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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IS视线分析的城市建筑高度控制研究
——以河池城西新区为例

代志宏,白 胤*

内蒙古科技大学 建筑学院, 内蒙古 包头 014010
摘 要: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为避免“千城一面”的出现，城市风貌显得尤为重要。而城市建筑高度（天际线）是

影响城市风貌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对建筑高度控制方法进行探究。针对自然优美山水格局的县城，在已有的城市

整体高度控制办法基础上，运用 GIS分析平台，通过“基准模型+修正模型”的研究方法，系统探究河池城西新区建

筑高度控制方法，为其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中的建筑高度控制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以及为同类别的城

市建筑高度控制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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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Height Control of Urban Building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GIS Sight

——Taking the New West District in Hechi Ci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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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in order to avoid the emergence of "one side of a thousand cities", urban styl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 urban building height (skyline) is the key factor affecting the urban landscape, so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trol method of building height. Aiming at the counties with natural and beautiful landscape pattern, based on

the existing methods of urban overall height control,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method of building height control

in Hechichengxi New Area by using GIS analysis platform and the research method of "benchmark model + revised model",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controlling the building height control in detailed planning and

urban design. It also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height control of similar urban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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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城市的快速发展，高层建筑的出现造成了对城市背景山体景观的阻挡，影响自然山体

与建筑形成的天际轮廓线，导致城市原有的自然山体景观特色消失。城市整体建筑高度控制是城市

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探讨城市建筑高度控制的方法具有较强的

现实意义与重要研究价值[1]。目前国内外对城市建筑高度控制研究的常用的方法主要有分区控制法、

天际线定量分析法及眺望控制法，这些研究方法均是控规体系内建筑高度指标制定的重要依据[2]。

随着 GIS技术的发展，利用 GIS技术进行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中建筑高度的控制研究已然成

为可能。本论文以保护且合理利用自然山体景观为初衷，重点在于如何利用现有的基础数据在 GIS
10.2技术平台上，分析研究县城内建筑高度的控制，从而满足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对建筑高

度控制的要求。

1 城市建筑高度控制研究方法体系的建立

在当前的城市建设中，城市迅速发展，开始逐渐出现城市建筑高度控制研究的方法。目前，我

国城市规划领域中采用较多的高度控制方法是分区控制法、眺望控制法和天际线定量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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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控制法是目前我国最常用的一种建筑高度控制研究方法，此方法首先是确定其研究区域，

然后在其周边划分若干个控制区域，在每一个控制区域内确定其建筑控制高度。在研究划分控制分

区时，往往以仰视角度作为参考依据，如图 1 所示。用不同的仰视角度，计算出其控制面，以作为

不同控制区域内建筑高度的最高值，从而得到分区域的建筑高度控制值[3]。

眺望控制法是从观测点瞭望景观区域时视线不受任何遮挡，对视线区域内的建筑高度进行控制，

从而得到视线区域内的建筑控制高度值，如图 2所示。

天际线定量分析法：香港为保护维多利亚港两岸重要的山体山脊线景观，在其《规划标准和准

则》中，提出了“要对维多利亚港两侧的建筑高度进行控制，以保护维多利亚港两岸的重要山脊线景

观。从两岸主要人流汇聚的瞭望点观察到山脊线应维持一个‘不受建筑物遮挡地带’。指引建议设立一

个 20%至 30%山景不受建筑物遮挡地带”[4]，如图 3所示。

本文的建筑高度控制研究，借鉴已有的城市建筑高度控制方法的经验，结合城市的自然山水格

局，提炼出以“基准模型＋修正模型”为特征的研究方法体系[5]。首先，考虑县城内自然山体景观对城

市建筑限高的重要影响，运用 GIS软件作为技术支撑，建立良好城市景观廊道的基准模型。其次，

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景观美学原则以及考虑其现状建筑状态等限制条件，对基准模型进行局

