society, which
needs to be modified according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打下了法律基础。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设计导则，最早出现于 1982 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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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完成的《旧金山市区城市设计导则》。至今，美国大部分中等规模以
上的城市都编制了当地的城市设计导则。这些导则，因地制宜地与地方
城市设计和区划法相衔接，为美国城市特色的形成起到了巨大作用。英
国学者约翰·庞特（John Punter）在其《美国城市的设计导则》一书中，
认为当今美国城市设计控制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城市设计导则来实现的。
近年来，随着对美国城市发展问题的反思，美国规划界意识到区划
法规以土地经济性为设立目的，对空间形态控制缺乏管控 ；城市设计以
空间形态为设立目的，缺少对城市社会问题的综合考虑，两种管控方式
都有自身的缺陷。出于对现有城市空间管控方式的补充，规划师们开始
，将其作为控制建成环境的新工具，
发展形态控制准则（Form-based Code）
希望通过形态引导和设计达到场所营造的目的。形态控制准则突出地体
现出美国二战以来城市规划的发展与学科知识的演进，已经从较为单纯
的物质形态规划设计转向成为综合性的设计、政策和管理混合体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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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准则（Smart Code）作为形态控制法则的核心内容与基础，是
基于精明增长理论和新都市主义规划原则发展出来的一种指导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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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形态控制的开发管理工具。在美国，已经有一些城市采用该方法取得
了明显成效。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快速发展，引自美国的城
市设计方法在城市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点在深圳等新兴城市

丁国胜，博士，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健康城

的飞速发展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但是，一方面城市设计在我国法定规划

市研究室主任

体系中处于模糊不清的尴尬地位 ；另一方面，囿于城市设计本身单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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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质形态为出发点的局限，造成其在形态控制中存在管理、

（The New Urbanism）一书的
则一词，并联合《新都市主义》

实施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本文试图结合精明准则的理念、思

作者彼得·卡茨（Peter Katz）以及 15 名规划专家，于 2004

路与方法，为我国当前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提供参照，在分

，
年建立形态准则学会（FBCI: The Form-based Codes Institute）

析我国当前城市设计导则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改进措施，

。
从而逐步推广这一理念 [3]（图 1）

使其更好地辅助城市形态管控，促进城市协调发展。

1.2 精明准则的定义

1 精明准则产生的背景及定义

根 据 著 名 城 市 规 划 师 安 德 烈 斯· 杜 安 尼（Andres
Duany）的定义，精明准则是一种工具，它引导建成环境的

1.1 产生背景
近几十年来，随着私人汽车的普及、廉价的石油和土地

形态，以创造和保护一种结构紧凑、适宜步行、混合利用的

资源供应，美国城镇的发展出现了从市中心向郊区外围低

可持续发展模式。精明准则倡导在居住场所步行距离范围内

密度蔓延的现象。这种分散无序的蔓延发展模式使人们的

的土地应混合利用，通过创造一个网络化的步行环境来缓解

日常生活完全依赖于汽车，步行和自行车等传统出行方式

交通压力，摆脱对汽车的依赖。作为一种基于形态和断面控

受到排斥，同时它也造成城镇开放空间的破坏。进入 21 世纪，

制（transect-based）的法定图则，精明准则不仅管理和控制

人们逐渐认识到蔓延式的城镇发展模式急需改变。但在很

个体建筑物，而且使个体建筑物与所在区域的地理、文化内

多地方，现行的美国区划法规一定程度上鼓励蔓延式的发

涵保持一致。基于断面控制的法令图则将一个区域分为若干

展模式，禁止建设传统的邻里社区模式。因此，在蔓延式

个断面地区，从位于城市边缘的乡村地区到城市核心的中心

发展与传统城市主义之间，人们没有更好的选择。精明准

区（图 2）。断面控制的方法所控制的并不是使用功能，而

则正是为了应对这一问题而产生的，它处于法律和设计的

是形态。例如，当周围的建筑物都是二层高度的时候，申请

交叉点，是一种基于形态控制的法令图则。传统的区划主

开发二层建筑很有可能获得许可，但申请开发高层建筑则很

要是基于土地利用和技术统计，这些都不涉及特定的物质

有可能无法获得许可 [4]。

形态；与此不同，形态控制准则设想并鼓励塑造理想的社区、
[2]

