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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层次设计协调为特色的街区城市设计运作模式
——浅析日本千叶县幕张湾城的城市设计探索
The Urban Design Exploration in a Large—scaIe Urban DeVeIOpment Characterized by Systematic

Design C0-0例natjOns：A Case Sludy of Makuhari Bay Town，Chba，Japan

黄大田

摘要在日本千叶县摹张湾城的斯区城市设计

探索中．为保证在开发建设全过程中城市设计

构思的完善落实，专门成立了规划设计委员会。

除7依据城市设计导则进行把控外，谊委员食

还进一步建_王起相应的制度，对街区中各个开

发项目的规划设计展开枳极的多层捉的设计协

调工作。其探索对今后街区城市设计的理论研

究丑设计实践带来相应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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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泡沫经济．相应地刺激了当时各大中城市的

开发建设．不断涌现出大规模的成片开发建设项目。同时，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人们期待更高水平的城市建设。在这一背景之下，在大规模

的成片街区开发中．不少项目不满足于仅仅依靠常规的用地性质并附加上容积率．

建筑覆盖率．建筑退红线要求．建筑高度等指标，即所谓的仅控制最低标准的粗

放的规范引导模式，而是尝试以各种方式运用现代城市设计的手法．从整体上强

化对街区开发建设的规范引导．力求使街区最终的建设成果能形成整体感强．特

色鲜明而义变化丰富的高质量的环境效果。这一系列探索的典型案例包括东京多

摩新城1 5住区、千叶县幕张湾城(Makuha—Bay T0wn)，长野县今井新城等。其

中幕张湾域以规划设计委员会的形式，在开发建设全过程中对街区中各个开发项

目的规划设计展开r积极的多层次的设计协调．其运作模式颇具特色。幕张湾城

在卜世纪90年代初制定开发计划．1995年第一期住宅开始人住．直至最近整个街

区才基本建成(图l一2)。贯穿于开发建设拿过程的城市设计运作依靠其最初建

立起来的较完善的制度支撑r近20年．这一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或反映出来的问题

对今后街区城市设计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不无肩示。

1幕张湾城的概要、开发理念及其总体布局

幕张湾城属于日本最大的城『仃巾心外发项||——幕张新都心的一部分。幕张

围1幕张湾城近况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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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2幕张湾城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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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心位于东京湾东北岸．介于东京市区与成田国际机场之

