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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规划管理的城市设计导则编制思路与实践
—以山东省威海市东部滨海新城为例

[ 摘　要 ] 城市设计的主要目的是构建一个城市未来发展的蓝图，但由于不具备法律效力，其成果蓝图也常常面临难以实施的局
面，因此需要通过城市设计导则的形式来落实设计理念，实现规划预期目标。文章以山东省威海市东部滨海新城为例，对面向
规划管理的城市设计导则编制思路与方法进行了探索，提出基于解决实际规划管理问题的控制要素、对接法定规划的控制框架、
新城层面的通则控制体系以及单元与地块层面的导则控制体系等，以期促进城市设计与法定规划体系的衔接，实现城市规划的
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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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传统城市设计比较偏重“设计”，重点关注广场、

街道和滨水地带等公共空间的具体形态，编制的成果

也往往需要进行整体开发才可能得以实施。城市设计

在具体的管理实施中，由于不具备法律效力，其成果

蓝图也常常面临难以实施的局面。

如今，城市设计的重要性逐渐凸显，成为精细化

管控城市风貌、塑造城市特色的有力手段，在城市规

划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城市设计导则是城

市设计法定化的重要途径。当前，国内外许多城市已

经开展了城市设计导则编制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

实践成果，然而部分城市设计导则在编制与实施的过

程中，却不能实现预期目标。因此，如何选取城市设

计导则控制要素，如何将各类要素与当前规划体系进

行衔接，如何通过不同层次的管理方式落实城市设计

导则，是将城市设计法定化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

问题。

　　

1 国内外城市设计导则借鉴
　　

1.1 城市设计导则的理论基础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城市设计有着深入的研究，

已经形成了十分丰富的理论基础。从城市意象学的角

度看，凯文·林奇认为城市的空间意象主要由五要素

构成，分别是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这

些要素的结构越清晰，人们对城市的认知也越明确 [1]；

Sue McGlynn 提出了十大城市设计原则，包括可达性

(Accessibility)、多样性 (Variety)、创造性 (Creativity)、

渗透性 (Permeability)、可识别性 (Legibility) 和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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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Context) 等，旨在营造出一个宜人

的城市开敞空间，英国政府已将这些原

则纳入法定文件，作为城市设计工作的

原则。从公共空间营造的角度看，杨·

盖尔认为城市设计的重点在于公共空间，

因为公共空间是城市中充满活力的人性

化场所，承载着人们的公共生活 [2]；迪

特·福里克认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通

过多层次、多阶段来实现，他提出通过

不同的指标控制要素来达到各项子目标，

同时通过不同的尺度来划分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层次 [3]。

　　

1.2 国内外城市设计导则案例分析
目前，国内外主要城市都开展了城

市设计导则的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例如，新加坡 [4]、伦敦 [5]、洛杉矶 [6]、

多伦多 [7]、北京市和天津市等都已经形成

了不同层次的城市设计导则，并将其与

当地的规划体系进行了充分衔接 ( 表 1)。

通过对这些城市设计导则的分析，本文

总结出以下特点：

(1) 城市设计导则与法定规划进行衔

接，可以分为总体城市设计导则与地块

城市设计导则两个层次。总体城市设计

导则以结构控制为主，对控制要素进行

划分，一般采用通则式的条文管理。重

点地区的城市设计导则主要强化地块层

面的城市设计管控体系，以判例式管理

为主，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对

控制要素进行管控。其中，定性是指增

加城市设计导则的引导性，以符合城市

设计多样化的需求；定量则是指强化城

市设计管控的强制性，以规范城市建设。

(2) 在城市设计导则控制要素中，

对于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要素，主要采取

定量强制化的方式进行管控，而对于不

涉及公共利益的要素，则更多的是进行

定性的引导。此外，公共空间质量的提

升也是城市设计导则首要考虑的方面，

因此也需要对公共空间的组成要素进行

导控。

　　

2 面向规划管理的城市设计导则
编制思路

　　

借鉴国内外城市设计导则经验，本

文提出面向规划管理的城市设计导则编

制思路，即通过详细的设计，提出精细

化的控制要求，突破传统定性、定量的

控制方式，达到定位的要求，便于更加

精细化的管理；通过完善的法律形式，

形成严谨的条文形式，并运用图则将条

文空间化，便于管理部门进行管控；同

时，在市场开发的前提下，如何保证公

共利益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在刚性的具

体数值及弹性的空间形象指引的框架体

系下，应对约束性的要素进行控制，以

保证公共利益的底线。

　　

