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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吵I'1建筑风貌城市设计导则体系建构
口李敏稚

【摘要】城镇传统风貌规划及其实施对地区传统文脉的延续有着重要影响。楚雄州是我国西南多民族地区唯一的彝族自治州，

在城镇风貌规划中保护地域、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生是核心目标。研究基于城市设计的视野，运用形态类型学方法，

通过划分“面一线一点”“重点区域+一般区域”的控制层级，制定“文字+控规图+图表”“通则+地方性导则”的城市

设计导则体系，以期建立一套适应楚雄州发展需求的城镇风貌规划和建设实施体系，延续和再现城镇传统风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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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化进程中各类文化基因的同化与交融使其趋

向复杂|生和矛盾性，也间接催生了建筑型制的丰富性，

从而使城镇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独特的历史

风貌以及地方和民族风貌。一方面，当前城市的迅猛

发展和全球化经济格局的形成，对城镇传统风貌的纯

粹性和完整性产生了巨大冲击。在大部分的城镇更新、

改造和重建等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城镇的历史风貌、

地域特色和传统文化正在不断消失，城镇传统价值延

续面临着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

对传统建筑类型的核心价值认知不清、缺乏针对分类

的量化和推演发展研究；对传统街道风貌形成和延续

的机制、风貌生成的操作规则和方法同样缺少深入细

致的研究。因此，如何通过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及其

实施管理，对城镇传统风貌进行有效的传承保护和持

续的发展利用，是当前急需研究的重要课题。

1项目概况

楚雄州是我国西南多民族地区唯一的彝族自治州，

因地处多山地区，其地域、民族传统文化极具多样性和

复杂|生。然而，在缓慢的城镇化过程中，人们缺乏对传

统风貌和历史文脉的保护意识，为谋求经济的发展，有

时甚至破坏这些宝贵的资源，从而导致传统风貌和历史

文脉的不断流失。同时，在现实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

中，由于缺乏城市设计及其导则体系的支撑，规划管理

工作往往存在目标不清、方式粗放、依据抽象和管控力

度不足等诸多弊端，即便规划编制部门曾经编制过一些

项目的城市设计导则，也难以建立起完整的体系架构，

如导则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灵活度低，缺乏分类精确(形

态)管控的方法、依据和程序，对中观层面的城市建设

容量、空间形态统筹协调和总体平衡不足等。此外，规

划职能部门对导则实施的管理也过于松散，通则式的管

理不利于保护城市发展的多样·|生。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40823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D2155280)

【作者简介】 李敏稚，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风景园林系讲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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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技术路线图

——本规划的工作内容——
目标和原则一

适应现代文明

●

基于楚雄州各县市风貌
的现代建筑类型整理

常用功能类型

各种住宅
各种商业建筑

各种公共建筑

常用体量类型

目标和原则二

●

彝族传统建筑的类型研究

可整体继承的传统建筑 符号继承的传统建筑

+
彝族传统建筑整体形象缝承

以城市风鞔营造为导向的
建筑功能与体量类型综台

"41-沿街两铺
多层住宅
横向体■的大中翌t筑

◆ +
彝族建筑符号和材料继承

量已豳豳

———————'I-+实施过程中后续深化'

目标和原则三

强化地方特色

◆ ◆
彝族地区传统 各县市地方自主整理和

装饰研究 提炼本地特点内容

民族色彩 楚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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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传统风貌特色的保护和发展涉

