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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我国的城市色彩研究处于初步 阶段, 在许 多领域尚 待破题。 推进城 镇化进 程, 使城 市色彩 研究

更具紧迫性, 同时提供了重要平台。城市色 彩建设 的关键 是要把 握好总体 定位和 主色调, 走 个性化 、
特 色化
之路。推进城市色彩建设, 核心是在搞好总 体规划 的基础 上, 坚 持整体 协调、体现 变化、柔美 和谐的 原则, 并
确保规划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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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市规模超高速发展, 城市建筑及城

划。20 世纪 50 年代, 在欧洲开始出现了专门为建

市家具数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城市的色彩关系

筑色 彩进 行规 划和 设计的 公司。1961 年和 1968

能否理顺、
体现特色, 是城市有无个性和魅力的重要
方面。重视城 市色彩规划在城 市建设中的重 要作

年, 法国巴黎规划部门完成了对大巴黎区规划的两
次调整, 80 年代更是将色 彩规划作为政 府条例颁

用, 遵循合理的原则对城市色彩进行科学规划, 采取

布[ 1 ] ( P16) 。1970 年, 世界著名 色彩大师让 菲力浦
郎科罗创立了色彩地理学。此后的几十年间, 日

有效的保障措施, 切实推动色彩规划的实施, 营造和
谐、
舒适、特色鲜明的城市色彩风貌, 改善城市人居
环境, 已成为国内城市亟待解决的紧迫课题。

一、城市色彩研究历史进程
城市色彩, 是指城市公共空间中所有裸露物体
外部被感知的色彩总和, 由自然色和人工色( 或称为
文化色) 两部分构成。自然色是指城市中自然形成

本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开始科学有序地运用城市色彩
规划。20 世纪 70 年代, 日本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
具有现代意义的 东京城市色彩规划 [ 1] ( P17) , 至今日
本城市色彩研究位于世界前茅。20 世纪 80 年代英
国伦敦为泰晤士河岸各节点做出了色彩规划方案,
使泰晤士河岸色彩得到了理顺。从 1981 年开始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 挪威朗伊尔进行了色彩规划, 使

的色彩, 如裸露的土地 ( 包 括土路) 、山石、草坪、树
木、
河流、海滨以及天空等。人工色指人工产物的色

得这个以煤矿产业为主不起眼的小城市一跃成为挪
威重要的旅游城市。现今国际上比较成熟的颜色体

彩, 包括所有地上建筑物、
硬化广场路面、
交通工具、

系有美国的 M UN SEL L 、瑞典的 N CS 以及日本

街头设施、行人服饰等。其中尤以城市建筑色彩以
其永久性、
固定性、大量性、复杂性广为人们感知和

的 P. C. C. S 等。这些国家的标准颜色体系被广泛
地应用在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而意大利、
法国、

关注。

日本等国的城市色彩规划形成各自流派, 其理论架

现代城市色彩规划建设始于 19 世纪意大利都
灵。1800 至 1850 年间, 都灵市政府委托当地建筑

构、
研究方法、
色彩模式成为现代城市色彩研究的基
础和典范。

师协会( Consig lio deg li Edili) 对城市色彩进行全面

我国的色彩研究起步较晚, 主要是对西方色彩

规划设计。随后, 欧洲其他国家的许多城市也效仿
都灵色彩建设的方法, 对城市色彩进行了系统地规

研究理论的引入和借鉴。1994 年完成了中国颜色
体系课题, 并随后 形成了 国家标 准 GB/ T 15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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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中国颜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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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中国建筑颜色的

人才、
惠民生, 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附加值。挪威

表示方法 研制成功, 并以此为依据推出了 中国建

朗伊尔城是个 靠近北极一年四季被白 雪覆盖的城

筑色卡 。 中国建筑色卡 是按照确定的颜色量值
制成的颜色实物标准样品, 它不但具有严谨的颜色

市,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了城市色彩建设, 经
过长达 20 年的不懈努力, 使其变成了色彩靓丽、环

