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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规划实践

以城市设计导则引导多元开发主体的整体城市设计
以纽约巴特雷公园城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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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分析以具体的城市设计导则引导片区整体开发模式在纽约巴特雷公园城的实践，探索如何在城市整体设计开发过程
中，维持整体统一的建筑风貌，以保证公共空间为例，从分区规划、设计导则、实施进程、基于实际建设的实施评估几个方
面入手，反思整体成片开发中用城市设计导则把控空间的优劣势，在此基础上分析国内整体开发的城市设计导则的现状
及发展，并结合上海城市设计的发展现状及问题，思考未来上海城市设计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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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引言

１城市整体开发概述

“十三五”期间，在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

在城市的开发建设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具

作会议上，对城市规划提出了新要求，要加强

备一定规模的需成片开发的街区项目，这些项

城市设计工作，编制符合实际的高水平城市设

目除了一部分是由政府相关的公共机构作为

计导则。其中，正在编制中的“城市设计管理

投资主体进行整体性开发外，往往是将街区

办法》对城市设计提出了最新的要求。当前

划分为小地块并引入多个开发商来共同开发

“千城一面、万楼一貌”的情况时有发生，这种

建设。这种情况下，如果仅用土地性质、容积

情况的出现除了有决策机制、公众审美、文化

率、建筑高度等相关指标来规范整个街区的

思潮、设计市场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外，也与规

规划设计，可能难以保证最终成果和设计初

划和城市设计有关。

衷相符”】。相比于战略性城市设计的“天马行

目前，住建部已就法规层面，通过《城市

空”，整体城市设计更强调可实施性，其设计成

设计管理办法））和《城市设计技术导则）＞对

果必须便于理解和操作，因此在设计过程中，

城市设计进行管理，而技术层面城市设计的相

需要平衡多元开发主体的不同利益冲突Ｐ１。所

关规定借鉴了英、美、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相

以，它是一个动态的操作过程，包含了一定程

关法规、政策、做法。本文着重讨论美国如何通

度上的不确定性。一方面由于其时间跨度较

上海市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过区划、城市设计导则、控制性规划、开发设计

大，随着新情况与新事件的出现，初始的设计

助理工程师，硕士

准则等，保证地块及建筑风貌质量。

目标不可避免地与变化的现状和新要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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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另一方面，设计方案的指导方针由于在

