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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
 概念界定

 类型划分

 项目特征



• 什么是总体城市设计？

• 概念定义：总体城市设计是以城市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全
局性、指导性特点的城市设计，一般在城市整体建成区或者形态功能相对独立的
片区展开，且具有鲜明的服务于规划管理的技术导向。

作为总规专题的总体城市设计特征——小体量，专项化，特色化

总设 总规 总设 总规 总设

独立项目型 总规平行型 总规专题型

总体城市设计的项目编制类型

什么是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
点击此处添加简短介绍。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工作边界
总规中的城市设计

独立总体城市设计与专题总体城市设计对比



总规中的总体城市设计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工作边界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要求更为明确和专业化的工作边界

总体城市规划

人口

总体城市设计专题

交通 生态 设施 空间 产业 特色 土地

空间形态

密度分区

要素控制

活力分布

游憩活动 生态格局

历史格局

商圈中心

文化特色

特色风貌

景观体系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与独立总体城市设计关系

独立型总体城市设计

一、核心特征判断

二、现状问题解析

三、总体格局定位

四、城市总体结构

五、城市空间骨架

六、城市山水骨架

七、城市人文骨架

八、城市活力骨架

九、特色魅力空间

十、三维空间引导

十一、核心地段设计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

一、核心特征判断

二、现状问题解析

三、总体格局定位

四、城市总体结构

五、城市空间骨架

六、城市山水骨架

七、城市人文骨架

八、城市活力骨架

九、特色魅力空间

十、三维空间引导

十一、核心地段设计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工作边界

Southeast University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设计目标
 设计目标特征



专题型总体城市的往往以文化内核作为未来城市发

展的核心，也是城市未来竞争力和特色的体现。

1、文化导向的总体城市格局定位

绿色的空间结构建构，是总体城市设计的重点体系，

设计、控制、引导生态绿地空间是保障城市环境和

品质的必须手段。

2、城绿嵌合的总体形态结构

城市设计的场所空间分析与营造将越来越以人的视

角出发，以人的感受为前提进行。

3、人本主义的场所空间营造

发掘并强化一个城市的特色与魅力是城市设计的核

心目标，更是专题型城市设计的主要目的。

4、特色景观的空间魅力挖掘

总规专题的城市设计设计目标特征

登封 南京

汕头

深圳



LOGO | COMPANY

1、文化导向的总体城市格局定位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设计目标

南京总体城市设计
强调以江南文化古都作为整个城市格局核心
南京具有千年的历史起点，未来应明确以老城为核心的历史文化核

心。同时沿着长江、秦淮河、滁河等历史重要河流流域形成具有文

化内涵的生态特色宜居风貌区，进而强调南京“古都为核”文化格

局。

登封总体城市设计
未来登封城市发展强调国际品牌驱动
拥有少林品牌的登封与其他著名国际城市一样具有国际化发展的潜

力，以龙头品牌带动拳头产品，从中华名城向世界名城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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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绿嵌合的总体形态结构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设计目标

深圳总体城市设计
深圳具备独特的山-海-城的地理空间格局
对比北京、上海、广州三座与深圳城市发展阶段相似的城市，山-海

-城的地理空间格局均难以比拟深圳。深圳，拥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空

间价值潜力，需要我们打造一个可参与的“城市母亲级”的创新生

态空间

汕头总体城市设计
嵌套于山水生态网络中的都市化连绵带
优化贯通市域的交通道路体系主骨架，整合市域、统筹城乡，形成

嵌套于山水生态网络中的都市化连绵带。总体城乡建设空间的布局

与功能结构为“1 心6 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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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本主义的场所空间营造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设计目标

深圳总体城市设计
更绿色、更可持续、更人文以及更多样包容
面向世界的家园深圳

不再以指标开发价值导向，以人为本、尊重乡土文脉的传承、市井

生活的回归、空间多样性的营造以及创新创业活力的培育

南京总体城市设计
基于人本感受的城市活力与品质分析
在对街道视觉感知意向整理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南京是一个拥有