数量值, 是表述中国建筑颜色的科学化、
现代化的国

境优美的观光圣地, 由此带动 了整个城市经 济、文

家标准工具, 而且使中国的建筑色彩标准适时地迈

化、
旅游等产业的迅猛发展。法国的巴黎、
荷兰的阿

向了国际化的轨道, 是我国建筑色彩研究新的里程
碑。从实际操作层面上看, 我国的现代城市色彩规

姆斯特丹、
奥地利的萨尔茨堡、
丹麦的哥本哈根都具
有特色鲜明的城市色彩, 使这些城市举世闻名, 每年

划始于 2000 年初, 北京市大规模清洗粉饰城市建筑

吸引数以万计的旅游观光者, 促进了饮食、住宿、购

物外立面, 引发了学术界和广大群众关于城市色彩
的讨论, 并得到北京以外其他城市的关注。随之, 南

物、
娱乐、
交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 三) 适宜的色彩可 以彰显历史文 化和城市功

京、
厦门、杭州、哈尔滨、
温州等城市先后制定了城市

能。色彩与城市同生共长, 色彩本身就是一个城市

色彩规划, 并确立了城市主色调。目前许多省会城

历史的积淀, 也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北京

市已开始对色彩规划进行研究, 并着手推进规划落
实。但一些中小城市在色彩规划研究上明显滞后,

皇城的金黄色屋顶和紫红色城墙, 代表中国封建社
会皇权的至高无上, 形成了独特的 皇城根儿 文化。

成为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

苏州的灰瓦白墙, 小桥流水, 加上雅致精巧的各色园

二、城市色彩研究意义和价值

林, 构成了江南独特的文化意蕴。这些城市色彩, 是

随着我国城市化战略的深入实施, 各地正在大

长期以来当地人们审美趣味的结晶, 从而形成了风
格各异的文化传统。相反, 如果城市色彩不能体现

规模开展市容整治和景观建设。无论从理论层面还

历史文化, 不能延续历史文脉, 就会使 城市意蕴匮

是从实践层面上看, 搞好城市的色彩规划, 是现代城
市建设发展的重要内容, 是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求

乏、
面目苍白。芝加哥是著名的国际金融城市, 其主
色调暗浊色平添了国际金融资本的富丽和庄严。巴

的重要途径, 也是提 升城 市品 位和竞 争力 的重 要

黎是著名的时装之城, 其主色调米色营造了浪漫时

标志。

尚的城市风格。波士顿是世界著名大学之城, 人才

( 一) 和谐 的色彩可以形成 高品质城市人 居环
境。心理学试验测定, 在 形 与 色 两大视觉构成

荟萃, 其主色调暗红色烘 托出了浓重的学 术氛围。
城市色彩与城市功能相辅相成, 城市功能衍生出城

因素 之 中, 人 类对 色 彩 和 形 状 的 敏 感 度 分 别 为

市色彩, 城市色彩扩张了城市功能。

80% 、
20% , 色彩是影响感官的第一要素。不同色彩
传递不同信息, 从而影响城市居民的心理健康。日

( 四) 城市色彩可以协调理顺城市空间结构。城
市的发展是个漫长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目前一些城