同时，精明准则还是一套完整的行动准则和图纸模版。
DPZ 公司开发了《精明准则》（SMART CODE）指导手册，

街巷和建筑物的形态 。
形态控制法则的产生始于 1980 年代的美国，受到新都市

向社会推广，最新的版本是 9.2，其中非常详细完备地阐述

主义和精明增长理论的影响，人们进行了城市空间形态控制

了精明准则的目标、要素与执行方法。简要总结，精明准则

方法的系列探索，标志性事件有 ：1981 年杜安尼和普莱特 -

的原则有以下 10 点 ：目的性、针对性、以地区为基础、区

赞勃克（Duany Plater-Zyberk）设计的佛罗里达州海滨镇社区

域多样化、导向性、精确性、综合性、约束性、易懂性、可

发展方案 ；1988 年的索诺玛市发展准则 ；2000 年由杜安尼和

调整性（表 1）。

普莱特 - 赞勃克及其公司 DPZ 提出的精明准则 ；2001 年的中
央海克里斯准则（Central Hercules Code）等。2001 年，卡罗
尔·怀恩特（Karol Wyant）将上述方法归纳，提出了形态准

2 精明准则的特点
关于精明准则的具体内容，因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赘述，
笔者认为总的来说，精明准则的特点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分区准则
Zoning

新都市主义
New Urbanism

横断面理论
Transect-based

城市形态设计准则
Form-based Code

背后沙丘
次要沙丘

绿色建筑理念
Green Building

精明增长理论
Smart Growth

低谷

精明准则
Smart Code

主要沙丘
沙滩
海洋

图 1 精明准则与其他规划理念的相互关系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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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一个典型的自然断面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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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针对“城市病”，提出基于分类方法的城市空间形
态控制手段
与传统的分区制着眼于土地利用、仅将形态作为辅助和