改造计划，巴特雷公园城还成功地完成了公共

实施过程中与各方利益博弈并相互妥协，从而

不动产向私有化的转变㈣。整个项目的操作是由

使得设计初衷无法有效实现。

“巴特雷公园城开发管理局”具体把控的，这个

但是整体开发带来的价值确也是零星开

机构由纽约州组织建立并代表公众的利益【４Ｊ。为

发建设无法达到的，在用地日益紧张的现状

了突出该片区在纽约城中的重要地位，先回到

下，整体开发可以降低建设成本，并通过开发

２００１年的９·１１恐怖袭击，那次事件在造成巨大

奖励机制，增加开发主体的使用面积。尤其是

伤亡的同时也使得周边成百上千的小型商业搬

地下空间的整体开发，可以更好地布置供电、

离或歇业，而更重要的是，袭击对城市交通系统

通讯和给水等综合管线，也方便未来使用的

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对交通系统进行

管理和维护。同时先期导控的立体化的公共空

升级改造的重大机遇，因为纽约下城的交通系

间，可以减少各地块各自为政的出行或者公共

统自从１９３２年以来就没有再改变过，９·１ １２＿前，

空间需求。

纽约下城是全世界密度最高的商务区之一，一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城市规划以

１ ７５

最终的总体设计是基于１９６９年发展规划

１

而来的，其中有０．５６ ｋｍ２的商业区域和两个包

体系完整、结构严谨、控制力强而著称。在美

以后，人们惊奇地发现了数条被世贸中心阻断

含１２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个居住单元的城市街区。在

国，城市设计是城市规划过程中在综合规划

几十年的新景观通廊。通过他们，可以从百老汇

１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之后落实规划内容的

看到冬Ｅｔ花园，并且巴特雷公园城似乎也不再

移向正对世贸大厦的中心地带是一个最为重

核心部分。其目的是采用人工化的手段进行调

孤立了，这是重新开发纽约下城而使其成为一

要的改变。而在１９７９年的最终开发方案当中，

节，最终达到改善城市各个方面的环境质量，

个更为高效、更有吸２ＪＩ；０街区的好机会州。

对曼哈顿下城传统道路和街区的延伸与拓展

２．２整体开发模式

２．３．１

点点城市结构的变化都会产生巨大影响。９·１

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的目的，在美国的规划体系
中，城市设计虽然是独立的部分，但是作为一
种规划思想的具体落实方式，其与当地各州政
府的法定及非法定规划条例是紧密结合的。

９６９年的土地使用性质规划中，办公区从南边

是其最主要的空间设计理念（图２）。

巴特雷公园城的规划强调的是一个完整

分区规划原则
（１）曼哈顿地区分区原则

街区的整体开发设计模式，这种模式开创性地

由于曼哈顿地区高层居住建筑所引起的

巴特雷公园城始建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

将街区作为一个整体整合到现存的城市环境

采光和新鲜空气的缺失以及社会对于土地利

２１世纪初才作为一个完整的街区基本建成。

中，这有助于公共资源的整合，促进了积极城

用方式系统组织的需求，传统静态刻板的规划

对当代城市设计方法的发展进行了先驱式的

市空间的形成。比如现在推行的“立体城市”

原则已经不再适用，当前的分区制度通过以下

探索，对后来的城市设计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

理念其实就只有在整体开发设计的模式中才

几个要点来重塑城市：

响，本文希望通过从公园城项１１的策划过程，

可以充分实现，这是整体开发设计模式中不可

到设计与实施成果之间的对比分析来阐述城

忽视的优势。

一是由单一目标向处理多目标的方向发
展以保证纽约街区可持续的精明增长。

市片区整体化开发设计策略，并对其实施进行

众多学者对该项目都予以积极肯定。霍夫

二是适当提高步行社区范围内的密度，这

评估，为今后城市设计方法的借鉴提出意见和

曼（Ｋｉｒｓｔｅｎ Ｈｏｆｆｍａｎ）曾评价巴特雷公园城

些社区可以提供零售、基本服务设施和工作场

建议。

是一次成功的城市开发尝试，这次城市设计的

所，使得城市功能与资源易于步行到达从而减

各个部分都灵活地满足了公众需求，甚至可以

少机动车的使用。

２以设计导则引导整体开发模式案例：
纽约巴特雷公园城
２．１项目背景

说是为纽约城的滨水规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是经济型住房刺激计划被更为广泛地

再如高德博格（Ｐａｕｌ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认为巴特雷

推行，功能混合的分区规划被用于创造街道活

公园城是纽约最精彩的规划设计，不仅仅是因

力与活跃的社区。

巴特雷公园城位于纽约曼哈顿西南角，

为这里的公园与建筑设计质量非常高，更因为

（２）巴特雷公园城分区设计原则

西临哈德逊河，东侧隔西部大道与原世贸中心

项目本身所强调的公共空间的重要性，在最后

该片区的设计被分成Ａ、Ｂ、Ｃ ３个区块

相对（图１）。它建设在从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７６年逐

的成果中，公园、街道、公共艺术与建筑都实现

（图３）。分区设置４条规则，即使用性质、开发

步形成的人工填埋地面上，区域占地３７

了高度的和谐９Ｊ。

密度、配套设施和建筑体量。该规划已经获得

ｈｍ２。

它是美国最成功的滨水项目，也是应对大规模
高密度城市再开发的参考原型，另外作为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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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批准，并且设立奖励机制来促进整个区域

２．３整体开发设计效果

城市开放空问的开发，这使得规划方案在政策

１ ７６

Ｉ规划实践

规定，建筑底层应设置拱形游廊以供人们遮
风挡雨，并起到组织人行交通的作用，游廊下
面的建筑沿街面被划定为零售和商业用途。
其中Ａ区块被设定为居住性质，辅以零售和公
共服务设施并被分为６个次级区域Ａ１一Ａ６；Ｂ
ＺｏＮＥ＾

