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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贴线率”概念来源于美国城市规划中

的“街道墙”概念。而通过考察“贴线率”指标

的使用现状，发现其内涵及算法存在多种不一致

的表述。针对其算法不够完善，控制效果有限等

问题，提出回归“街道墙”本源，限定其使用范

围；或者建立根植于我国城市形态特点及规划实

践现实的，较为全面的街道界面形态规划控制指

标体系这两条可能的途径，以供探讨。

【关键词】街道界面；贴线率；街道墙；城市设

计导则

ABSTRAC T．The“build-to-line ratio”．used in this

paper，is derived from the concept of‘‘street wall”

in American urban planning．By researching on the

applying status of the index，it shows that there are

various expressions and algorithms of“build—to-

line ratio”．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disadvantages

of this index，such as the algorithm is not perfect，

the control effect is limited，this paper proposed two

ways to improve this index．One way is to return

to the origin of the“street wall”and designate the

scope of its application．The other way is to establish

a new index system of quantitative method to def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eet interface in Chinese

citie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forms

and the practical reality ofurban planning in China．

KEYWORDS：street interface；build·-to·-line ratio；

street wall；urban design guidelines

近年来．街道界面的“贴线率“指标在我国

规划领域频繁出现．是我国街道界面形态规划控

制定量化与法规化的重要转变。经考察却发现．

人们对其理解存在较大差异，表述不甚统一．亟

需对其概念内涵及计算方式进行厘清，以使其发

挥积极作用。

1 “贴线率”概念溯源

我国城市规划中的”贴线率”概念是美

国“街道墙(St reet wall)”概念中国化的产

物。在美国．建筑师威廉·阿特金森(w⋯lam

Atkinson)首次提出街道墙概念。简要来说．街

道墙即是指街道两旁如墙一样连续整齐的建筑

界面．同时也指以连续整齐的形态对街道界面

进行规划控制的方法。纽约市在1 91 6年首次实

行的新分区法中，街道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概

念。此后．这一概念在美国城市规划设计中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被认为是“可居性”

城市的基本要素之一”1。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发展的城镇化进

程与相对落后的城市规划管理之间的矛盾日益凸

显，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规划经验不失为

一条可行之道。深圳是这一领域的先锋队。1 998

年美国SOM公司所做的深圳市中心区22．23-1

街坊城市设计(下文简称“深圳中心区案“)．将

美国城市规划的经验运用于我国的规划实践，得

到广泛好评。该案通过调整原有规划．形成“小

街区，密路网”的规划格局，并集中设置城市绿

地，同时进行城市设计导则控制．形成高效宜居

的城市中心区形态。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的

编者谈到．该案是“极为难得的城市设计实施范

例”， “令我们恍然大悟．耳目一新．原来城市

设计竟然这么简单，⋯⋯无疑是给我们上了一堂

城市设计的普及课””1。由此可见其对深圳规划

界的影响。而学界与媒体对这一案例的广泛讨论

使其影响力扩展至全国规划界。有学者通过详细

的问卷调查．对其建成效果给予了充分肯定日J。

而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当归因于SOM公司将前瞻

性的城市设计分析转化为对街道形式和建筑形体

的城市设计导则控制．并在随后的单体建筑设计

招标中得到认真贯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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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SOM公司所作深圳市中心区22．23-1街坊城市
设计中的街道墙

Fig．1 Street wall in the urban design of 22&23一I blocks

in central district of Shenzhen by SOM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

在该案中．街道墙概念在街道界面的控制中

得到了充分运用(图1)，规划区域主要街道及广

场都指定了街道墙位置．相应地块的建筑必须沿

街道墙建造而不允许界面参差不齐。但城市设计

导则中并未出现“贴线率”一词，与界面的量化

控制最为相关的条文是：对于指定街段“由多个

建筑的立面构成的街墙立面至少应该跨及所在街

区90％的长度“[2126。

与此同时．深圳市参考国外区划法和香港

法定图则的经验．于1 998年逐步建立了以”法

定图则”为核心的城市规划体系降J。这一度在我

国规划领域引起强烈反响。在该体系下编制的

<深圳市罗湖区分区规划1 998-2010>(2001)

