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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设计是建立地区风貌，提升城市环境品质的重要手段；城市精细化管理背景下的设计控

制是落实规划意图的保障。2013 版的《深标》, 在总结国内外经验并充分分析深圳当前设计管理问题的基

础上, 强调人性化、精细化和生态化的原则，通过一系列明确的标准和操作性较强的指标，以法定政策的

形式对建设过程和环境结果进行约束。本文对《深标》编制过程中的经验和不足进行总结，以对精细化管

理背景下的设计控制和标准制定作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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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设计是建立地区风貌，提升城市环境品质的重要手段，现代城市建设管理的复杂化

和专业化，促使城市设计从传统的空间技术向公共政策的角色转变。深圳城市设计经过多年

的实践和发展，正在从积极的“设计”逐渐走向积极的“设计管理”，以“设计控制”的方

式作用于客体空间，并借助法律、政策和标准等途径，对建设和开发中的空间形态进行全过

程式干预。 

2013 版《深标》，在总结国内外经验并充分分析深圳当前设计管理问题的基础上，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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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设计控制要素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城市设计控制内容进行了全面扩充，建立了总体

控制—街区控制—地块与建筑控制三层次空间控制结构，以人性化、精细化和生态化为原则，

以通则的形式对规划编制和管理进行控制，从而保证了最低限度城市设计意图在全市范围内

的全覆盖，较好适应了深圳当前精细化的管理需求。 

2 背景与挑战 

2.1 欧美国家城市设计管理控制经验 

国际上，城市设计的精细管理与标准控制已经具有初步的经验，美英两国城市设计控制

的运作代表了西方的两种主流方式：美国地方政府拥有高度的自治权；纽约、波士顿、费城

以及西海岸城市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改进，将城市设计纳入到法定体系中运行，设计控制比较

明确，清晰的表明了满足什么条件能够获得许可
[1-2]

。英国则从上世纪末的城市复兴运动

（Urban Renaissance）开始，强化开发过程的设计控制，而审查程序则相对弹性模糊，具有

典型的自由裁量成分。如大伦敦规划（The London PLan）将城市设计思想纳入空间战略中执

行，通过对城市视线、高层建筑战略、高质量的设计、绿地和公共空间等政策指引对实施进

行引导。英、美两种方式的设计控制之外，都有积极的城市设计导则进行引导，在全市和地

区层面均具有详细的设计导则，可操作性较强的街区层面导则与评估体系尤其详细，比如美

国的 “LEED ND”和英国的“BREEM Communities”和街道手册（Manuai of Streets）等。由

此形成了设计控制和设计引导相互补充的城市设计管理体系。 

2.2 国内城市设计管理控制体系问题 

国内城市设计控制的探索相对不足，主要通过导则的形式进行城市设计控制。深圳率先

将街区尺度城市设计导则要求融入福田中心区的法定图则进行控制，但是设计控制实施实效

性却不尽人意。上海、武汉等城市的地方性规划设计管理规范对于城市设计控制规定一般体

现于建筑面宽、建筑高度、建筑间距、建筑退让等方面，内容不够系统全面；北京在《城市

设计导则》中系统化控制引导“控规”刚性要素之外有关公共空间品质的部分，但缺乏量化

控制指标。国内城市在城市设计方面通则式的控制标准和量化指标几乎空白，仅仅依靠城市

设计方案和重点地段的管理控制并不能提高城市整体的人居环境。因此，为了实现对城市设

计积极有效的控制，各地构建适宜地方需要的城市设计控制标准就显得尤为紧迫。 

2.3 精细化管理背景下城市设计面临的挑战 

因城市设计标准未全面颁布和实施，目前深圳市在城市设计方面面临以下挑战： 

1）理念认知不一：城市设计的理念仍停留于部分部门和规划师小圈子的认知层面，缺

乏对人性化、精细化和生态化等原则统一的认知标准和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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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公平缺失：非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公共空间开发，主要依托开发主体的意愿，公

共空间开放性及可达性不足，公共空间“橱窗化严重。” 

