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设计导则编制研究 

——以成都东村 CBED设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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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设计导则是为城市设计及实施建立的一种技术性控制框架，其本质是对城市的开发起

到控制和引导的双重作用。成都东村 CBED城市设计导则是基于成都东村 CBED规划定位及具体城市设计而

进行编制的。本文分析了成都东村 CBED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背景、编制原则、编制框架、要素控制及成果

表达方式等，总结城市设计导则的特征及其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引导作用，以期对未来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

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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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导则”，即“URBAN DESIGN GUIDELINE”或“URBAN DESIGN GUIDANCE”，是

城市设计的成果之一，同时也是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的重要依据之一。“城市设计导则”涉

及城市规划、设计、管理、法制等多个方面，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国内外的多部城市设计

专著都对城市设计导则进行了讨论，而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建立了具有自身城市特色的

设计导则。与此同时，我国的多个城市也开始了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探索。 

1．城市设计导则 

1.1 城市设计导则的概念 

国外对于城市设计导则的定义多种多样，国内的学者也从各个角度给出了城市设计导则

的定义。城市设计导则是对城市某特定地段，某特定的设计要素（如建筑、天际线、街道、

广场等）甚至全城的城市建设提出基于整体的综合设计要求
[1]
；是对城市设计意图及表达城

市设计意图的城市形态环境组成要素和体系的具体构想的描述，以及为城市设计实施而建立

的一种技术性控制框架和模式
[2]
。  

尽管没有一个公式化的对城市设计导则的定义，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学者在定义城

                                                             
1 该课题受到北京林业大学新进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组团形态与住宅热散失相关性研究”（ 2010BLX06）
资助 



市设计导则时都强调了其特点——对城市开发控制和引导的双重作用
[3]
，而其核心内涵便是

刚性控制与弹性引导的内在统一
[4]
。 

目前，我国对城市建设管理的控制仍主要以二维化的功能布局和指标体系为主，其主要

依据即为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而城市设计导则主要是从三维化的角度，对城市

形象和空间形态进行控制和引导，具有反馈法定规划编制和指导规划管理实施双重作用
[5]
。

因此，相比于其他的现有法定规划，城市设计导则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与灵活性
[6]
。 

1.2 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 

城市设计导则是用于动态指导城市设计思想的有效实施
[7]
。因此，在城市设计导则的编

制过程中，需要理清城市建设中的各方关系，并找出城市规划建设中各种集团利益的有效契

合点，以富有生长弹性的规定作为项目实施的行动构架，进而为管理部门提供长期有效的技

术支持
[8]
。 

我国学者吴松涛和郭恩章则对现代城市设计内容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将其归纳为对土地

利用、自然环境条件的保护与利用、建筑形体、道路交通、绿化、环境设施、主体人及其活

动等方面的规划，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城市设计导则就是围绕着这些内容确定设计目标和子

目标等一系列内容，组成设计导则的基本内容
[9]
。 

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等法定规划内容均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成果内容、形

式与深度，包括图纸与文字的表达方式。与之相比，城市设计导则由于其自身的灵活性，尚

无规范固定的编制内容及形式。尽管如此，城市设计导则在编制之初都应明确城市设计项目

的类型，依据城市设计实践项目的特点，突出相应重点，选择适合的导则内容与形式
[10]
，并

且兼顾其针对性、实用性和特性。 

1.3 城市设计导则的运作 

国内对于城市设计导则运作的讨论多为对国内外经验的介绍和总结。其中，黄大田
[11]

指出导则在开发建设过程中的有效实施才是城市设计构思得以贯彻落实的关键。徐慧君、吴

中平、叶青青
[12]
等人则以台湾东华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新区、华南理工大学小谷围岛新

校区为案例，分析了设计导则在校园整体设计推进中的作用，并提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设计

导则在校园整体设计中的操作方法构架。 

在我国，城市设计导则并未进入法定体系，如何使城市设计导则真正发挥作用，使城市

设计构思得到落实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有学者指出单纯的导则控制体系本身并不具备强制