及到当地社会、经济及文化等多层次因

素，故在保护与发展中应秉承审慎细微

的态度和科学理性的方法。正是基于这

样的背景，规划编制人员在编制《楚雄

州建筑风貌控制规划》时建构了城市设

计导则体系，尝试探求一种简洁可行的

操作实施方法，即通过对建筑和街道风

貌的规划控制来保护兼具整体性和多样

性的城镇传统风貌。但是，建筑风貌控

制毕竟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本

文研究的核心是通过对彝族传统建筑继

承方式的深入分析，寻找当地建筑风貌

产生的规律，并通过简洁而理性的实施

控制方法指导建筑风貌的保护与发展。

2研究思路

各种手法单独使用，以及交叉杂糅后形成丰富的建筑风貌
并在从极传统到极现代之间彤成各种不同的建筑风貌

彝族地区通用风貌的各类现代建筑研究

●
建立可扩充的基本类型数据库

禄丰县
双柏县
牟定县
南华县
姚安县

大姚县
武定县
元谋县
永仁县

I
各县市数据库建设

匦嘿需黑熊孺飘曩i] 一豢羹瓣篡街景层面的楚雄州通用建筑风貌数据库建设 茹需箸蔷嚣青特刍的

J 风貌细节要素

制定风貌控制导则和实施导!：!{j 各县市深化实施办法

一匝匦圆匣囹匝圃匝囹匦圃一嘉萎篱；控糊“
一·地方自主动态实施一

县1市的显著次区域特征也应在规划中

得到充分重视。

《楚雄州建筑风貌控制规划》立足

于彝族传统特色的内在延续，兼顾整体

性和多样性，基于城市设计的视野，引

入形态类型学方法，在实际规划管理中

建立起要素一建筑一街景一区域的控制

层级，以清晰的类型化操作方法推演“形

态继承”和“装饰继承”导向的建筑单

体风貌生成过程，再组合生成街景风貌

数据库，并提出其适用范围和应用要点，

以控制和引导地区特色风貌及高质量空

间环境的形成。

市设计总体目标与原则，对楚雄州建筑

风貌控制的实施管理做出引导性规定；

导则针对楚雄州9县1市的整体风貌特

点和特色单元规划要求，分别对各县市

城区建筑风貌进行控制引导。

规划工作内容可以沿纵、横2条轴

线循序渐进地展开：横轴包括特色规划

研究、风貌控制导则和实施导则制定、

地方自主动态实施3个部分；纵轴则由

数据库专题研究和规划控制研究2个部

分组成(图1)。其中，旨在延续地方传

统建筑风貌和街景组合风貌的城市设计

导则体系建构是整个项目研究的核心及

关键。

8楚雄州建筑风貌城市设计导则

体系建构思路 4楚雄州建筑风貌城市设计导则

体系建构实践

楚雄州建筑风貌城市设计导则体系

楚雄州彝族风情是建筑风貌控制的 分为通则和导则两大部分。其中，通则 4．1建筑风貌城市设计通则：楚雄州

核心，而当地多民族交融的文化特征是‘ 包括单体建筑风貌生成与控制、街景风 市域层面

建筑风貌控制的根基。同时，楚雄州9 貌数据库建设2个核心内容，并基于城 楚雄州建筑风貌城市设计通则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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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诸多方面的因素，因此需针对不同类

型载体提出不同的风貌控制方法，具体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4．1．1单体建筑风貌控制

楚雄州单体建筑风貌控制工作包含

2个阶段：①单体建筑综合类型整理。

综合功能和体量因素得出楚雄州4种主

要建筑风貌控制类型为多层住宅形态、

沿街小型连续商业形态、水平展开大型

公共建筑形态和垂直展开大型公共建筑

形态。②彝族传统建筑类型及其应用。

楚雄州彝族传统建筑类型主要有土掌房、

一颗印、粗犷彝族风格建筑和瓦房(汉

白族特色)4种。以这四种传统建筑类型

为风貌控制基础，分别通过“形态继承”

和“装饰继承”推演延续到现代建筑设

计中。其中，“形态继承”涵盖从强调

建筑细节的高度传统样式的继承方式到

强调建筑意象的简约现代的形态继承方

式：而“装饰继承”则是将彝族传统建

筑通过符号提取的方式演变为现代建筑

装饰手段。例如，传统建筑土掌房与一

颗印的“形态继承”推演过程如图2所示。

当“形态继承”和“装饰继承”两

者结合时，将产生真实的兼具形态意象

和装饰特征的现代建筑类型。城市设计

导则对单体建筑类型的分类标准、通用

管理要求和建设项目风貌营造等作出规

定。首先，原则上强调以单体建筑类型

作为风貌控制的判断标准，将基于上述

4种主要传统建筑类型生成的“形态继

承”下的9种基本建筑风貌作为控制参

照，并允许特定情形下引入“装饰继承”