(下文简称“深圳罗湖区案”)．是迄今所找

到的资料中最早出现”贴线率“一词的规划文

件。+该文件第六章“城市设计导引”将建筑界

面的连续性分为3种状态：即强质连续界面、弱

质连续界面和非连续界面。强质连续界面是指

道路路段上沿街建筑10m以下高度范围内连续

感强．街道封闭感与围合感强．建筑贴线率为

80％以上的路段。而弱质连续界面指贴线率在

50％一80％的路段。在处理对策中强调深南大

道应强化界面形式的连续统一，要有作为。街

墙”的强烈围合感悖1。

从该案提出的贴线率概念所涉及内容来看，

其与街道墙概念存在明显的借鉴关系。而与这两

个概念相关联的，深圳罗湖区案的编制单位与深

圳中心区案的审批单位同为深圳市规划部门，

且两案的出现时间较为接近，可见其间的内在联

系。综合以上论述推断． ”贴线率”乃是来源于

美国的“街道墙”概念。

2 “贴线率”算法演变

深圳罗湖区案并未给出贴线率的定义及

算法．因而这一规划控制指标从其出现开始就

具有模糊性。此后，规划领域出现了更多有关

贴线率的表述。其中相关的城市设计案例主要

有：

<宁波市街道结构设计导则)(2005)”】

<天津市解放北路金融城城市设计导则>

(2007)‘81

<浙江省江山市城北新城城市设计》(2009)o】

<中新天津生态城南部片区设计导则>

(2010)t1
0】

同时有一篇关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建筑控制的

学术论文引用了《天津生态城导则》中的贴线率

算法⋯。

涉及。贴线率”的规划法规有：

<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201 1)

《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规范》(201 3)

<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 1)

<江苏省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导则>(201 2)

以上4个城市设计案例中．宁波案、天津生

态城案给出了贴线率明确的计算公式．天津解

放北路案对其概念内涵做出了说明．而浙江案并

未论及贴线率的内涵及算法。另有一篇学位论文

《度尺构形——对街道空间尺度的研究>(2005)

涉及贴线率的算法”“。四则规划法规中． 《上海

准则>与<江苏导则)给出了贴线率的算法。同

时有一篇为<上海准则>的编制作专题研究的学

术论文给出了贴线率的定义及算法．认为贴线率

是衡量街道空间连续性的重要指标．这个比值越

高．沿街面看上去越齐整”⋯。

但有趣的是，以上几种算法却不尽相同：

(1)《上海准则》：贴线率为建筑物紧贴建

筑界面控制线总长度与建筑界面控制线总长度的

比值，以百分比表示．即：

贴线率=街墙立面线长度÷建筑控制线长度

X 100％[1 4】

(2)天津解放北路案：所谓贴线率是指由多

个建筑的立面构成的街墙立面至少应该跨及所在

街区长度的百分比咐1。

(3)《江苏导则>：贴线率为建筑物贴建筑

红线的长度与建筑红线总长度的比例”⋯。

(4)天津生态城案：贴线率也称8／P值．

指由街区内多个或单个建筑物邻接道路长度

所占建筑基地邻接道路长度的百分比．数值

=(B1+B2+B3)÷P×1∞％”⋯。

(5)(度尺构形>：界面贴线率系指街道两

侧紧贴与街道中心线相平行的临界线(可理解为

建筑红线)的界面面宽与所有界面面宽投影总和

的比率‘”1。

(6)宁波案：界面贴线率是指某段街或道一

侧建筑(含围墙．栅栏)对道路红线的法定退界线

的投影长度乘以贴线系数后的总和与该段街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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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度之比。

计算公式为：

Ⅳ：率：半
S．：第i栋建筑的法定后退道路红线距离：

△S．：第i栋建筑在法定的后退道路红线距离

的额外退界距离：

n：由规划管理者确定的贴线率系数大于1

K：建筑(含围墙．栅栏)对道路红线的法定

退界线的投影长度：

L：街或道的长度”””。”。

以上6种贴线率算法中．(1)与(2)非常类

似．且与街道墙的算法基本一致．图2所示SOM

公司为天津市滨海新区所作的<于家堡金融区起

步区城市设计导则)(2009)(下文简称“天津于

家堡案”)中关于街道墙的算法说明。这也进一

步佐证了“贴线率”与“街道墙”的借鉴关系。

算法(3)(4)在表述上与(1)(2)略有差异．但计算

方式基本一致。而另外两种算法则明显不同。其

中算法(5)的不同之处是以“所有界面面宽投影

总和”而不是”建筑界面控制线总长度”为分

母。而算法(6)则更为复杂．将界面”贴近”控

制线的程度融入了算法．因而其表征意义也与前

几种算法不同。由于算法(6)中并未给出与“贴

线系数”相关的n值确定方式，因而无法进行运

算。在较为～致的算法前4种中选取具有代表性

的算法(1)．与算法(5)一起对图3所示的街道界

面模型进行贴线率计算．可得表1。

由计算结果可见．算法(5)不能有效区分

ABC三种不同形态的街道界面。算法(1)可有效

区分ABC界面．但仍不能区分BD界面。也即这一

算法只对紧贴街道边界的界面起作用。算法(6)

