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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出于挽回千城一面危机、寻回城市文化自
信、增强城市空间竞争力的愿望，城市设计特别
是总体城市设计越来越被城市政府寄予厚望，希
望从城市品质顶层设计的角度定位城市风貌特
色，引领城市风貌塑造。然而长期以来，总体城
市设计成果与下一层次规划设计编制之间存在脱
节，风貌分区导则的出现旨在弥补这一裂隙。本
文首先探讨了风貌分区导则的作用以及常见问
题，指出基于总体深入研究的分区结构性引导是
总体城市设计中风貌分区导则的重点任务，继而
以武夷山市中心城区为例，强调了编制风貌分区
导则的前提基础性工作，以及风貌分区导则的编
制思路和内容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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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貌分区导则编制的作用和问题

总体城市设计在我国于1990年代开始出现，
意图通过对城市整体风貌特色的把握，明确城市
特色空间格局，对下一层次规划设计予以有效引
导和控制[1]。随着城市设计实践的深入，对于总
体城市设计编制的成效不断反思，总体城市设
计在编制体系中的作用不断调整，编制方法也
不断改进。总体城市设计的研究和实践需求密
切相关，发展经过了如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建立城市整体特色认知的科学框架，运用认
知心理学、经典城市设计理论、风景园林学、
人类文化学等多学科成果，解析城市特色的内
涵、显性和隐性构成、物质空间结构等[2]，建立
历史研究—现状调研—评价梳理—整合归纳的认
知框架[3～5]；近年大数据技术进一步增强了现状
调研分析的科学性。第二阶段是认识到关于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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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tyscape guideline for subdivided
districts is an important tool to deliver the
general goals and the characteristic framework
of comprehensive urban design, and a critical
medium between comprehensive design and the
lower level plann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general
problems in cityscape guidelines for subdivided
districts, including unclear mission, weak support
works, and deficient derivation of general
characteristic framework. Accordingly, the paper
elaborates differences among various cityscape
guidelines, and highlights basic research works.
Then with Wuyishan central city as an example,
it puts forward that the compilation of cityscape
guideline for subdivided districts should follow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philosophy of protection,
sustainability, and innovation, and carry forward
the goals and features of comprehensive urban
design, as well as compilation contents, including
goals, structural derivation, index control, and form
guidance.
KEYWORDS: cityscape guideline for subdivided

districts; comprehensive urban design; planning

总体城市设计风貌分区导则编制的问题与应对

【摘要】风貌分区导则是总体城市设计目标和特
色结构传递的重要手段，是连接总体设计目标与
下一层次规划的关键媒介。本文首先探讨了风貌
分区导则编制中的常见问题——任务混淆不清、
支撑基础薄弱和结构传衍不足，并针对这些问
题，厘清不同类型风貌分区导则的差异，强调风
貌分区导则的前提基础工作；继而以武夷山市中
心城区为例，探讨风貌分区导则在秉持保护、传
续和创新的整体发展理念下，传衍总体城市设计
目标和特色的编制思路和内容构成，包括目标传
递、结构衍生、指标管控和形态引导。
【关键词】风貌分区导则；总体城市设计；规划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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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描述性的城市设计成果难以落实到规划建设
实践中，由此2010年以来涌现出大量基于加强实
施和管控的总体城市设计编制方法研究，提出分片
区、分系统地落实总体目标 [6]，加强图示语言、
借鉴控规导则手段、强调分区落实控制的重要
性[7～8]，导则转译因而成为重要方法[9]；各地总体城
市设计成果中开始出现风貌分区导则的成果要求，
意图以此传递总体城市设计目标，形成对控制性详
细规划等下一层次规划和相关规划的引导。
2016年住房城乡建设部明确指出，在城市设
计工作中，要善于学习借鉴、总结创新，完善相
关技术导则，建立健全分空间层次的、与城市规
划体系相对接的技术体系。在这一连贯的技术体
系中，总体城市设计作为与城市总体规划对接的
专项规划，起到城市品质顶层设计的作用。毫无
疑问，在对城市风貌特色定位后，确定城市总体
特色空间格局、整体城市形态、景观空间体系、
开放空间体系等城市结构性控制是总体城市设计
的要点；而分区导则是承接目标、结构传递、指
导下层次规划的重要手段，是连接总体设计目标
与下一层次规划的关键媒介，其重要性对于提升
规划实效不言而喻(图1)。然而，从各地的实践
来看，对于总体城市设计的风貌分区导则还存在
一些认识误区和问题。
(1)与其他规划类型中的分区设计导则编制
混淆。分区导则这一技术手段也普遍出现在城
市风貌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和重点地区城市设
计等规划类型中，不加区分地盲目编制分区导则