建筑类型。其次，对于新建建筑，应优先

进行“形态继承”多方案比较，经规划和

建设管理部门确认后可予以深化为修建性

详细规划及实施方案，经特殊许可后才可

采用“装饰继承”作为实施方案的有效补

充。此外，规划指出建筑风貌控制应以

街景尺度为控制切入点(特殊重点建筑除

外)，并以街景风貌数据库中的风貌类型

为规范。通则中除要求区分新建和既有城

区项目、建筑群和单体建筑项目外，还需

结合导则中的“风貌控制规划图”和其他

具体控制性要求予以实施。

4．1．2街景风貌数据库建设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通则分别从“形

态继承”和“装饰继承”2个方向引导

楚雄州街景风貌生成。建议将单一建筑

风貌街景应用于强调整体空间形象的城

市地段，但在一般性城市地段，应遵循

多样性原则，采用组合型街景风貌。例如，

从“形态继承”导向生成的9种单一建

筑风貌街景及其推荐使用区域如图3所

示，对这9种基础型街景风貌进行两两

杂糅组合，得出效果较好的36种组合型

街景风貌类型，如AB型、AC型和AD

型等，这些组合型街景风貌将营造比单

一建筑风貌更为生态和真实的街景气氛，

可作为建筑风貌控制的操作基础(图4)。

当研究扩展为3个乃至更多的建筑

风貌时，街景风貌原则上可以扩展至多

种可能，但同时也带来精确管理和控制

的困难。因此，在楚雄州9县1市的建

筑风貌控制过程中，应以2种建筑风貌

组合的街景风貌控制为基本操作方法，

并适当强调随机性，根据实际情况合理

引入第3种乃至更多种建筑风貌，以形

成多元及充满活力的城市空间氛围。

而在“装饰继承”导向上，将重点

研究彝族传统建筑及文化特色，提炼建

筑细节符号与建造材料，整理归纳民族

装饰符号并加以运用，生成以纯装饰为

导向的建筑及街景风貌。此外，还将在

其中融入彝族传统历史文化符号和色彩

搭配关系、传统建筑符号装饰、各县市

当代产业和文脉装饰题材，进一步强调

地域性差异。

“形态继承”导向建筑可以与装饰

风格建筑和谐共存，共同创造出丰富多

样的街道风貌效果。但应强调对彝族传

统建筑的“形态继承”，而非肤浅的色

彩组合和纹样堆砌。在条件允许时不应

修建纯装饰风貌的建筑(既有城区风貌

整饬和建筑立面改造除外)。

在城市规划待建区域以及已有少量

建设、但没有连续成片的城市地段，如

居住区、工业区、商业区和旅游区等，

可以减少或取消彝族装饰，采用“形态

继承”思路来组织街景风貌。而在传统

城区、旧城区以及已形成连片建设的工

业区、旅游区和各类开发区等，则可加

强装饰成分以提高街道活力。

街景风貌数据库包括基本数据库和

扩展数据库2个部分。前者包括基础型

街景风貌和组合型街景风貌；后者包括楚

雄州通用装饰型街景风貌和各县市特有

装饰型街景风貌。基于彝族传统建筑类型

生成的建筑风貌称之为“基础建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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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决定了基础型街景风貌类型，但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可以扩展，应及时将未被纳入

数据库的传统建筑风格经过规划研究纳

入基础型街景风貌中。扩展数据库建筑装

饰来源主要有门窗装饰、色彩和纹样装

饰、构造装饰等，宜针对各县市展开专门

化研究并建设形成特色装饰数据库。

4．1．3建筑风貌控制的实施管理

4．1．3-1建筑风貌控制的层级与切入点

本文将楚雄州建筑风貌控制划分为

6个层级：楚雄州、各县市、城镇特色

片区、城市地段、街道和个体建筑。建

筑风貌控制的核心问题是多样性与整体

性平衡。在6个层级中，街道是规划实

施管理中最适宜的切入层级，街道空间

向更大尺度扩展，渐次形成城市地段、

城市片区、县市城区和楚雄州。街道风

貌研究可以在视觉尺度上实现对建筑风

貌整体性(可视化)控制，但更大尺度的

整体性控制需要在规划层面研究确定。

除街道外，在实施过程中还需要针对宏

观和微观的尺度多样性分别做出管控。

4．1．3．2城市建设项目类型与建筑风貌

控制

依据建设项目区位，城市建设项目

可以分为新建项目和既有城区项目两大

类，在建筑风貌控制操作管理上应视各

县市的具体情况而有所区别，内容参照

《楚雄州城市特色规划——各县市建筑

风貌控制导则》。

在新建项目和既有城区项目中，始

终存在2种尺度的建设项目：①以建筑

群为操作对象，包括各种类型的新区连

片开发、城市更新、街道建筑整饬、住

区开发和商业区建设等，一般都涉及到

连续街道界面的新建或变更，其空间分

布和建设周期具有集中、连续的特点；

②以单体建筑为操作对象，包括各类独

栋建筑修建，少数项目可能包含若干栋

建筑修建，但对连续街道界面新建或变

更参与较少，其空间分布和建设周期较

为随机。毗邻的多个单体建筑项目应视

图3“形态继承”下9种基础型街景风貌及推荐使用区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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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建筑群为操作对象的建设项目，而