强调由邻里、社区和廊道形成的空间组织结构，在一系列分
类图例限定的清晰的空间边界内进行管理，使连续的城市空
间界面替代城市蔓延导致的空间断裂和衰败。

参考手段不同，精明准则直接关注城市空间形态，认为世界
上大量最优秀的城市空间，其形态是稳定的，而功能在不断

2.2 是一种城市设计导则，也是一套完整的行动指南

地进行置换，所以从形态入手可以直接引导解决西方尤其是

在精明准则中，策划了创建形态准则的流程，主要包括
三个阶段 ：整理记录（documenting）、愿景设计（visioning）

美国二战后城市空间蔓延、城市特色消失等问题。
精明准则最为常用的形态控制手段是断面。根据人与自

和准则汇编（assembling），并分别明确了每一步骤的相关内

然和谐共处、有机交融的原则，断面被细分为七种不同的类

涵和操作方法。为保证三个阶段的顺利实施，精明准则在内

型，从自然栖息地一直延伸到市中心的整个范围，从而设置

容的规范易懂、操作步骤的行之有序、条文的编排顺序、成

不同的规划标准。在这些参数标准的制定过程中，环境专家

果版式的清晰可读诸方面都有所考虑（表 3, 表 4）。精明准

和城市规划专家都会介入其中（表 2, 图 3）。

则还是一个普适性的规划条例，它适用于区域、社区和建筑

除了采用典型断面作为控制手段，精明准则还根据形态

这三个相互嵌套的层面，在各层面的应用模式如表 5 所示。

设计的不同内容，采用其他的分类方法进行城市形态管控，

精明准则的制定过程中，以愿景制定和专家研讨会为核

例如，选取规划区域内的典型建筑立面、平面或剖面处理手

心，将社区居民、政府、开发商、规划师等利益方结合在一起，

法，将这些做法归纳整理成系列图例，并在今后的建设开发

集思广益，共同解决社区发展问题。由于精明准则兼顾各

中选用。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持续产生与众不同的城市肌

方利益，实际操作中受到各方的欢迎 ：对规划师来说，精明

理，
使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色得以延续（图 4）。在实际操作中，

准则提供了清晰易懂、方便管理的操作规章；对开发商来说，

表 1 精明准则的 10 项原则

表 2 精明准则断面的特点

10 项原则

具体内容

T1 自然区

目的性

以视觉为中心，提供形态修正方法

针对性

面向致力于改变的地区，直接针对空间形态

以地区为基础

准则与规定严格根据区域环境校准，有利于保证场所形式的

T2 农村区
T3 郊区

差异性
区域多样化

反映不同地区的气候、资源和文化，延续地区文脉

导向性

不仅是城市美化，更在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精确性

基于类型学原理，由经验验证的度量体系取代了抽象标准

综合性

T4 一般
城市区

涵盖并协调基础设施、街道、建筑物、空间和景观设计五个
维度
是具有法律效应的强制性标准

易懂性

通俗易懂的图示化方法，便于索引查询的编写体例

可调整性

具有往复循环的反馈机制，能够适应城市设计多次调整

自然区

人烟稀少的土地。包括林地、农田、草原、沙漠和灌溉区，典
型建筑诸如农舍、农业建筑、小木屋和别墅等
由低密度住宅区、毗邻区和一些高混合使用的地区组成。有私人
住宅和附属建筑。街区尺度比较大，道路不规则以适应自然条件
混合使用，但主要以住宅功能为主。可能包含多种类型的建筑：
单体、庭院式和行列式房屋。景观的可视性好，街区尺度适中，
街道带有路肩和人行道
由高密度混合使用的建筑，包括零售商铺、写字楼、联排式的房屋

中心区

和公寓等有稠密的街道网络和大量人行道、街边植被和沿街构筑物

核心区

密度和高度最高，功能用途最广，包括区域重要的市民建筑。
稠密的街道网络和大量人行道、街道植被和沿街构筑物。通常
只有大的城镇和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核心区

SD 特殊区域

内部的建筑功能、布局或构造难以归类到上述六种断面的区域

资料来源 ：根据参考文献 [5] 整理

资料来源 ：根据参考文献 [5] 整理

T1

不合适人类定居的土地

T5 城市

T6 城市

约束性

由接近荒野的土地组成，由于地形、水文和植被等方面的原因

T2 农村区

T3

郊区

T4 一般城市区

T5 城市中心区

T6

城市核心区

SD 特殊区域

图 3 典型的断面分区示意图 ：从传统的乡村到城镇中心区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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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道路路边停车分类
单向路
T1 T2 T3