本东京就曾出现过 色彩骚动 , 面对五颜六色的广

市的无序发展, 导致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混乱, 建筑的

告牌, 刺眼的玻璃幕墙, 艳丽的公交车、出租车, 迷幻

类型、体量、
高度、
风格、
材料缺乏有效协调, 无限制

闪烁的霓虹灯, 市民感到心绪烦躁、头晕目眩, 为此
提出了抗议, 迫使东京市政当局对城市混乱的色彩

的超大体量建筑涌现, 超高层楼宇竞相攀高, 伪古典
风格与现代、
后现代风格建筑相邻而立。同时, 由于

进行了纠正。英国伦敦郊外有一座著名的布莱克弗

城市的快速发展, 那些一时难以拆除的破旧建筑, 在

赖尔大桥, 原来为乌黑色, 有一种沉闷压抑之感, 每
年都有一些人在那里自杀, 把桥涂成具有平和视觉

周边现代风格建筑映衬下, 更显得寒酸窘迫。这些
都给城市风貌造成了致命的破坏, 成为城市发展中

的天蓝色后, 自杀的人明显减少, 后来把桥涂成清新

的硬伤。科学的色彩规划和色彩搭配, 可以使杂乱

明快的粉红色后, 在这里从未出现过自杀者。德国

无章的建筑在色彩方面获得统一协调, 有效调节楼

科隆、
比利时布鲁日、挪威卑尔根等城市, 简洁和谐
的色彩给人以典雅、
温馨、舒适之感, 构成了市民优

宇的高度视角、
体量感觉、
风格风貌。同时对老建筑
的色彩理顺, 可以使其焕发新颜, 是目前推进城市改

雅文明生活的生活环境。

造的现实选择。

( 二) 个性化的色彩可以极大地增强城市核心
竞争力。富有个性化的色彩能打造城市名片, 增强

三、城市色彩风貌和主色调定位

城市的品味, 改善城市投资环境, 聚产业、
生财富、吸

色彩规划对城市形象建设最大的贡献, 在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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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主色调和色彩风貌的确立, 对城市视觉空间的色

城市文化的载体和形象符号, 成为一个城市弥足珍

彩关系、
比例尺度、搭配秩序进行有效地梳理, 取得

贵的宝贵财富。历史文化名城、古城, 为了延续城市

城市色彩视觉关系的平衡。城市色彩研究, 首先是
要综合分析和依据各种因素, 确立适宜的色彩风貌,

的文脉, 在主色调的确立上应尽量保持其传统色调,
以显示其历史文化的真实性。西安灰色、土黄色和

明确城市主色调, 以此统揽城市色彩改造和建设。

赭石色主色调、
杭州灰色主色调、
成都的复合灰主色

( 一) 与城市总体定位相适应。如同服饰要符

调都与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相适应。石家庄把主色

合人的身份一样, 城市色彩风貌和主色调也要适应
城市的功能。一座商业城市与 一座文化或旅 游城

调确立为浅米黄、微红, 是以提炼历史文化为依据,
体现了隆兴寺、赵州桥等历史 古迹特色, 体现了秧

市, 其色彩自然应该有所区别。对于像香港这样的

歌、
舞龙狮、踩高跷等民俗文化特色。

商业大都市来讲, 城市色彩应该服 从于商业目的。
但对于像巴黎、维也纳这样的文化名城, 其城市主色

( 四) 与市民色彩取向相适宜。一个地方的居
民, 由于同处一个地理环境, 加上彼此的心理影响,

调就应该服从于文化功能。威尼斯作为旅游城市,

一般会有共同的色彩审美取向。城市色彩规划应充

其主色调体现了活泼热情, 米兰的旧城区作为意大

分重视和体现当地市民的色彩偏好, 这方面有失败

利最早的金融中心, 其主色调体现了凝重大气, 而这
两者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北京主色调是复合灰, 与

的教训, 也有成功的范例。广州最初做出的色彩规
划, 虽经专家充分论证, 但未征求市民意见, 与市民

首都的定位相适应, 体现了包容、
大度、雅致的风范。

的色彩偏好相抵牾, 结果招来普遍反对, 使色彩规划

一般说来, 位于经济中心的城市, 需要确立鲜亮的主

未能如愿实施。石家庄市在确立主色调过程中, 通

色调, 以营造和渲染商 业氛围; 位于文化中心 的城
市, 多采用较为和谐的灰度色彩作为主色调; 旅游城

过发放问卷选出市民喜爱色彩, 问卷对象覆盖不同
学历、
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市民, 以确保问卷的客