3）地区差距过大：缺乏整体性的通则约定和标准控制，重要地区与非重点地区公共空

间的数量和品质差距过大。  

4）精细管理不足：目前的城市设计管理审批因缺乏有效的控制依据，造成部分精细化

的空间控制要素和指标未能落实。 

在新的发展背景下，深圳城市空间肩负着新的使命。第一，高楼林立的现代钢筋混凝土

森林中人们渴求街道的亲切尺度，并寻求步行的安全、舒适和乐趣；第二，代表城市形象和

满足居民生活需求的公共空间呼吁精细化的控制，以营造出高品质的城市环境和趣味空间；

第三，生态文明建设对城市环境提出新的要求，城市设计的作用不仅是让城市“看上去很美”，

更应该让城市自然及人工生态系统物质循环顺畅。因此，此次修订密切联系社会发展新要求，

通过控制标准的研究和指标体系的确定引导鼓励人性化、精细化、生态化的城市设计。 

3 深圳的城市设计控制标准探索 

鉴于目前城市设计理念的差异性和认知标准的多样性，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好的设计控

制标准，其次需要厘清城市设计与规划和建筑设计各自的工作边界和城市设计重点控制要素。

本次修订从城市设计的主流价值标准出发，将建设环境是否增进公共利益作为设计控制标准

的终极评价指向，认为在精细化的管理背景下，应重点对街区和地块这两个中微观尺度的空

间进行控制，将街坊尺度、广场、街道、绿地等空间要素作为控制抓手，强调人性化、精细

化和生态化原则。下文对本次修订中体现的这三个原则进行解读。 

3.1 人性化的街区 

3.1.1 密集的街道网络 

现代主义规划的大马路和大型封闭的居住区拆解了城市肌理，切断了街区之间及街区内

部建筑之间的联系，使城市公共空间呈现碎片化，公共空间的不连续造成了社会性联系的缺

乏。高密度的街道网络、人性化的街块尺度提高了城市的步行可达性，密集的交叉口赋予市

民步行路径个性化的选择，城市在多样性的选择中产生神秘感和趣味性，有利于促进市民的

步行活动、激发随机性的交流行为（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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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普通街区与高密度窄路网街区对比示意（引自参考文献[3]） 

欧洲城市那些富有活力的典型街区，其交叉口平均间距一般在 150 米范围内，而深圳典

型地区交叉口间距一般在 250 米以上，其平均间距是巴黎凯旋门星形广场地区的约 2 倍、纽

约曼哈顿地区的 2.3 倍（图 2、表 1）。交叉口密度的减少导致可能路径的减少，增加绕行系

数，拉长了出行距离。例如深圳湾填海区中从 A 点到 C 街，由于支路间距过大不能选择较

近的路径，而只能选择 A1 路径，绕行系数 A1/A2 为 2（图 3）。街区交叉口密度过低和交叉

口间距过大削弱了街区步行吸引力，也降低了街道活力。  

本次修订，主张摈弃现代主义规划大地块、大马路的模式，回归古典主义窄路密网的高

密度街区模式，以密集的街道网络缝合城市肌理，构建有机连续的公共空间系统。这对于深

圳下一阶段实现空间质量优先、人行(公交)优先、生态优先以及注重社会交往和社会问题的

整体思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4-5]

。《深标》建议的支路网间距和街块面积指引如下（表 2）： 

 

图 2街块尺度与肌理对比           图 3 街块尺度与步行关系示意 

表 1 街块尺度取样对比(800米×800米) 

取样地区 交叉口平均间距（米） 

巴黎凯旋门星形广场片区 150 

巴塞罗那 130 



5 

 

纽约曼哈顿地区 120 

高新区（南区） 260 

罗湖蔡屋围万象城商业中心区 250 

深圳湾填海区 280 

表 2 街道网络密度与街块面积统计 

景观分区 功能类型 支路网间距（米） 街块面积（平方米） 

一类、二类城市景观区 

商业、商务办公区 75~100 6000~8000 

居住区 100~200 10000~20000 

工业区 100~200 15000~35000 

三类城市景观区 各类功能 100~300 20000~50000 

3.1.2 舒适的步行环境 

扬·盖尔在《人性化城市》中将步行距离区分为“实际步行距离”和“感知步行距离”。街道建筑界面

及步行环境设施影响感知步行距离，友好的建筑界面和完善的步行环境设施可大大降低感知步行距离。深

圳在全国建筑气候分区中属于夏热冬暖地区①，气候的主要特征是夏季长、温度高、湿度大，因而有效遮荫

是缩短感知步行距离、提供人体热舒适的重要手段。 

 