间．总开发用地面积约520 hm2．为综台性城区开发，总体

布局中的功能分区包括中心商业区．商务研发区，文教区以

及被称为幕张湾城的居住区等。位于新都心东南角的幕张

湾城占地面积约84 hm2．除居住功能外．还配建学校托幼．

零售商业．公园绿地等相应的公共设施．规划人住户数约8

900户．居住人口约26 000人。幕张湾城开发计划的探索始

于上世纪80年代末．为建设成为具有21世纪国际水准的住

区环境。其开发理念有意摒弃长期以来日本传统的功能单一、

相对封闭且缺乏个性的住区开发模式．强调要促进住区功能

复合化，积极营造对外开放的都市型公共空间，并使空间环

境具备特色鲜明的场所感。根据这样的开发理念。幕张湾城

于上世纪90年代初完成的总体城市设计方案一改日本传统

住区开发中常见的相对自由松散的布局形式．采用相对规则

的路网结构将建设用地划分成一个个四周临路的大小街坊，

而各街坊的住宅建筑则沿街布置并围合成内院，最终形成街

坊内部具备相对私密的院落空间而外部则成为能积极引进人

流的具有都市型街道氛围的空间环境特点(图3)。

开发建设项目进行有针对性的规范引导。城市设计导则的内

容大致如下：

(1)街坊建筑布局

用于开发建设住宅的街坊共分为多层街坊(6层左右)．

高层街坊(20层以下)和超高层街坊(40层以下)三种，

各种街坊沿街部分均要求以多层或高层住宅板楼围台布置．

对外形成连续完整的沿街界面．而内部则相应形成院落空

间．高层街坊或超高层街坊中的塔楼住宅均需位于围合内院

中部。街坊内设地下车库满足停车要求．而首层沿街部分尽

可能布置商铺等公共设施以提升街道的公共性。

(2)建筑形式要求

沿街外观立面设计需采用经典的基座．中部和顶部的三

段式构成．沿街部分的总体外墙面中．实墙面所占比例应不

小于60％．而平屋顶需小于屋顶总面积的一半⋯。

(3)建筑设计分担

为保证形成变化丰富的街道景观效果．每个街坊中的各

栋建筑需由数个建筑师或设计事务所分担负责．设计工作不

可由一家独占，以免导致整个街坊的建筑形象陷人单一风格。

2城市设计导则及开发建设过程中的协调把控机制 2．2以规划设计委员会为核心的协调把控机制

2．1城市设计导则概要

为使总体城市设计方案所追求的空间形态能得以实现．

幕张湾城制定出了详细的城市设计导则．用以对街区中各个

圈3幕张湾城总平面田

赍料来谭：椒镕参考文献【I J，【2】桂理鲶制

考虑到整个街区的开发建设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为保

证城市设计意图能够最大限度的贯彻落实．幕张湾城又进一

步成立了一个由数名规划师或建筑师(包括参与了开发计划

制定．总体城市设计方案构思及城市设计导则编制的规划师

或建筑师)组成的规划设计委员会．由其统一负责城市设计

实施过程中的协调把控工作，并将这一工作贯穿于整个街区

规划设计及开发建设的全过程。

幕张湾城城市设计探索的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城市设

计后续工作的展开并不仅仅局限于审核各个项目的规划设计

是否符合城市设计导则这一把控程序，而是在整个开发建设

过程中以制度化的运作模式多层次积极展开规划设计协调工

作，力求最大限度地强化街区中各个街坊或各个建筑相互之

间的关联性．进一步促进街区空间环境的整体性的形成。

(1)街坊层面

每个街坊除需由一位参与设计的建筑师负责统筹协调

由不同设计师分担的各栋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外．还需由规

划设计委员会中的一位委员出任这一街坊的规划设计协调人

(下称街坊协调人)．把控该街坊内城市设计导则的落实情

况．并负责代表该街坊协调与其他邻近街坊之问的相互关系。

(2)分区层面

幕张湾城整个街区由多个分区组成(分区常常与分期

开发的范围重合)，而每一分区又包括数个街坊．其中一位

①城市设计导则中关于街坊布局置建筑形式鲁求的相关内容，参考文献[3]附有图示进行相关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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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协调人需同时兼任这一分区总体的规划设计协调人(下

称分区协调入)．总体把控该分区城市设计导则的落实情况．

并负责统筹协调处理分区内各个街坊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外．

分区协调人还需负责整个分区范围内的环境设计。

(3)整体街区层面

在整体街区层面上，规划设计委员会定期召开规划设计

协调会．审议通过经街坊层面及分区层面协调把控后的规划

设计．并根据不时的需要对总体城市设计方案或相应的城市

设计导则的调整完善展开研究探讨。

3城市设计协调把控成效及所遭遇的问题

随着开发建设程序进入实质运转期，各分区各街坊的规

划设计工作陆续展开，规划设计委员会也相应着手城市设计

协调把控工作。实际上．在不同阶段的设计过程中。具体的

协调把控工作除了以规划设计委员会召集的较正式的规划设

计协调会的形式展开外．往往还由分区协调人或各街坊协调

人会同相关的建筑师．不时将设计模型或图纸汇集一起．举

行被称为“设计工作坊”(workshop)的非正式协商会．共

同核对城市设计的落实情况．并探讨如何在规划设计上协调

处理不同建筑之间或不同街坊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协商解

决相应产生的规划设计矛盾等。在不同的分区或街坊中，设

计工作坊以每周一次至每月一次的频率举行，这一系列规划

设计协调j二作为营造出有整体感的公共空间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另外，分区协调人对分区范围内环境设计的统筹负责亦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由6个多层街坊组成的首期开发中．