无路边
停车

临时
停车

双向路

T1 T2 T3

T1 T2 T3

剖面

T1 T2

精明准则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简化的审批手续 ；对居民和政

私有住宅屋前空地分类

普通庭院

T3 T4

T3 T4

带门廊和围墙

带平台或采光井
T3 T4

T3 T4 T5

T4 T5

T4 T5 T6

T4 T5 T6

T4 T5 T6

T5 T6

T5 T6

T5 T6

T5 T6

T4
T5
T4
T5
T6

带门廊

T4
T5
T6

T5 T6

带店面

T4
T5
T6

带走廊

T4
T5
T6

双侧斜
向停车
T3 T4

T3
T4

带前院
T5 T6

双侧
停车
T5 T6

T2
T3

T5 T6

单侧
停车
T4

府官员来说，精明准则提供了社区未来的高品质城市空间。

平面

T1 T2

T5 T6

停车场
通道

T5
T6

带拱廊

表 3 精明准则操作流程的各阶段划分及分阶段成果

整理记录
阶段

相比，其关注的内容有相似又有区别 ：从关注的区域来说，
精明准则不仅关注建设区域，更关注建设区域与建成区域之
间的有机联系；从关注的内容来说，精明准则关注城市形态，
也考虑城市土地用途和必要的功能分区；从关注的细节来说，
精明准则关注街区环境塑造和空间界面构成，为城市环境和
建筑风格的可持续发展助力，弥补了分区制在此方面的不足。
实践中，精明准则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发挥作用。
但是，强制性和排他性条例往往只应用于城市的特定区域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5]

前期阶段

精明准则产生于对美国城市问题的反思，与传统分区制

（1）作为强制性和排他性条例取代现有的传统分区条例。

图 4 精明准则的平面和剖面分类图例

阶段划分

2.3 目标不仅在于管控城市空间，更有志于改造社会

关注重点

表 5 精明准则的实践应用模式及其内在关系
精明准则的应用层面

主要成果

准则开始起草 组建团队 ；选择流程 ；确定应用区域 ；明确实施

开发项
目类型

方法 ；选择制定准则的方法

形成
研究现状

区域层面

社区层面

区域要素

社区单元

开放

01 保护开放空间 无

T1 自然区

片、地图、测量数据表等微观要素样本数据

空间

02 保留开放空间 无

T2 农村区

根据现状展开 图示规划和图像 ；控制性规划和规则 ；开发审查

阶段

设计

准则汇编

将设计通过准 目录 ；引言 ；控制性规划 ；建筑形式标准 ；街区

阶段

则实现

流程

G1 限制增长

CLD
组团开发模式

CLD
组团开发模式

组成部分

具体内容

新的

TND

开发

传统邻里开发模式

3）规划空间布局

TND

1）通道——人行道、交通线、行道树、街道设施等 ；

传统邻里开发模式

3. 建筑形式标准

RCD

1）地段 ；2）建筑功能 ；3）停车 ；4）土地占用 ；

区域中心开发模式

按照建筑与街道的不同关系，分为八种类型

5. 街区标准

1）引导街道 ；2）引导小巷 ；3）引导地段 ；4）引导建

6. 建筑类型标准

7. 建筑标准

INFILL TND

筑类型或项目
1）以建筑类型作为组织原则 ；2）以建筑类型作为土地

开发

T4 一般城市区

T4 一般城市区
T5 城市中心区

T3 郊区

开发模式

T5 城市中心区

INFILL RCD

T4 一般城市区

G4 填充式增长

1）建筑群 ；2）立面组成 ；3）窗和门 ；4）组成部分和

开发模式

资料来源 ：根据参考文献 [5]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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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标准

景观标准

T3 郊区

填充式的区域中心 T5 城市中心区

1）项目审查和批准的程序；2）强调城市建筑师的作用；

建筑密度

T4 一般城市区

用途标准 ；3）通过建筑形式标准控制分区

3）准则自身的修改变化

38

T3 郊区

填充式的传统邻里 T4 一般城市区
已有

细节 ；5）材料的组合和分配
8. 准则管理

T3 郊区

T6 城市核心区

5）临街界面 ；6）建筑风格
4. 临街面类型标准

建筑功能

T2 农村区

标识系统

T5 城市中心区

G3 未来增长

袖珍公园、游乐场和运动场等

建筑布局

T3 郊区

T5 城市中心区

主要目标 ：1）管理用地边界 ；2）直接控制城市发展 ；

2）市民空间——公园、绿化区、广场、集市、散步道、

建筑标准
建筑意向

T4 一般城市区

G2 控制增长

表 4 精明准则的成果编制内容

T2 农村区

T4 一般城市区

标准 ；公共空间标准 ；管理执行 ；词汇表

资料来源 ：根据参考文献 [5] 整理

2. 公共空间标准

断面分区

现有条件底图 ；现有框架图 ；现有断面列表 ；照

愿景设计

1. 控制性规划

建筑层面

T6 城市核心区
CB 公共建设
CS 公共空间

其他
SD 特殊区域
资料来源 ：根据参考文献 [5]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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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央商务区）
，可能会与现状土地使用者的权益产生冲
突 ；地方政府为了避免冲突，往往会限制强制性条例中的
某些规定，最终可能导致部分功能失效，难以达成目标。