图 4 步行衔接设施示意图 

本次修订从城市设计的角度对步行环境提出要求，在轨道站出入口、公交场站、人行天桥、地下通道、

建筑主要出入口等主要人流节点大力提高步行环境的舒适度，建设兼具功能性和景观性的遮阳避雨设施，

鼓励人行天桥或地下通道的起点和终点与周边建筑进行连通（图 4）。在人流量大的步行路径上，当步行路

径距离临街建筑较远时，通过绿化、风雨廊等方式实现对主要步行区域及其路径的遮蔽；当步行路径紧贴

临街建筑物时，则通过建筑挑檐、骑楼、内部公共通道等设施提供遮蔽，并对通道标准进行量化控制：净

宽不小于 3 米、净高不小于 3.6 米，当通道净高大于 5 米时，在 3.6 米净高以上部分设置垂直遮挡设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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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宜高度进行二次水平遮挡。 

3.2 精细化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城市设计的重点对象，2013 版《深标》在条文中明确规定，公共空间是“具有一定规模、

面向所有市民 24 小时免费开放并提供休闲活动设施的公共场所， 一般指露天或有部分遮盖的室外空间”，

包含“建筑物内部公共大厅和通道”。这一涵义从使用者的角度和公共属性出发
[6]
，打破了公共空间土地权

属限制，并且根据空间和功能的属性进行分类②，从而明确界定计入标准。 

3.2.1 足量、均匀和全覆盖的公共空间控制 

城市级大型集中公共空间主要通过总体规划、公共空间专项规划进行总体结构和空间分布控制，并通

过法定图则编制保证其实施，基于以上程序的制度保障，2013 版《深标》仅对其视线通廊和公共通道进行

控制，以保障其景观联通性和慢行可达性。 

在街区层面和地块层面，通过对规模、密度、服务半径等进行指标选取和重点控制，最大限度的保证

公共空间规模和数量，并通过一系列详细的措施保证实施。 

1）规模：除规划确定的独立地块的公共空间外，《深标》规定新建及重建项目应提供占建设用地面积

5%～10%独立设置的公共空间，同时规定建筑退线部分及室内型公共空间计入面积均不宜超过公共空间总

面积的 30%，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只将建筑标准退线的线性剩余空间和室内空间作为公共空间指标的极端情

况出现。条文还规定，公共空间面积小于 1000 平方米时，宜与相邻地块的公共空间整合设置，从而避免公

共空间尺度过小而无法被积极利用。这是因为，环境行为学认为人们的社交距离在 100m 以内，其中 30m

以内可辨认对方的面目表情、头型、年龄，而 20-25 米以下则进入干扰距离。以 30 米的边长推算，能够保

证舒适距离的正方形公共空间最小约为 900 平方米。所以，舒适的公共空间尺度一般控制在 1000m2以上。 

2）分布密度：商业办公区每 2 公顷最少设置 1 处、居住区每 4 公顷最少设置 1 处、工业区每 6 公顷最

少设置 1 处。 

3）服务半径：在公共空间布局方面要求服务半径按 500 米均衡布局，街区内 5~10 分钟步行可达，并

与慢行系统进行良好衔接。 

3.2.2 交互关系良好的围合界面 

作为公共空间界面的建筑，一方面作为物质实体对城市公共空间起着空间限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建筑

物对城市公共空间起着功能支持和视觉景观的作用。理想的城市空间中，建筑和城市公共空间不仅是互为

形底的拓扑关系，更是互相渗透的交叠关系，这就是两者捐合作用的表现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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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1 通过街墙界面引导形成亲人街道空间 

 

图 5 街道 D/H值与空间感受示意（引自芦原义信《外部空间设计》） 

街道是公共活动发生最频繁的场所。在城市中，城市与建筑通过街道空间联系在一起，人们在街道上

来回穿梭，街道空间既是步行交通空间也是交往空间。街道上充满了多样化的城市生活。连续的街道连接

地块和建筑，起到缝合空间、弥合街区的作用，使城市公共空间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连续性和人性化尺

度直接影响街道空间效果，但是，现代城市林立的高层建筑和地块机械的大退线削弱了街道的尺度和空间

的围合度，街道原有的交往功能逐渐弱化，城市与建筑的连续性也大大减弱。连续而高度适宜的街墙，可

在视觉上对城市空间“有效界定”，从而能够减少高层建筑对城市空间的压抑感（图 6）。 

 