2.1 对接法定规划，采取定性、定量

与定位相结合的控制方法
结合现有的法规体系，本文试图建

立一套上下衔接的城市设计导则控制体

系，采用定性、定量与定位相结合的方

法进行规划管控和引导，保证城市设计

成果成为一张可操作的蓝图。定性即定

原则，如城市整体风貌定位，以及对建

筑色彩、形体、空间组合及建筑轮廓线

的引导等；定量即定指标，如对具体开

放空间节点的宽度和建筑后退距离进行

细化控制等；定位即定位置，如标志建

筑物在详细图则中的塔楼尺寸与坐标控

制等方面。

根据上述方法，在总体规划层面应

通过定性的控制指标，打造城市整体的

 地区              规划层次 控制要素

新加坡 概 念 规 划 层 次 的 城 市 设
计、总体规划层次的城市
设计

修订土地利用、步行交通、照明系统、户外美观及商业活力、
设施遮蔽、激励政策、公示法定机构及修订申请程序

伦敦 总体规划层次的大伦敦规
划、地区层次的城市设计、
地块层次的城市设计

①总体层面 : 发展策略、重点地区划分、住房政策、公共服务设施、
产业发展策略、气候应对策略、伦敦交通、公共空间
②空间策略、重点地区、文化与遗产、可持续环境、城市社区
③土地使用、街道形态、公共空间、街区设计规则、建筑类型
与功能、停车策略 ( 包括自行车 )、环卫规划、可持续建设、开
发时期

洛杉矶 功能性分区、中心区设计、
其他专项设计

①理念层面：发展方向与政策、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系统、公
共设施和服务要素
②功能性分区：通过场地、建筑、道路与停车、开敞空间、公
共设施五个方面，对市域居住区、商业区和工业区进行分类设
计导控
③中心区设计：中心区设计导则、中心区街道设计标准、中心
历史城区设计导则、中心区社区计划

多伦多 总体市域通则层面、重点
地段细则层面

①联排别墅、多层建筑、低层建筑、高层建筑、街道控制、绿
色停车设施、免下车设施规划、自行车停车设施、鸟类保护规划、
公共艺术项目导引、无障碍设计导引
②针对 4 个片区总共 63 个地块进行针对性的地块设计导引，
设计要素包括可达性、公共空间体系、慢行系统、建筑形态与
体量等

天津市 中心城区总体城市设计、
各分区城市设计、重点地
区城市设计、区县新城总
体城市设计

①“设计总则”对单元层面的整体空间要素进行控制，主要
分为整体风格、空间意向等控制要素
②“设计分则”对地块层面的要素进行控制，包括建筑退线、
建筑贴线率和机动车出入口位置等 15 个要素

北京市 总体层面城市设计通则、
地块层面城市设计细则

①公共开放空间、公共交通、公共建筑形态、公共环境设施
②根据城市不同的地段和项目，落实通则的各项政策，提出本
地段适用的具体要求

表 1 国内外城市设计导则规划层次与控制要素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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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貌特色；在控制性详细规划层面，应

通过定量的控制指标，严格控制城市建

设；在近期开发及详细建设中，应通过

具体项目定位，确保城市建设按照城市

设计导则的相关要求来落实。

　　

2.2 根据规划管理需求，形成“条文

+ 图则”的城市设计导则控制内容
城市设计的根本目的是发挥其引导

作用，这个作用必须通过规划行政主管

部门的规划管理工作来实现。因此，城

市设计导则控制内容应当是在现有控制

性详细规划的基础上适当增加规划条件，

充分考虑开发主体的合理化诉求，并通

过土地出让合同将控制指标固化下来 [8]。

针对一般以文字为主的土地划拨、

出让所涉及的设计条件，未来城市设计

的成果要与之对应，形成统一、简化的

控制内容。具体而言，城市设计导则控

制内容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条文，即规

划部门按照已批规划成果将专业术语转

译为管理语言，条文应明确“控制性详

细规划 + 城市设计导则”的内容模式，

在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限高、建筑

密度、绿地率、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和市

政设施等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的基础上，

增加对空间形态的要求，如对空间布局、

建筑形态、材料及颜色等进行定性和定

量的控制，形成城市设计通则；二是图

纸，即将条文内容在空间位置上进行直

观表达，同时可根据部分重点地区的实

际规划管理需求，在条文通则的基础上

附加部分具有空间属性的特定规划条件，

如地下空间、二层连廊等，作为城市设

计通则的重要补充内容。

　　

