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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城市时代城市建设和管理，对控规阶段城市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城市设计的编制内容利用数字软件的运用，全方位的服务设计、管理及实施

是新时代的需求。文章以道路沿线城市设计实例，从“空间设计多技术应用”、

“规划管理图则控制”与“近期整治实施细化控制”三个方面对城市设计规划编

制方法进行了探索，为相关规划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数字城市；二环线沿线；城市设计  

 

0  引言 

数字城市时代的城市设计成为近年来关注程度最高的编制领域，它运用先进

的数字分析方法，对城市规划在空间形态控制和城市高效管理上进行了有效的引

导。 

1  现状问题 

1.1 在空间设计中缺乏标准和技术平台 

常见的城市设计容易脱离控规的指导，仅从沿街形象的角度出发，形成难以

操作的理想化城市“效果图”。线性城市设计一般只对街道两侧进行建筑及景观

的“一层皮”控制，未从整个区域的高度、强度对交通系统、开放空间等要素进

行统一考虑。同时，传统的城市设计主要在二维图面上进行分析，缺乏对立体空

间模型有效的动态科学分析平台。 

1.2 规划管理操作性较差 

在规划管理中难以进行将此类城市设计运用于规划管理时，由于往往缺乏用

地权属及相关批租信息的考虑，用地难以保证，城市设计的作用大打折扣。同时，

控规阶段的城市设计对城市风貌的控制力度比较弱，往往难以起到控制的作用。 

1.3 近期实施建设指导性不强 



线性城市设计的近期实施往往以道路景观控制为实施先导，常规的城市设计

往往仅是图片式建议，未有针对性的对道路景观特色提出控制，参考性较弱。 

2 解决思路 

2.1 实效性的空间设计 

从规划宏观地域的情况出发，与总体规划、分规及控规紧密衔接，研究发展

策略，实现整体或长远目标，使其具有整体空间的策划性和引导性。运用 GIS

等技术手段进行重点区域、强度集中区域的分析，在空间设计阶段，借助数字空

间动态模拟平台进行全过程互动式分析，从而对区域空间和各类要素进行更加合

理的设计。 

2.2 图则化管理对接 

针对管理需求，强化控制要素。把握城市重点地段，进行分级控制设计，形

成图则。运用三维数字平台，将二维控制转变为三维控制。对重点地块进行公共

开放空间位置及面积、建筑群体组合、建筑退线、景观视廊、建筑开敞度、建筑

高度、出入口设置等控制，同时也加强地下空间利用，建筑形态、风格、色彩、

材质及屋顶设计等引导控制。 

2.3 实施性控制引导 

对开发意图明确的地块做出实施性空间设计，对用地进行梳理，细化储备、

整治等用地类型，提出具体控制要求。运用数字城市三维平台对近期实施的道路

两侧街道建筑景观、绿化景观等整治要求指引示意，为下步景观整治提供城市设

计整体设计要求。 
 

3 面向多元的城市设计的编制方法 

二环线汉口段城市设计控制体系以制定合理的城市设计导致为目标，对该线

性区域建筑和空间环境做整体构思和设计，核心是对区域内城市可开发用地和公

共空间进行整体控制和协调。规划编制要解决整体空间设计、规划管理和近期整

治实施进行全方位的解答。 

3.1 多技术运用强力支撑空间规划 

(1)多途径的现状资料数据 

除了常规的现场调研、问卷调查外，可运用“一张图”数字审查系统，核查

用地范围内所有土地的权属、批租划拨、中小学布点、城中村综合改造规划等相

关信息，对用地情况进行总结。以这些资料为基础，按照城市设计所要表达的功

能与空间意象对地块属性进行细化。对于应形成重要景观的区域，或宗地面积低

于最小用地单元的地块，进行对地块土地打包，整体设计。这样，既能保证城市

建设的可实施性，同时避免形成景观改造式的“一层皮”的城市设计。（图 1） 



 

图 1  用地情况分析图 

（2）技术辅助规划策略分析 

可运用 GIS技术，在核心区域判断，对用地价值进行“适宜度评价”。通过

土地提升、交通可达以及设施齐备三个方面进行赋值叠加分析,对控规导则中的

用地性质在本范围内进行细化和补充。终极要素叠加分析后，得出最易形成更易

形成功能复合的商业服务或公共活动聚集区分布情况。同时，也可以运用 GIS

技术来进行高度聚集区的分析，确定立体空间形态高度分区模型。（图 2） 

 

图 2   适宜度评价图 

在对地铁站点开发方式的规律总结，对以 TOD 开发模式下，武汉市不同地

区的开发情况进行研究，重点分析其公共交通站点的站点类型和各个功能的配比



情况。在对武汉市现状各大综合功能区的功能配比研究基础上，提出对规划范围

内八个站点的主导功能定位和相应的功能配比。（图 ） 

 