图 6 街墙高度对城市空间视线的关系（引自：参考文献[8]） 

本次修订对街墙的适宜高度进行了分析：根据芦原义信的《外部空间设计》，街道纵横比 D/H=1 时产生

一种平衡的美感，若 D/H 小于 1，将引发空间的闭合之感，若 D/H 大于 1，由于建筑物距离的增加会造成空

间分离（图 5）。街道空间主要依附于支路网建设，深圳的支路宽度标准为 12～20 米，两侧建筑退线一般情

况下为 6 米，则 D 为 24～32 米，按 D/H=1 平衡，街墙高度为 24～32 米，按 D/H=0.8 加强围合时，街墙对

应高度为 30～40 米。因此，《深标》对街墙高度的限定为 40 米以下，而且街墙 24 米以下的部分鼓励通过



8 

建筑拼接等方式形成连续街墙。 

3.2.2.2 通过广场界面引导保证广场活力 

广场是公共空间的重要类型，界面围合对城市广场的活力具有重要意义，正如芦原义信在《街道的美

学》中所说：“广场是城市中由各类建筑围成的城市空间”。深圳当前的城市规划和实施中，恰恰忽视了这

一点。虽然建设了大量的大型广场，但对城市市民的日常生活没有产生根本性的作用，因为如果广场规模

尺度失控或失去建筑的有效围合，广场将难于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场所。在城市广场的构成要素中，建筑

的立面或者整个建筑实体成为活动空间的限制要素，起到了围合空间的作用。广场边界上的建筑物的尺寸、

形态、肌理、开口、功能直接决定了广场上人的活动方式，也是广场活动重要的行为支撑，影响着广场空

间的品质。 

本次修订强调通过建筑界面定义及围合广场，以形成内聚、积极、易于识别、可容纳各类人行为活动

的空间。围合率控制在广场周长的 50％以上，最大开口不宜超过广场周长的 25%，周边建筑底层鼓励作为

商业、文化、娱乐等用途，以丰富公共空间氛围，构建富有活力的场所。 

3.3 生态化的环境指标 

在生态环境危机的巨大压力下，生态发展正成为全球城市共同努力的方向。作为地方城市规划设计和

管理的标准，本次修订纳入新的生态规划思想，将有力引导城市迈向生态化规划之路，并通过指标控制增

强其实施性。 

3.3.1 通过透水率控制，保障土地自由呼吸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原有绿色植被环境被现代化的建筑、大型基础设施、硬质广场和道路取代。

这些不透水铺装改变了自然土壤及下垫面的天然可渗透性，由此引发一些列生态问题（图 7）。此外，深圳

夏季太阳高度角大、日照时间长、散射强度高，导致密实性硬化地面热环境严重恶化。 

 

图 7 自然地表与城市铺装地表雨水下渗与径流量对比图（引自参考文献[9]） 

增强地面透水能力，可加大场地雨水与地下水涵养，减少地表径流，保护地下含水层，同时利用水汽

蒸腾作用，可缓解场地气温逐渐升高和气候干燥状况，降低热岛效应，调节微气候。由于高强度开发城市

的公园绿地、道路绿化带、露天停车场等主要透水区域占地比例有限，采取聚少成多、均质透水的策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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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符合现实建设发展需求，因此本次修订首次推行“透水率”③指标控制，对于面积大于 5000 平方米的地

块，要求地块透水率不小于总地块面积的 10%。指标确定依据如下：（1）由于《深标》确定适宜的最小一

级街块尺度为 6000-8000 平方米，因此，本条例针对的管理对象可覆盖全市大部分街块。（2）地块内除景观

绿化外，道路、地面停车场、休闲步道等均可使用透水性材料铺设，这些室外空间最小占比一般至少占比

35%④，考虑到因功能使用局部必须做硬质铺装处理，所以将 10%的地块透水率作为控制下限具有可实施性。

对于绿化用地紧张的地块，本条规定将有效促进深圳市透水性铺装的使用，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

已经普遍使用透水材料进行地面铺装。 

3.3.2 通过绿化率控制鼓励发展立体绿化 

对比传统生态环境控制一般采用“绿地率”指标， 本次修订务实的采用“绿化率”进行控制更加符合

当前深圳建设发展的实情，原因如下： 

3.3.2.1 控制地块“绿化率”更适用于当前倡导的小地块小退线模式 

地块绿地率控制适用于大地块大退线的模式，在建筑与道路之间的空隙中填充绿地是现代主义规划的

典型手法，但此类绿地一般只是具有景观价值，使用效率和生态价值较低。统计表明，绿地面积达到 3 公

顷以上才能产生显著的生态效益并缓解热岛效应。在当前规划倡导小地块少退线的情况下，即使小地块能

够达到传统的绿地率标准，也因绿地面积不成规模而无法真正发挥生态效益，同时，这些绿地作为建筑剩

余空间也难以形成积极的公共空间。为实现土地利用的集约化和公共空间生态效应最优化，应从街区或者

更大尺度来统筹考虑绿地布局。在同等规模的情况下，如把各地块分散绿地集中划定成一定规模的街区公

园甚至大型绿地，这将更加有利于公共空间的使用且具有更大的生态价值（图 8）。因此，本次修订不再强

调各个地块内部绿地面积占比，绿地率在街区规模尺度进行控制，地块用绿化率控制。 

 