2.3 平衡市场开发与公共利益，遵循

“刚弹结合”的城市设计导则控制

原则
城市设计导则控制要素很多，如何

通过“刚弹结合”的手段，将约束性要

素和指导性要素在不同层面的规划管控

中有效分离，兼顾效率与公平，体现城

市设计的权威性和灵活性是城市设计面

临的关键问题。

城 市 设 计 的 刚 性 控 制 可 以 从 三 个

方面进行强化：①科学规划道路、市政

等基础设施，以精细化的公共产品作为

市场开发的前提条件；②加强结构性控

制，对于城市重点地区予以更多刚性控

制，保证城市节点和标志物的特色风貌，

形成独特的城市意象；③加强街道与开

放空间网络的精细化控制，营造出高品

质、人性化及连续化的城市环境和趣味

空间，以满足城市居民不断增长的生活

需求。

对于规划地块内部的半公共开放空

间、建筑形体及风格等难以通过定量方

式进行控制的内容，应提出原则性的引

导，通过后续实施阶段的弹性控制来实

现规划意图。特别是对于建筑高度、建

筑密度和绿地率等涉及规划管理中“开

发强度与形态控制”的核心控制要素，

应在城市设计方案的基础上，从兼顾公

共利益与市场利益的角度出发，预留一

定弹性，采取范围值控制或者相关补偿

奖励的措施，保证城市设计方案的适应

性与引导性。而对于在预留弹性范畴内

的规划调整，应简化规划审批流程，使

规划更好、更快地适应市场与外部环境

的变化，真正做到“服务发展”和“为

人营城”。

　　

3 威海市东部滨海新城实践
　　

威海市东部滨海新城位于威海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总面积为 86.07　km2，

海岸线长 8.3　km，是威海市打造中韩自

贸先行示范区的核心区域，同时也是威海

市优化城市结构、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

水平和实现转型发展的重要区域。威海市

东部滨海新城城市设计目标为：①突出

滨海特色，强调优质海岸线的公共使用；

②突显生态优势，充分利用现有山水资

源，构建“城在园中，绿在身边”的绿

色发展新模式；③强调功能复合，建设

以人为本的宜居新城，实现公共服务、

人群交往与生态景观的有机交融；④塑

造精致形象，延续威海市现有“小巧秀雅”

的地域特色，结合新城功能，增加标志

性节点和区域，营造出现代化、多元化

的新城风貌，打造更具标识性的新威海

形象 ( 图 1)。

本次城市设计导则控制的重点是将

威海市东部滨海新城整体城市设计的成

果转化为日常规划管理的要求与内容，

因此城市设计导则编制思路应重点突出

以下三点：①基于规划管理的实际问题，

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迅速塑造良好的城

市形象，并调控市场建设，在纷繁的利

益主体要求之中守住底线，维持城市公

共空间和谐风貌；②基于规划管理的步

骤与阶段，形成多个层次的城市设计导

则体系，每个层次的控制内容要符合不

同管理阶段的工作特征；③城市设计导

则的成果应包括条文和图则，其内容和

表达重点要符合威海市规划管理的实际

情况。

　

3.1 基于解决实际规划管理问题的

城市设计导则控制要素
在选择城市设计导则控制要素时，

应基于威海市东部滨海新城规划管理面

临的实际问题。首先，威海市东部滨海

新城在开发初期通常会伴随着政府大量

的公共投资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公

共建筑、生态景观、骨干道路和广场公

园等，这些内容应被纳入城市设计导则

控制体系之中，以此形成良好的公共空

间。其次，威海市东部滨海新城未来发

展面临着数目众多的、由市场主导的开

发地块，为了在市场自发性建设背景下

保证城市空间和谐有序，景观不显凌乱

突兀，就必须将城市风貌形象等要素纳

入城市规划法定内容及土地管理出让条

件之中，以塑造和谐统一的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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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接法定规划的城市设计控制

