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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导则导则》》的政策背景的政策背景

11..11 伦敦的城市和交通发展概述伦敦的城市和交通发展概述

伦敦的城市建设可追溯至公元 43 年，

是罗马人占领英国时为平民所建。当时道路

以规则的网格结构为肌底。直至中世纪，伦

敦在无规划的基础上发展成非规则的有机街

道和蜿蜒小巷。然而，历史上著名的 1666

年伦敦大火几乎把当时城镇中心的房屋全部

烧毁，迫使居住在当时市中心的富人迁移到

市郊重建生活。简单的网格式街道布局被沿

用至今，形成了现在伦敦市中心城区的道路

格局。

工业革命时期，伦敦作为世界第一大城

市，也首当其冲面临污染、拥堵等一系列发

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由此催生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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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交通政策就在向整合交通和土地利用规划的方向努力。伦敦交通

局于 2004 年发布了《伦敦街道设计导则》(以下简称《导则》)，并于 2009 年修订。该导则作为

“更好的街道”计划的一部分，对伦敦市区的街道项目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首先通过叙述伦敦市

街道形态与规划政策的演变，介绍《导则》的政策背景、概要内容及设计原则。从设计流程、材料

面板、街道设计指引几个方面解析《导则》的特点。通过研究伦敦市的道路形态和街道设计现状，

评述《导则》的落实与应用情况。最后，从全过程精细化指导、规范标准补充、街道设计理念转变

三个方面总结《导则》对中国城市街道设计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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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城市的发展格局

亦随之改变。城市中心的高密度人口得到疏

解，围绕伦敦中心城区的铁路环线搭建面向

英国全域乃至欧洲发展的交通大动脉。

如今的大伦敦行政区 (Great London

Authority)面积约为 1 600 km2，伦敦交通系

统的方方面面都由伦敦交通局(Transport for

London, TfL)进行监管，包含路面交通、道

路、轨道与地铁、城际快轨(Crossrail)以及

交通管理等，为 800 多万人提供日常交通

服务。

11..22 政策背景政策背景

自 20世纪 90年代，英国的交通政策就

在向整合交通和土地利用规划的方向努力。

1994年，由环境部和交通部联合出版的《规

划政策指引 13：交通》 (PPG13: Transport)[1]

以确保地方当局执行其土地利用政策和交通

运输方案为主旨，帮助控制机动车出行距离

和次数的增长，鼓励对环境影响小的替代出

行方式，由此减少对私人小汽车的依赖 [2]，

并强调政府致力于搭建一个政策框架，即人

们的出行方式选择能够与环保目标保持一

致。在此框架下，强调在各个层面对交通与

土地利用规划关系的审查：区域规划层面，

必须促进两者的整合与协调；发展战略规划

被要求降低交通需求，最大限度使用公共交

通，同时针对停车场制定战略性措施；其他

政策还包括步行安全措施、自行车交通及公

共交通方案等。

2003年，备受争议的拥挤收费开始在伦

敦市中心实施(对每辆进入市中心的车辆收

取约100元人民币)，这促使人们从经济角度

考虑选择私人小汽车的替代出行方式，从而

在缓解交通拥堵、提高出行效率及改善步行

和自行车交通环境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到

2005年初，该政策使交通量减少15%，交通

拥堵减轻30%[2]。

2004年，受伦敦交通局委托，作为伦敦

市城市设计顾问的扬·盖尔(Jan Gehl)提出将

伦敦塑造成一座适宜步行的世界级城市的概

念。在盖尔的结论报告中提到，虽然伦敦拥

有诸多历史建筑和多样化的公园等优势，很

多地区的街道空间却被机动车交通所主导，

给行人增加了不少障碍，步行变成一种功能

性活动而不是以从前的休闲、消遣方式随意

进行。他呼吁规划设计从业人员转变对城市

交通的认识，提倡鼓励步行的设计[3]，并促

使包括 《伦敦街道设计导则》 (London

Streetscape Guidance)、《步行环境改善计

划》 (Improving Walkability)、公共空间改善

等一系列策略的出台。

同年的伦敦步行计划(The London Walk-

ing Plan)和2005年发布的《步行环境改善计

划》 [4]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在 2015

年前将伦敦建成世界最适宜步行的城市。政

策倾向步行系统，考虑行人的需求成为强制

性原则，步行的可达性被放置在首要位置，

在所有的公有或私有开发中，必须方便行人

的出行和到达，并防治犯罪的可能性。适宜

步行的特征可以被概括为五项，即连通、愉

悦、明确、舒适、便捷(“5Cs”: Connected,

Convivial, Conspicuous, Comfortable, and

Convenient)。

2007 年 ， 英 国 建 筑 及 环 境 委 员 会

(Commission for Architecture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CABE)协同交通部门发布了

