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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空间问题是城乡规划学科的核心问题之

一。近年来，在规划实践快速增加和学科外延快

速拓展的同时，对空间本体的研究，尤其是对空

间设计方法的研究进展相对缓慢。本文基于国际

典型城市街坊的空间形态比较研究，从空间的特

征属性入手，阐述影响城市街坊空间形态的内在

机制，依托自上而下的空间逻辑提出空间削切设

计法，兼顾了土地经济性和空间功能美学需求，

进而建构城市街坊空间设计的具体步骤：守边、

退角、掏中、划场、定高、分裙，将其推进到可

操作的层面。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践案例详细解

析空间削切法在城市设计中的理性特征和应变方

式。

【关键词】城市设计；空间削切法；空间形态； 

城市形态

ABSTRACT: Spatial problem has been one of the 
core issues in the field of urban planning. In recent 
years, in contrast to the rapid increase of planning 
practice and fast expansion of the discipline, the 
progress of research on spatial ontology, especially 
spatial design method is relatively slow.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spatial form of 
typical urban block,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ce, and expounds the 
inner mechanism that influences the spatial form of 
urban block. Then it puts forward the space cutting 
design method based on the spatial logic from top to 
bottom, taking into account both the land economy 
and the aesthetic requirements for public space, 
and constructs the specific steps of urban block 
space design: keeping border, corner concession, 
excavating center, dividing site, setting height, and 
annex design. Finally, it advances to the operational 
level. On this basis, the rational characteristic and 
the strain mode of the spatial cutting method applied 

in urban design are analyzed throughout the practice 
case.
KEYWORDS: urban design; space cutting method; 
spatial form; urban form

1  引言

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先后兴起的“城市改

建计划”、“城市美化运动”等，其核心是寻求

复兴现代城市中失去的空间视觉秩序和和谐之

美，探寻如何通过强化空间设计，提升城市公共

空间的品质，扭转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空间失序

问题。发展至今，提升城市空间形态的品质与特

色已经成为国际现代城市设计的主要任务——为

民众提供高品质的城市公共空间，营造赏心悦目

的城市景观场所，促进城市社会的公共活动交

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历了60多年的城

市建设和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尤其是21世纪以

来的新一轮大规模建设期，然而在城市街坊尺度

的建设中，存在着大量空间浪费、无序开发等问

题，直接导致了城市发展中的空间破碎、整体活

力低下等现象。在空间利用方面，部分城市中心

的街坊存在着建筑层数低、体量零碎等空间浪费

现象；在空间形态方面，各自为政的街坊开发导

致建筑群整体空间失序，空间形态紊乱，由高层

建筑群构成的城市天际线显得杂乱无章。除了规

划管制等问题外，街坊空间设计上的缺失也导致

街坊内外没有完整的开放空间体系和行人步行体

系，既影响了街坊内部消费者的正常活动，也降

低了街坊的整体活力。从城市的景观造型来说，

各类建筑体量和群落的无序组合也造成景观界面

的杂乱，影响街坊内外的空间美感。这些城市空

间问题与不合理的规划设计息息相关，因此需要

从空间设计层面予以解决。

空间问题是城乡规划学科的核心问题之一，

近年来，在城市规划实践快速增加和学科外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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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拓展的同时，对城市空间本体的研究，尤其是