为了在分区中营造出有整体感的空间效果．分区协调人曾专

程出国到产地寻找适合的石材．作为分区内由不同开发商负

责的各个街坊一层柱廊处统一的铺地材料””：而在二期的

开发建设中．其分区协调人亦费尽苦心在贯穿这一期数个街

坊之间的主要道路的规划设计上．通过蜿蜒的线性设计及统

一全程的景观树和铺装材料的选择等．力求营造出一条富有

特色的人车共存社区街道．并以此强化整个分区的视觉连续

性mJ。在用地规模较大．情况较复杂的超高层街坊中．规划

设计协调把控工作亦较充分地展现出其有效性：位于街区北

端主人口旁的由两家开发商参与投资的超高层街坊，共包括

沿街布置的十余栋多层和中高层板楼以及围合院落内的■栋

超高层塔楼；它们分别由13家设计事务所参与设计，在其

规划设计过程中展开了多方面的设计协调工作．为强化由不

同开发商负责的两部分之间的呼应关系．采用了两个超高层

塔楼体形相似而顶部对比．相邻的沿街板楼高度统一形成门

户空间等手法，力求塑造出街坊本身的空间整体性。除此之

外．还在街坊总平而布局上考虑了与外部街道的空间连续性．

设置了对外开放的林荫道．并在沿街建筑的体形处理及外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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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设计上．尽可能充分考虑与隔路相邻的多层街坊之间的呼

应关系，力求通过街坊之间的规划设计协调，进一步在街区

层面上营造出公共空间环境的整体感(图4—5)。

另一方面．在规划设计协调把控过程中．各式各样原先

未曾设想的问题也不断涌现．城市设计意图的落实先后经受

了不同的考验。首期开发正值泡沫经济的衰退期，随着投资

环境的恶化．控制开发成本的要求导致一些街坊不得不取消

地下停车场而改为一层停车．面临街道的不少外墙只得设计

成实墙面或通风口而非原先构思的商铺．从而弱化了与街道

的呼应关系；而为控制成本减少电梯部数又带来外廊式住宅

设计．面临街道的外廊根据消防要求无法完全满足实墙面比

例要求．这·系列的问题都与城市设计导则的要求产生了相

应的矛盾。这一期的城市设计协调工作的重点，实际上是在

侧重于探讨在适当放宽导则要求的条件下如何仍能使当初的

设计意图在相应程度上得队实现”1。而到了第二期开发．协

调把控工作又遭遇到了更为复杂的局面。因为其中一个街坊

的设计是由美国著名建筑师史蒂文·霍尔(steven HoIl】总

体构思的．导致街坊整体外观形象风格较为单一．而立面设

计亦未采用典型的三段式处理(圈6)。在其他方面也与城

市设计导则产生了冲突I”。经规划设计委员会反复协调后．

霍尔坚持不同意修改。因其“特殊人物”的身份最后只得不

了了之m，；另外。在上述的超高层街坊的规划设计中．由于

经济形势的变化带来投资回收压力的增加．原总体城市设计

方案中按开发建设户数860户设置的街坊建筑开发量不得不

增加至超过l 000户．经多方探讨最后只能通过加大沿街住

宅板楼部分的建筑体量来解决(周7)．相应增大的建筑体

量实际上超出了原总体城市设计方案中的建筑体量控制限

围4超高层街坊总平面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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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原有的城市设计意图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④。