性，需要配合一些政策规定，鼓励积极的行为，处罚违规行为，从而确保城市设计导则能够

收到预期效果
[13]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在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中，城市设

计导则还应该与市场机制联系起来，以建构一个激励系统
[14]
。 

2．成都东村 CBED城市设计概况 

2.1 项目背景及定位 

2009年底，成都市召开市委工作会议，将成都东部新城定为文化创意产业综合功能区，

其定位是重点发展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和城市商业副中心。成都东村 CBED

（商业娱乐中心区）位于成都东部新城的中南部，占地面积 155.59 公顷，是东部新城的核

心启动区（图 1），具有良好的区域交通优势。 

根据城市整体发展需求，将该规划区定位为区别于一般大城市的CBD区域。在具备CBD

公共空间形态特质的前提下，将体现文化创意产业的智慧活力与创新进步，从而创造聚集商

务、投资、文化、娱乐、传媒与资讯的商娱中心区 CBED。 

 

 

图 1  东村 CBED区位与场地现状 

 

2.2 东村 CBED城市设计 

东村 CBED 的城市设计旨在建立活跃的中央商务区，完善的公共交通网络，综合功能

的社区邻里，以及壮丽的林荫大道和生态公园。（图 2，图 3）其城市设计体现了“大疏大密，

紧凑布局；高地高密，谷地低密；鼓励公共交通，实现低碳环保”的设计原则和发展战略。



其主要有 6大设计特点： 

 

 

 

图 2  CBED城市设计及功能分区 

 

 

图 3  东村 CBED城市设计 



 

（1）兼容并蓄的城市与创意文化 

通过城市设计实现快的城市节奏和慢的创意生活的平衡，人工环境和自然生态的平衡。

建立高效完善的设施配套与高品质的公共空间，充满现代时尚气息，并延续了成都传统的街

道生活。 

（2）紧密的交通联系：  

建立公共交通车行道，自行车、人行系统，构建便捷的区域交通。强化公共交通系统，

实现地下空间的整合利用。充分利用台地高差，人车立体分流，地上地下空间联通，创造低

碳环保的城市地区。 

（3）宜人的城市地块 

在现状道路基础上，适当加密路网，局部区域采取单行。采取局部高密度发展和混合用

地开发，创造不同的空间形态和不同尺度的景观。 

（4）立体的形态特征 

通过人、中观、城市共三个层面的空间尺度确立 CBED 立体的形态特征，形成愉悦的

街道空间和人性化的场所。与现状场地高程结合，形成多样有序、层次丰富而同一的立体形

态特征。 

（5）美丽的城市公共绿地 

规划设计两处大型公共绿地——媒体公园和媒体达到，作为大型城市庆典与创意活动的

场所，同时展示城市文化特色。结合街区内部的广场和庭院形成开放空间网络架构，实现整

体的城市意象。 

（6）各具特色的街区。 

在土地混合功能开发的基础上，创造 10个新的街区地块：北部商业区、创意生活区、

文化中心区、商务中心区、媒体商务区、文化娱乐区、传媒中心区、创意工坊区、媒体大道、

媒体公园，使不同区域的土地开发具有各自的特点。 

3．成都东村 CBED城市设计导则编制 

成都东村 CBED 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是基于东村 CBED 城市设计的构想，结合城市设

计理论，进行的城市设计导则编制实践。 



3.1 导则的编制目的及原则 

成都东村 CBED 城市设计导则编制的根本目地是为 CBED 的开发建设提供动态的长效

管理机制，确定评估具体设计项目的准则大纲。而编制原则的确定将为下一步导则的制订提

供目标、方向和系统框架。 

成都东村 CBED 的城市设计主要关注城市的总体空间形态，导则便是对这一城市设计

思想的体现。基于 CBED 整体城市设计，确定东村 CBED 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原则为：通

过对各要素的控制，使 CBED 形成有特色的区域、强烈的轴线、明确的边界、可识别的地

标和宜人的公共空间（图 4）。 

 

图 4  CBED城市意象 

 

3.2导则的编制框架 

为保证城市空间的品质，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 CBED 的建设进行控制。因此，将