对空间设计方法的研究进展比较缓慢。中国城市

作为区域公共服务高密度集聚的中心地，一般性

街坊空间的开发普遍具有高密度、高强度、混合

开发等特点，在城市商业经营、商务办公和公共

休闲活动的多种需求下，街坊的空间塑造不仅要

考虑与城市系统的对接，还要处理好内部高强度

开发与公共活动空间塑造的复杂关系。本文基于

大量国内外城市空间的基础资料研究，结合实证

案例，从经济、功能、景观等多个方面剖析了城

市街坊空间形态的多元需求，从街坊空间构成的

内在逻辑出发，提出了“削切法”作为城市街坊

空间的一种城市设计方法，这也是对中微观尺度

城市设计的一点探索。

2  国际街坊空间形态范式的特征解析

从中世纪前的古典城市到当今巨型复杂的现

代都市，无论是受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影响，

街坊空间始终是构成城市肌理及整体结构的重要

基本单元。解析各时期经典的街坊空间形态范

式，可归纳为以下四个特征。

首先是街坊街墙的界面特征，即由建筑立

面形成的连续街墙。如在20世纪的欧洲，设计师

通过对建筑立面的统一处理来获得和谐的秩序，

用连续街墙来加强街道空间的透视感并获得街道

的整体性(图1a)。第二个特征为街坊外部的形态

秩序，通过对城市外部空间秩序的控制来对街坊

空间进行设计，如在瑞典哥德堡的城市核心区，

城市街坊依托于突出的岩石蜿蜒交错展开，建筑

顺应城市外部空间的秩序进行布局，形成了统一

的街坊空间形态，是建筑实体与外部空间虚体密

切结合的体现(图1b)。第三个特征是街坊肌理的

整体特征，通过建筑肌理的整体性塑造其外部空

间虚体的形体特征，如意大利锡耶纳的坎波广场

等，基于密实的建筑布局与统一的建筑形制及尺

度围合出一系列院落、广场、街道等开放空间，

形成具有积极意义的空间领域，体现了极具标志

性与地方特色的城市肌理与空间格局(图1c)。第

四个特征是街坊密度的紧凑特征，基于土地经济

的视角，强调街坊的紧凑式开发，如日本东京

涩谷的原宿地区(图1d)，作为东京市级商业区，

原宿地区有着极高的土地价值，街坊空间以高密

度、高集约度的商业类型为主：大尺度街坊以购

物中心综合体为主要空间体块；小尺度街坊则布

局以细密的街道空间及沿街小型商业建筑。这

样的街坊空间特征来源于城市土地经济的客观规

律，也体现了人群消费行为对空间形态的重要

影响。以上四类特征的形成来源于街坊空间经济

性、功能性及景观性等内在属性的综合作用，是

城市街坊空间设计时重要的考量因素。

3  对城市街坊空间特征属性的理解

街坊是构成城市空间的单元，公共设施、开

放场所等物质性空间，购物、娱乐、办公等公共

活动，人行、车行等交通组织都以其为依托，形

态上既有较密路网和较小街坊的高层高密度建筑

模式，也有大型商业步行街区的模式，正是这些

看起来截然不同的街区混合交织，使城市充满活

力。通过解析空间形态构成的内在机制，可以发

现城市街坊空间形态包含三个特征属性：功能、

（a）意大利阿尔贝罗贝洛 （b）瑞典哥德堡中央核心区 （c）意大利锡耶纳的坎波广场 （d）日本原宿中心

图1 城市街坊空间形态的范式特征
Fig.1 Paradigm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blocks’ spatial form

图2 城市空间形态的特征属性
Fig.2 Characteristic attributes of urban spatial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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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景观(图2)。

