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规划

以详细城市设计导则规范引导成片开发
街区的规划设计及建设实践
— 纽约巴特利公园城的城市设计探索
□ 黄大田

［摘

要］ 在城市的开发建设过程中，对于成片开发的街区项目，如何运用现代城市设计的手法来确保

其最终的建设成果形成高质量的城市环境，一直是城市规划设计的焦点之一。纽约巴特利公园城开创
性地探索利用详细城市设计导则来规范引导街区的规划设计及其建设，其成果曾被誉为“评判未来城
市设计的标尺”，给其后的街区城市设计实践提供了诸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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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rban Design Guideline Model for Large-scale Block Development: Battery Park City,
New York Example/Huang Datian
[Abstract] The role of urban design in large-scale block development project is crucial to the quality of urban
environment. Urban design guidelines for Batter Park City have been successful and became a criterion to
judge future urban design.
[Key words] Large-scale block development, Urban design guidelines, Planning and design, Battery Park City

１ 引言
在城市的开发建设过程中，常常会出现
具备一定规模的需成片开发的街区项目，这
些项目既可能是城市的新区建设（如新城区、
新产业园区、新住区、新大学校区或大学城
等），亦可能是因产业结构调整等而形成的旧
产业区的整体重建，或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产
生的所谓城中村的成片改造等。对于这一类
成片开发的街区项目，除由政府相关的公共
机构或大开发商作为投资主体进行整体性开
发外，从城市开发建设的运作效率、投资的
风险把握以及实施操作的灵活性等方面考虑，
往往是采用将街区划分成小街坊、小地块的
方式，并以此为单位引入多个开发商来共同
参与完成整个街区的开发建设。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仅仅采用设定用地性质，并附加上
容积率、建筑覆盖率、建筑退红线、建筑高度

90

等相应指标要求的常规模式（如我国的控制
性详细规划或美国的分区制等）来规范引导
整个街区的规划设计及其建设的话，由于规
范引导手法过于粗放且缺乏针对性，往往难
以保证街区最终的建设成果能形成整体感强
而又特色鲜明的高质量的环境效果。对于这
一在城市开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课题，始建
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而直至 ２１ 世纪初才作
为一个完整的街区基本建成的美国纽约市巴
特利公园城项目，运用现代城市设计的手法
进行了先驱式的探索。这一案例对当今世界
各国成片开发的街区建设项目启示良多。

２ 巴特利公园城开发方案的变迁
巴特利公园城用地位于纽约下曼哈顿地
区（Ｌｏｗｅｒ 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 ，西临哈德森河
（Ｈｕｄｓｏｎ Ｒｉｖｅｒ），东侧隔西部大道（Ｗｅｓｔ

Ｓｉｄｅ Ｈｉｇｈｗａｙ）与原世界贸易中心
相对，最初为码头用地，但随着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产业结构的调整，码头
功能逐渐衰落而面临重建机遇，最终
伴随世界贸易中心的开发建设（基础
工程开挖所带来的填土），其用地规
模扩展至 ３７ ｈｍ２。巴特利公园城开发
方案先后由纽约州、市二级政府以及
后来成立的巴特利公园城开发机构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Ｐａｒｋ Ｃｉｔ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等
主导，经不同规划设计师之手几易其
稿，先后探讨过整体开发的典型现代
主义风格的高层社区、以七层高的室
内公共空间主轴为特色的巨构型开发
（Ｍｅｇ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等构思，但经反复
比较后，由库铂及埃克斯塔设计事务
所（Ｃｏｏｐｅｒ，Ｅｃｋｓｔｕ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完成的方案（图 １），因其在城市开发
建设中的操作灵活性、易于实施的小
街坊和小地块划分的空间格局、有利
于引入多方投资共同开发等方面的
特点，最终成为实施之选［１］ 。

