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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设计是突出城市特色、建立地区风貌、提升城市环境品质的重要手段；而空间控制和设

计标准则是落实规划意图的保障。《深标 2013》在总结国内外先进经验，并充分分析深圳当前设计管理问

题的基础上, 以“特色质量”与“精细管理”为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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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系列明确的标准和操作性较强的指标，以行政政策和行业通则的形式对规划编制和建

设结果进行控制约束和精细管理。本文对《深标 2013》编制过程中的经验和探索进行总结，以对城市设计

控制和空间精细管理作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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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rban desig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highlight the city's character, establish 

regional style, and improve the urban environment quality. The 2013 version shenzhen urban planning 

standard and regulation (SUPSR) assimilated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issues 

of the design management in shenzhen. Principle to characteristic quality and meticulous management, 

SUPSR established a three-level structure of space management: overall control, block control, 

building control. Through a series of clear regulation and operational indicators, SUPSR attempt to 

control and management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meticulously, in the form of administrative 

policy and general regul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revision concepts and experiences, Provide a 

reference to other city on the meticulous urban design control and spa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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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设计是突出城市特色、建立地区风貌、提升城市环境品质的重要手段[1]；当前城市

建设管理的复杂化和专业化，促使城市设计逐渐从传统的空间技术向公共政策的角色转变，

“设计控制”成为落实规划意图、实现空间效果的保障。深圳经过多年的实践，开始从积极的

“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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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的《深圳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以下简称《深标 2013》）, 首次对城市设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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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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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特色质量”和“精细管理”为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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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系列明确的标准和操作性较强的

指标，以行政政策和行业通则的形式对规划编制和建设结果进行控制管理和约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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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美城市设计控制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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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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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两种方式在管理控制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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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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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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状问题 

由于城市设计在国内规划管理中的非法定地位和设计控制标准的缺失，以导则作为城市

设计控制准则往往导致控制在实施的最终层面失效[4]，城市设计往往成为“美好愿景”的蓝图

展示；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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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部分城市开始将中心区等重点地区的城市设计纳入空间管理的实践，通过导则形式

进行城市设计控制，但成效往往较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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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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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设计面临的挑战 

在城市空间资源日益紧张和空间品质普遍较低的背景下，城市设计面临以下挑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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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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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等城市的空间环境肩负着新的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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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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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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标 2004》侧重于规划管理、指导行政许可和建筑方案审批，城市设计内容较为单

一，缺少整体和系统的控制要求，建筑控制内容较全面，但系统性不足，部分控制指标不尽

合理[5]。新一轮城市规划标准修编中，通过城市设计的详细规定，保障城市空间品质，实现

“特色质量”与“精细管理”已成为现实需要。 

3 城市设计控制的探索 

《深标 2013》将“特色质量”与“精细管理”作为编制的原则和指导思想，旨在通过“城市

规划标准与准则”这一行政政策和行业标准的明文规定，将城市设计从粗放式的“主观倡导”

转向精细化的“规划管理”，使城市设计指引下的优质城市空间和公共场所从“星星之火”的点

状地标走向“燎原之势”的全面推进。深标 2013 的修订吸纳和结合了《深圳市绿色建筑设计

导则》、《深圳市绿色住区设计导则》等相关技术标准与指引，通过独立章节的规定加强城市

设计指引，突出城市特色，建设独具魅力的多元化、现代化、国际化滨海城市；加强城市建

筑的人性化设计和艺术化改造，打造城市精品；并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调整和完善。 

3.1 完善空间控制结构、加强系统性与逻辑性 

《深标 2013》对城市设计要素分别在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进行梳理，结合

规划编制和管理的实际，提出了基于空间控制的城市设计体系，并建立城市设计由“总体控

制、街区控制、地块与建筑控制”的分层管理框架。明确提出五个组团和风貌特色区，强化

组团隔离概念，划分了城市景观分区，保障组团式城市结构的实现。 

3.2 保障公共空间质量 

《深标 2013》更加关注公共空间，积极塑造人性化、生态化和特色化的公共空间环绕.