(1)街坊空间的功能属性。功能属性是街坊

空间布局的基本属性，城市街坊的最基本价值

就在于实现使用功能的最大化。街坊是城市的商

业商务文化活动的聚集载体，在高强度的开发条

件下，街坊内不仅要容纳零售商业、文化娱乐、

商务办公、公寓居住等职能，还要考虑广场、绿

地、步行巷道等供人活动的公共空间，这些需求

共同影响着城市街坊的空间布局。街坊空间可以

划分为容纳商业、商务、娱乐、居住等职能的建

筑空间和提供游憩休闲、引导步行人流的外部空

间。零售商业、餐饮服务、文化娱乐等经营性职

能需要较好的店面区位和较大的门面，因此该类

功能多为底层开发并分布在沿街面或步行街两

侧；商务办公职能则需要大量的办公空间，对底

层的店面需求不高；公寓居住类职能既要求有足

够的居住空间，也对环境景观品质需求较高。不

同功能的需求综合决定了街坊内的建筑空间形态

布局，外部空间则起着串联建筑体量、引导街坊

内步行与公共活动的作用。在城市街坊内多种功

能的聚集和使用多样化的需求影响下，城市街坊

的功能布局也呈现出一定的复合开发模式：底层

临街的零售、餐饮、娱乐业态高度混合以满足消

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垂直方向由于各类功能对于

空间的不同需求而呈现混合分布，如商业办公混

合、商业居住混合等。从城市交通需求来看，街

坊的空间设计需要合理处理交通出入口和停车场

的布置，来确保出入交通的顺畅。同时，步行交

通是街坊内部主要的交通方式，也是内部商业功

能组织的条件。除了地面的步行交通之外，地下

空间、地铁轨道站点通道以及人行天桥等交通开

发共同构成了复合的步行交通体系，一方面要求

保证步行人群的顺畅流动，避免不规则流线对空

间的干扰，另一方面也要结合广场等开放空间来

提升街区内部的空间活力。

(2)街坊空间的经济属性。经济属性是街坊

空间的“缺省值”，城市街坊空间布局的关键

便在于充分利用土地，发挥土地的价值，因此经

济性是城市设计需坚持的重要原则。在经济因素

的影响下，城市街坊的空间形态表现出独特的开

发特征，主要体现在建设强度和使用效益上。在

这样的条件下要求城市街坊有更高的密度和容积

率，以更多的楼面面积和使用功能类型来稀释地

价，适应市场多变的需求。除了正常的楼面租金

以外，城市街坊空间的另一部分经济效益来源于

临街餐饮、娱乐及各类零售商铺的商业活动。在

城市街坊的实际运营中，临街商铺是街坊吸引人

流、产生商业活动的主要部分，临街面的比重是

衡量城市街坊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拥有越大的

临街界面，意味着能设置更多的商铺，带来更多

的消费人流，产生更多的经济收益。因而出于经

济效益的考虑，在街坊的空间设计中需要尽可能

增加建筑的临街面，促成街墙的产生。

(3)街坊空间的景观属性。景观属性是街坊

空间布局的上限追求。高品质的城市空间形态对

于行人是极大的愉悦，跌宕起伏的城市天际线，

个性鲜明的特色街墙，优美雅致的城市场景，丰

富多彩的公共活动体系，这些都是城市空间品质

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街坊作为以上空间构成的

“基质”地区，高层塔楼和底层裙房的组合也会

形成丰富的空间效果，空间形态需要符合景观美

学，景观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高层建筑设计、

高低建筑的组合、近人尺度的街墙设计以及公共

空间布局上。街坊空间对外的景观影响体现在建

筑立面和体量形式组合方面，城市景观形态并非

单指某一建筑，而是由多个街坊的建筑组合而成

的，其景观效果也是由高层建筑群体组合来呈

现，街坊建筑群体效果来源于天际轮廓的节奏感

和可识别性，节奏感通过建筑群体的高低起伏来

控制，可识别性则通过丰富的立面风貌和独特的

建筑造型来实现。与对外的城市景观不同，街坊

内部空间的景观效果取决于近人尺度的高层裙房

和多层建筑的空间组合。在城市尺度上大量的高

层建筑可以带来起伏的天际轮廓，但其街区内部

的空间感受却有可能被高层建筑的过大体量破

坏，因此在近距离的空间尺度上，合理的建筑立

面设计和细部营造可以有效地再分空间，降低建

筑体量的压迫感，提升城市街坊内部的景观质

量。 

4  空间削切法的设计模式

在中微观尺度的街坊空间城市设计中，一

直存在两种基本设计思维：自下而上模式和自上

而下模式。自下而上的城市设计思维是一种“加

法”逻辑，是更加注重建筑个体特性的空间营造

思维，街坊中的各建筑在单体设计中自行考虑风

貌的整体协调关系，根据营建时间属性形成自发

的空间序列，通过空间组合形成整体街坊。而自

上而下的城市设计思维是一种“减法”逻辑，是

强调整体性的空间控制思维，在空间紧凑和集约

利用的基础上，最大限度考虑景观美学，获得整

体性的空间形态和街道界面，进而形成城市的空

间和谐序列。

因此，削切法作为一种自上而下城市设计

的方法，对街坊空间形态的谋划具有以下考虑：

(1) 整体性，街坊乃至城市空间是一个整体的感

受，整体永远大于局部之和，不是大量优秀单

体建筑的拼合就成为好的城市空间形态；(2)多

样性，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空间区位竞争导致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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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地价，促使现代城市形成平面和纵向的功能混