成都东村 CBED城市设计导则分为区域和地块两个层次，分别编制相应的控制导则（图 5）。 

 

图 5  东村 CBED城市设计导则编制框架 

 



（1）区域控制导则 

成都东村 CBED 城市设计导则的区域控制导则是相对 CBED 区域的宏观层面导则。区

域导则根据用地性质与城市设计形态特征，将东村 CBED划分为 9个区域，分别为：A1北

部商业区、B1 创意生活区、B2 文化中心区、B3 商务中心区、B4 媒体商务区、B5 文化娱

乐区、B6传媒中心区、C1创意工坊区和 D1媒体大道。（图 6） 

 

图 6  CBED区域控制导则分区示意 

 

区域控制导则通过量化与属性化的方式，对 CBED 城市设计进行解读。提炼出基本控

制要素，首先对 CBED 城市框架结构及区域交通组织进行说明和控制。其次，根据 CBED

的功能分区，突出区域功能，选取关键性要素，对区域提出整体控制要求。 

（2）地块控制导则 

成都东村 CBED 城市设计导则的地块控制导则是相对 CBED 区域的微观层面导则。在

区域控制导则划分的 9个区域的基础上，根据区域功能和城市设计的要求，又进一步划分成

53 块建设用地。为了落实城市设计的空间结构、形象、功能等多个方面的宏观设计，需要

从微观（地块）的角度，对每个地块提出具体的建设控制要求，制订相应的地块控制导则。 

地块控制导则的制定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保证导则的刚性与弹性兼顾，以便

对地块土地的使用进行控制。通过对从土地利用到整体空间形态、从道路系统到地下车库出

入口位置、从界面围合到建筑材料选择的系统性控制，实现政府对城市发展的全面控制。 



3.3 导则的要素控制 

为使 CBED 形成有特色的区域、强烈的轴线、明确的边界、可识别的地标和宜人的公

共空间，成都东村 CBED 城市设计导则需要对 CBED城市设计要素进行提取。最终，成都

东村 CBED 城市设计导则中包含了用地功能、地块红线、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限低、

建筑限高、停车位、地块竖向标高、建筑界面类型、建筑材料、建筑色彩、开窗法、塔楼位

置、塔楼形式、裙房形式、建筑裙房范围、建筑夜景灯光强度、建筑夜景灯光光色、建筑连

廊、建筑塔楼位置、建筑内院位置、人行出入口、机动车出入口、地下车库出入口、地面临

时停车等近 30个要素。 

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地块的城市设计都需要实现以上 30个要素的要求。为了实现

导则的弹性，将以上 30个要素分为“必须”“宜”“鼓励”三个层面。“必须”要素要在具体

的设计中必须遵守和执行；“宜”要素要在具体的设计中尽量遵从，但最终设计形态可与规

划管理部门协商确定；“鼓励”要素在具体的设计中作为参考，目的是为提供一些可能的设

计方案以便具体的建筑设计进行采纳。 

（1）土地使用规划控制 

土地使用规划的控制重点在于，配合 CBED 的整体功能定位确定规划区内地块的用地

功能，清晰地界定出城市的公共绿地开放空间，合理控制地块的开发容量等。（图 7） 

 

图 7  土地使用规划控制 

 

在划分规划区内的土地使用功能时，基于 CBED 的商业和娱乐中心区定位，以商业和

文娱用地为主，兼顾土地的混合和高效利用。如：考虑到绿地开放空间的“H”型形态，以



及 CBED 整体的可识别性，在重要的媒体大道起始点和终点的两个特定地块的开发强度较

高，以鼓励地标性建筑的开发建设。 

规划区内的地块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化率、建筑高度等依据不同的区域功能定位、空