可能带来重复或者互相矛盾的成果，造成规划管
理效应低下。另外，由于当前越来越重视规划管
理，风貌分区导则被寄予直接指导规划管理的厚
望，比如要求直接给出建筑风格、色彩、材料、
夜景、环境设施等微观层面的管控要求，当这种
愿望被施加于总体城市设计层面时，这些管控要
求不仅在评审时往往招致质疑，在实践中也引发
建筑师、开发商乃至公众的反弹。总体城市设计
应承担总体导控作用，色彩、建筑风貌、照明等
应由专项规划予以导控，而这些专项规划应与总
体城市设计对接。
(2)风貌分区导则编制的支撑基础薄弱。现
在有一种观点，就是总体城市设计做得过深过细
反而不容易被纳入总体规划。对于这种观点的正
确理解是，总体城市设计结论要清晰，这些结论
包括城市风貌特色定位、总体空间格局、整体景观
体系和公共空间体系等，以方便纳入总体规划中。
对于这种观点的错误理解则是，总体城市设计不需
要深入研究，导致一些城市总体城市设计基于粗陋
的研究就得出了总体城市特色定位的结论，而且这
种结论往往以描述性语言为主，空间指向的特色结
构性研究非常薄弱。这种粗略的总体设计目标，
难以指导风貌分区导则的编制。本文强调，风貌
分区导则是总体城市设计的环节和组成部分，导
则的质量和有效性依赖项目的整体质量，对于城
市空间特色的深入研究是保障质量的基础。
(3)风貌分区导则对于总体城市设计目标和
结构的传衍不够。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表现。一
是仅仅满足总体特色结构的落实，在分区层面发
展不足，不少仅停留在较粗略的点轴图表达，缺
乏和分区功能结构和土地利用规划的衔接，无论
在结构还是形态方面的引导都缺乏深度，特别缺
乏对重要和典型空间形态的引导。二是仅重视特
色底线保护，忽视深层次的特色传续和新时期下
的优化创新。重视现状自然环境和历史地段的保
存和底线管控，对于维系城市特色是必须的，但
仅仅如此是不够的。由于没有深刻理解城市设计
的累积性[10]、城市设计的历史连续性和空间连续
性[11]，风貌导则对于未来若干年的动态发展引导
不足，对于实践中的大量新建和更新等行动缺乏
引导。由于规划功能结构和形态结构息息相关，
因此下一层次规划可从中获取的借鉴也就变得极
为有限。融合保护、传续和创新，才是面对过
去、现在和未来的适宜态度，才能引导城市走向
充满活力的未来。

2
图1 风貌分区导则在总体城市设计工作中的位置与作用
Fig.1 The position and roles of cityscape guidelines for subdivided districts in
comprehensive urban design

厘清不同类型风貌分区导则的差异

应当明确不同类型规划中的风貌分区导则的
重点任务、管控方式，这样才能从不同层次、逐

貌分区应是全覆盖的综合性分区，不同分区有各
自的特色定位和具体引导内容。风貌分区导则的
目的是传衍总体特色空间结构，指导下层次规划
编制；内容包括：特色定位和风貌结构，涉及高
度、天际线和视域的指标管控，引导“区、边、
点”(以下简写为“区边点”)关键要素的形态导
控。

3

增强风貌分区导则的前提基础工作

3.1

深入浅出设定总体城市特色定位

加强风貌分区导则的编制依据，必须加强
城市总体设计目标的空间结构研究。为加强指导
性，总体城市特色定位和结构要清晰简洁，但这
并不意味着简单仓促主观地给出几个结论，而应
基于深入研究进行精炼和清晰化，作为风貌分区
导则编制的基础。