合，在形态上表现为立体空间层的叠合，开放空

间的珍贵性和背后的经济性必须复合考虑。在市

场经济体制下，普适性的城市街坊空间需要满足

功能性、经济性和景观性的多样需求，需要城市

设计上出现对应性的手法(表1)。

街坊空间的削切法设计就是在默认街坊体

量达到经济性的最大上限基础上，按照各项使用

功能、专项法规和景观美学的需求削减雕琢，最

终形成整体空间形态。在这个逐步削切的过程

中，空间体量是递减的(经济性递减)，而空间的

综合价值是递增的(边际效益递增)，每切掉一块

空间，都要保障其“综合效益”回报大于单纯的

经济利益减少。这需要设计师反复斟酌，权衡利

弊。

在城市街坊的城市设计层面，需要控制街

坊之间的空间联系、街坊与城市的界面呼应、街

坊内部的空间组织等内容，可以按照一定基本步

骤逐层深化，建构完整的城市空间形态秩序，可

将其称之为削切法六步：守边、退角、掏中、划

场、定高、分裙(图3)。

4.1  守边

街坊建筑群空间的外沿严格扼守住街坊的

设计边界。根据规划道路的红线退让要求，建筑

完全按照红线退让位置满铺街坊设置，这样可以

最大限度将珍贵的城市土地用足，这是市场经济

条件下城市街坊形态的最基本要求，空间设计是

在公共建筑完全铺满街坊的基础上不断做“减

法”，留出必须的公共空间。不同街坊的公共建

筑共同守边，沿街退让距离都相同，也意味着城

市最基本的“街道”界面保持了整齐，形成城市

公共空间最重要的线性空间——街墙(图4)。

在守边的第一原则下，城市设计师布置街

巷、广场等“虚”空间，实际上也在同时布置建

筑群外轮廓的“实”空间，二者是相互交织依托

的共生关系。守边的街坊形态设计是否活跃，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街道网的形态设计，如巴黎凯旋

门地区街道为环形加放射的组合模式，建筑群的

严格守边获得了非常经典的公共空间序列。反

之，若城市路网是大规模完全方正的棋盘格模

式，可能会导致守边的建筑群比较呆板。因此要

求规划者在前期城市道路规划设计阶段就注重街

巷路网的形态规划，保障道路通达度与街坊空间

形态的流畅度。而在步行街坊的设计中，必须预

先设计步行街巷的空间形态，形成启承合止的空

间序列、曲折错动的空间场所、收放有致的街巷

空间，将这些“虚”空间设计完成后，剩余的就

是作为围合虚空间的实体建筑严格守边，如此步

行街坊空间才能形成虚实交织、张弛结合的空间

序列。

4.2  退角

街坊建筑群在街道交叉的角部交汇地区退

让，放开街坊角部公共空间，划定街坊需要角部

退让的广场、绿地等。由于城市高密度建筑聚

集，街坊角部的退让不仅可以使人流交汇地段的

人流得以疏解，也产生了面对双重人流的优质商

业临街面。从交通角度看，公共建筑在街坊角部

的街道的退让可以使车辆转弯时预先看到侧面的

交通状况，有利于行车安全。退让范围可能是一

个很小的斜角，也可能是一个大型广场，具体尺

度需结合城市整体开放空间的系统引导以及相邻

街坊的空间分析来确定(图5)。

不退角的街坊显得拥堵，而一个道路交叉口

的多个街坊角部各自退让也会显得无序。街坊的

表1 街坊城市设计的需求特征模式
Tab.1 Demand model of characteristic of block urban design

空间属性 需求特征解析 设计手法

功能性
城市穿行交通顺达，道路交叉口避免视觉遮蔽 退角

满足建筑群的日照采光和通风需求 掏中

经济性

土地价值得到充分发挥，把地用足 守边

高层建筑合理布局，增加用地的垂直混合使用，空

间紧凑集约
定高

景观性

合理安排公共空间的人流活动和城市观景休闲游憩

活动
划场

做好近人尺度建筑细部景观和临街面精细设计 分裙

图3 城市街坊空间削切法的分步设计解析
Fig.3 Analysis of stepwise design of urban block space cutt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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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角要多个街坊联合起来共同形成城市公共开放