重点项目的建筑风貌应通过详细论证和

各级政府部门监控。本规划只对其所处

地段的建筑风貌进行—般性规定。

建筑群尺度的建设项目风貌控制应

以整体性控制为主要目标，并注意在更

大尺度上与风貌多样性的平衡。可通过

编制各县市的《整体风貌规划控制图》

来导控。在城市特色片区，应合理规划

确定各次级片区、城市地段或城市街道

多样化的主题风貌，并最终落实到不同

项目建设中。对于特色组团及其次级组

团，应编制地块编号，并为每个地块确

定主导建筑风貌、兼容建筑风貌，以及

确定主导建筑风貌比例。《整体风貌规

划控制图》应结合《地块建筑风貌控制

一览表》使用。在规划建设审批中，要

比对《楚雄州街景风貌数据库》中的各

相应风貌示意图，并以之作为审批依据。

单体建筑尺度的建设项目应以多样

性调节为主要目标，体现空间分散性和风

貌随机性。主要面向建成环境中的单个小

地块，其风貌控制可不遵循《整体风貌规

划控制图》拟定的主导建筑风貌和兼容建

筑风貌。当项目规模较大时，需进行个案

研究，以确定其建筑风貌是否遵循主导建

筑风貌和兼容建筑风貌。此外，应为每个

特色片区编制相应的《单体项目风貌循环

表》，对单体项目指定基于。形态继承”

的单一主导建筑风貌，当建筑规模较大时

可考虑适当增加建筑的附属风貌。

4．1．3．3各县市地方装饰采集与应用

“装饰继承”是楚雄卅l建筑风貌控

制的有效补充，各县市均应遵循通则的

相关要求，根据建设项目所处的具体环

境来合理装饰。在实施过程中应动态补

充各县市的特色装饰内容，建构《装饰

素材数据库》以指导具体项目。采集不

限于传统装饰，还应包括当代特色的装

饰化题材，且应囊括以下内容：①传统

门窗样式；②传统纹样图案、传统色彩

组合搭配；③传统建筑构造做法；④体

现各地当代特色的装饰化素材整理。

图5永仁县城建筑风貌分级控制图

4．2建筑风貌城市设计导则：永仁县

县域层面

本规划的建筑风貌城市设计导则选

取楚雄州的永仁县作为研究对象，建立

地方风貌控制的整体逻辑结构、操作方

法和管理实施细则。在规划方案通过审

查之后，将以此为模式，在楚雄州9县

1市地区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导则前期研

究、政策制定和实施推广等工作，以实

现城市风貌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平衡。

4．2．1永仁县建筑风貌分级控制体系

规划按彝族风情强度将全城区域分

为五级控制。从一级控制到五级控制，

彝族风情逐渐减弱，现代风貌逐步增强

(图5)：①一级控制，彝族风情浓郁，

适用于重点历史街区、老城核心区或旅

游重点片区；②二级控制，彝族风情较

浓厚，适用于城市特色节点及需强调重

要线性的空间；③三级控制，彝族风情

一般，适用于新城区的特色地段或旧城

区的背景协调区域；④四级控制，彝族

风情较弱，适用于新城区、工业区或需

体现现代城市风貌的地段；⑤五级控制，

彝族风情很弱，适用于工业区或某些无

需考虑民族建筑风貌的新城区域。

通则规定：通常情况下，按彝族风

情由强到弱的6种核心建筑风貌的排序

为土掌房、粗犷彝族风格、一颗印、穿斗、

马头墙和多民族文化融合风格。考虑到

永仁县地处滇蜀交界处，传统建筑的穿

斗式风格较显著，因此将体现永仁县地

方风情的风貌排序调整为穿斗、粗犷彝

族风格、一颗印、土掌房、马头墙和多

民族文化融合风格。基于此，规划在各

级控制区域范围内分别形成特色主导建

筑风貌。

地块建筑风貌针对。形态继承”实

施分级控制。在一级控制至四级控制内，

分别确定主导建筑风貌、兼容建筑风貌

和随机建筑风貌的比例，其中主导建筑

风貌的比例依次为80％、70％、60％

和50％，兼容建筑风貌的比例依次为

15％、20％、20％和30％，随机建筑

风貌的比例依次为5％、10％、20％和

20％。五级控制以现代建筑风貌为主，

不在比例上进行具体控制。

4．2．2永仁县城市空间特色与建筑风貌

控制

4-2-2-1“面—线一点”的建筑风貌控制

思路

“面”即《楚雄州城市特色规划》

确定的特色单元，是各城市片区基本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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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的背景基调，包括“太阳城”风貌区