№ｒｍ
ｈ■ｇｌｌｂｏｒ｜Ｉ∞ｄ

区块被设定为商业区与混合发展区并与片区
外部城市商务功能联系起来；Ｃ区块被设定为
商业区与混合发展区，包含停车场、零售和公
共服务设施。其详细的控制导则如下（图４）。
２．３＿２

巴特雷片区整体开发设计准则
设计准则比分区条例更具体，它们专注于

街道空间体验、地块详细划分和基础设施的设
计。设计指导准则将那些分区规划无法处理的
诸如具体设计措施和密度控制等问题落实下
ＺｏＮＥ＾

ＳＯ∞

去。这些指导原则建立起一套质量评价体系并

ＲｅｓＩｄｅｎ¨Ｉ

Ｎｅ．口｝Ｉｂｏｍ∞

借此形成标准，来提高土地资产的价值和保护
开发商的投资效益。从覆盖面来讲，这套设计准
则可谓面面俱到，从公共空间形态到建筑与街
道的关系，从建筑体量、高度到立面特征都进行
了详细的梳理与规定。在这个设计导则中有多

Ｎ

圆

＼

个控制因素来限制建筑体量，比如周边既有建
筑的高度和容积率现状，依据材料、颜色、开窗

Ｘ

与其他方面来识别建筑的特征，并与标准进行
图２

巴特雷公园城总平面图

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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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雷公园城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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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比较以保证设计的整体性（表１）。
具体有以下８个设计准则：

表１

巴特雷公园区设计准则

（１）巴特雷公园城不应成为自我独立的
城中之城，而应成为曼哈顿下城的一部分。
（２）巴特雷公园城的布局与方向应成为
曼哈顿下城街区系统的延伸。
（３）巴特雷公园城应提供一系列丰富多
样的滨水公共设施。
（４）巴特雷公园城的设计形式应尽量规
整，并且具有更高的可识别性，易于理解。
（５）城市流线应重新强调地面层的作用，
交通地面化。
（６）巴特雷公园城应该重新激发并提倡

上得到支持。建筑体量与布局设计的指导规则

碍面向港口的视线。为了提高行人的安全及舒

关注于怎样使得塔楼的阴影对城市公共空间

适度，道路网络设置了很多无障碍设施并形成

的影响减到最小。在巴特雷公园城内，塔楼自

系统。道路系统允许人们在人行道、停车场和

道路线向后退，并在街道与公园网络中通过建

公共服务区域自由穿越。另外，配套停车场被

筑形体强化场所的重要性，塔楼的位置不应阻

景观绿化覆盖起来并远离公园和街道。按照

万方数据

什么是纽约邻里关系中最好部分。
（７）巴特雷公园城的商业中心应成为项
目关注的焦点。
（８）对于土地使用与发展的控制应足够
灵活以适应未来市场需求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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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强制性沿街面设计条例

ｂ）高度限制条例

ｄ）停车设施退界要求

ｅ）无障碍设计条例

Ｃ）商业选址限制条例

ｏｏ＞一ｒ

ｔｊｏ∞０３Ｃ

ｆ）公共开放空间规划条例
图４
巴特雷公园区分区规划条例
资料来源·Ｂａｔｔｅｒｙ Ｐａｒｋ Ｃｉｔｙ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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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开始着－手于－１９６３年，１９７９年开始建造。
因此在巴特雷公园城设计的这段时期，纽约州
区域规划已经出台，但是纽约市总体规划尚未
能出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巴特雷公园城的居
Ｎ５巴特雷公园域与上位规划关系
备她耍婚惟鲁自蛤

民不能更好地理解最后实施的规划方案与纽
约城总体规划的关系。这种政策上的时间差，
使得巴特雷所执行的公共政策与当下的真实
生活之间存有一定的鸿沟。比如一开始的定位
中，巴特雷公园城希望成为纽约重要的旅游景
点，最后在纽约市总体规划的调整中，却没有
得以实现。