管控内容

管控方法

特别控制区，具有特 为特别控制区的规划管 特色定位，整体意象，历史或 有针对性的引导，通
城市风貌规划中风 征主导性（有选择） 理提供依据
生态保护要求，景观体系，空 则或导则
貌特别控制区导则
间尺度，建筑风貌，环境要素
等（根据片区特征有所侧重）
控制性详细规划管 与控规管理单元一致 为土地出让、修建性详 景观体系，公共空间，城市界 融入控规管理单元图
理单元城市设计图 （控规范围全覆盖） 细规划和建筑设计提供 面，天际线，建筑风貌，开发 则
则
依据
建设控制，低碳引导
重点地区城市设计 该重点地区的特色核 对接控制性详细规划
中特色区设计图则 心区（有选择）

对接控规管理单元，
图则和导则结合

建 筑 风 貌 类 型 分 区 为城市设计、建筑设计 建筑体量，建筑形式，建筑色 有针对性的导则
建筑风貌规划中建
（规划范围全覆盖） 和建设管理提供依据
彩，建筑材质，附属设施，环
筑风貌分区导则
境要素等

晓

管控目的

吴

风貌分区类型

综 合 性 分 区 （ 全 覆 传 衍 总 体 特 色 空 间 结 特色定位和风貌结构，高度、 结构性引导为主的导
总体城市设计中风
盖）
构，指导下层次规划编 天际线、景观廊道等控制，引 则
貌分区导则
制
导关键要素的空间形态导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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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貌分区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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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类型风貌分区导则的差异
Tab.1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cityscape guidelines for subdivided distr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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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空间演进解析与现状资源评价
必须坚持空间演进研究，这部分的研究技
术路线(历史资料的研读、历史信息的提取、历
史地图的转译)比较成熟，本文对此不再赘述。
然而，由于这部分研究费时费力，经常在实践中
被简化。城市设计的对象虽然是物质空间，但是
物质空间的生成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
理等因素密切相关，只有通过扎实的空间演进研
究，才能透彻理解空间发展的路径，对空间生成
的起源、兴起和衰败有着深刻认知，才能据此解
析出对于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的特色要素。现状资
源的梳理和评价也至关重要，技术路线也渐趋成
熟，武夷山市总体城市设计对此予以进一步完善
(图2)，特别是利用大数据增强现状评估——通
过采集城市中各类人群活动的POI点大数据，借

总体城市设计风貌分区导则编制的问题与应对

级叠加地达到风貌管控的效应。风貌规划作为非
法定规划，不一定每个城市都编制，即便如此，
也须厘清其和总体城市设计两者的差别，不能做
无谓的规划。风貌规划和总体城市设计的原理有
很多类似，从风貌规划发展演进和城市政府导控
需求上看，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传播倾向性、
视觉主导性与技术主导性”[12]，风貌规划更强调
规划期内的具体风貌管理和行动依据。《福建省
城市景观风貌专项规划导则(试行)》(2013)明确
指出其“是总体规划城市设计专篇的细化深化，
可作为单项城市设计的上位规划”，并明确分区
导则的分区是“景观风貌特别控制区”——城市
规划管理中或景观风貌保护与建设中需要特别控
制的地区，如历史文化遗存风貌区、自然生态保
护风貌区、城市核心区、城市重要节点区等[13]。
这类分区控制具有特征主导性和管控统一性的特
点，和总体城市设计中综合性风貌分区的划分是
不同的。控制性详细规划、重点地区城市设计的
分区导则等，应以总体规划(包括总体城市设计)
和风貌规划(如果有编制的话)为上位规划，研究
范围相对小，导则要素应更具体详尽，从而实现
对于修建性详细规划、土地出让条件甚至建筑设
计的直接指导。还有建筑风貌规划的建筑类型
分区导则，是专门针对建筑风貌的导控[14～15](表
1)。
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分区导则，有不同的引导
控制目标、程度和方式。总体城市设计的风貌分
区导则，应将相对宏观的目标和特色结构在分区
层面加强空间指向，坚持空间结构管控和引导为
主，其作用是控制性详细规划、风貌规划或片区
城市设计的上位规划，据此理清导则的内容，而
非直接给定详尽的控制条文。总体城市设计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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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GIS核密度分析方法，生成不同活动类型的聚
集核心与人群密度，作为城市活力点的评价因
子。
3.1.2 优化、整合与提炼
对于现状格局，基于时空连续性的关联优
化，将多维系统叠加整合。现状自然山水格局、
历史人文格局的维育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仅