空间，同时建筑要有序围合。退角也包括街坊其

余边界需要退让围合的节点，通过外部城市公共

空间的环境设计，使街坊的对外空间关系以及与

相邻街坊的架空廊道、地下通道等加以沟通。

4.3  掏中

在街坊公共建筑群满铺的基础上，进一步掏

出街坊中间的公共活动空间。对较大尺度街坊而

言，其公共服务价值主要在于临街面，被建筑围

合的内部空间除了极少数成为商业步行街以外，

大都缺乏商业价值，这与街坊内各公共建筑内外

交通关系相适应。设计中可进一步划分街坊地块

并确定其空间性质，由内部辅道支路分隔成若干

地块，并在中心形成内部围合空间，布置各种场

地和绿化(图6)。

掏中的步骤同时也初步控制了街区公共建筑

的进深，城市沿街商业公共建筑通常都有较大的

进深，达到50～60m，且由于街坊大小和形态及

街区内建筑开发的不同，掏中这一设计步骤也存

在着较大的灵活性。对于功能主要是纯商业公共

职能的街区空间，内部掏中在保证大型公建临街

面的使用的同时，街区内部应有足够的交通疏散

和步行公共空间，面积较大且商业功能占主导的

街区，街坊中间挖出的空间适宜于商业步行街的

开发。对于内部功能开发复杂、使用需求丰富的

街区，内部掏中获得的空间也可以用于其他功能

的使用。

4.4  划场

划分街坊中间的不同活动场所。机动车出入

口的数量、位置由局部的交通组织设计来确定，

与之相联系的要素包括街坊停车场的数量、周边

道路和场地的性质及空间要求。需确定地块开敞

空间的位置、场地铺装与绿化的设计等(图7)。

在划场的过程中，街坊的功能开发特征往往

图4 城市街坊的守边
Fig.4 Keeping border in urban blocks

图5 城市街坊的退角
Fig.5 Corner concessions in urban blocks

图6 城市街坊的掏中
Fig.6 Excavating center of urban blocks

决定了其内部建筑区块的位置摆放，外部空间的

功能则主要分为公共活动功能与辅助功能。辅助

功能主要是指街区的机动车出入口与停车场的设

置，公共活动功能的布局则要结合街区内店铺和

步行人流出入口设计。划场应尽量单个街区地孤

立划分，并与周边街区联动设计，形成完整的步

行活动体系，且必须符合交通要求和人行规律，

不追求平面的图案形式感。

4.5  定高

确定街坊内高层建筑的位置和形态(如果规

划有高层建筑的话)。高层建筑形态风貌确定的

影响因素有很多，大致可以从五个角度综合考

虑：一是根据高层建筑在城市的位置和整体景观

轮廓确定其高度组合关系，如建筑群形态的高低

起伏，建筑体量是板式还是点式楼等；二是根据

城市的功能定位和轴核关系确定其体量形状，如

CBD职能需要建筑群凸显现代科技感和标志性，

而轴线上的建筑要尽量严整大气；三是根据周边

建筑群的形态决定高层建筑的体量，尤其是周边

已有商务硬核或者大型绿地景观时；四是根据其

在街坊的位置决定其主要出入口，如角部高层建

筑可以斜对交叉口或者采用双塔模式；五是根据

建筑的性质和环境特点来确定高层建筑的风貌，

如采用庄重的实墙面还是轻灵的玻璃幕墙或是高

技派的钢结构等(图8)。

在城市设计中，壮观的高层建筑群从城市中

拔地而起，犹如城市的图腾，是最容易展现都市

景观风貌特征的建筑类型，但同时高层建筑功能

流线复杂，对交通组织、抗震防灾等专项设计要

求很高，也是最容易在空间美学设计上出问题的

建筑类型。城市布置高层建筑的时候还有一个容

易忽视的问题就是光影要素，尤其在核心地带的

大型场地规划设计中，高层建筑群应尽可能避免

设置在场地南侧，否则将产生大量阴影投射在活

动场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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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分裙