市则宜选用饱和度稍高、富于变化的主色调, 给游客

观性和代表性。市民最喜欢的单色色彩排名前三位

创造新奇、
轻松的色彩环境。
( 二) 与气候特点和自然环境相适应。不同的

的是绿色、
浅灰色、
浅米黄色; 色彩搭配中排位前三
名的是绿色、浅米黄、浅驼红色。经过综合分析, 将

城市因区位不同, 有着不同的气候特点和自然环境,

浅米黄和微红作为城市主色调, 得到了市民的普遍

色彩规划与应用上也应各尽特色。世界上有许多城

认同, 保证了色彩规划的顺利实施。

市的主色调因与当地特定的自然环境相得益彰, 展
现出别具一格的城市风貌。欧洲旅游小城, 像茵斯

( 五) 与城市规模相适应。色相、明度、饱和度
和主色调数量的确定, 与城市面积、
人口规模有着密

布鲁克、
萨尔茨堡, 自然环境独特, 或环绕着绿色森

切的关系。北京市区面积 735 平方公里, 色彩规划

林, 或覆盖着皑皑白雪, 他们把城市主色调确立为暖
红色, 找到了色彩平衡。而水上城市, 如果主色调过

按分区确定了 5 种主色调。西安市作为特大城市,
建成区面积达到 375 平方公里, 将灰色、土黄、
赭石

于素淡, 就会使城市缺乏生机, 因此威尼斯以暖红为

确立为主色调。而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市, 市区面积

主调, 增强城市活力。青岛的主色调与海滨城市相

仅仅为 66 平方公里, 五颜六色是其城市色彩的主色

适应, 红瓦、
黄墙、
绿树、
碧海、蓝天相映成辉, 成为我
国著名的旅游城市。学术界认为, 气候炎热的地区,

调。一般来讲, 除了极小城市( 100 平方公里以 下)
外, 城市面积和人口规模与主色调数量成正比。面

宜采用反光散热作用明显的高明度、
低纯度、色性偏

积在 100 平方公里以下城市适合制定 1 种主色调,

冷的主色调, 如希腊的白色, 香港、澳门的粉彩色系;
气候寒冷地区, 宜选用中低明度、中纯度的暖色调,

面积在 400 平方公里以下、100 平方公里以上的城
市适合确定 2 到 3 个主色调, 面积超过 400 平方公

如北欧城市选用的橘皮、土红、棕色、桂柔、咖啡色

里的城市适宜分区确定多 种主色调。城市规模越

系; 多雨地区, 宜选用光感十足的明亮色系, 如巴黎

大, 城市的色调越趋向采用中低饱和度的主色调, 如

的米黄色系。
( 三) 与历史文化底蕴相适应。当今世界发展

巴黎的米黄色、北京的复合灰色调。石家庄采用浅
米黄、微红两种中低饱和度的主色调, 与到 2020 年

总体特征是经济一体化, 但并不意味着文化的趋同

中心城区 300 万人口规模、287 平方公里城市面积

化。寻找与发掘城市文化根基和脉络, 是当今城市
建设中体现特色的必经之路, 人们更加重视文化的

总体相协调 。
( 六) 与色彩个性化要求相适应。在主色调的

多元价值。城市色彩的形成来自于历史积淀, 成为

选用上, 城市之间应避免雷同化, 力求特色鲜明、个

[ 3]