图 8 大地块绿地率模式和小地块小退线集中布局公共绿地的用地模式对比图 

3.3.2.2 作为绿色城市发展趋势的屋顶绿化和立体绿化并未计入“绿地率”统计范围 

立体绿化是是目前国内外大力提倡的生态节能技术措施。其中屋顶绿化可提高人均城市绿量，增加市

民休闲活动场地；垂直绿化能够有效遮挡夏季阳光的辐射，降低建筑物温度⑤。国外高密度城市已在立体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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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面卓有成效，到 2007 年德国主要城市屋顶绿化率达到 80%左右，是整个城市绿地系统的组成部分，基

本解决了建筑占地与绿地的矛盾。相比之下，根据 2010 年 5 月统计深圳市可绿化屋顶面积 13526.75 万 m2，

而实现绿化的屋顶面积比例仅 1.05%。由此可见，深圳市立体绿化如在相关法规和技术标准的推动下，将发

掘出巨大的潜力。本次修订对立体绿化进行系数折算，和地面绿化一并计入绿化率。 

采用“绿化率”进行指标控制，可以在倡导片区集中设置规模化绿地的情况下，仍然保障地块内部绿

量，最终提升片区环境整体生态效应。此外，对于鼓励高度建设区采用多种绿化形式，丰富绿化景观层次

具有显著意义。总而言之，该控制指标与当前小地块、高覆盖率和建筑被动节能要求结合更为紧密。 

考虑生态环境要求和建设实际情况，结合《深标》中建筑覆盖率指标，最终确定居住建筑绿化覆盖率

宜大于 40%，非居住建筑绿化覆盖率宜大于 30%。由于立体绿化通过覆土进行植被栽植，不同厚度的覆土

能够种植的植被体量不同，所能产生的绿量也就不同，为形成良好的生态效益，鼓励种植大绿量乔木，本

次修订对用地红线内绿化覆土厚度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覆土厚度 1.5m 以上，系数为 0.8，未达到 1.5m 要求

的覆土厚度绿化覆盖率计算标准将进行相应折算。 

4 总结：设计控制标准的思考与展望 

城市设计控制标准的探索，试图从单纯的空间主观评判和设计技术“狂热”中突围，走向积极的“设

计”和有效的“控制”相结合的综合实现手段。设计控制结合深圳当前精细化的空间设计和管理要求，进

一步厘清了城市设计与规划和建筑设计各自的工作边界，确定了城市设计重点控制要素，并以标准和准则

的形式，借助法规化、行政化的通则手段，对建设环境进行干预，并使运作过程贯穿于城市设计设计的全

过程。 

然而源于模糊性、艺术性和创造性的特征，并且涉及美学、文化、心理、视觉效果、环境行为等诸多

非理性因素，城市设计并不存在最佳标准的结果控制。本次修订提出的设计控制标准，通过设计通则的“底

线”划定，将城市设计控制要素法定化，以期守住空间品质的底线。本次修订充分鼓励通过设计艺术和具

体方案的创造力，实现更优的环境结果，满足优质的城市空间环境需要，并对此留足弹性空间。  

 

（感谢深圳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周劲总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的指导，以及林彦对插图绘制的帮助。） 

 

 

注    释 

①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93）将全国划分成五个区，即严寒、寒冷、夏热冬冷、夏热冬暖和温和地区，并

提出相应的设计要求。夏热冬暖地区的设计要求:必须充分满足夏季防热要求，一般可不考虑冬季保温。 

② 按照空间分为室外型和型，按照功能分为绿地型、广场型和街道型等，并分别通过特征界定公共空间的划分《深标》。 

③ 透水率是指地块内建筑未覆盖部分用地中自然雨水可渗入地下的渗水面积占基地用地面积的比率。 

④ 根据《深标》条文 8.4.3，建筑覆盖率的规定为一般不超过 65%，由此推算室外空间一般至少占总用地 35%。 

⑤ 相关研究表明，当建筑物墙面绿化后，墙面表面温度可以降低 4 度以上，房间内温度可明显降低 1 度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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