仅满足于此，还不能应对城市未来发展的特色引
导和管控需要。要在应对问题的基础上面向未
来，提升优化原有的格局(图3)。自然山水格局
应提升为自然生态安全格局[16]；历史人文格局应
将保护和利用同等考虑，从而将自然、人文和城
市发展相融合；现代城市风貌格局应和总体规划
中的城市发展空间结构相契合，抓住未来城市之

56

VOL.43 NO.4 APR. 2019

城市规划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9年 第43卷 第4期

图2 武夷山市现状资源评析技术路线
Fig.2 Technical route for the status-quo resources appraisement of Wuyishan City

图3 武夷山市总体城市特色格局优化技术路线
Fig.3 Technical route for general city characteristic framework optimization for Wuyishan City

魂并优化其空间形态和品质。优化之后的自然山
水格局、历史人文格局和现代风貌格局再行整
合，发现空间结构的混合、叠加和互动关系，如
自然和人文混合、历史与现代互动、非物质文化
遗产和文化展示的空间对应等，从而形成精炼和
清晰的城市总体特色格局(图4)。
深入研究、科学确定的特色格局，有效引领
和指导总体城市设计的其他研究内容——高度分
区、景观体系(如景观视廊、景观视域、天际线
等)等，对于这些系统评价因子和权重的设定等
起到重要影响。基于武夷山特色格局，景观体系
特别强调了山体眺望体系、滨水景观天际线以及
景观认知路径的引导。由于篇幅所限，此处对这
些规划方法不再赘述。上述这些总体层面的研究
成果都是风貌分区导则的衔接内容。

3.2

确定风貌分区并评价分级

王承慧
姜若磐
蒋瑾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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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

图4 武夷山市中心城区特色格局优化整合提炼
Fig.4 Optim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 framework of Wuyishan central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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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城市设计的风貌分区不同于功能相对单
一、特质相对统一的特色区(有城市称其特定意
图区)，风貌分区的划分主要衔接总体规划的综
合功能区，进行全覆盖的整体风貌分区。根据历
史人文、自然生态、现代风貌等风貌资源，该区
主导功能以及街区、建筑特征等，结合城市形态
研究尤其是“边缘”的研究结论进行边界确定。
武夷山中心城区最后共确定13个风貌区：老城综
合风貌区——紧系文脉、古今共融，北城交通综

合风貌区——交通引领、门户新区，文创产业风
貌区——文化创新、产城融合，教育服务风貌
区——活力滨湖、校园风貌，站前商贸综合风貌
区——综合枢纽、城市客厅，高苏坂交通枢纽
风貌区——旅游集散、综合居住，杜坝郊野休
闲风貌区——绿野山岭、度假休闲，新城旅游
度假风貌区——山环水绕、特色旅游，南源岭
民情风貌区——绿萦水韵、民风民情，现代绿
色产业风貌区——绿色引领、现代产业，下梅
历史文化风貌区——彰显历史、茶商文化，星
村镇旅游度假风貌区——镇村休闲、九曲新颜，
山体保育区。
武夷山中心城区的城市风貌分区按照“风
貌敏感度+景观敏感度”判别条件进行评价。基
于评价结果，可以确定分区在城市整体中的风貌
地位，等级越高者在未来城市设计管理中的重视
度应该越强。风貌敏感度分析：以山体、水体、
历史人文要素资源及人工要素等为评价因子，以
街区为单位对城市进行风貌敏感度分析。景观敏
感度分析：以山体眺望体系、滨水天际线及其观
赏点、景观视廊级别为依据，受眺望体系影响越
大、包含越多景观资源、视廊级别越高的风貌区
越重要。将上述三方面分析结论进行叠加，划分
为极重要风貌区、较重要风貌区和一般风貌区三
级(图5、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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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1

风貌分区导则的编制思路和内容框架
编制思路

4.1.1 目标传递：落实总体空间结构
风貌分区导则是总体城市设计向中观层面规
划转译的手段，是将总体城市特色结构、形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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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风貌分区分级技术路线
Fig.5 Technical route for determining and grading subdivided cityscape districts