154
性突出。成都的复合灰色、
哈尔滨的黄白相间、
天津

彩语意; 荷兰阿姆斯特丹主色调由明度表上相近颜

的淡蓝色调、
沈阳的浅灰色浅咖啡色等, 都体现了各

色、
明度间隔在 0 ~ 3 的色阶排列组合, 给人以沉

自的特点。目前我国许多大中型城市都在确立主色
调, 突出存在的问题是主色调区域趋同化, 如米黄色

稳、
端庄之感。我国杭州把颜色定格为 一卷江南水
墨画 的灰色系, 以西湖为中心, 浓墨一圈圈向外晕

被许多城市采用, 致使城市色彩千城一面。打造特

染开来。石家庄以米黄色和浅驼红色为整体框架,

色鲜明的主色调, 可以通过选择不同色相、明度、彩

整个市区从 中心 向周边 由淡 到浓、由浅 到深 渐次

度的色彩, 也可以通过主色调在城市中的比重控制,
形成不同的色彩风格。

变化。
( 三) 分区规划原则。城市应根据功能分区体

四、城市色彩详细规划原则

现色彩变化, 要结合功能区的划分, 科学进行主色调

主色调由许多明暗不一、彩度不同的色彩组成,

布置, 展现不同功能分区的色彩特点。从城市区域
划分来说, 行政中心( 或广场) 的色彩应以淡彩为主,

以怎样的原则对城市建筑物和城市家具进行色彩规

体现出凝重; 商业区的色彩, 以多种颜色体系表现出

划, 直接关系到城市色彩建设的成败。城市色彩详

活跃和动感; 科技文教区以中 彩为主, 体现宁静淡

细规划要以城市主色调为基础, 以自然景观和城市
规划为依据, 以既有建筑色彩为基点, 以功能区为依

雅; 居住区的色彩, 以温馨为主体, 现舒适浪漫; 工业
区以冷色系为主, 体现简洁明快。区域色彩转换以

托, 本着整体协调、
富有变化、特征明显、
节点突出的

街道为过渡点, 展现色彩的层次和变化。

要求, 形成科学规范的规划体系。

( 四) 突出重要节点原则。整个城市色彩协调

( 一) 整体协调原则。和谐是色彩运用的核心
原则和要求。城市色彩的协调, 主要是指人工色与

之后, 应该突出主要街道和重 要节点, 打造色彩高
潮, 形成视觉冲击力。明确色彩改造的重点街道, 利

自然色、
人工色与人工色之间的协调。主色调是协

用色彩强化, 展示城市街道历史人文特点, 成为城市

调城市色彩的重要手段, 在主色调的统领下, 使城市
色彩协调有序、变化有致。一般情况下, 大面积建筑

色彩的窗口。要对城市的出入口、
广场、
火车站等重
要节点部位做出色彩专项规划, 形成鲜明的色彩氛

立面色彩应靠近主色调, 通过建筑细部构件, 比如窗

围和节奏中重音, 营造城市色彩高潮迭起、
波澜壮阔

户、
门庭、招牌等体现色彩的变化。对于那些体量巨

之美。丹麦哥本哈根是童话大师安徒生的故乡, 为

大、
结构复杂的建筑, 应采用统一色彩, 以便溶于城
市色彩整体构成之中。对于住宅、
公寓这类结构雷

了纪念 这位 著名 文 学家, 市政 府在 哥 本哈 根 nyhav en 沿海商业街的建筑墙面上集中装饰了五颜六

同的建筑群, 通过对阳台、门窗色彩进行适当变化,

色、
靓丽明快的色彩, 如粉红、米黄、土黄、土 红、天

使整组建筑在协调有序的前提下, 富有节奏感、
韵律
感。新建建筑 必须尊重周边建 筑已形成的色 彩环

蓝, 成功营造了童话氛围, 形成哥本哈根的城市景观
震撼点。石家庄火车入地后形成的城市街道, 承载

境, 与之相适应。硬化地面避免大面积使用彩色地

着历史内涵, 同时展现未来发展的前景, 是市民情感

砖, 尽可能接近石板、石砖的自然本色, 使城市色彩

认同的重要纽带, 应成为色彩规划和建设的重点。

结构均衡, 保持色彩的和谐统一。
( 二) 色彩渐变原则。色彩渐变之美是色彩美

( 五) 色彩重点控制原则。为确保城市色彩风
貌总体协调、
重点部位突出, 应坚持对城市色彩分级

感的重要规律, 城市色彩犹如乐章, 在变化中构筑节

分层进行控制。一般来讲, 分为重点控制和一般控

奏韵律。印象派画家高更说过: 我要用色彩来表达
音乐, 和谐的色彩与和谐的音乐是一致的。著名指

制两个层面, 分别确定控制的原则和内容。历史建
筑保护区、行政中心区、特色风貌区作 为重点控制

挥家马利翁说过: 音乐是听得见的色彩, 色彩是看得

区, 要严格控制明度、色相、
饱和度, 保证区域特色。

见的音乐。城市色彩的基调、节奏、
韵律要依据一定

文教区、
居住区、
商业区域、旅游区、
工业区作为一般

的规律, 根据色相的变化, 高、中、
低调及长、
中、
短调
的对比, 营造城市色彩节奏。法国巴黎主色调由明

控制 区, 要 通过 色彩 规 划引 导, 展 现 色彩 的 灵活
多样。

度表上相近颜色、
明度间隔在 7 ~ 10 的色阶色彩配
置而成, 展示了明朗、
淡泊的色彩意境; 埃及开罗、意
大利罗马主色调由明度表上相近颜色、明度间隔在
4 ~ 6 的色阶色彩组合而成, 传递着优雅、
含蓄的色