３ 巴特利公园城的城市设计
导则及其实施程序
巴特利公园城的城市设计方案以
将整个街区融合于曼哈顿既有的空间
格局及环境特色为其构思立足点，总
体布局中道路网格的设置与曼哈顿原
有街道格局有机衔接，位于街区中部
商务区的世界金融中心（Ｗｏｒｌｄ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由当时较有影响力的奥
林匹亚约克公司（Ｏｌｙｍｐｉａ ＆ Ｙｏｒｋ）开
发，并聘请著名建筑师西萨·佩里
（Ｃｅｓａｒ Ｐｅｌｌｉ）设计，而街区南北两端
则以开发建设居住建筑及其配套设施
为主，总体布局中还设置以滨河步行
道为主体的充裕的开敞空间系统。对
于街区中各个用于开发建设的地块，库
铂及埃克斯塔设计事务所在规划设计
的可能性上进行了多方面探讨，同时
还在对曼哈顿地区传统建筑形式进行
提炼的基础上，归纳出一套建筑形式
设计的标准语汇，之后将这一系列探
讨的结果转化为适用于整个街区各地

块的详细城市设计导则，其内容远远
超出了常规的用地性质、容积率、建
筑覆盖率等的规范引导范围。
３．１ 城市设计导则概要
（１）确立建筑组群的体量布局。
确定各个地块的建筑体量布局，
并对重点街角或街道尽端等节点部
位制定尽可能详细的要求，使相邻各
地块的体量组合形成有整体感的建
筑组群（图 ２）。
（２）界定沿街外沿墙面。
明确定出各地块沿街部分外沿
墙面的位置及高度，使相邻地块形成
统一的街道界面（图 ２）。
（３）明确首层平面布局。
确定各地块建筑首层平面的功
能布局及各部分出入口的位置，并在
相应位置要求建筑物与街道之间设
拱廊等过渡空间，而相邻地块的拱廊
之间需互相衔接（图 ３）。
（４）统一建筑形式语汇。
对各个地块单体建筑的建筑形
式给出了统一而具体详细的设计要
求，如在建筑底部设二层至三层石材
饰面基座，而其上部采用瓷砖饰面，
在统一高度处设装饰线脚（图 ２），外
墙采用单个独立窗洞（Ｐｕｎｃｈ Ｗｉｎｄｏｗ）
的开窗形式并统一开窗部分与实墙
面的比例、采用统一的色彩等。
３．２ 城市设计导则的实施
制定出详细的城市设计导则后，
街区城市设计的工作仅完成了前半部
分，导则在开发建设过程中的有效实
施才是城市设计构思得以贯彻落实的
关键。在巴特利公园城的建设过程中，
设计导则具体实施的协调把控工作由
巴特利公园城开发机构负责。各地块
的开发建设由不同的开发商参与，而
单体建筑设计则分别由经挑选产生的
多家建筑师事务所（其中不乏较有名
气的建筑师如查尔斯·莫尔等）负责，
各建筑师的设计被要求严格遵守设计
导则，巴特利公园城开发机构在不同
设计阶段对各建筑师的设计成果采取

了逐一签名确认的程序（设计成果被
某些建筑师戏称为“签名楼”
），而当
有项目对导则的具体内容提出调整要
求（如外饰面材料的变更等）时，需进
行相应的审核评判并做出决定，从而
尽可能保证城市设计的构思能得到较
完整的贯彻落实［２－３］。

图１ 巴特利公园城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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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廊

拱廊

图３ 各地块设计导则

４ 巴特利公园城的突破点及
其引发的争议
巴特利公园城的开发建设自 ２０
世纪８０ 年代后期分期逐渐落成（图４，
图５）后，建设成果在专业界内外普遍
获得了好评①，其在城市设计方面的
探索成果也曾被誉为“评判未来其他
［２］
城市设计的标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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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突破点
巴特利公园城的城市设计所具
备的先驱性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其
对未来的街区城市设计实践有一定
的参考借鉴价值。
（１）开创了以街区为单位整体融
入城市原有环境的先例。
在城市建设当中，个别单体建
筑的设计重视与其所处的周围环境

