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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方向：表征城市形态的新指标
□

龙

瀛，沈振江，毛其智

［摘

要］ 地块组成街区是城市形态的重要特征之一，地块的变化可以作为城市形态时空分析的手段。

基于北京市中心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地块方向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北京城区的路网可划分为规
则、斜方向、混合和自然四类，这些类型和地块方向密切相关；地块方向与地块的周长、面积和紧凑
度等其他指标相关性较小，具有独立性；地块方向存在空间分异，局部地块方向分布规律与整体也不
同；地块方向可用于评价规划方案对原有城市形态的继承程度，识别规划方案中扭转了原有城市形态
方向的地块的分布。
［ 关键词］ 城市形态；地块方向；北京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００２２（２０１０）０４－００２５－０５ ［中图分类号］ＴＵ９８１ ［文献标识码］Ｂ

Parcel Direction: A New Index of Measuring Urban Form/Long Ying, Shen Zhenjiang,
Mao Qizhi
[Abstract] The parcel direction, as a spatial index to evaluate the urban form in parcel scale, is currently paid
less attention in the urban morphology domain. We calculated the parcel direction of the historical urban form
of Beijing in 1947, followed with the comparison of the historical and planned forms using the proposed index.
The demonstrated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The urban form in terms of the parcel direc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including normal, slanting, mixed and ecological types. The parcel direction index is not
correlated with the perimeter, area, or compactness indictors of the parcel. The parcel direction is explicitly
spatial heterogeneous, and its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of the parcel direction within the entire study area
varies from that of local parts. Therefore, the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of the parcel direction can be adopted
to examine the urban form. The parcel direction can be utilized to evaluate to what extent the planned form
inherits the historical form via comparing the parcel direction index of the two forms.
[Key words] Urban morphology, Parcel direction, Beijing

１ 引言

中的城市形态分析，是对从土地利用或使用
方式角度分析城市形态及其变化的一种补充。

地块方向可以作为一项新的研究地块层

本文试图分析道路网的变化带来的地块方向

次城市形态的指标，用于表征城市的空间形

的变化，如在城市的新区开发与旧区改造过

态，通过分析该指数的空间分异可对不同地

程中，对道路的走向和宽度、地块的布局等都

区的城市形态进行对比。通过现状地块和规

重新规划，进而可能会改变建筑的朝向、建筑

划地块的方向对比，辅以地块大小的变化，可

与道路的关系（图 １），相比于延续原有形态的

以识别城市规划对城市形态的改变程度。地

方向，可从地块的角度分析其使用方式对城

块方向是从地理学角度对地理空间的几何特

市建设的利弊。

征进行分析的指标。将其运用于城市规划学

地块是城市形态分析的基本单元，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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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城市形态方向改变示意图与照片

图２ 地块方向定义示意图

注：左图中的红色斜向地块为规划布局，其余为现状地块和基础设施；右图中的蓝线为原有地块方
向，红色为根据规划改造后的地块方向。

的面积、周长等指标一般侧重于地块

东（Ｅ），９０°表示正北（Ｎ），－９０°表

长边（删除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计算的

几何特征的分析，另外在经济学上也

示正南（Ｓ），具体计算方法如公式 １ 所

效率），生成 ＰａｒｃｅｌＬｉｎｅＴ２ 图层（该

有对地块区位的分析，但对地块方向

示：

图层记录了每个地块的最长边）。

这个指标一般都不涉及。在 ＧＩＳ 方面，

（３）针对 ＰａｒｃｅｌＬｉｎｅＴ２ 图层，

Ｍａｎｉｒｕｚｚａｍａｎ 等提出了地块的紧凑

添加起点和终点的 Ｘ 和 Ｙ 坐标的字段

度指标，分析了其分布，以及紧凑度

ＦｒｏｍＸ、ＦｒｏｍＹ、ＴｏＸ 和 ＴｏＹ，并根据

指标和土地用途变迁的关系［１］ ；Ｘｉｅ

线的端点坐标计算其数值，添加 Ｄ 字

和 Ｙｅ 提出了一种城市形态时空变化

段用于计算方向，利用公式 １ 得到每

的方法 ＣＴＳＰＡ，从数量、形状和尺寸

条线段的方向 Ｄ。
（４）Ｐａｒｃｅｌ 图层增加属性字段 Ｄ，

３ 个方面对城市形态的时空变化特征
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是并不涉及方向
这一指标的探讨