4幕张湾城城市设计探索所带来的启示

在幕张湾城前后持续近20年的街区城市设计探索中，

如果对其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展开进一步分析总结，可以为

今后街区城市设计的理论研究及实践探索带来一定的启示。

(1)多层次的设计协调有助于在街区中展开更为直接细

腻而有针对性的规范引导

在大规模成片开发的街区的城市设计探索中，主要目标

之一就是要强化街区中不同部分之间的关联性．从而促进街

区空间环境的整体性的形成，而利用城市设计导则来把控是

最常采用的手法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街区中不同部分之间

实际上是通过城市设计导则这一媒介产生了间接的相互关联

性．而多层次的设计+协调则能够进一步在街区中不同部分之

间建立起直接的关联性．从而能有效地对开发建设进行更为

细腻而有针对性的规范引导。

(2)街区域市设计的落实有赖于制度化的保障

在日本的城市规划相关法规体系当中．为在城市开发建

设中促进既有整体感又具备相应特色的街区环境的形成，也

存在如“地区规划”这样的针对某个具体街区而制定出较为

详细的规划并加以落实的既有的制度化手法国。但这一手法

对于街区内的各个建设项目的规范引导，按相关规定一般也

只限于建筑物用途、容积率、覆盖率．最小用地面积或占地

面积、外墙面位置．建筑高度等一般性要素或指标的层面上．

对于如上述幕张湾域的关于街坊建筑布局、建筑形式要求及

建筑设计分担等如此详尽而细腻的街区城市设计内容，则难

图6史蒂文霍尔设计的11番街

资料来糠参考盘M【7]
图7超高层街坊因户数增加导致沿街板楼建筑体量的变化

资料束源：参考i献【2】

①谊街坊的规划设计协调凡认为，从城市设计的观点来看，建筑体量控制在938户左右应为。垭限(详见参考文献[21)。

②“地区规划”的有关内客具体反映在日奉城市规划的核心法律“都市计画法1的第十二条之五等条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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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全纳入“地区规划”这一既有制度化手法当中。从而确