图7 风貌分区导则内容框架
Fig.7 Content framework of cityscape guidelines for subdivided districts

图6 武夷山市中心城区风貌分区和分级
Fig.6 Subdivided cityscape districts and its grades in Wuyishan central city

构、景观结构等落实于特定分区的关键。风貌分
区和分级结论反映了该分区在城市整体中的风貌
定位和重要程度，分区导则的目标和重点要与此
契合。
4.1.2 结构衍生：融合保护、传续和创新
总体城市设计目标在分区的落实，不能仅
仅满足于上一层次结构的下沉。规划空间结构是
一种典型的分形结构，在下一层次应继续生长衍
生，将相对宽泛的总体特色结构进一步明确空间
指向。在上一层次结构基础上，基于保护、传续
和创新融合的理念，立足分区具体问题进行空间
优化，并注意系统关联和空间整合，最终形成分
区的特色空间结构。这部分成果应及时反馈到总
体规划中，有助于总体规划空间布局和土地利用
的优化；对控制性详细规划等下层次规划亦有重
要指导作用。
4.1.3 指标管控：细化高度、天际线和视域
将景观体系、高度分区等涉及指标的部分
在分区予以表达和落实，强调数字化刚性指标管
控，以避免盲目建设导致城市重要景观体系的破
坏。这部分成果虽然简明扼要，但是对控制性详
细规划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4.1.4 形态引导：引导“区边点”关键要素
基于经典城市认知要素理论，将分区结构的
空间指向进一步落实到关键形态要素——“区
边点”，对不同功能和高度的街区肌理、城市
街道、认知边界、节点和地标等进行图文结合
的设计引导。“区边点”引导，不仅对于下一
层次规划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对于道路系统规
划、城市绿道规划等相关规划也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还对规划建设项目审批管理起到重要
指导作用。

4.2

内容框架
基于上述思路，武夷山中心城区风貌分区导

5.2

风貌结构引导

老城综合风貌区在风貌分区评价分级研究
中是“紧系文脉，实现古今共融”的极重要风貌
区，对于风貌引导有很高的要求。其位于中心城
区最北部的小武夷山与崇阳溪相夹的平坦地带，
城市特色格局定位是保持山水格局和历史人文的
重要区域，也是老城风貌和现代城市特色交融发
展的重要展示区。现状包括办公、居住、商业商
务、文化教育等功能，历史水系清献河及崇阳溪
沿岸分布有较多历史资源点。在总体规划中，老
城区将完善综合服务功能，强调公共服务与旅游
服务并重，依托旧城格局、清献河、南门街历史

开发管理指标导控

细化高度分区、改造难度、景观视域和天际
线管控在老城综合风貌分区的指标落实，形成对
于开发管理的指标性管控要求，为下一层次控制
性详细规划编制提供依据。导则表达不仅仅给出
指标结论，而是将图示语言和指标相结合，为控
规进一步考量修正提供方便(图8)。

5.4

“区边点”形态引导

5.4.1 “区”的导控
“区”的导控包括传统保护街区、公共服
务街区和现代居住街区。传统保护街区延续原肌
理尺度，保护有价值和特色的建筑和空间环境要

晓

目标定位

吴

5.3
5.1

蒋瑾涵

案例：武夷山市老城综合风貌分区导则

59

姜若磐

在落实总体城市特色结构、城市形态结构、
开敞空间结构、景观体系结构等基础上，基于保
护、传续、创新的理念，结合总体规划中该分区
的发展愿景和功能定位，衍生发展出该分区的风
貌结构；既落实传统街区保护，又促进现代功能
与传统文化的互动(图8)①。
(1)总体结构：周边小武夷、城东绿带、城
南绿带及崇阳溪形成水绿环抱的空间格局，老城
内部则沿清献河形成活力街区，构筑现代与传统
的互动网络，沿线串联多节点。
(2)三大特色组团：包括老城组团、崇安古
城组团、南门街组团三大组团，分别展现现代功
能风貌、以清献河为依托的老城风貌和南门街历
史地段风貌。
(3)历史文脉路径：历史文脉路径以清献河
为依托，由清献坝起，至南门街北侧汇入崇阳
溪止，沿线整理现有微细路网形成有特色的小街
区模式，由北至南分别形成“商业水街—公园水
景—历史文化水脉”的特色活力脉络。
(4)现代与传统互动网络：由东峰街—西林
街—武夷大道南段—上洲路—百花路串联而成外
环，沿线由历史文化功能转向现代商业功能，继
而至山体沿线再转向文化娱乐功能；由清献河—
南门街—武夷大道形成内环，以历史文化展示和
商业为主。内外环之间形成由山体至水体、彼此
呼应交织的互动网。
(5)片区节点空间：沿清献河沿线串联文庙
棂星门、革命英雄纪念碑、古民宅等多处历史文
化资源点；在武夷大道与环岛西路交叉口形成片
区商业中心节点，在古城南侧滨河一带及环岛西
路、百花路交叉口形成次级商业中心；环线及主
要线路交叉口形成现代风貌节点、公园绿地节点
及景观观赏点。