对公共空间实行量化控制，还原街道公共场所属性，并对步行和自行车环境的舒适性和人性

化设计提出了具体控制要求与设计准则
[6]
。 

3.3 落实绿色低碳理念 

《深标 2013》以《深圳市绿色城市设计导则》[7]和《深圳市城市设计物理环境优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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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8]为基础，强调街区自然通风、严格控制通风廊道、推行屋顶绿化、控制地块透水率

等， 将绿色低碳理念落实到标准之中[9]。 

3.4 适应当前形势、更加符合管理需求 

《深标 2013》创新提出建筑覆盖率两级控制要求，根据裙楼或塔楼各自的建筑功能或

主导功能进行两级控制，按照平衡发展和保障绿量的原则，以“绿化覆盖率”取代了“绿地率”

的控制要求，与当前较小地块划分、较高的建筑覆盖率和建筑被动节能等要求结合更为紧密。 

4 城市设计控制的主要内容 

4.1 宏观层面：城市组团风貌和景观分区 

4.1.1 城市组团风貌 

城市组团风貌“应维护城市轴带组团结构，强化组团分区，凸显城市组团风貌，保护组

团隔离，以塑造拥山滨海的城市特色。”“将全市划分为核心、西部、中部、东部和东部生态

五个城市组团（图 1），每个城市组团包括若干分

组团并强化整体风貌特征（表 1）。各组团建设应

注重保护独有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明确

空间发展模式，强化组团中心，形成组团的地方

风貌特征。”并对组团之间隔离的限定方式、贯通

性、宽度和用地使用方式等进行规定。 

表 1 城市组团分区划分表 

组团名称 整体风貌特征 

核心组团 依山望海的活力都市 

西部组团 绿色生态的珠江门户 

中部组团 活力宜居的枢纽之城 

东部组团 产城融合的示范之城 

东部生态组团 诗意山海的生态小镇 

4.1.2 城市景观分区 

按照地段在城市景观系统中的特征以及自然条件，将全市用地划分为四类城市景观分区

（图 2），即一类城市景观区、二类城市景观区、三类城市景观区、四类城市景观区（生态

景观区）并针对性的提出设计要求，用以指导城市和地区的有序建设。一类城市景观区为核

心景观地区，“应单独编制城市设计，作为详细规划以及用地规划设计条件的依据”；二类城

市景观区为重要景观地区，“在编制法定图则时应加强城市设计内容的研究”；三类城市景观

区为一般景观地区，“规划建设应符合中微观层面的其他相关要求”；四类城市景观区为生态

敏感地区，“规划建设应符合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及国家相关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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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深圳市城市组团分区 

 

图 2 深圳市城市景观分区 

4.2 中观层面：街区控制 

4.2.1 街块划分 

深标 2013 倡导摒弃传统规划大地块大马路的模式，主张回归密集路网和小尺度的街块

[10、11、12]
，不同地区适宜的街块尺度进行规定（表 2）；并规定当独立产权用地的面积超出

表中上限标准时，宜在用地内增设城市道路或公共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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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街块尺度一览 

景观分区 街块功能 支路、公共通道间距 街块面积 

一类、二类城市景观区 

商业、办公 75~150 米 6000~8000 平方米 

居住 100~200 米 10000~20000 平方米 

工业 100~200 米 15000~35000 平方米 

三类城市景观区 各类功能 100~300 米 20000~50000 平方米 

 

4.2.2 街道空间和设施 

街道空间方面，将街道分为主街和辅街，并对街道与主导风向夹角、街墙高度和连续性、

断面设计和尺度等进行详细规定；街道设施对街道的地面铺装、路缘石、照明设施、绿化、

公共交通设施、公共标识和户外广告等都进行了详细指引和控制。 

4.2.3 慢行空间 

深标 2013 倡导“街区内或街区之间的慢行系统应以公共交通设施为规划布局的核心，并

保障慢行系统的整体连贯性与开放性。”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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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间应建立便捷的、有遮阳避雨设施的步行