部修正，形成优美生动的天际线，从而建立城市高度控制的修正模型，使其更加符合城市现实条件

和各种规划意图。

2 研究区域的现状概况

城西新区地处河池市中心区西南，位于肯研河流域，北邻河池市科研文教区，南至河池市六圩

镇肯研村，为河池市西南出入的主要门户。规划区东西两侧为绵延的山体，区内依山傍水，青山半

抱，肯研河纵贯南北。兰海高速位于城西新区南侧，新区内建设完成的城西大道纵贯南北，323国
道横穿东西，交通区位条件十分优越。通过梳理现状情况，总结出目前规划区范围内城市面临的问

题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自然山水环境利用不够充分。城西新区的地势东南高，西北低，中部肯研河穿城而过，

新区两侧具有优美的自然山体景观资源。但分析现状情况，城市天际轮廓线单调乏味，缺乏变化，

建筑竖向起伏平缓，而且城区与山水之间的关联较弱。

其二、新建建筑布局缺乏规划，未考虑协调新城与旧城关系。目前，城市发展迅速，城西新区

渐渐出现少许中高层建筑，在以低层、多层建筑为主的城西新区呈现孤点式、散乱的布局状态，对

原来的城区风貌构成威胁。

其三、滨水空间建筑高度缺乏引导。现状肯研河两岸的建筑布局待于整合，且建筑高度不一，

城市的开放空间、滨水空间、景观视线都缺乏整体布局设计。

3 河池市城西新区的城市建筑高度控制图制作

3.1 基准模型——操作步骤

3.1.1 基础数据准备 基础数据准备主要是通过对现状基础地形资料、现状建筑 CAD资料以及研究对

象相关的规划控制要求等内容进行总结梳理，提炼出对本文建筑高度控制研究有用的数据资料，整

图 1 以仰角为依据的分区控制法
Fig.1 Subarea control method

based on elevation angle

图 2 简单眺望控制法
Fig.2 Simple overlooking

control method

图 3 香港的建筑高度控制城市设计导则
Fig.3 Urban design guidelines for high
control of buildings in 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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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成文件夹留作备用。