王承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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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发展文化旅游功能。

总体城市设计风貌分区导则编制的问题与应对

则的内容框架包括风貌分区结构引导、城市开发
管理控制、城市形态引导三大部分(图7)。
(1)风貌分区结构引导，既落实总体城市设
计结构性研究成果，又根据风貌分区具体情况衍
生发展。具体成果既包括历史人文特色格局、自
然生态特色格局、现代风貌特色格局在分区的落
实，也包括分区具体功能布局和未来发展定位，
强调保护、传续和创新融合的特色空间结构，最
终形成分区总体结构，这一部分导则表达方式以
结构图示和文字相结合。
(2)城市开发管理控制，将高度分区、改造
难度、景观视域和天际线管控在分区予以指标落
实。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部分导则表达不能仅仅
是数字，还应该结合图示，特别是景观视廊和天
际线的位置需要表达，以便于控制性详细规划对
此进行更深度的研究和调整。
(3)城市形态引导，对分区的关键形态要素
“区边点”进行设计引导。“区”的引导，指
对风貌分区的典型街区肌理和形态进行引导，将
作为形态组团骨架的街道放在“区”引导部分；
“边”的引导，指对于空间认知起到边界作用的
山边、水边和路(干道)边进行引导；“点”的引
导，指对于重要道路交叉口等节点、公园广场等
活力点以及城市建筑地标等进行引导。风貌分区
的结构衍生成果和指标管控数据，是“区边点”
的引导依据；而“区边点”的具体引导内容，则
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历史研究、现状情况，
并围绕风貌分区目标定位进一步深化。这一部分
导则表达方式比较多样化：“区”的导则以形态
引导图示和文字结合进行表达；区内街道和边界
性道路等“边”的导则借鉴近年涌现的城市道路
导则的研究成果[17～19]，除了以结构图示和文字结
合进行表达外，还应根据情况增加断面引导、天
际线引导或界面引导图示；“点”的导则以结构
图示和文字结合进行表达。

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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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公共空间局部整治提升，街巷体系按“一条
主街、枝状延伸”、建筑肌理按“细密有序、院
落组合”进行组织。公共服务街区延续现状“沿
街布置、底层商业、办公居上”的基本格局，商
业设施临街面妥善处理好建筑前区、设施带、公
共家具和步行通道的关系。现代居住街区整体按
照“顺应街巷，行列排布，组团中心”的模式进
行设计，又可细分为两种类型：(1)中等尺度街
区，行列式布局，以多层、小高层为主。(2)小
尺度居住混合，沿街、沿溪线状展开，延续传统
低密度格局，形成灵活有序的街区肌理(图8)。
对于传统保护街区内部的街道，基于各段
落的特色进行了街道断面和要素引导。清献河步
行街：北段——宽5m，其中河道宽1.5m位于侧
边，其余空间设置宽1.5m步行通道和宽2m的休
息设施带，两边为1～2层居住建筑，局部设商业
门面；南段——宽14m，河道居中宽2m，两侧各
辅以宽2m的设施带和宽3m的步行区，建筑外侧
留出建筑前区，适用于商住混合、以商业步行街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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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武夷山市老城综合风貌分区导则
Fig.8 Cityscape guidelines for subdivided district – Wuyishan old district