保其能得到较完整的落实。

而如幕张湾城这样的大规模街区的开发建设又往往需

要一个较长的周期。城市设计构思的落实不可能仅仅依靠最

初的总体城市设计方案及相应编制出来的城市设计导则来保

障。贯穿整个开发建设周期的把控协调工作至关重要，这无

疑需要从最初就有一个制度化的框架来支撑。幕张湾城的城

市设计协调把控在缺乏较全面的相关法规制度支持的条件

下，正是有赖于其从一开始就确立的制度化的运作模式才得

以持续展开：从1991年第一期开发6个街坊的建筑设计开始，

到计划于2010年竣工的最后两个街坊(保留用地除外)为

止。前后近20年．7名规划设计委员会委员一直分别出任

各个街坊的协调人⋯，城市设计协调把控工作自始至终基本

保持一贯性。这样．城市设计构思才能得到较完整的落实。

另一方面。城市设计协调把控工作需要较高的专业素养。

面对各种复杂的局面需进行精深而细微的专业考量。往往伴

随大量繁杂细腻而费时的专业工作，但由于街区城市设计的

运作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对这一类型的专业工作尚未能建

立相应的评价方式及报酬标准．幕张湾城的城市设计协调把

控工作在如此长的周期里能得以持续，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

是得益于专业人士的“善意”141及“献身般的贡献”【lJ。不

止一位规划设计委员会成员担忧。如缺乏制度化的评价标准。

这样的运作模式恐怕难以为继H一。

(3)街区总体城市设计方案及其设计导则应对社会经济

形势的变化有足够的预见性和包容性

如前所述，大规模成片街区的开发建设往往需要一个较

长的周期，而期间难免会遭遇社会经济形势一次或多次的变

化。如果街区城市设计构思及其相应的设计导则过于片面强

调空间环境的效果，在总体的功能布局及建筑体量的控制方

面没有对相应的社会经济形势变化考虑多种应对的可能性，

并在导则的要求中预留出相应的变化幅度，则在实施过程中

难免会遭遇各种不得不进行调整的局面，而过多缺乏通盘考

虑、见招拆招式的调整则很有可能对街区城市设计构思的完

整性带来不可预见的负面影响。

(4)城市设计导则未必越详细越好，而协调把控过程中

亦应留有灵活操作的可能性

在街区城市设计的实践探索中。往往存在着一种观念，

认为设计导则的内容越详细，对各个项目建筑设计的规范引

导越全面越细腻，在实施过程中对落实导则的要求越严格，

则街区最终的环境质量就越有保障。但事实上。在城市设计

阶段不可能把各个项目的建筑设计所需面对的诸多方面的

要求及相应的设计可能性探讨殆尽。过于详细深入的设计导

则以及实施过程中过于严格的落实要求，都会给具体的建筑

设计带来相应的制约，其结果有可能限制建筑师设计才能的

发挥。有损建筑师的创作热情。最终未必都能对提升环境质

量有好处。幕张湾城在城市设计协调把控过程中．规划设计

委员会对史蒂文·霍尔所作出的不得已的妥协。从结果上来

看。可以认为事实上反而是给幕张湾城的整体空间环境增加

了一个亮点．在众多建筑风格变化颇多的街坊当中，霍尔设

计的1l番街以其整体感强、简洁明快且不拘泥于三段式构

成的外形风格，在整个街区中创造出另一景观层次Ⅲ。实际

上．对于街区城市设计导则的内容和要求，最关键之处应该

是区分清楚哪些是落实城市设计构思中必不可少的。哪些又

是可以省略而留给建筑师去自由发挥的。不应把过多不必要

的要求(尤其是协调建筑形式方面的要求就更要慎重)添加

进去。而在实施过程的协调把控中，也没必要对所有的设计

过于刻板地用完全一样的标准来套用导则要求。应预设出根

据特殊情况灵活操作的可能性。皿

参考文献

【1】蓑原教．日本C质口)上‘，住宅都市法生}残托60力、——14年经'危

幕张弋彳夕守二，o今【J】．(日)新建筑。2009(8)：50一57．

【2】曾根幸一、大村虔一．幕张吣百岁哆，‘七二，}予儿，{一岁田．(日)

近代建筑，2003(5)：59—61．

【3】吕斌．日本幕张新都心“滨城住宅区”(Bay Town)城市设计的实

践——以“城市设计准则”(urban Desigll Guideline)为依据【J】．国

外城市规划，1998(4)：29．

【4】大村虔一．，{于1才工l“番街(M2街区)o尹垆彳7，计画‘设

计调整c：々L·C【J】．(日)新建筑，1995(4)：261．

【5】曾根幸一．街区全体。尹矿寸7。计画‘设计调整c：一)L、【田．(日)

新建筑，1995(4)：280．

【6】小泽明．Ml，M8街区。都市尹矿一y方针【J】．(日)新建筑，1996(5)：
155．

【7】(作品介绍)．幕张弋寸岁多7’，{尹4才工11番街【J】．(日)建筑

文化，1996(6)：92一103．

【8】曾根幸一．道啪}o建筑[J】．(日)建筑文化，1996(6)：106—107．

【9]蓑原敬．今，哲世幕张智。力、【J】．(日)新建筑，1995(4)：254—256．

【10】横河健．(幕张弋寸岁I，，’，{于1才五1l番街)选评【J】．(日)建筑

杂志增刊——作品选集1998，1998(3)：42—43．

①霍尔设计的11番街在同期建设的各个街坊中成为唯一案例入选日本建筑学会表彰优秀设计作品的年度作品选集，学会评选委员会给出的评语

是“设计作品未全面落实城市设计导则的要求，因而大放异彩”(详见参考文献【lO】)，笔者根据现场实地考察，亦认为ll番街不仅没有破坏、

反而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街区整体的空间景观效果。

94 201l v01．26，No．6 UP_国际城市规划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