因条件不足不能进行计算．但通过分析可知．其

可以有效区分ABC界面．但不能有效区分c与D的

情形．因其将界面的“有无”与界面的”远近”

笼统的合二为一进行计算。

综上所述．我国现有的贴线率指标的内涵

及算法不甚统一．且不能充分有效的区分不同的

街道界面形态。从时间发展脉络来看．以<上海

准则>为代表的贴线率概念和算法是较新的研究

成果。其算法借鉴了街道墙概念，在一定程度上

可区分不同的界面形态．且相比其他算法有更为

详细的计算说明．是我国街道界面形态控制法规

化的较新的有益尝试。通过回顾贴线率指标的发

展历程．可发现我国学界对街道界面形态规划控

制所付出的努力。而。贴线率“概念与算法的嬗

变，可谓经历了百家争鸣的十年之后．回到了

”街道墙”这个源头。

3 “贴线率”存在问题

“贴线率”这一规划指标的出现表明我国规

划界开始关注街道界面规划管理缺位这～现实问

题，同时也是街道界面规划控制方法从定性向定

量的转变．因而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现有的

贴线率指标除了各方表述不统一之外．还存在如

下两方面的问题：

3．1算法不够完善

现有的贴线率指标数值不能与街道界面形

态形成充分必要条件．只形成必要不充分条件。

也即同一数值对应的街道界面形态存在非常多样

的可能性。如图4展示了以<上海准则>算法为

绿色空间

退线要求

鏊藿边界

最大街区
墙高(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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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于家堡金融区起步区城市设计导则》中关于街

道墙算法的说明图示
Fig．2 Illustration about the arithmetic of street wall in

Yujiapu Financial District Startup Area Guidelines

资料来源：《于家堡金融区起步区城市设计导则》，

天津市塘沽区规划局，2009．

A B C D

图3不同的街道界面示意

Fig．3 Diagram of different street interfaces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1 不同街道界面的贴线率计算
T，lb．1 Calculation of build．to．1ine ratio of different street

interfaces

＼界面形式
贴线率、＼ A B C D

算法(1) 80％ 60％ 70％ 60％

算法(5) 1∞％ 1∞％ 1∞％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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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贴线率同为60％的不同界面形态。也即同样

的数值．代表的是不同的界面形态．不同的街道

空间连续性，以及对此获得的不同的空间认知和

体验。该指标作为一个用于控制界面形态的规划

指标．不能有效区分不同的界面形态．因而其科

学严谨性不够充分。

3．2控制效果有限

前文案例对于贴线率在实践中的应用．其认

识较为一致．表述大同小异．而以上海的实践最

具代表性。上海近年已逐步探索出具有实践操作

性的街道界面控制方法．并将贴线率纳入了控制

性详细规划指标体系．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

在具体应用时．根据不同功能区域及道路等级设

定如80％．70％或60％等不同的最低贴线率指标

要求。

但从理论上来看．当贴线率指标设定为较低

数值时．其对于街道界面形态的控制效果有限。

如图5所示建立简要的数学模型，可对此进行直

观的说明。将街道界面简化为1 O个不同位置的均

等方块的组合(非对称)．以方块的有无对应街道

{蚕三 一； {手苣垂{喜二 一音 型f'f

雪
街道并面懊型 贴线辛∞％}卜『 贴强她0％时

的可能形式 的口J能形式

图5不同贴线率值对应界面形式种类的计算模型

Fig．5 Arithmetic model for different street interface types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build—to—line ratios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2不同贴线率值所对应的界面形式种类
Tab．2 Street interface types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build·to-line ratio