设计街坊中多层裙房建筑体量高低和虚实

关系。通过分析公共建筑界面高度对街坊空间效

果的影响以及多层裙房建筑与高层建筑之间的

关系，设计多层裙房建筑的体量与虚实关系(图

9)。与垂直方向开发的高层塔楼不同，裙房的空

间设计更亲近人的尺度，其形体的高宽控制和立

面的虚实设计都会对公共步行空间的空间活力与

感受产生影响。裙房的体量，在城市建筑群设计

中提倡两个“混合”，平面混合是在街坊范围

内，将商业、休闲、办公等功能有机融合，促进

街坊功能的有机成长和活力的长久保持；竖向混

合是在建筑综合体内部，将商业、休闲、办公、

公寓居住等有机融合，促进单体公共建筑的利用

率和人气的提升。

5  削切法的城市设计实践应用

在样本案例的城市设计实践中，其街区形态

设计较好地体现了削切法的设计理念。场地位

于城市西南部，是城市南部新城发展的新增长

极。设计地段现状用地零散，街区和地块开发

经历从无到有的设计过程，因而选取该地区作

为案例，可以体现削切法在实际城市设计中的

运用。

5.1  守边与退角——城市街坊格局的建立

案例所在地区整体格局呈现为双心三轴展

开的空间结构，以主要轴线串联南北两个核心，

南部作为商务服务中心，其街坊商务开发强度较

高，本文选取商务中心内部六街坊作为空间削切

法的设计案例。 

案例街坊位于主干道路两侧的商办综合

区，范围内的现状建设用地占总用地的比例不到

10%，街坊格局受现状的影响较小。设计的第一

步是根据规划的道路交通体系，通过守边和退角

两个步骤，确定六个街坊的整体格局。

这一步的操作可以整体梳理出街坊与道路

图7 城市街坊的划场
Fig.7 Dividing site of urban blocks

图8 城市街坊的定高
Fig.8 Height setting of urban blocks 

图9 城市街坊的分裙
Fig.9 Annex design of urban blocks

图10 街坊整体守边
Fig.10 Keeping border of whole block

图11 街坊退角布置
Fig.11 A r r a n g e m e n t  o f  c o r n e r 

concessions in block

图12 街坊体块掏中
Fig.12 E x c a v a t i n g  c e n t e r  o f 

architectures in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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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交接关系和街坊的城市界面形态。作为案

