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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存量型”城市设计导则编制的思考
——以合肥大蜀山片区城市设计导则为例

宣 艳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安徽合肥 230002）

摘要：在城市存量发展背景下，提升城市存量空间品质与塑造城市特色成为城市转型的重要趋势。城市设计导则是面向城市空

间和品质控制管理最基本的手段和依据，本文结合合肥市大蜀山片区城市设计项目的编制工作，对“存量型”城市设计导则的

编制思路和编制的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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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the Compilation of “Stock” Urban Design Guidelines
—— A Case of the Urban Design Guidelines of Dashushan District in Hefei

Xuan Yan

(Anhui Provincial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Hefei Anhui 230002,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stock development, it is an important trend of urban transformatio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rban 
stock space and shape urban characteristics. Urban design guidelines are the  most basic  method and basis for urban space and quality 
control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compilation of urban design project in Dashushan District of Hefei,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mpilation 
ideas and contents of “stock” urban design guidelines.
Key words:  stock; urban design; urban design guidelines; urban renewal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粗放的发展模式消耗了

大量的城市土地空间，致使可用建设空间触到“天花板”，城

市土地利用资源接近临界值，同时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和发

展，在产业格局调整与空间重构的双重作用下，逐渐出现了

物质性老化、功能性衰退和结构性失衡等问题，与城市发展

的功能布局、空间结构及生态环境要素之间的矛盾日渐明

显，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挖潜”势在必行，城市的发展

模式也从“粗放型”转向“精细化”[1]。

1存量型城市设计
存量与增量是相对的，对城市空间来说，存量空间是指

已经建成的各类城市建设空间。而城市设计的本质是城市空

间利益的分配，存量型城市设计的本质即城市空间利益的再

分配。在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的刚性约束政策背景下，存

量型城市设计是对建成区的系统性更新，对土地价值的重新

发掘与认知，在现状评估和对存量空间潜力挖掘的基础上，

修正与控制空间利益的分配，从而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

品质，修补城市空间，使建成区焕发新的活力。

2城市设计导则编制的作用与困境
2.1城市设计导则的作用

2016年中央工作会议中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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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

计作为专项规划，是城市品质提升的重要抓手。城市设计导

则是城市设计思想的转译，它将城市设计的各方面构想通过

条文或图则的形式融入规划管理中[3]，是对城市空间控制和

引导具有指导意义的规划管理依据。

2.2城市设计导则的困境

从城市规划的实践来看，作为非法定规划的城市设计导

则还存在一些认识误区和问题：①城市设计与控制性详细规

划结合不紧密，致使城市设计的理念无法在规划的法定层面

予以落实，造成规划管理效率低下；②城市设计导则对于城

市设计目标和结构的传衍不够；③城市设计编制片面追求理

想的空间形态，对现实城市建设的指导意义不足。

2.3现行实践的城市设计导则分类

现行实践的城市设计导则，按其形式主要分为三类[2] ：

①总体引导型。以规划总图为底图，通过规划分析符号的形

式针对较大层面或尺度的内容，引导城市设计要素，通常包

含公共空间、生态景观、风貌分区引导等方面的内容。②空

间引导型。以地块为单位，一般以图则的形式出现，通常与

控制性详细规划分图则配合使用，包含了地块的刚性和弹性

控制要素。③图片示意型。通常以意向图片为设计管控依据，

针对城市色彩、风貌等控制要素提出要求，比文字表达更加

直观有效。

3合肥大蜀山片区城市设计导则研究
3.1项目背景

大蜀山作为合肥市区唯一的山体，以其独特的生态景观

资源，在净化城市环境、保持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城市的扩展，大蜀山及其周边片区亟需以城市设计为统

揽，谋划其风貌和空间形态，传承历史记忆，预留空间视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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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项目重点及难点

3.2.1大蜀山周边空间视廊的预留与保护
大蜀山作为合肥生态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周边现状

建成区内存在6条主要的视线廊道，视线廊道控制是本次规

划的核心内容之一，怎样在城市存量空间内，通过城市设计

的手法，保护现有视廊，重新分配空间资源，是本次项目的

难点之一。
3.2.2大蜀山周边存量土地更新

大蜀山片区作为合肥西部门户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节

点，现状周边存量土地亟待更新，如何通过城市设计导则对

存量土地更新进行控制，是本次项目的难点之二。

3.3城市设计导则控制体系

大蜀山片区城市设计提出了“守底线、通视廊、强中心、

美生活、织交通”的策略，在此策略下，重点对城市综合交通、

生态景观、空间视廊、建筑界面、城市风貌等进行详细的设

计与研究。

大蜀山片区城市设计导则通过大蜀山视廊保护控制和

地块图则控制相结合的手法，对片区重点要素进行控制。在

编制过程中，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也通过城市设计的手法给予

调整的建议。使城市设计图则真正作为规划管理部门出具地

块设计条件的重要补充，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3.4基于GIS视廊分析+圈层控制+模型验证综合方法的大蜀