图 3  规划轨道线路及站点 

 

表 1  各种物业类型配比

 

通过 GIS等相关技术分析，明确城市重点发展区域，确定“工字型”律动环

线，多节点铆固五区的规划结构。（图 4） 

 

图 4  规划结构图 

（3）数字三维全程模拟设计 

数字三维空间模拟平台的运用使城市设计将控规指标的控制转化为直观的

空间形态，可便捷的进行验证和分析。在空间设计前，可在平台内提取规划范围



内现状空间模型，对现场调研进行资料补充，从区域整体出发分析现状空间问题。

设计过程中可辅助方案比选，实现动态仿真分析。 

通过将方案 cad输入平台，随即可获得空间模型，直观的进行方案的比较和

调整。在完善建筑空间关系，确定标志性建筑高度，强化建筑视线通廊等方面进

行调整，以获得最佳空间效果。（图 5、图 6） 

 

图 5 方案素模过程快速对比调整 

 

图 6  仿真模型多方案比较 

动态分析在线性城市设计中尤为重要，可以不同速度设定三维动态画面沿主

干道方向前行，分析人行、车行不同的空间感受，以强化重要景观地段要素控制。

（图 7） 



 

图 7  数字三维路段展示 

3.2 实施规划管理中的创新 

城市设计成果的导则是为规划管理服务的，为考虑层级控制，导则从构成上

分为整体、区段、重点地块三个层次。传统重点地块细则控制，往往是用地功能

布局、交通组织、景观结构、步行漫游系统、建筑意向及空间示意等控制分析示

意图与细则要素控制图（包含控制性及引导性要求）共同完成对重点地块的细则

控制。其问题在于细则要素控制图集中在一张图中表达，重点不够明晰突出。 

为了进一步方便规划管理，在传统细则控制基础上，进行了一定补充和完善。

多图分类控制，将细则控制要求分解至四项专类控制，基础性指标、控制性要求、

引导性要求、社会性要求；统一编码控制，以主城区分区编码为一级编码，与法

定性规划在编码上统一，便于查询。数字分析控制；运用数字三维，将细则控制

通过三维形象化显示，便于控制；人本化控制，在导则控制要求的基础上，增加

了社会性要求控制，包括安全性、可达性、参与性和主题性控制。（图 8） 

 



 

 

 

图 8  细则控制运用数字化表达与人本化控制 

3.3 近期整治实施中的细节控制 

在近期道路沿线景观整治实施中，根据不同路段定位统一风格。运用数字三

维技术，将城市设计控制要素库与三维平台相结合，数字三维模型库。重点对街

道界面、沿线铁路界面及重要节点进行控制。注重规划的延续性，近期整治与长

期开发有机结合。展现主题丰富、层次多样、特色鲜明的动态现代化城市景观特

色。同时，配合高效的交通组织，实现快速交通服务和景观功能最大化。  



在土地整理中，对在待建项目、城中村改造情况进行沿街景观控制，设置临

时绿带进行遮挡，将拟储备地块及整治地块按路段整体设计控制要求进行图则控

制。 

沿街建筑立面景观，指建筑边线以内的里面景观，包括沿街门面、建筑立面、

第五立面等，区分各个功能类别的建筑，针对特点及重点程度提出相应整治策略；

慢性环境，指车行道边线至建筑边线之间的环境，包括人行环境、自行车环境、

道路景观绿化、街道设施、景观小品等，根据每个路段的风格，进行特色设计，

并确定各类设施布点；快行环境，指车行道范围内的景观环境，包括高架桥面环

境、隔音防护板、桥下景观环境、隧道灯光设计等，营造丰富且有序的路段景观

环境。（图 9  ） 

 

图 9  典型路段整治实施断面 

 



 

图 10  数字三维模型要素控制 

 

4 结语 

随着建设活动日益增加，城市规划的引导调控作用加强，数字三维软件支撑

下的控规阶段的城市设计作用显得非常重要。在编制体系中，此块内容仍需不断

完善。城市设计在实际的管理运作中，也逐步转化为规划管理的工具。本文通过

实例对数字城市时代城市设计运用数字技术方法进行分析探讨，望能给同类城市

设计的项目提供参考。 

 

 

Discussion on city design method of Digital City Times 

——Taking Urban Design of Along Second Ring Road in Wuhan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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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ra of digital city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city,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he design of regulatory stage city. The contents of city design 

with the use of digital software, service design, a full range of management and 

implementation is the demands of a new age. Taking the city design along the road for 

examples, from the "space design technology", "planning administrative map control" 

and "the recent regulation implementation of refinement control" three aspects of the 

design of city planning methods are explored, providing some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plann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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