３．２项目完成度评估
总体来说巴特雷公园城的建设实施严格
遵循了规划方案。规划方案的深度也不同于一
般的城市设计项目，暂且不说轴线、道路、街区
划分等方面，甚至绿地的形式、大小的完成度
都非常高。规划方案中公共建筑的形体都被严
格限定，而对于住宅部分，在实施中都做出了
调整。调整体现在划定的地块范围内回应不同
的城市环境。
Ａ处的住宅在保留后续开发用地之后，落
实时用曲线与对面建筑的前区空间互动共同
围合形成了城市开阔广场。Ｂ处根据建筑所
处的不同城市环境在原有的区块内选取了不
同的建筑形体。面积较大的区域成为了典型
的围合式住宅，面积较小但面对水面的区域
则选取了Ｕ字形的体量保证较好景观朝向。
Ｃ处大片的硬质铺地取代了原有规划中的绿
地，以解决路边停车与住宅出入口问题。
图６

巴特雷公园城建成对比
格蛙彝：辑ｆ｜善自士叁

实际上，这３个地块（图６）可以看到的差
异相对于整个规划上都很微小，可以说巴特雷
公园城是一次严格按照城市设计导则来规范、

３巴特雷片区整体开发设计模式的实
施评估
为了确定项目是否很好地达到原先设定
的目标，有必要设立一个全方位的评估体系来
进行分析。在巴特雷公园城规划中，整体开发
设计模式不仅体现出自身优势也存有很多问

３．１上位规划与项目衔接

引导街区的规划设计及建设的尝试。

巴特雷公园城是在３个层级的规划条例控
制下得以实现的，它们分别是：纽约市总体规
划、区域规划以及城市设计导则（图５）。
政策时间差导致与纽约市总体规划不完
全匹配。

３．３规划设计目标与现实实施的差异
尽管巴特雷公园城从策划到设计一直都
保持着一种严谨的态度和规范的章程，但还是
可以在实际建设与使用当中发现一些在规划

题。以下通过上位规划与项目衔接、项目完成

纽约大都市地区规划开始于１９２１年，

设计阶段所始料未及的问题与差异。这些差异

度、设计目标与现实差异这３个方面进行评估。

２００８年纽约市总体规划出版。巴特雷公园城

不仅来自设计本身，也受到诸如经济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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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９

图７公共空间使用现状及愿景
瓷料来源ｇｏｏｇｌｅ网站ｊ

和社会组织结构等非设计因素的影响。总的来

制高层建筑的形式，预留观海视线通廊和开敞

说，这些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以下４点：

活动空间，增强滨河步道的可视性，是巴特雷

（１）公共空间的利用率与使用人群配置

公园城规划需要完善的问题。
（３）规划条例过于严格与城市多样性的

不一致

规划导则通过控制容积率来创造舒适的

矛盾

更多的是政策问题。
当时纽约市的保障性住房的政策与制度
并不完善。根据纽约总体规划规定，纽约的居
住社区应该是负担得起的并且保证一定的可
持续性。曼哈顿下城开发策略其中一条就是保