例的六街坊通过“守边”明确了街坊的边界轮

廓，依照城市规划确定的不同等级道路红线规范

要求，退让出建筑边界，形成整个街坊的建筑外

廓：一方面保证沿主轴线界面的强化，另一方面

以用地满铺的方式获得最大商业收益(图10)。在

守边的形态基础上对各个街坊进行“退角”，北

面街坊有高铁线路廊道斜向穿过，街坊建筑沿线

退让形成斜向不规则街坊，沿主路两侧建筑考虑

到景观因素进行了部分退角，形成变化的建筑外

边界，通过守边和退角步骤梳理了街坊内外的界

面形态，确立了街坊的空间格局和整体轮廓(图

11)。

5.2  掏中与划场——外部空间结构的设计

基本的街坊外界面确定之后，在用地性质和

建筑群使用功能的基础上，通过掏中和划场两个

步骤可以确定街坊外部空间的位置和内外空间的

功能划分。城市设计研究中对整个城市开放空间

进行了三个层面的布局，大型广场公园与街头广

场绿地结合，形成了整个城市的游憩活动体系。

在“掏中”的步骤里，对于较大的街坊通

常要再次细分成若干区块，而较小的区块则在内

部挖出开放空间或者保留原样。挖出街坊内部空

间的同时也完成了城市街坊围合关系和空间流线

的组织。结合城市对开放空间步行体系的整体规

划，在设计地段内部有若干步行线路穿过，包括

南北方向的沿街步行线和东西方向联通两街坊的

商业步行空间。在掏中这一步骤主要完成对建筑

体量的进一步切割，对多数密实的建筑体块进行

内部掏空，塑造出内部空间，同时也控制了建筑

单体的进深。考虑到商业步行空间的塑造，在西

北及西南街坊对建筑形体进行了进一步细分，留

出了用于商业步行活动的条状空间，部分街坊还

通过突起的体量组织公共空间收放(图12)。

“划场”的步骤设定了各个区域的空间职

能，其中主要是对挖出的外部空间进行活动职能

的划定，大部分的场地被用作公共活动，如步行

街、各类广场等，其余的外部空间则要承担停车

等辅助职能。在划场时要从整个街坊群体的外部

空间结构出发，结合建筑功能进行考虑。案例区

域的建筑职能多为底商上办的商业商务混合功

能，从街坊中间划出的空间用于步行商业街的开

发，增加的沿街面则可以用于底层商业的开发；

同时在南面设置了与步行街平行的步道，结合建

筑的界面变化，为街坊内活动的人群提供了良好

的休闲步行空间；而街坊北面的空间采光条件较

差，可以用作交通空间和停车场(图13)。

5.3  定高与分裙——建筑群体形态的推敲

街坊结构和外部空间设计完成之后，通过

定高和分裙两个步骤可以完成建筑群体的设计，

确定街坊的最终空间效果。单体建筑的造型和高

度并不能决定整个城市街坊的形态特色，因此定

高和分裙的操作要基于城市建筑群整体来考虑设

计。

“定高”要确定的是设计范围内高层建筑的

布点。案例街坊作为商办综合服务区，在规划中

开发强度较高，容积率约为4，整体的平均高度

达到100m。街坊整体形象为密实的商务新区，

高层布点主要集中于中间两个街坊，形成中部高

两侧低的建筑空间形态，高层形态以点式和板式

结合，避免整体形态过于呆板。考虑到街坊中庭

的采光要求，在相应位置不设置高层或降低层

数，且高层塔楼的形体进行了造型处理，具有地

标特性：这一方面丰富了主干道两侧的建筑界面

形态，另一方面也和北面的地标建筑共同构成了

图13 外部空间划场
Fig.13 External space distribution

图14 高层建筑布点
Fig.14 Layout of high-rise buildings

图15 裙房界面修饰
Fig.15 Annex interface modification

(下转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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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节奏的城市天际轮廓线(图14)。

“分裙”要处理的是高层建筑与裙房的空间

组合以及裙房的细节设计。裙房的设计与步行空

间的布置相对应，4～5层左右的高度在步行街内

形成了舒适的高宽比，南侧的裙房在建筑体量上

形成了穿插关系，丰富建筑内部空间的同时也活

跃了步行街的界面。部分裙房的条状玻璃界面的

使用也丰富了建筑立面的虚实关系，减少了步行

人流在封闭空间内的压抑感。对高层塔楼和裙房

的建筑形态推敲完成后，整个城市街坊的空间形

态基本定型(图15)。

综合整个方案的设计过程，削切法在建筑形

体塑造和场地环境设计等方面都有较好的运用，

整体削切的处理手法有助于形成整体统一的建筑

区块界面；综合的场地设计则能促进街坊间的空

间联系，形成跨街坊的步行公共体系。

6  结语

本文针对城市街坊城市设计中存在的种种问

题，从街坊空间形态生成的普适性内在机制①出

发，在国际范式比较的基础上提炼城市街坊空间

构成的核心内涵，以此为基础提出城市设计自上

而下的整体视角和减法的空间设计逻辑，运用削

切法的具体设计步骤，并结合城市设计案例对削

切法的运用进行了解析。在中微观尺度的城市街

坊设计中，削切法的运用有利于整合城市的群体

街坊空间，避免公共空间的破碎化，从整体出发

进行减法的建筑形体控制也使得街坊建筑群形态

更为整体有序，塑造出合理经济的城市街坊和形

象鲜明的城市建筑群落。

注释(Notes)

① 本文所指的是城市一般性地区街坊，如历史文化保

护区等特殊地段，需要有更多的设计考虑，不在

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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