(二、三级控制)，老城风貌区(一、二

级控制)，生态居住区(三、四级控制)，

以及滇蜀门户风貌区(三、四级控制)。

“线”即永仁县城内重要的绿色廊道、

河流岸线及重点道路，包括永定河沿岸、

民族文化大道、永武高速入城连接线、

建设路和苴却路，建筑风貌控制划定为

三级。“点”即城市门户空间、重要城

市广场和组团中心等，包括四方街广场、

市政广场、东部入城环岛、民族体育广

场和城市入口标志物等。其中，对特色

单元的规划导控划定为两级控制，对各

重要节点周边界面则应提高建筑风貌的

统筹和控制力度。

4．2．2．2既有城区建：寄j取湾甜空制的特殊性

永仁县既有城区主要为特色单元规

划中定义的老城片区，既包括历史时期形

成的旧城区，又包括近年来新建设的城

市范围，因此在建筑风貌控制上具有特

殊性。在大量现有建筑立面整饬中，主

要采用“装饰继承”，有条件时可适当

采用“形态继承”(必须基于建筑自身条

件)。同样地，对装饰进行分级控制：一

级控制针对既有城区核心地段，包括历史

时期形成AglB城核心区域、滨水地段等；

二级控制针对既有城区协调范围，包括核

心地段外围、普通旧城区和过渡地段；三

级控制针对近年来新建的城区范围。

4．2．2．3单体建设项目风貌循环表

待建城区应建立《单体项目风貌循

环表》，以增强建筑风貌多样性。具体

操作如下：在整体性控制阶段，根据各

组团区位及建筑风貌特点归纳、总结地

区风格或主题特色；在多样性介入阶段，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各循环中的因子权重，

设置从囊括9种基本风貌类型到排除不

符合分区特点的主导风貌类型，再到加

强复合分区主导风貌类型这三个规划导

控节奏。

4．2．2．4建筑风貌控制的地块编码体系

为了便于分类管理，规划构建相应

的建筑风貌控制地块编码体系。首先，

"16规tI{师pLRnn￡R5

根据特色单元规划将永仁县城划分为4

个大区，即A一老城风貌区、B一生态居

住区、C一滇蜀门户风貌区和D一太阳

城风貌区。其次，根据相似区位或风貌

属性将大分区划分为若干个特色二级分

区，并赋予相应编号，如A区一四方街

区域(1)、滨水一区(2)、滨水二区(3)、

山水之间区(4)和山脚区(5)；B区一山

地住宅区(1)；C区—干道沿线区域(1)、

工业区域(2)和背景区域(3)；D区一干

道沿线区域(1)、背景区域(2)等。

对于待建城区，强调“形态继承”

的控制等级，并给出建议的主导风貌类

型。控制内容包括管理单元编号、地块

编号、形态控制级别、主导建筑风貌及

其比例、兼容建筑风貌和随机建筑风貌

等。对于既有城区，强调“装饰继承”

的控制强度等级，并强调在参考既有建

筑风貌类型的基础上确定建筑风貌控制

类型，其中兼容建筑风貌不应予以强调。

最终，根据建筑风貌控制的原则和机制，

针对各级分区下的各个地块编制具体的

风貌指标控制表。控制内容包括管理单

元编号、地块编号、形态控制级别、装

饰控制等级和新建建筑主导风貌等。

5结语

随着城镇现代功能的日益强大，传

统文脉延续已经成为城市社会关系网络

和文化基因存续的重要基础。楚雄州的

彝族文化、山地建筑等极具特色，其城

镇传统风貌具有重要的规划研究、特色

示范和模式推广等价值。而当地经济发

展水平不高、公众参与意识不强和规划

管控无力等现状却极大地制约着这种价

值目标的实现。因此，楚雄州建筑风貌

控制规划应立足于城镇发展现状，建构

适应当地发展需求的逻辑清晰、分级明

确、类型多样和面向实施的导则体系。

本文通过划分“面一线一点”“重

点区域+一般区域”的控制层级，制定“文

字+控规图+图表”“通则+地方性导则”

的城市设计导则体系，建立面向城市规

划和建设全过程的实施管理框架体系及

实施细则。在技术层面，加强与各层次

规划的衔接，明确界定导则的内容构成

和深度要求；在(建筑)要素层面，强调

对于建筑风貌类型要素的控制与引导，

并提供详细的技术方法；在形态设计层

面，通过控制单体建筑风貌、建立街景

风貌数据库的方式，固化“形态继承”“装

饰继承”“杂糅继承”等若干风貌类型，

使之成为规划审查、审批中可参照的、

具体的视觉化图式语言。最终，通过在

实践中不断调整、充实和完善，有计划、

分步骤和全覆盖地建立起楚雄州地区特

色鲜明、层级清晰的城镇风貌规划和建

设实施体系，从而提高城市规划实施管

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延续和再现城镇

传统风貌特色。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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