间形态构想和土地功能使用要求而设定。CBED各个地块的容积率控制在 7.0以下，建筑密

度控制在 60%以下，绿化率控制在 25%以上，建筑高度采用五级控制体系，呈梯次分布。 

（2）道路交通要素控制 

在对场地进行现状条件分析、道路承载力测试及交通需求预测的基础上，对现有路网进

行加密，并重新进行道路等级分配。CBED整体路网密度接近于国际性大城市，最终形成最

利于开发的多个城市地块。 

通过双向行驶道路与单向行驶道路的合理分布，有效分散交通流量，发挥道路承载力。

结合区域内相互渗透的绿地开放空间系统设置步行道路交通系统，串联地块庭院空间，营造

点线面相结合的开放空间体系。通过对不同等级和功能的道路横断面的控制，创造出良好的

城市道路空间以及临街界面（图 8）。 

最终通过导则的控制，使 CBED 规划区内部形成高效便捷、安全可靠、方便可达、选

择丰富、绿色环保的交通体系。 

 

图 8  道路布局规划控制 

 

（3）建筑要素控制 

建筑设计是成都东村 CBED 城市设计的重要内容，建筑对城市空间的围合，城市氛围

的营造，城市天际线的塑造等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建筑要素的控制将促进良好城市空

间品质的形成。 



通过对建筑高度、建筑体量、塔楼位置等建筑要素的控制，以塑造起伏有序、和谐优美

的城市轮廓。为了形成连续完整的空间界面，对建筑的退线距离、塔楼后退裙房距离、贴线

率等要素进行控制。考虑到建筑的功能，通过对建筑的立面形式、分隔形式、材质色彩、底

商形式、柱廊空间等要素的控制，形成立体的城市形态空间尺度。结合建筑与公共空间的布

局，对建筑的步行出入口、机动车出入口、地下车库出入口、地面临时停车等要素进行控制，

既保证地块内庭院的私密性，又保证公共开放空间的可达性。 

以对 CBED 中轴（即媒体大道）的空间形态控制为例，导则对传媒大道两侧的建筑进

行了相应的要素控制。对建筑底商的柱廊空间进行控制，要求柱廊空间进深在 4.5米至 9米

之间，柱廊顶部在同一水平面上，柱廊间距为 4.5米，使媒体大道两侧建筑底层形成连续而

完整的柱廊空间（图 9）。对于城市尺度上的建筑要素控制，导则规定媒体大道两侧的裙房

后退红线 10 米，塔楼后退裙房界面 0-4.5 米，同时，控制面向媒体大道一侧的裙房贴线率

为 90%。对于建筑的形态与材质，导则规定媒体大道两侧裙房及柱廊主要材质为浅暖灰色

系的天然石材，塔楼的材质以玻璃与金属幕墙为主。除地标建筑外，面向媒体大道一侧的建

筑立面应为平面矩形，并垂直于地面。通过一系列的要素控制，媒体大道将具备强烈的轴线

感。 

 

图 9  区域控制导则中对媒体大道柱廊空间的控制 

 

（4）公共空间要素控制 

通过与土地使用控制、开发强度控制和道路交通控制相结合，使开放绿地、商业广场、

庭院空间等开放空间吸引不同的公共活动，与文化、娱乐、商业相结合，共同形成结构性、

连续性的开放空间体系。 

公共空间的要素控制通过对开放空间布局体系的研究，对开放空间的性质、功能用途、



规模、可达性、商业服务配套、座椅密度、灯具布置、景观美化等要素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以保证开放空间的品质及利用率。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不同的区域，控制的要素内容及深度也随之有所差别。例如，媒体