公共空间，但是因为巴特雷公园城实际上地处

导则中同样提到依据导则来控制建筑物

持现有的保障性住房比例，并推动新的保障性

于曼哈顿下城最昂贵的区域，从空间角度而

的体量、尺度以及材料，并同时保持灵活性【７】。

住房的开发。但是如之前谈到的政策的时间差

言，这些土地本身就有极高的价值。尽管在分

然而在现实情况中很难在类似的建筑要素中

导致与纽约市总体规划不完全匹配，巴特雷公

区阶段，它曾提出了一种奖励机制来鼓励公共

保持活力与辨识度，比如建筑的色彩和材质一

园城的规划早于纽约总体规划的出台。

空间的建造，但因为这个区域本身就是高密度

旦确定就很难使每一个建筑有所突破。而且巴

与快节奏生活区，而在上班时间上班族们对公

特雷公园城所处的城市环境非常复杂，这里既

共空间的利用率非常有限，因此奖励机制在实

有不同社会阶级的冲突又有新的城市发展契

巴特雷公园城作为以城市设计导则引导

施阶段并没有得到认真制定（图７）。

机，对于这样的一个原本拥有复杂性与多样性

整片开发的先驱，在以整街坊为单位融入城市

（２）滨水空间使用率受到建筑布局的影响

的城市而言，太过严苛的控制则无法回应这个

周边环境、鼓励和保证公共空间的形成、营造整

巴特雷公园城的设计导则曾经提出“充

城市独特的氛围与活力。

体和谐统一的空间环境特色等方面确实探索了

分依托哈德逊河来设计滨河步道，港１３以及绿
色公共空间来吸引人流。然而在实施阶段，城

（４）理想型保障性住房政策对于经济利
益的妥协

中的绿色公共空间被高层隐藏在其后，而且是

最开始时的住房计划中，巴特雷公园城规

外人很难发现的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划管理委员（ＢＰＣＡ）会决定建造２０％的低收

滨河城市的亲水性。

入人群保障性住房，６０％的中等收入住宅和

４反思与借鉴

城市设计方法的突破。但是其对建筑形式过于
严格的控制，不仅形成了一种略显刻意的空间
统一感，也限制了设计师的创作思路。

４．１国内整体开发的城市设计导则的发展

在城市设计中，滨河区域具有巨大的经

２０％的高收入住宅。保障性住房被设置在场地

济价值。因此该区域的容积率、开发强度往往

边界处而最终的实施情况中保障性住房却被

国内大部分的整体成片开发的城市设计

较高，然而高层、大体量建筑与滨河公共空间

放在了巴特雷公园城以外。而且，大多数的租

是以政府等大型机构作为主要投资主体，但也

的可视性有矛盾，不仅阻碍了滨河环境向城市

赁房屋都非常昂贵，远远超出市场平均价格。

不可避免要考虑在市场导向下的实施机制，对

内部渗透，也阻隔了通向水边的气流、视线、阳

在巴特雷公园城的规划中，保障性住房的取

于土地价值极高的区位，很大程度上会形成整

光，影响了使用者对滨河步道的感知。严格控

消，并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和规划难度的考虑，

地块的再次划分，不同的开发主体对于地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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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规划实践

开发都有各自不同的诉求和理念，为了保证最

结构和功能布局的关联性与一致性；另一方面

加强分区统筹，在大空间尺度的基础上，划分

终实施的整体效果，有的通过将地块划分为多

又希望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识别性与特征性。事

不同单元，进行中观尺度上的分层次整体城市

个单元进行，希望通过单元规划突破原有控规

实上在大多数的城市设计实践当中，由于不同

设计，并与总规条线相协调等策略，使城市设

和法定图则的规划模式，综合运用控规、城市

地块的开发业主在利益问题上的各自为政，而

计方案在面向未来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时具

设计、产业策划等手段整体把控片区开发，落

建筑师又想通过项目实现自身的理想抱负，从

有系统开放性与灵活适应性。器

实总体的城市设计目标｜８】，通过空间增量奖励

而使得城市空间结构分散杂乱，城市形象缺乏

机制和多维组群造型，如地标首位度、多因子

整体性。从这个角度来讲，巴特雷公园城是一

框定塔楼建设边界、整体界面的引导以及多样

个优秀范例并值得学习和借鉴。

立体化地公共空间系统等具体的设计导则控

然而，如果城市设计导则过于细致、苛刻，

制，形成空间高效利用、标识鲜明且具有多元

脱离了实际情况与条件所允许的可行范围，一

活力的城市空间。

方面会导致城市空间缺乏多样性与可能性，另
一方面也会打击建筑师在具体建筑项目的操
作中所能展现出来的积极性与灵活性，削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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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也依然存在城市缺乏整体形象目标、整

计涉及面广、实施难度大等问题【１“，更应该通

体城市设计涉及面广、实施难度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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