衔接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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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并对步行空间的遮蔽方式、临街建筑物

（挑檐、骑楼和内部公告通道）、行人设

施、无障碍设计等进行了详细规定。 

 

图 3 步行衔接设施示意 

同时，深标 2013 针对深圳自行车系统的现状，倡导在空间尺度许可的条件下设置连续

的自行车专用道路，在城市中心和重点交通换乘地区设置自行车保管设施，并明确规定自行

车道的断面形式、宽度和铺装、警示标志和过街坡道等。 

4.2.4 公共空间 

深标 2013 在明确公共空间涵义界定和划分类型的基础上，倡导充足优质的公共空间，

规定“除规划确定的独立地块的公共空间外，新建及重建项目应提供占建设用地面积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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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设置的公共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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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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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标 2013》还强调广场型公共空间的围合感
[13]

，规定“广场型公共空间宜利用建筑进

行围合，围合率宜控制在公共空间周长的 50％以上，最大开口不宜超过周长的 25%。公共

空间周边的建筑底层宜作为商业、文化、娱乐等用途，以增加其活力和场所性。” 

4.2.5 建筑布局 

在街区层面，《深标 2013》规定建筑布局应符合城市大型基础设施和市政交通设施、文

物保护单位和历史街区、以及自然保护和生态环境等要求的前提下进行控制。 

《深标 2013》还关注建筑布局规定其“应满足通风要求，以改善城市微气候。当建筑较

为密集时，应策略性的分布不同高度的建筑物，利用高度轮廓带来的气压差异引导气流。同

时，区内建筑群的整体高度趋势应朝着盛行风的方向逐级降低，以促进空气流动。在片区主

导风向上风位的街块应避免采用垂直于主导风向的大面宽板式建筑，建筑间口率不宜大于

70%，高层建筑间口率不宜大于 60%。” 

同时注重空间景观和视线通廊的要求，规定“临近海滨、河流、山峦、城市公园等自然

景观资源的街区宜进行建筑高度分区及视线通廊控制，临山地区的建筑高度不宜超过山脊线

高度，与自然景观资源距离越近高度分区控制应越严格。宜每隔不超过 75 米设置一条垂直

于景观资源地区的视线通廊，每条视线通廊距离地面 24 米以上部分的宽度不宜小于 25 米、

在 24 米以下部分的宽度不宜小于 15 米。” 

4.3 微观层面：地块与建筑控制 

4.3.1 建筑退线 

深标 2013 规定“建筑退让红线分为地上建筑退让红线和地下室退让红线，建筑退让用地

红线距离和退让道路红线距离，应满足消防、日照、地下管线、交通安全、防灾、绿化和工

程施工等方面的规范及由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制定的相关规划要求。”地上建筑部分建设用地

范围内“按两级退线控制”，退后用地红线的距离在符合表 3 要求，并对住宅、学校等噪音敏

感建筑临近高速公路或快速路的退线进行规定；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地下建筑部分市政设施、

独立地下室等进行详细规定，并对“狭小地块和特殊要求地区”预留了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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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建筑退线距离 

分类 高度 最小退让距离（米） 

二级退线 四层及以上住宅 非居住建筑 24 米以上部分 9 

一级退线 三层及以下住宅 非居住建筑 24 米及以下部分 6 

注：1）当相邻地块建筑平行布置（或非平行但夹角小于等于 30 度）且一方或双方为居

住时，最小退让用地红线距离 12 米。 

2）当建筑底层设置连续商业骑楼或挑檐遮蔽空间时，在满足交通要求前提下一级退线

可减少至 3 米。 

3）相关规划特殊要求地区，建筑退让用地红线的距离可按该地区的相关规划执行；面

积狭小地块及在其他特殊情况下，建筑退让用地红线的距离经规划论证后可适当减少，

但必须满足消防、日照、地下管线、交通安全和建筑间距要求。 

4.3.2 地块出入口 

深标 2013 规定“地块的主要人行出入口和车行出入口应尽量分开设置，以减少对行人的

干扰。”并对车行和人行出入口的位置、距离、数量和方式进行了详细规定。 

4.3.3 建筑覆盖率、绿化覆盖率、透水率 

深标 2013 规定“当建筑由裙楼和塔楼组成，建筑覆盖率分两级控制，一级建筑覆盖率控

制裙楼，二级建筑覆盖率控制塔楼”（图 4），并宜分别满足相应的分类控制要求（表 4）。 

 