本次研究首先确定建筑高度控制区域范围，为河池城西新区，研究范围为 578.67 hm2。了解城

西新区的现状规划布局情况，利用已有的现状 CAD图纸，对不同层数高度的现状建筑进行图层梳理，

以便后期输入到 GIS 平台中建立现状建筑模型，之后通过梳理现状地形图 CAD 整理高程点，导入

GIS 地理信息系统，制作现状场地模型，在此基础上叠加现状建筑模型，制作现状模型，为之后的

GIS研究分析提供一定的基础资料。

3.1.2 选取观山点与瞭望点 根据现有城市建设情况，控制城市中的建筑高度，首先应合理选取观山

点与瞭望点。保护自然山体景观资源，明确周边可观的山体及其风貌特色，保证山体景观在城市开

放空间中不受建筑的遮挡,这些城市开放空间即可作为瞭望点,主要包括城市的公共空间、主要道路交

叉口、以及与山体景观之间的视线廊道[6]。也就是说,在对自然山体景观保护的条件下,应选取对视线

具有导向作用且视线大量汇集的活力节点作为观山点和瞭望点。本文选取的 4个观山点与 10个瞭望

点如图 4、图 5所示。

图 4 观山点位置 图 5 瞭望点位置
Fig.4 Observation point position Fig.5 Lookout position

3.1.3 制作通视分析，筛选合适的瞭望点 结合城西新区山体地形对各个瞭望点进行可见性分析，并

沿地面高度起伏整体抬高 1.65 m以模拟人眼视高，从而使结果更加真实。通过 GIS 模拟构建可视廊

道，以可见山体的山脊线 20%作为判断依据，结合 GIS制作的现状模型对山体视廊进行筛选，从而

获得合格的瞭望点。

首先，利用 GIS软件中的天际线工具，基于地表面生成瞭望点观察到的山体天际轮廓线。同时

利用要素折点转点功能生成天际线多个折点，再赋予天际线上每一个折点高度值 h，使每一个折点

向下偏移高度值 0.2 h，利用 GIS中的构造视线功能，将偏移后的点与瞭望点连接得到视野面上的建

筑高度控制线[1]，用偏移后的高度控制线与现状建筑建立通视分析（红色为不可见，绿色为可见），

以此来判断哪些为合格的瞭望点。筛选结果如下：

可见瞭望点：瞭望点 1、瞭望点 2、瞭望点 3、瞭望点 4、瞭望点 5、瞭望点 6、瞭望点 7、瞭望

点 8、瞭望点 9。
不可见瞭望点：瞭望点 10。

图 6 瞭望点的通视分析
Fig.6 The view analysis of the lookout point

3.1.4 制作 GIS建筑高度控制模型 运用 GIS软件中的创建 TIN功能，利用瞭望点与可观山体 20%山

脊线形成的视线，如图 7所示，生成一个建筑高度控制面。利用 GIS中渔网功能，建立点图层，使

其生成与控制面一致的高程 h1及生成与地表 TIF 模型一致的高程 h2，之后进行减法运算（h2-h1），
从而得到单一瞭望点控制区域内的建筑高度值[7]，利用 GIS 软件中的可视化效果，制作出单个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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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控制高度图纸，以瞭望点 2为例，结果如图 8所示。

图 7 利用视线进行建筑高度控制的示意图

Fig.7 A schematic diagram of building height control by using line of sight

图 8 瞭望点 2的通视分析及建筑限高图

Fig.8 The general view analysis and the building limit chart of the lookout point 2
按照上述方法，利用Modelbuilder模型，依次对城西新区剩余的 8个瞭望点进行模拟计算，从

而得到剩余 8个瞭望点的建筑高度控制方案，如图 9所示。运用 GIS系统中的合并功能，对 9个建

筑限高方案的结果进行综合计算，再通过 GIS中的空间连接功能，得到城西新区基于视线分析的建

筑高度控制方案[8]，如图 10所示。

图 9 剩余瞭望点的通视分析以及建筑限高图 图 10 GIS制作的建筑限高模型
Fig.9Visualanalysisoftheremaininglookoutpoints Fig.10Building limitmodelmadebyGIS
andbuildingheight limits

3.2 修正模型——天际线修正

通过利用 GIS软件进行定量化的研究分析，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建筑高度控制图纸，它是一个

较为理想状态下的高度控制方案。但在实际规划工作中，城市建筑高度控制除了和城市山体景观有

关，还与实际的现状建筑高度、规划建筑的设计、规划土地性质等因素有关，同时还应考虑城市优

美的天际轮廓线。因此，基于河池市城西新区的实际建设情况与景观美学原则的基础上，本次研究

进行以下模型修正[9]，如图 11所示。

图 11 瞭望点 8的天际线修正
Fig.11 The correction of the skyline of the lookout poin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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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最终制作的城市建筑控制高度图

综合考虑多个影响建筑高度的因素，本文最终制作出城西新区城市建筑控制高度图。利用 GIS
的视线分析得到的建筑限高图纸，其准确性直接影响最后制作的城市建筑控制高度图纸。在得出多

个瞭望点的视线控制建筑限高图后，需要通过 GIS 的合并、空间连接等工具对数据进行汇总整理，

并且对其进行可视化效果表达，从而形成了整个城市的建筑高度控制图。同时，考虑现有建筑高度

与景观美学原则对天际线的要求，对基础模型进行修改，对不能满足要求的建筑高度加以修正，直

到满足其天际线的要求，如图 12所示。

图 12 最终制作的城市建筑控制高度图
Fig.12 Final design of urban building control height map

4 结 语

目前我国城市发展迅速，为了避免出现“千城一面”现象，城市的风貌特色具有较强的重要性，

而城市建筑高度是影响城市风貌特色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 GIS 平台提出了“基准模型+模型修正”
的研究框架，其意义在于综合城市现状山体景观资源的保护利用，提出了基于 GIS的山体景观视线

控制城市建筑高度的可能性，并通过定量的方式获得了数据化的成果，使城市空间的发展更加科学、

客观和有据可依。基准模型的意义在于建立城市建筑高度控制的发展趋势，而修正模型在于将基准

模型的建筑高度发展趋势结合景观美学原则与现状建筑情况进行合理修正，从而形成具有自然生动、

层次丰富城市天际线的城市建筑限高意向图，以为其控规与城市设计中的建筑高度提供一定的参考。

因此，基于 GIS平台的山体景观视线控制建筑高度的研究方法，对山水格局的城市建筑高度研究具

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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