山视廊保护控制

从大蜀山看向城市和城市看向大蜀山两个视角，综合确

定大蜀山片区存在的6条主要视线廊道：科学岛视廊、植物

园路视廊、黄山路视廊、天鹅湖视廊、柏堰湖视廊、王咀湖视

廊，以各视点看大蜀山的现状照片为依据，综合考虑现状建

筑高度和林冠线的遮挡高度，以最大限度保留可见山体轮廓

线为目的，确定各视点山脊线可见范围。根据GIS视线分析

建筑高度控制方法，依据各视点可见范围建立各个视点建筑

高度控制面，取最低值综合叠加，得到拟建地块建筑高度控

制值，同时建立空间模型，对GIS分析的建筑高度控制值进

行空间分析与验证，并对局部建筑高度控制值进行调整。

同时，考虑从城市看大蜀山的视角，通过空间模拟的方

式，提出城市空间遮挡面的控制要求，在局部地块结合城市

更新建设可以驻足的城市广场，打造瞭望大蜀山的城市节

点；对可以瞭望大蜀山的重要道路，在道路一侧规划较低的

建筑，避免与现状较高建筑形成“窄”的视廊。

3.5地块图则控制

基于前期视廊控制研究，结合本次设计范围中城市可更

新用地，确定关键控制地块，包括土地开发控制、环境设计

要求、市政道路与公共配套设施要求、建筑设计要求五个方

面，提出21个具体控制要素，分为场地设计图则和建筑设计

图则（见图1），对地块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控制要求。
3.5.1土地开发控制

主要从集约利用土地的层面，从城市设计的角度，提出

地块用地面积、用地性质、容积率、绿地率、建筑密度、建筑

退界距离等控制要素的指标，为控制性详细规划提供指导性

的意见。
3.5.2环境设计要求

因本次项目区位的特殊性，从保护大蜀山视廊的角度出

发，从开敞视线、开敞空间、地块围墙形式、林冠线控制等角度

提出地块环境设计要求，在区域内必要地块选点设置城市驻足

观看大蜀山的最佳视角，并预留开敞空间，在重要视廊沿线控

制林冠线的高度、地块围墙的形式，以确保视廊的通透性。
3.5.3市政道路与公共配套设施要求

结合上位规划和本次城市设计，提出地块各项市政与公

共设施的配套要求，针对地块提出弹性路网要求，保证区域

内交通便捷。
3.5.4建筑设计要求

从空间形态的角度引导，针对沿街塔楼连续最大面宽、

建筑通视率、建筑高度、街墙控制线、贴线率、建筑色彩和建

筑风格等角度提出建筑控制与引导要求，从而形成具有特色

的城市整体风貌。

4结语
城市设计导则是城市设计落实到规划管理中的一个重

要环节，针对“存量型”的城市设计，引入具有针对性的城市

设计控制要素，有利于片区城市设计的实施。本文以规划项

目实例为出发点，结合城市规划管理，对“存量型”城市设计

导则的编制进行探索，旨在提高城市设计的可操作性，这在

今后的城市设计中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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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场地设计图则和建筑设计图则（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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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街台楼连续

最大面宽

沿田埠东路≤45  m

沿谭冲路≤45  m

沿长江西路≤45  m

沿科学岛路≤45  m

建筑通视率

低、多层

（24  m以下）

高层

（24  m以上）

沿田埠东路 ≥30  % ≥40  %

沿谭冲路 ≥30  % ≥50  %

沿长江西路 ≥40  % ——

沿科学岛路 ≥30  % ≥50  %

建筑高度
≤50  m

高度分区详见控制图则

街墙控制线 建筑立面应遵守街墙控制线

贴

线

率

沿田埠东路≥80  %

沿谭冲路≥70  %

沿长江西路≥70  %

沿科学岛路≥70  %

建筑

色彩

高层建筑主色调应选用冷灰色系中性灰色

为主色调，体闲低调而又高贵的气质；

商业部分的裙房可以适当使用深色

建筑

风格

以简约、现代风格为主，体现理智、

冷静、高效的形象，同时建筑与

周围建筑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相融合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