图 4 两级建筑覆盖率控制示意 

表 4 建筑覆盖率指标 

建筑用途分类 覆盖率 

住宅 
十层及以上 ≤25% 

十层以下 ≤35% 

商业、办公 

小型商业 ≤40% 

大型商业 ≤65% 

办公 ≤50% 

其它 — ≤50% 

《深标 2013》鼓励多种方式的立体绿化，并且明确了绿化覆盖率的计算标准：“绿化覆

盖率计算标准：覆土厚度 1.5 米以上，系数 1.0；覆土厚度 1.0 米到 1.5 米，系数 0.9；覆土

厚度 0.5 米至 1.0 米，系数 0.8；覆土厚度 0.5 米以下，系数 0.6。”在此基础上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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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大大提高开发主体对立

体绿化设置的主动性，从而实现土地空间使用的集约高效和精细管理。《深标 2013》还鼓励

建筑未覆盖部分采用透水性材料，规定“地块面积大于 5000 平方米，透水率不宜小于总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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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的 10%。” 

4.3.4 建筑间距 

深标 2013 对住宅建筑和非居住建筑间距也分别进行了详细规定。深标 2013 规定住宅建

筑间距应综合考虑日照、采光、通风、消防、防灾、管线埋设和视觉卫生等要求，并结合建

设用地的实际情况而确定。考虑深圳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征，住宅建筑日照标准取国标的下

限，规定住宅建筑间距满足有效时间为“大寒日不应低于 3 小时，或冬至日不低于 1 小时”，

分别对低、多、高层和超高层住宅在新区和旧区在平行布局、垂直布局和其他布局布置时进

行了详细规定和要求，并对室外地坪高差和底层高度的计算进行说明。 

民用非居住建筑尤其是医院、托幼和学校与相邻建筑的间距进行详细规定，同时工业、

仓储、交通运输类及其它有特殊要求的建筑间距则“依据国家相关规范执行”。 

4.3.5 建筑立面、高度和附属设施 

深标 2013 规定“建筑高度控制分为裙楼高度控制和总高度控制”，并针对深圳滨海城市

的特色，对滨水地区的建筑进行特殊指引：“临水方向宜采用退台处理，首排建筑宜以低层

和多层为主。” 

深标 2013 兼顾对建筑的通风需要，规定建筑面宽“应根据建筑物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控

制，应避免因面宽过大形成屏风效应。建筑高度不大于 24 米时，最大面宽不宜大于 80 米；

建筑高度大于 24 米小于等于 60 米时，最大面宽不宜大于 70 米；建筑高度大于 60 米时，最

大面宽不宜大于 60 米。”并且强调“自然景观资源相邻地区及重要的公共空间相邻地区，应

严格控制建筑物的面宽。”另外，还对建筑附属设施如立面节能、屋顶设计、景观照明设施

设置以及光污染防治等进行了规定。 

5 总结：设计控制标准编制的思考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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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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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干预，并使运作过程贯穿于城市设计设计的全过程。 

深标 2013 以维护城市轴带组团结构为前提，通过强化城市组团风貌，划定城市景观分

区，建立地区识别性，增强市民对地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人与城市场所的互动关系出发，

营造人性化、生态化和特色化的公共空间。同时，为适应低碳生态的城市发展要求，从城市

物理环境舒适性角度，对城市通风廊道提出要求，构建街区及地块控制指标，以落实绿色低

碳理念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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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标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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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标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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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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