大道周边的地块对城市界面的营造至关重要，因此，导则将裙房形式、建筑材料、建筑界面

等要素都作为“必须”的要素，唯有如此才能塑造出具有良好空间品质的媒体大道。而居住

区部分则应当考虑到商业开发的不确定性，体现出管理的灵活性，导则将建筑材料、裙房形

式等内容作为“宜”的要素，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现。 

3.4 导则的成果表达 

成都东村 CBED 城市设计导则均采用文字与图表相结合的方式，最终编制形成了《成

都东村 CBED城市设计导则——区域控制导则》和《成都东村 CBED城市设计导则——地块

控制导则》两本城市设计导则。 

（1）区域控制导则 

区域控制导则分为整体规划、城市框架、交通组织、区域控制导则四大部分。 

整体规划部分是对成都东部新城和东村 CBED 城市设计的概要展示，提出最基本的关

于土地利用、开发强度的二维指标类控制，以二维的平面图示结合文字说明。 

城市框架是对形成 CBED 整体空间形态的轴线、地标、区域、公共空间、边界五大要

素的阐述说明，是区域控制要素提取的基础。主要通过三维立体图示和设计效果图片、案例

参考图片配合文字进行解读。 

交通组织主要是对道路布局和断面设计的控制，以二维的图示化的语言进行控制说明，

具有简洁、清晰的特点。 

区域控制导则分别就 9个功能街区的各类控制要素进行说明。首先对每个功能街区的城

市设计思想作以简要说明，并以平面、立面、剖面、轴侧图等分析图为主，辅以文字进行解

释说明，同时配以效果图片或实景照片作为参考。为区分不同要素的控制力度，在每个要素

的控制说明旁配有彩色色块，红色的为“必须”控制要素，黄色的为“宜”控制要素，绿色

的为“鼓励”控制要素。每个控制要素都由分析图、文字和代表控制力度的色块三部分组成

（图 10）。 



 

图 10  区域控制导则的成果表达 

 

 

（2）地块控制导则 

地块控制导则以图表为主要表达形式，分为区位示意图、地块指标表、地块图则三大部

分（图 11）。 

地块指标表中包括地块的基本信息，如用地规模、地块编号等；同时也包括地块控制要

素，如用地功能、容积率等。为了进行区分，地块基本信息以白色为底，而地块控制要素以

彩色为底。地块控制要素中红色的为“必须”控制要素，黄色的为“宜”控制要素，绿色的

为“鼓励”控制要素。 

地块图则是通过图示的方式反映地块的控制要求。同样，地块图则就“必须”“宜”“鼓

励”三类控制要素以“红”“黄”“绿”三种颜色为底，分别加以表示。 

 

图 11  地块控制导则的成果表达 

 



4．小结 

成都东村 CBED 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参考了多个国内外优秀的城市设计导则案例，进

行了多轮的讨论和修改，最终形成该导则，其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严谨的层次性 

成都东村 CBED 城市设计导则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将导则分为区域控制导则和地块

控制导则。区域控制导则主要对 CBED 城市设计的空间布局，以及对不同的功能区进行区

域内的整体控制。地块控制导则主要是对不同功能区内每个地块进行要素控制。区域和地块

两个层次的控制既方便了城市管理者对于城市整体空间形态建设的把握、控制和管理，又方

便了设计者对于具体地块的设计控制要求的查询和遵守，具有严谨的层次性。 

（2）合理的弹性 

成都东村 CBED 城市设计导则将各控制要素的控制力度分为“必须”“宜”“可以”三

个等级，并用红、黄、绿三种颜色进行相应的标示，要素控制具有合理的弹性。每个要素根

据需要给予不同的控制力度，既为下一步的城市开发建设预留了弹性空间，又适应了城市未

来的发展变化与需求，便于实现对于城市设计导则的动态修正。 

（3）科学的灵活性 

成都东村 CBED 城市设计导则根据不同区域的重要性不同，对相应要素进行控制的控

制框架也有所区别，这样避免了一刀切。例如，媒体大道是 CBED 重点打造的中轴空间，

是区域整体空间形态的重点，也是区域形象的所在，因此，对媒体大道两侧地块的多项控制

要素进行了较为严格的控制。而对于其他区域，则选取相应的要素进行控制，充分体现了城

市设计导则的灵活性。 

（4）清晰的可读性 

成都东村 CBED 城市设计导则采用文字和图表相结合的表达方式，同时根据不同层面

的控制导则而各有侧重。区域控制导则强调对空间的整体把握，以轴侧的分析图配以文字说

明和效果图片作为参考为主；地块控制导则强调具体地块的建设控制，以图则配合指标表格

的形式为主。两者表达方式既便于对要素控制的整体把握，又便于对具体要素控制内容的查

找，具有清晰的可读性。 

由于我国城市设计导则尚未形成完善的文本、图则和指标等编制体系，没有固定的格式

可以遵循。成都东村 CBED 城市设计导则的编制，旨在建立一套适宜自身开发建设的控制

系统，是一次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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