框架
城市设计的法定化并非是构建新的

法定管控体系，而是将城市设计的相关

内容纳入现有的法定管理体系之中。基

于国家法律规定，威海市目前形成了“总

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

规划”三个层次的法定规划体系。

为了更好地适应威海市的法定规划

体系以及城市开发建设的市场变化，避

免城市设计导则失效，威海市东部滨海

新城城市设计导则也从宏观、中观和微

观层面提出“新城—单元—地块”三个

控制层次。其中，新城和单元层面的城

市设计导则主要对应城市规划管理中的

规划编制阶段，规划控制内容以定性、

定量的范围值弹性控制 ( 上下限控制 ) 为

主；地块层面的城市设计导则主要对应

城市规划管理中的土地出让阶段和方案

审查阶段，规划控制要满足定量、定位

的刚性要求。

3.3 新城层面：以定性、定量及弹性

条文为主的通则控制体系
在新城层面，规划从公共空间和城

市形象两方面出发，构建“3+3”的控

制要素框架，即公共界面、公共节点和

公共廊道三大公共空间控制要素，以及

建筑外立面、建筑高度及标志性建筑三

大建筑风貌控制要素；在此基础上，以

“建体系”为主，着重搭建覆盖全域的

城市设计通则控制体系 ( 表 2)。通则控

制以定性、定量为主，确定若干弹性的

纲领性控制要求，以“条文 + 图示”的

方式形成对下一层次城市设计导则的指

导 ( 图 2，表 3)。

在新城整体层面确定的“3+3”的

控制要素体系将贯穿于整个新城规划导

控过程之中，层级不同，其管控内容和

特色也有所不同，从宏观至微观，公共

空间控制逐渐强化，从弹性走向刚性，

以保证实际建设中的落地实施；而建筑

图 1  威海市东部滨海新城城市设计总体鸟瞰图

                 城市设计控制目标
  通则控制要素 控制通则

  总目标 子目标

公共空间 保证城市重要景观界面的公共性和活力；
在城市内部融入自然景观

公共界面 临山、滨水 ( 海 ) 界面城
市设计通则

促进多层次的城市公共活动；构建点、
线、面结合的城市公共活动网络

公共节点 邻里中心设计通则；小型
开放式的本地控制通则

提高城市重要区域的可达性；实现地块
内部开敞空间和街道空间的共享

公共廊道 城市街道设计通则

城市形象 新、旧城区肌理与风貌的和谐统一；在人
的活动尺度上展现丰富多元的城市形象

建筑外立面 城市风貌分区及风貌形象
控制通则

在瞭望尺度上构建显山露水、优美有序
的城市立面

建筑高度 城市天际线设计及控制通
则

在城市节点形成令人印象深刻而又富于
威海市特色的视觉焦点

标志性建筑 城市门户与标志性建筑分
区及设计控制通则

表 2 威海市东部滨海新城城市设计通则

公共界面类型  控制范围    控制要求 控制条文

滨水公共界面 城市自然水
体两侧的相
邻街区

置入多样化的
城市功能

滨水居住界面应布置商业裙楼，商业裙楼界面长度不
超过 200　m

形成开敞的滨
水建筑界面

滨水街道界面长高比 (D ︰ H) 应大于 1；临水高层建
筑后退距离应超过 20　m，采用点式高层建筑，高层
建筑间口率小于或等于 70％

形成舒适连续
的公共空间

在滨水地块应设置不小于 400　m2 的开敞空间；对滨
水界面超过 200　m 的地块，应设置与周边地块相连
的公共步行空间，宽度不小于 20　m

适宜慢行的街
区尺度

滨水地块支路间距控制在 150 ～ 300　m，以减少滨
水地区的街区尺度

临山公共界面 城市临山街
区

临山地块形成
过渡空间

临近山体附件的居住建筑至少应退离用地红线 10　m；
距离用地红线 15　m 以内的临山建筑，高度控制在 20　m
及以下；距离用地红线 15 ～ 50　m 的临山建筑，高
度控制在 40　m 及以下

形成通透的山
体视线关系

临山地块建筑的通透率应大于或等于 35％；应选用
点式建筑，同一地块内应至少出现两种层次的建筑高
度，且各层次建筑的数量不少于总数量的 20％，建
筑高差不宜小于 15　m