精明准则对我国城市设计导则编制的启示

3 中国城市设计导则发展中的问题
当前，我国对于城市形态的主要控制工具是城市设计及

（2）作为替代性条例，人们可以选择使用它，也可以选择

导则。城市设计于 1980 年代引入中国，城市设计导则逐步

使用传统分区条例，替代性条例一般覆盖整个辖区。当然，

得到重视。1998 年 SOM 事务所为深圳福田中心编制的城市

实践中可能出现一种不好的情况，即开发商对允许使用精明

设计中，采用城市设计导则作为成果和管理方式，在我国规

准则的地段并不感兴趣。（3）作为浮动区划使用，由规划师

划界引起强烈反响，此后很多城市纷纷编制了城市设计导则，

指定其适用范围，这可以减轻城市相关部门的管理压力，因

一些省市还出台了各自的城市设计规章制度，为导则制定提

为他们可以根据个案酌情处理，而不是简单设置一个针对整

供了依据。城市设计导则在国内的开展，为快速城市化背景

个城市范围的通用规划控制手段。

下的城市空间塑造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目前来看国内的城

正是由于精明准则的上述灵活性和综合性的特点，使得

市设计导则在繁荣背后还存在很多问题。

其创立者杜安尼·普莱特 - 赞勃克在设计伊始就期望其不仅
能够管控城市空间，更能进一步引导城市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3.1 地位不清

在精明准则理念产生发展的 30 余年历史中，已经产生了许

《城乡规划法》是我国最核心的规划管理法规，但其中

多著名的成功案例。1981 年杜安尼和普莱特 - 赞勃克设计了

并无城市设计内容，因而城市设计导则的“权威性”和“合

佛罗里达州海滨镇的社区发展方案，成为首个采用精明准则

法性”缺少基础。因此，一些省市纷纷提出自己的地方政策，

的城市发展案例。通过建筑类型分类目录控制街区发展，该

例如深圳市通过特区独立立法建立的深圳市法定图则规划编

社区的建设体现出精明准则异于分区制的优势，为海滨镇塑

制体系，天津在《天津市城乡规划条例》中提出的“一控规

造出充满活力的社区。随后，美国有十多个城市采用精明准

两导则”，北京规委会的《北京中心城区城市设计导则编制

则指导城市建设（图 5）。这种开发管制方法，可以帮助社

标准与管理办法研究》提出的“城市设计要素集”等。2015

区实现文化和特色的传承，改变低效率的城市开发模式，进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提出要“加强城

而对城市复兴、紧凑社区和步行街区建设产生作用，甚至能

市设计”，体现出城市设计在城市开发建设中的重要性得到

[6]

帮助实现低碳可持续社区 。

官方认可。尽管如此，与总规—控规—详规这一国家法定城
市规划管理体系相比，城市设计导则的地位模糊，还存在诸
多不确定性 [8]。

3.2 内容不明
城市设计目前尴尬的地位造成其缺乏研究内容的规范性，
各地方因而结合城市设计理论和地方实践推出自己的编制要
素范式。城市设计理论繁多，国际上较权威的如凯文·林奇
，在我国城市设计实际操作中缺乏
提出的“城市意象五要素”
针对性 ；著名学者王建国、金广君、卢济威等结合中国国情，
提出了不同的城市设计要素种类划分，地方城市参考这些理
论，结合地方情况，在技术导则中提出的城市设计要素，即
。各地区不同的城市设计规定与运作，
相似又各有侧重（表 6）
造成地方编制的壁垒，此外，一些大的规划编制单位往往还
有内部的编制规范，更加剧了城市设计导则的混乱状况。