为主的地段，两侧可设置6～7层居住建筑，底部
1～2层可设商业服务网点。南门步行街：街道
宽8m，中间为4m宽步行通道，两侧为2～3层民
居，居住建筑前各留有2m宽流动摊位区(图9)。
5.4.2 “边”的导控
结合风貌分区特色结构以及高度和景观管控
要求，进一步明确各“边”的管控目标，从而选
择界面引导、天际线引导还是特色断面引导。老
城综合风貌区的山边，主要控制小武夷保护边界
及百花路沿街形态，保护山体生态完整性，优化
小武夷山体沿线环境质量，沿山设置3条绿楔渗
透到老城；沿百花路进行建筑高度控制，整体以
低层、多层建筑为主，五九路与百花路交叉口建
筑高度上限24m，环岛西路与百花路交叉口建筑
高度上限36m，并留出适当的山体观赏与绿地广
场空间。老城综合风貌区的水边，主要控制崇阳
溪沿岸形态，沿线建筑以居住功能为主，传统建
筑高度控制在3层以内，现代居住建筑高度不超
过24m；老城段滨水驳岸以硬质步行驳岸为主，

图9 武夷山市老城综合风貌分区“区”内街道引导
Fig.9 Cityscape Guidelines for Wuyishan Old District: Guidance for Streets in the “District”

晓

(感谢武夷山市规划局全过程的支持，规划
局对于该项目和其他相关项目的精心组织和协调
也是本项目成果得以致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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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城市设计就是要凸显城市特色，在城
市整体层面促进自然和人工要素融合发展，推动
文化、经济和社会一体发展。本文重点探讨了总
体城市设计风貌分区导则编制的作用，强调风貌
分区导则编制的前提性基础工作还是在于特色研
究和基于特色引领的系统导控。而为了和总规衔
接并便于指导其他规划，风貌分区导则要重视对
接土地利用规划以有明确的空间指向性，并且结
论要精炼清晰；导则编制内容兼具结构引导、指

蒋瑾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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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点”的导控
老城综合风貌区主要控制武夷大道与环岛
西路交叉口，妥善组织交通，并在百花路、迎宾
路与武夷大道交叉口设置山体眺望点。公园广场
方面，列宁公园强调红色文化内涵，以人民英雄
纪念碑为核心形成重要的红色文化教育地及市民
活动地；西门公园以清献河为主脉呈线状展开，
沿河设置滨水步道及休闲游憩设施。城市建筑地
标设定高层建筑海晟国际酒店，辅之以千年祭为
主题的标志广场，周边以酒店、商业等为主(图
8)。

标细化和形态管控，综合运用图示语言和文字说
明，便于其他规划与之对接，并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深化和优化。
新时期的城市设计，将逐步建立城市设计与
城市规划全挂钩的工作体制，改革完善规划管理
工作。总体城市设计编制过程中，由规划管理部
门牵头，承接不同类型规划任务的编制单位之间
的直接交流是非常有益的。武夷山市规划局在规
划编制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牵头和组织作用，总
体城市设计编制团队和总体规划、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绿道规划等承接单
位之间进行了多次直接会议和网络线上交流，这
种交流比单纯的线下成果交流更为直接有效。对
于共同关心的中心城区空间特色和引导内容集思
广益，通过多次商讨逐渐达到了共识。总体城市
设计导则成果已经体现于同期编制的总体规划，
并用于指导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其他专项规划编
制。
总之，决定城市空间品质的是复杂的审美、
文化、经济、社会和制度因素。总体城市设计明
确的是城市总体特色和整体结构，风貌分区导则
将其传衍至各个分区。后续在实践中真正提升空
间品质，还需要规划建设管理部门、规划建筑景
观等各类设计机构、开发单位、社会公众在共识
之下的持续协同。

总体城市设计风貌分区导则编制的问题与应对

设置慢行绿道系统；沿河绿带宽度总体控制为
50～150m，沙古洲段可稍窄，但最小宽度不应
小于20m。老城综合风貌区的路边，主要控制武
夷大道断面，武夷大道宽40m，双向六车道，以
绿化带分割，两侧留出宽10～12m步行带及商业
前区，提升道路空间的现代感和品质(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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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Notes)
① 图8引自项目的精简文本，有利于在有限篇幅内体现
导则的系统性和完整性。项目完整文本中的导则采
用图文结合的表格格式，便于管理部门查阅详细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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