独特的季相景观的城市，栖霞山的枫叶、鸡鸣寺的樱花，都十分具

有特色。所以我们根据季节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植物种类，梳理了一

个潜在的城市林荫道和季相景观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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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色景观的空间魅力挖掘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设计目标

深圳总体城市设计
保育多元的本土特色和城市机能
识别深圳有价值旧建筑和场所，如城中村、特色小镇、传统历史文

化风貌区以及工业遗产地区等。并为这些空间提供产业经济与公共

服务；并加强整体层面的空间管控，兼顾质量效率与本土风貌的维

系。

登封总体城市设计
对城市文化与魅力特色的再定位再梳理
对登封城市空间特色是文化特征“天地之中”，从不同维度进行进

一步阐述，包括地理空间格局、物理环境解析、历史年轮地图、特

色历史资源意象等角度挖掘文化特色魅力内核。



LOGO | COMPANY

4、特色景观的空间魅力挖掘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技术手段 大尺度城市物理环境什么是天地之中？什么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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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色景观的空间魅力挖掘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技术手段 大尺度城市物理环境什么是天地之中？什么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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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色景观的空间魅力挖掘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技术手段 大尺度城市物理环境气流变化极其稳定

我们采集近40年气象航
片，将其转译为卫星热
遥感数据；发现位于嵩
山和箕山之间的登封区
域气候变化极其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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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色景观的空间魅力挖掘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技术手段 大尺度城市物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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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色景观的空间魅力挖掘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技术手段 大尺度城市物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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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色景观的空间魅力挖掘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技术手段 大尺度城市物理环境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工作思路与方法
 专题在总规中的位置

 与其他同级专题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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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总体城市设计在总规中的位置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工作思路与方法

总体城市规划

专题研究 专项规划 区发展规划大纲总规纲要总规文本

总体城市设计
专题



明确总体城市设计与同级专题/专项规划的衔接关系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工作思路与方法

总 体

规 划
城市修补专项规划

人本视角城市发展动力研究

新经济下城市发展动力研究

区域视角下中心城市功能定位研究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与修复专项规划

资源约束下城市规模与应对策略研究

人口规模预测研究

总体城市设计专题研究

历史文化与宜居性研究

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城市公共空间专项规划

人口空间布局专项规划

密度分区专项规划

大数据视角下城市发展研究

社区营造专项规划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

城市绿地系统专项规划

专题研究: 专项规划:

综合交通专项规划



明确总体城市设计与同级专题的衔接关系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工作思路与方法

总 体

规 划
总体城市设计专题研究

城市公共空间专项规划

人口空间布局专项规划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

城市绿地系统专项规划

对接公共空间结构

对接城市活力游憩结构

对接历史资源、轴线、格局，历史城区

对接生态格局、绿地网络结构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技术手段
 分析技术与方法

 设计策略和手段



分析技术与方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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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技术与方法——活力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技术手段

城市动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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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技术与方法——历史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技术手段 城市格局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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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技术与方法——地价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技术手段 城市土地价值

土地价值专项分析

土地价值、二手房价格、写字楼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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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技术与方法——活力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技术手段 城市通勤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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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策略与手段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技术手段

特色风貌三维形态管控

工业集中区、教科研或生态景观次要敏感区以多层为主

临近中心区以小高层为主

中心区以高层为主

中心区核心地带以超高层为主

生态景观敏感区与田园生态保育区以低层为主

地标性摩天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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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技术与方法——活力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技术手段

人工智能城市街景筛选需修补的微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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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技术与方法——活力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技术手段

人工智能城市街景筛选需修补的微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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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技术与方法——活力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技术手段

人工智能城市街景筛选需修补的微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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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技术与方法——活力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技术手段

人工智能城市街景筛选需修补的微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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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技术与方法——活力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技术手段

人工智能城市街景筛选需修补的微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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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技术与方法——活力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技术手段

人工智能城市街景筛选需修补的微空间

乘车观览实景（SPEED：45KM/H） 观览场景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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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技术与方法——活力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技术手段

人工智能城市街景筛选需修补的微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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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技术与方法——活力
专题型总体城市设计的技术手段

人工智能城市街景筛选需修补的微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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