表 3 威海市东部滨海新城公共界面控制通则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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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貌控制则从宏观至微观逐步弱化，保

证未来建筑设计的灵活性。

3.4 单元和地块层面：以定位为主，

“刚弹结合”、“条文 + 图则”的

城市设计导则控制体系
规划形成单元 ( 分区 ) 及地块 ( 街坊 )

层面的城市设计导则，以对接法定规划

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两

个层面。

单元层面的城市设计导则要求全覆

盖编制，重点在于“明结构”，在衔接

上述城市设计通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

出定位要求，通过编制单元控制图则，

确定控制的点、线、面结构，形成具体

可控的系统。基于此，规划将新城按照

不同主导功能划分为 8 个单元，着重细

化公共空间系统，形成了点、线、面结

合的公共空间体系网络，并对公共空间

的规模进行了下限控制；同时，明确标

志性建筑的具体位置，根据单元主导功

能进一步细化控制要求 ( 图 3，表 4)。

地块层面的城市设计导则主要针对

近期有明确开发意向的地块编制，在内

容和体系架构上承接片区城市设计图则，

通过“刚弹结合”的图则和条文，为规

划管理部门出具规划条件与审批修建性

详细规划方案提供详细依据和参考。因

此，地块层面的图则要进一步细化要求，

以达到适用于规划管理的定位 ( 确定控

制点位或四周控制线位 ) 及定量 ( 面积、

宽度和高度 ) 的深度，同时在条文方面

应进一步与规划管理部门的要求相衔接

( 图 4，表 5)。

4 结语
　　

目前，我国城市化已进入由“量变”

向“质变”转型的时期，加强城市设计

编制，实现城市规划的精细化管理，无

疑是政府提高服务水平与管理效能的重

要途径。城市设计对城市空间形体与环

图 2  威海市东部滨海新城控制通则范围及图示

图 3  威海市东部滨海新城健康产业单元城市设计导则 ( 条文 + 图则 )

1. 公共空间控制： 环绕寨子顶山形成公共活动界面，向东辐射形成滨海、商贸轴、
成大路三条公共空间廊道。 
1.1 公共空间节点：①一级公共活动节点。城市公园、绿地及公共服务设施形成多
个一级公共活动节点，独立用地，面积不得小于 1　200 ㎡。②二级公共活动节点。
利用地块开敞空间（街头广场及小型开放式绿地）构建一系列二级公共活动节点，
非独立用地，面积不得小于 400 ㎡。 
1.2 公共空间廊道：结合带状水系和重要公共街道形成公共空间廊道。
尺度：宽度不得小于 15　m，连续步行铺装宽度不得小于 4　m。
界面：周边建筑及场地应当具有公共功能，并向廊道开放。 

2. 街道界面控制：沿商贸轴及金鸡大道邻里中心周边街道形成连续街道界面。
贴线率：建筑临街立面紧贴建筑红线不可少于 70%。 
功能：两边建筑应当以商业和公共建筑为主，高层建筑需设置商业裙房。 

3. 标志性建筑控制：把商贸核心及金鸡大道邻里中心周边建筑定为标志性建筑，
建筑风格应当以现代简约风格为主，风格统一，并体现威海市地域特色。

4. 临山地块控制：对寨子顶山东侧临山地块按照临山地块通则进行控制，地块内
建筑高度应保证满足景观视点山体垂直方向的顶部 20% 山体不受遮挡，并且地块
高层建筑通透率应大于 35%。

5. 滨水地块控制：对临靠两条东西向河涌的地块按照滨水地块控制通则进行控制，
滨水地块一线建筑高度不得高于 24　m，高层建筑后退距离河岸线超过 20　m。

位置示意图

道路红线

连续性界面

建筑退线

道路红线

建筑退线

街墙式界面

图例

连续界面

图例
门户地标

市级地标群

片区级地标群

组团级地标群

门户路径

图例
自然水体

农林景观岸线

水库景观岸线

城市滨水公园岸线

社区滨水公园岸线

图例
H ≤ 24　m

24　m ＜ H ≤ 60　m

60　m ≤ H ≤ 100　m

H ＞ 100　m

图例
0.1 ≤容积率≤ 1.0

1.0 ＜容积率≤ 1.5

1.5 ＜容积率≤ 2.0

2.0 ＜容积率≤ 2.5

2.5 ＜容积率≤ 3.0

容积率＞ 3.0

高度控制分区容积率控制分区

标志性建筑布局 开敞空间控制

街道界面控制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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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所做的控制和引导，可使建筑群体形