［２］

；在城市规划中，

面积等指标在容积率、建筑密度的计

其中，ｌｅｎｇｔｈ 为线段的长度计

表示地块的方向，采用 Ｊｏｉｎ 命令，根

算函数，ｙ 表示顶点的纵坐标，ｘ 表示

据 Ｐａｒｃｅｌ 图层的 ＰａｒｃｅｌＩＤ 字段和

顶点的横坐标。

将 ＰａｒｃｅｌＬｉｎｅＴ２ 图层的 ＰａｒｃｅｌＩＤ
字段作 Ｊｏｉｎ 操作，得到 Ｐａｒｃｅｌ 图层

算方面是有作用的，边数则反映了地

每个地块的方向，完成地块方向的计

说，关于地块方向的研究，在各个领

２．２ 计算方法
为了对地块方向进行计算，研究
组采用 Ｐｙｔｈｏｎ 脚本语言基于 ＥＳＲＩ

域并没有先例。因此，本文是针对这

ＡｒｃＧＩＳ 的Ｇｅｏ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开发了用于

布）不同，不便于采用矢量数据格式

一研究空白进行的初步阐述，主要对

计算地块图层的 ＰＡＲＣＴＩＯＮ（ＰＡＲｃｅｌ

进行地块方向变化的评价，所以选用

地块方向的概念、计算方法和应用进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工具，可以便捷地实现地

栅格数据格式。任一空间位置的地块

行介绍。

块方向的计算。计算过程如下：

方向的变化如公式 ２ 所示：

块形状的复杂程度，但目前并没有研
究给出地块方向这一指标。总体上来

算。
因开发前后地块范围（即空间分

（１）将地块图层Ｐａｒｃｅｌ（Ｐｏｌｙｇｏｎ，

２ 概念、计算方法及计算实例

ｓｈａｐｅｆｉｌｅ 格式，具有 ＰａｒｃｅｌＩＤ 属
性，表示地块的编号）转换为线状图

２．１ 概念
地块的几何形状不统一，以四边
形居多，作为一种特殊的多边形，可
以以构成地块的最长边的方向作为地
块的方向 Ｄ（图 ２），其范围为 －９０°～
９０°（包括 －９０ °和 ９０°），表示偏
离正东方向的度数，其中 ０°表示正

26

层 ＰａｒｃｅｌＬｉｎｅ，并对其建立拓扑关
系，基于节点（Ｎｏｄｅ）对线进行分割，

其中，Ｒ ｓ ｋ 表示原地块个体，Ｍ 表

生成图层 ＰａｒｃｅｌＬｉｎｅＴ（该图层包括

示原地块总个数，Ｒｓ 表示原城市形态，

了 ＰａｒｃｅｌＩＤ 属性）。

Ｐｅ ｋ 表示变化后的地块个体，Ｎ 表示变

（ ２ ） 基于 Ｐ ａ ｒ ｃ ｅ ｌ Ｉ Ｄ 字段分析

化后的地块总个数，Ｐ ｅ 表示变化后的

ＰａｒｃｅｌＬｉｎｅＴ 图层，识别每个地块的

城市形态，而Ｒｉｊ ｓ 和 Ｐｉｊ ｅ 表示转为栅格

最长边，并将其进行标记，删除非最

格式后的 ｉｊ 单元。鉴于方向变化大于

９０°，可以用其反角表示，因此最终的

关性分析，发现地块方向与地块的周

穿过，两侧的地块的走向与高速公路

数值为 ０°～９０°（包括 ０°和 ９０°）。

长、面积及紧凑度指标的相关度较低。

走向相关性较大，如望京地区、方庄

由此可见，地块方向是一个相对独立

地区和八达岭高速两侧地区（ 前门地

地反映地块几何特征的指标。

区的斜向胡同也属于这种特征，主要

２．３ 计算实例
基于地块方向的定义和计算方
法，针对《北京市中心城控制性详细
规划（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的规划地块分
布数据，计算所有地块的方向，对计
算结果进行分析，分析分布规律及其
与其他反映地块指标之间的关系。规
划方案共包括 ２４ １６３ 个地块，总面积
为 ９２３．２ Ｋｍ ２ （不包括地块之间的道
路面积），空间分布如图 ３ 所示。
规划地块方向的计算结果如图 ４
所示，方向平均值为 －１１．３３°，标准
差为 ５５．６７°（表 １），可以看出方向
为近南北向（９０°或 －９０°）或东西向
（０°）的地块较多，主要位于中心地
区。其他方向基本呈平均分布，主要
分布于中心地区外围的边缘集团。将
计算所得的 ３ 个地块方向指标与地块
的面积、周长、紧凑度等指标进行相

由历史原因造成），这些区域的放射

３ 利用地块方向表征城市形态

状城市形态是现代城市规划的产物，
旧城较少，而根据城市规划新建的外

根据地块方向的计算结果可以

围地区较为普遍；规则城市形态（Ｖ１、

看出，该指标在整个研究范围内具有

Ｖ２）一般延续了北京城市原有的格网

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因此，不仅要

状肌理，方向多为东西或南北走向，

评价整体区域的地块方向分布特征，

地块方向的差异较小；混合城市形态

还要评价局部子区域的地块方向的

（Ｍ１）主要为烟袋斜街和前门斜向胡

分布特征及其间的差别。局部的城市

同等地区，这种城市形态的特征是斜

形态从地块方向的特征可分为自然、

向和规则的城市形态并存，地块方向

斜向、规则和混合的城市形态等四种，

的差异较大。综合来看，可以认为地

每种城市形态至少选取一种典型区

块方向和道路网密切相关，都对城市

域进行分析（图 ４），其中自然城市形

形态有很大的影响。

态（Ｎ１、Ｎ２），主要为西山地区，用地

全部地块和各个子区域的地块方

类型为林地或城市绿地，地块形状较

向 的 空 间 分 布 及 其 直 方 图

不规则（紧凑度指标较小）；斜向城市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如表 １ 所示，可以看出