3.3 运作方式各异
城市设计在我国施行 20 多年以来，常用的运作方式与
（1）将城市设计融入城市规划各阶段，认为城
观点有四种 ：
图 5 蒙哥马利市（Montgomery）的建成模拟（上 ：基于传统区划准
则 ；下 ：基于精明准则）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7]

市设计与城市规划交叉重叠、密不可分，将城市设计分为总
（2）依
规阶段的总体城市设计和控规阶段的详细城市设计 ；

国际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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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详细规划，仅针对重点地区单独编制城市设计，再将城市

市设计引导图则三张图来控制地块内的开发，无论是所占

（3）双轨制，
设计导则的内容转化为详细规划中的具体要求；

比重还是具体管控内容，城市设计导则都很难起到控制城

对城市重点地段单独编制城市设计，对非重点地段结合城市

市空间形态建设的作用。精明准则的编制方式在此方面可

（4）独
规划各阶段编制城市设计，典型的应用城市为深圳 ；

作为参考，尤其是针对那些空间形态特征明显、地位重要

立运行，认为城市设计是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中间领域，

的区域，如历史风貌街区、城市特色街区、创新型街区等等，

应当独立于现行规划体系。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综上，我国目前的城市设计导则编制，一方面欣欣向荣
迅速推广 ；另一方面，地方之间不同的编制内容和运作方式
给城市设计工作的相互促进造成了壁垒，城市设计导则亟须

4.2 可操作性
精明准则精心设计了一整套完备的操作方式，兼顾各方

规范。而产生于 1980 年代美国的精明准则在这些方面为我

利益，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采用类型学方法的编制内容，

国城市设计导则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并将其具体的核心控制指标汇聚为一张城市设计指标控制体

4 精明准则对我国城市设计导则编制的启示
4.1 从形态入手

系表，只需按照类型划分，在表格中选取适于本地块开发的
建筑与设施类型即可，极为明晰。通过借鉴此方法，城市设
，可以
计导则作为对城市建设间接产生作用的“二次订单”

精明准则最重要的特点即 ：直接从形态入手进行城市
空间管理，这一点对于我国城市设计导则编制的示范作用

给“一次订单”的利益相关方，即开发者、建筑师和居民提
供可控的设计环境，保证设想的城市空间顺利实现。

很大。因为国内最常用的城市设计运作方式为将其与总规、
控规结合编制，但是囿于规划编制体系自身肩负的法定规划

4.3 公众参与

作用，城市设计导则的实际内容受到压缩，作用有限。笔者

精明准则构思了一整套“整理记录—愿景设计—准则汇

参与编制的城市设计导则，以河北省为例，其典型范式为

编”的设计流程，在设计的各个阶段最大限度地引入公众参

每个地块采用用地控制图则、“五线”及设施控制图则和城

与，利用城市设计工作解决城市矛盾，凝聚公众意志，避免

表 6 我国部分省市推出的城市设计导则编制内容
文件
《重庆市城市设计编制
技术导则（试行）》
《天津市城市设计编制
技术要求》

发布时间
2007

对应层次

（1）开发容量 ；
（2）空间景观格局和公共开敞空间设计 ；
（3）景观要素 ；
（4）色彩基调和色彩分区 ；

地段城市设计

（5）道路交通和道路景观 ；
（6）环境设施和公共环境艺术 ；
（7）建筑风格和建筑环境色彩 ；
（8）场地竖向

2008

局部城市设计

2009

局部城市设计

（试行）》
《江苏省城市设计编制
导则》
《关于编制北京市城市
设计导则的指导意见》
《郑州市城市设计编制
暂行规定》
《广东省城市设计编制
指引（试行）》

（1）场地特色分析 ；
（2）公共空间组织 ；
（3）建筑群体形态设计 ；
（4）道路交通设施设计 ；
（5）绿地
（6）色彩与建筑风格设计 ；
（7）景观 ；
（8）照明设计 ；
（9）环境设施设计
设计 ；
（1）用地功能 ；
（2）交通组织 ；
（3）空间景观与建筑群体形态 ；
（4）开放空间与公共环境 ；
整体控制 ：