态和城市的外部空间环境更加满足人们

行为活动、文化美学、生理及心理等方

面的需求。随着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

城市设计将逐渐由技术型文件向公共政

策与法定规划转型。

本文结合威海市东部滨海新城城市

设计编制实践，对面向规划管理的城市

设计导则编制思路进行了探索，通过城

市设计分层、分级地与现有法定规划体

系进行有机融合，从控制方法、内容体

系和城市设计控制要素法定化方面提出

了初步的设想，以期在守住公共空间品

质底线的同时，提高城市设计的艺术性

和创造力。当然，上述编制思路和方法

仍有待于在实践中检验，同时本文对于

相对应的法律法规、管理实施机制以及

与城市设计相关的工程设计内容涉及较

少，今后有待于开展更深入的研究，以

提出更具体的措施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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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要素 控制内容 控制指标
控制
类型

公共空
间控制

公共界面 进一步明确单元内滨水
( 海 )、 临 山 地 块 的 范 围
及控制要求

①确定建筑开敞界面 ( 贴线率小于 50％ )
②确定建筑连续界面 ( 贴线率大于 80％ )

公共节点 确定单元内一级公共节点
和二级公共节点，控制公
共节点间距及面积，提出
设计建议

①公共节点间距不大于 500　m
②一级公共节点面积大于 4　000　m2

③二级公共节点面积大于 400　m2

④提出公共节点绿地 / 铺地比例及景观小品
的设置建议

公共廊道 确定单元内公共廊道的位
置，控制公共廊道间距，
提出设计建议

①公共廊道间距不大于 500　m，连接滨海的
公共廊道间距不大于 300　m
②公共廊道宽度不小于 10　m

城市形
象控制

标志性建
筑

确定标志性建筑的位置，
提出形态及立面建议

对高度、功能、立面色彩和造型要求提出设
计建议

表 4 威海市东部滨海新城城市设计导则 ( 单元层面 )

控制要素 控制内容 控制指标
控制
类型

公共
空间
控制

公共界面 落实通则中的公共界
面要求，细化单元导
则内容

地块内建筑贴线控制 ( 线位控制 )

公共节点 细化单元导则控制内
容，强化公共节点控
制

①确定公共节点控制的类型 ( 强制性控制、引
导性控制 )
②确定公共节点的位置 ( 实线控制、虚线控制 )
③确定公共节点的面积和尺寸 ( 长度、宽度 )

公共廊道 细化单元导则内容，
加强地块间重要工程
要素的协调

①确定过街廊道的位置
②明确过街廊道的类型 ( 斑马线、天桥和地道
等 )

城市
形象
控制

建筑外立面 细化通则要求，加强
建筑形体、形态控制

①建筑后退线
②推荐建筑形态

建筑高度 细化通则要求 明确裙楼及塔楼的位置
标志性建筑 细化通则及单元导则

要求，提出刚性的控
制内容

①标志性建筑位置 ( 线位控制 )
②标志性建筑高度
③标志性建筑形态要求

表 5 威海市东部滨海新城城市设计导则 ( 地块层面 )

图 4  威海市东部滨海新城 CDB-10 街坊地块城市设计导则 ( 图则 )

注：“ ”表示刚性控制内容；“ ”表示弹性控制内容。

注：“ ”表示刚性控制内容；“ ”表示弹性控制内容。

地块边界线
绿化控制线
水体控制线

地块出入口禁止线（强制）

建筑后退控制线

公共空间控制线（强制）

公共空间控制线（建议）

建筑界面控制线（*）* 建筑界面贴线率不低于 70%

建筑界面控制线（*）* 连续建筑界面不超过 35　m，
                                             建筑闭合度不超过 50%

建议性步行通廊
高层建筑位置
地块直接连廊
多层建筑≤ 24　m

高层建筑≤ 60　m

高层建筑≤ 100　m

高层建筑＞ 100　m

图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