有机结合，在空间布局与建筑形式
上尽可能与环境融为一体，这样的
案例其实并不罕见，但作为一个成
片开发的街区，巴特利公园城采用
详细的城市设计导则的手法进行协
调统一，从而使其整体融入城市的
既有环境当中，这一探索有其相应
的开创性。
（２）促进积极的公共空间的形
成。
在成片开发的街区中，如果各
个单体建筑仅靠用地性质及容积率、
建筑覆盖率、建筑退红线、建筑高度
等指标去规范引导，往往容易导致
由各相邻建筑所围合而成的公共空
间成为各个单体建筑外部的剩余空
间（Ｓｐａｃｅ Ｌｅｆｔ Ｏｖｅｒ），而这样的
剩余空间自然不会有统一的设计理
念来支撑，结果往往沦为目的性不
强的消极空间。在巴特利公园城，由
于各个地块的单体建筑在设计展开
之前，其首层部分与街道的空间关
系及沿街部分外沿墙面的位置、高
度和形式等均已在导则中制定出了
清晰明确的要求，相邻地块单体建
筑外沿墙面相互衔接形成完整的空
间界面并与街道空间互为渗透，围
合而成的公共空间反映出街区城市
设计构思中的设计意图及其所期待
的空间特色，因而易于形成积极的
城市公共空间。
（３）营造街区整体的空间环境特
色。
详细城市设计导则主要通过满
足不同地块建筑体量布局的要求来
促进有整体感的建筑组群的形成，并
采用同一套形式语汇对各个单体建
筑的设计加以引导规范。尽管不同的
地块由不同的建筑师负责设计，整个
街区的开发又跨越较长的时间段分
数期展开，但街区最终仍能形成具有
整体感的建筑形体关系及风格特色，
避免陷入各地块单体建筑虽然相邻
并置，却互不相干、各唱其调的混乱
局面，有效地促进了街区整体空间环
境特色的形成。

４．２ 争议
巴特利公园城的探索尽管获得
了较为普遍的好评，但亦引发了一系
列争议，这些争议对于未来街区城市
设计的实践探索不无启示，应予以重
视并根据具体情况尽可能寻求相应
的对策。
（１）仅从历史中寻找设计灵感，
缺乏创新性。
由于巴特利公园城详细城市设
计导则中的整体空间布局、建筑形
式，以及园林景观环境设计均以曼哈
顿原有的传统城市环境为依据，总体
来说，设计的出发点更偏重于再现传
统环境氛围而不是创造出新时代特
色，其在营造城市环境中的守旧取态
自始就在不少建筑师或建筑评论家
中引起一定的争议［２］ 。
（２）过于严格的建筑形式控制导
致城市环境产生人为的虚假的统一，
未能充分体现城市环境的活力。
因巴特利公园城位于曼哈顿这
一冲突、投机与希望交织之地，详细
城市设计导则过于严格的控制实际
上仅仅是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虚假
的形式上的统一表象，并未能充分反
映出这一独特环境氛围所应具备的
城市空间的活力［４］ 。
（３）过于详细的设计要求及其实
施过程中过于严格的控制带来不必
要的新的设计难题，并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建筑师设计创作热情的发挥。
在详细城市设计导则中，虽经一
定的设计考虑，对各个地块提出了不
少非常具体的设计要求，但在城市设
计阶段不可能将建筑设计阶段所面
临的诸多方面的情况考虑得很充分。
在巴特利公园城开发建设实施过程
中，就有不少建筑师抱怨导则的一些
具体规定极不合理，给单体建筑设计
带来了新的不必要的难题。而另一方
面，在导则的实施过程中，要求各项
目建筑师在各阶段的设计成果均需
得到签名确认的程序，也被不少建筑
师认为其实际上妨碍了对设计精益
求精的专业追求，最终对保证设计质

图４ 建筑组群鸟瞰图

量带来负面影响［３］ 。

图５ 沿河建筑组群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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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特利公园城先后被不少专业期刊或专著

［ 作者简介］

作为优秀案例加以介绍，并获评城市设计

黄大田，博士，注册规划师，深圳大学建筑

奖项（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Ｐ／Ａ

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Ａｗａｒｄ １９８４ ＆ １９９０），其建设成果亦被
《时代周刊》评选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最优秀
的 １０ 项设计之一。

［ 收稿日期］ ２ ０ １ ０ － ０ ６ －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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