《武汉市局部城市设
计导则成果编制规定

设计内容

片区城市设计

（5）特殊控制（景区和历史区）
（1）用地功能 ；
（2）交通组织 ；
（3）景观轴线 ；
（4）建筑
片区控制 ：

2010
2010

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
城市设计

（1）高度控制 ；
（2）景观风貌 ；
（3）活动通道 ；
（4）开放空间 ；
（5）界面控制 ；
（6）地下空间利用

（2）规划实施评估 ；
（3）导则编制框架 ；
（4）整体空间意象 ；
（5）公共空间设计
重点地区城市设计 ； （1）上位规划解读 ；
一般地区城市设计

（6）建筑设计导则 ；
（7）实施运行方案
导则 ；

2012

特定意图区城市设计；
（1）空间形态要素 ；
（2）交通系统 ；
（3）景观环境 ；
（4）建筑设计引导 ；
（5）实施建议
街坊城市设计

2013

局部城市设计

（1）功能布局 ；
（2）土地利用和街区尺度 ；
（3）强度及高度控制 ；
（4）建设容量 ；
（5）开放空间 ；
（6）交
（7）建筑组群 ；
（8）道路和街道空间 ；
（9）色彩体系 ；
（10）照明体系 ；
（11）可持续设计
通出行和换乘 ；
（1）确定城市设计目标；
（2）地域资源保护、控制和利用；
（3）总体城市形象策划、
总体规划城市设计：

总体规划城市设计 ；
《福建省城市设计导则
（试行）》

2013

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
设计 ；
单项城市设计

塑造和引导
（1）目标设定 ；
（2）景观风貌控制 ；
（3）界面控制 ；
（4）开放空间和公共
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设计 ：
（5）建筑控制和引导
活动空间组织 ；
（1）目标制定 ；
（2）功能布局与空间结构 ；
（3）景观风貌控制 ；
（4）交通组织与道路 ；
单项城市设计 ：
（5）开放空间和公共活动空间 ；
（6）界面控制 ；
（7）地下空间利用 ；
（8）建筑控制和引导 ；
（9）公共
（10）无障碍系统建设 ；
（11）重要节点设计 ；
（12）实施策略 ；
（13）特定地段导引
环境艺术 ；

资料来源 ：修改补充自参考文献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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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的浪费。反观我国，城市设计工作的公众参与刚刚
起步，在导则编制中，自上而下的策划、设计有余，自下而
上的发现问题、引导民众、解决矛盾还很不足，这方面，精
明准则的设计流程可作为重要的参考。

5 结语
在参考精明准则的同时，也需要认识到精明准则的设立
基于美国社会，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可以直接采用。例如，
精明准则从乡村到市中心的断面控制形式在美国很适用，因
为据统计，美国城市中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仅有 9 座，绝大
多数为 10 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这种断面可以完整地控制
一座城市的多种空间类型。然而，如果我国城市直接采用断
面控制用于空间整体管制，就会以偏概全，但将其用于某些
特色片区的管控，则十分合适。再比如，精明准则的操作方
式和公众参与模式是基于美国的政府架构和英美法系的法律
运行机制的，在我国不能直接采用，而需要按照我国的行政
模式加以改良。
总之，精明准则作为一种较完备的形态设计准则，对于
我国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笔者在实
际工作中，曾尝试采用其框架进行了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
并实验性地安排学生分组进行城市设计，取得了较好的空间
控制效果。希望本研究能引起国内城市设计领域的关注，促
进我国城市设计工作的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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