贴线率 100％ 90％ 80％ 70％ 60％ 50％

计算方式 col020 c110·21 c210·22 c3lo·23 c：o'24 c510．25

计算结果 1 20 180 960 3360 8064

界面的有无：以方块的贴线与不贴线对应街道界

面的贴线与不贴线。运用这一模型计算不同贴线

率数值对应的街道界面形态种类．可得表2。

由计算结果可知，界面种类随贴线率数值

的降低而急剧增加。界面100％贴线时．只有1种

类型；90％贴线时．只有20种；当贴线率值降

为70％时，可能的界面形式达到960种；而降为

60％时．达虱J3360种．因而其实际控制力相对高

贴线率值时已大大降低。

那么．为什么原本在美国规划领域已经非常

成熟的、算法类似的街道墙概念移植到中国．转

变为贴线率概念之后却出现问题了呢7主要原因

有两点：

5．2．1 中国的城市形态与美国的城市形态存在

很大差异

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同属以砖石结构为代表的

西方建筑文化传统，这与以木结构为代表的中国

建筑文化传统存在差异。西方的小街廓及重视城

市公共空间．注重建筑”立面(facade)”的传统

使街道界面具有“贴线“特点。中国的传统大街

廓和体现正统礼制思想的”门堂之制”主导的群

体布局模式．以及木构建筑固有的虚实结合的外

观特点、界面错落的单体组合模式．使传统街道

界面具有层次丰富的特点”⋯。中国传统木构建筑

体系虽然已被现代建筑所取代．但其文化影响力

仍然存在，且大街廓传统仍在延续．因而中国城

市的街道界面多为凹凸错落。而西方城市．除现

行的法规要求之外．本身就有建筑沿街贴线而建

的传统，街道界面较为整齐平直，易于控制。

美国属移民国家．历史较短．其城市形态

与欧洲略有差异．多属方格网型城市。但与欧洲

同属”小街区，密路网“的紧凑型城市形态，城

市土地的利用效率高，建设强度大，城区建筑密

度高，街道界面的形态差异主要在于“贴线”与

“不贴线”这一层面。中国典型的城市形态具有

”大街区．宽马路”的特点，城区建筑密度相对

较低．因而街道界面出现了界面的”有无”与是

否“贴线“两个层面的问题．呈现出复杂的形

态。我国规划领域出现与街道墙不同的、多样化

的贴线率概念表述与算法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

国街道界面形态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总的来说．美国的街道墙概念产生并适应于

其自身的城市形态特点．而中国城市的街道界面

有其自身的特点．并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形态，因

而由街道墙借鉴而来的贴线率在具体运用时便出

现了新的状况。

5．2．2 中国贴线率的应用方式和范围与美国的

街道墙有差异

在我国规划领域．贴线率的指标数值高至

80％或90％，低至50％或60％，并应用于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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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界面控制。而在美国的规划实践中．城市设

计导则对街道墙一般不以数量比例进行控制．而

是以条文形式对沿街建筑的建造位置进行限定。

且一般应用于重点控制区域。如纽约林肯中心特

定管制区城市设计导则规定： “百老汇大道东侧

临街及哥伦比亚大道临街必须沿墙面线建设高度

85英尺的建筑。”H1又如旧金山市区规划中关于

“街道景观”的规定： “为了对街道空间作出恰

当的限定，一般说来，建筑物应该压着建筑红线

建造．应具有足够的高度，并且场地整个临街面

均应该建有建筑物。””“可见若以数量来界定．

以上两条导则中街道墙的比例均为1∞％。

总结来看．现有贴线率指标运用较高数值进

行街道界面控制时与街道墙控制效果相类似。而

运用较低数值时控制效果有限．这与其算法不够

完善有关．也与其对比街道墙而言应用范围扩大

化有关。

4 “贴线率”改进探讨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若要解决现有贴线率

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一种方式便是回到街道

墙这一源头，参照其应用范围和方式，限定贴

线率的使用范围。如限定于CBD．商业步行街

等建筑密度较高的城市中心区。而在具体的指

标限定时．避免使用较低的贴线率指标数值，

发挥较高指标数值的控制效果。另一种方式是

通过分析我国城市形态自身的特点．发展出能

够较为全面的表征我国街道界面形态的量化指

标，并建立根植于我国规划实践现实的街道界

面形态规划控制指标体系。从长远来看这种方

式更具发展前景。

城市常被类比为生命有机体，也即组成城市

的各个部分并不是孤立静止的．各种城市表象背

后都有其内在的相互作用和联系。因而厘清与街

道界面相关表象背后的机理对于有效的控制街道

界面形态也非常重要。已有研究表明．街道界

面形态与宏观城市形态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

街道界面密度与街区建筑密度存在近似正相关

关系，与街廓尺度(block scale)存在近似负相关

关系．而街廓尺度对于街道界面的形成起到基

础性作用”⋯。因而在较低的建筑密度控制下．要

形成连续齐整的街道界面是不现实的。而小尺

度街廓是形成舒适宜人街道空间的必要条件。同

时．街道界面形态也与不同的建筑文化传统相关

联。

综上，改进街道界面形态规划控制方法．同

时厘清街道界面与城市形态相关联的内在规律．

应是进一步努力的方向。而我国街道界面形态复

杂多样．其规划控制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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