五、落实色彩规划的有效措施
城市色彩建设涉及各个环节, 从规划设计到组
织实施必须建立相关机制和制度, 体现程序化、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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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确保色彩规划的有效实施。

调的, 应责令其进行色彩改造。

( 一) 建立健全色彩建设法律法规体系。国内外

( 三) 激发市民参与城市色彩建设的主动性和创

的实践证明, 只有建立健全色彩建设的法律法规体
系, 才能有效地避免和减少工作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造性。色彩规划的落实, 必须建立在广大市民的参
与之上, 这是国内外的普遍经验。制定色彩规划的

并保障色彩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这方面日本和美国

过程中, 要采取举行听证会等方式公开征求意见, 充

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1981 年日本建设部制订了 城

分吸纳市民的智慧和意愿, 通过广泛调研和深入论

市空间色彩规划 , 对规范和推进城市色彩建设起到
了关键作用; 美国为提升国民的爱国素质和凝聚力,

证, 努力形成市民认同的色彩规划。通过多种渠道
加强色彩规划的宣 传, 加快色 彩知识的普及, 制定

对公用色彩进行立法。我国城市要尽快制定相关法

色彩规划指南 , 并免费向百姓、
建筑商、商家发放,

规、
条例、规章, 提高色彩规划的法律效用, 努力使城
市色彩建设有章可依。

引导干部和市民自觉主动遵守色彩规划。色彩建设
的起始阶段, 要采用试点先行、逐步推开的办法, 避

( 二) 把色 彩建设作为城市 总体规划的重 要内

免走弯路。南京、重庆等国内一些城市进行的色彩

容。要确保色彩建设有序展开和色彩规划的有效落

规划试点工作, 收到良好的效果。

实, 在制定城市总体规划时, 要把色彩建设作为题中
之义进行谋划。已作出总体规划的城市, 要作进一

( 四) 建设一支高水平的色彩规划队伍。与发达
国家相比, 我国在城市色彩规划和建设上明显滞后,

步的调整和完善, 补充色彩建设内容, 使城市建设与

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高水平色彩研究、
规划、
技术人

色彩建设同部署、同推进。在制定控制规划和详细

才, 加强色彩规划、
技术队伍建设刻不容缓。要加强

性规划时, 应把色彩规划和布置作为重要内容, 像容
积率那样提出刚性要求。对每一个标志性建筑、重

对各级干部的教育和培训, 树立现代城市建设的理
念, 高度重视城市色彩建设。城市建设和规划部门

要街道在制定具体规划时, 应聘请权威色彩专家, 充

要优化人员结构, 采取培训、
引进、
招聘的方式, 更多

分调研论证, 在城 市主色调的范围 内确立其色彩。
规划审批部门应严把建筑色彩审批关, 特别是对成

地充实有关城市色彩专家和人才, 提高指导城市色
彩建设的工作水平。对重要开发区、重要建筑的色

片开发的建设项目、重要节点等, 严格控制在城市和

彩规划要放开市场公开招标, 广泛吸取国内外色彩

街道色彩体系之中, 凡不符合色彩规划的坚决不予

建设的先进理念和技术, 确保施工质量, 打造城市色

审批, 对已经形成色彩事实但与城市色彩规划不协

彩亮点, 引领整体色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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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Ru-i jie
( School of A rchit ect u re and A rt Design, Shijiazhu ang Railw ay Ins tit ut e, Shijiazh uang, H eb ei 050043, C 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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