形态（Ｓ１、Ｓ２、Ｓ３、Ｓ４）的特点是都

每一类城市形态的地块方向的直方图

有放射状的城市快速路或高速公路

有很大不同，并与整体的分布有差异。

图３ 北京市中心城全部规划地块分布图及局部规划地块示意图

图４ 规划地块方向计算结果
注：图中编号及边框为典型地区，具体见表 １

图５ １９４７年历史形态的地块方向计算结果

图６ 地块方向被扭转的地块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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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一类城市形态区域内的地块数据
作为独立样本，假设这四类独立样本
没有显著差异（Ｈ０），对其进行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检验，近似显著
性概率为 ０．０００，故推翻原假设，认
为不同城市形态在地块方向上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证明不同类型城市
形态的地块方向指标在统计分布上存
在显著差异。地块方向与道路网形态
有很大的相关性，可以用于评价不同
的城市形态，因而建立该地块指标可
以基于地块单元评价城市形态，在研
究上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平均值和
方差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于表达地块方
向的多样性，其可以作为城市形态多
样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个范围内
地块方向的多样性越大，这个地区的
城市形态就越丰富。
为了对规划城市形态与历史城市
形态进行地块方向的影响分析，根据
北京的历史地图，对北京城区的历史
城市形态进行初步识别和分析，并对
其地块的方向进行计算。本文选取
１９４７ 年（民国 ３６ 年）的北京地图用于
与上文提到的规划城市形态的方向进
行对比。对历史地形图进行数字化处
理，鉴于当时的城市建设空间较小，
更多的为农田，假设以道路网围合而
成的土地作为地块，地块方向的计算
结果如图 ５ 所示，地块形状相对规划
地块更为不规则，除目前的旧城范围
的地块多为近东西向或近南北向外，
外围地区的其他地块并没有完全主导
的方向。
根据公式 ２ 计算规划形态和历史
形态的地块方向差值（鉴于历史城市
形态和规划城市形态的空间范围并不
一致，因此选择两者的交集作为城市

定义，方向发生扭转的地块分布如图

需要说明的是，在规划方案制定中，

形态对比分析的范围）。考虑到北京的

６ 所示，总面积为 １８５．６ ｋｍ （占分析

针对斜向的高速公路或主干路两侧的

地块较为规则，多为东西向或南北向

范围的 １９．０％）。从地块方向的对比

次干路、支路的走向，交通规划师一

的实际情况，当方向差为 ３０°和 ６０°

结果可以看出，发生方向扭转的区域

般选用垂直相交的形式，因为这样符

时，地块方向就发生了变化，认为这

主要有三类：历史遗留地区、生态用

合现有的相关设计规范。但这种形式

一部分地块的原有和规划的道路网城

地地区及近年来新建的放射状快速路

却缺乏灵活性，且容易出现三角地块。

市形态不一致（即被扭转）。根据这个

两侧。针对地块方向被扭转这种情况，

针对这一问题，可以通过修改设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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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地块方向存在空间分异，局
部地块方向分布规律与整体也不同，
北京市的地块方向的不同分布在很大
程度上源于不同的道路网，因此宏观
上可以和道路网一样反映城市形态的
特征，在研究上具有潜在意义。例如，
地块方向可用于评价规划方案对原有
城市形态的继承程度，识别规划方案
中扭转了原有城市形态方向的地块的
分布，进而从地块方向角度进行规划
方案的定量评估。
地块方向作为描述城市形态的一
个新指标，与城市道路网密切相关，
对城市形态分析有显著作用，城市规
划在考虑地块面积、紧凑度等指标的
同时，如果考虑地块方向这一指标，
有望从地块几何特征的角度分析和评
价规划对原有景观格局的影响。
（ 北京大学城市和区域规划系李昊同
学协助对历史形态数据进行了预处理，中
国一航 ６ １ ３ 研究所的龙尤同学协助进行了
地块方向分布的非参数检验，在此一并
表 示 感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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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灵活处理，如可划定部分梯形地块

义，并应用于北京市的地块方向时空

来解决斜交问题，这在现有的城市旧

动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区比较常见，但在新区却极为鲜见。

４ 结语

（１）从地块方向指标来分析，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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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和紧凑度等指标相关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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