《街道设计手册》 (Manual for Streets)[5]。通过

城市设计的方法指导设计和规划更精细、便

捷的社区街道和城市交通。手册强调了街道

作为空间的功能性，并将步行需求排在街道

使用分级和设计流程中的第一位。《街道设

计手册》尽量避免在设计中走入过度考虑安

全因素的误区(毕竟安全性只是街道设计众

多因素中的一项)；取而代之的建议包括更

紧凑的街角设计以缩短驾驶人在交叉口的视

线，从而有效降低车速(改造后住宅区内车

速通常不高于 30 km·h-1)。2010年《街道设

计手册——第二版》 (Manual for Streets 2)发

布，在第一版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空间和连

接的基本概念，并增加了对城市道路和高速

道路的设计标准。

2009年，伦敦交通局发布的“易辨认的

伦敦”(Legible London)[6]是一套先进的、更

完整、更清晰、更经济的指路系统，它不仅

覆盖整个市区，还提供不同交通方式间的换

乘指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步行指路系

统。在此之前，伦敦市中心有 32套不同的

指路系统。催生这个指路系统的一个重要因

素是伦敦错综复杂的中世纪路网系统，游客

从景点到景点通常需要乘坐地铁而非步行。

该系统运用循序渐进的视觉提示帮助人们在

步行过程中定位方向。安装此系统后，行人

的步行路程减少16%，而选择步行方式的人

增加23%。

由此可见，不论从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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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政府都在为创造更多的优质公共空间和

路权平等的交通网络做努力。伦敦交通局更

注重从长远的角度审视街道设计——将街道

设计成为有益于步行和自行车行驶的空间，

同时也为汽车服务。

基于上述规划管理理念，伦敦交通局

2004 年 发 布 了 《伦 敦 街 道 设 计 导 则》

(Streetscape Guidance: A Guide to Better Lon-

don Streets，以下简称 《导则》 ) [7]，并于

2009 年修订。该导则作为“更好的街道”

(Better Street)[8]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伦

敦市创造一个更舒适、清晰、易识别的街道

空间，构建更平等的出行方式，并对伦敦市

区的街道项目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22 《《导则导则》》的概要与原则的概要与原则

22..11 内容概要内容概要

《导则》是为伦敦的街道设计从业者准

备的工具手册，以指导伦敦市各行政区街道

设计开发的基本原则和材料选取，协调伦敦

580 km道路网络的升级改造与管理。首要使

命是为伦敦市民提供更好的街道，使居民对

街道的认知由其交通功能转变为街道空间本

身，设计性强的街道不仅可以为居民提供舒

适的步行和自行车空间，也可以增强行人对

城市的体验，享受城市的环境与氛围。

《导则》共 12章，主要内容可概括为 3

个部分：1)第 1 章简介和第 2 章政策与愿

景，明确道路层级和多样性，阐明基本理念

和部门责任分工；2)技术性指引：包括第 3

章设计流程、第 4章核心设计原则、第 5章

材料选型、第 6章街道环境特征，第 7~9章

分别对路面设施、市政设施、街道家具提供

设计参数、选址要求、参考材料使用和最佳

案例，以及第 11章对街道设计细节做出指

引；3)第10章维护与管理，对相关技术要点

和管理实施机构做出明确要求。

22..22 原则原则

《导则》确定了街道设计的基本原则(见

表1)。为了维护伦敦市作为世界级一流城市

的地位，街道设计必须沿用优质的工匠技

艺。在满足可达性、安全性、易辨认性这些

步行基本需求的同时，必须具备大方、稳

重、美观等品质，为提高人们在伦敦出行的

表1 《伦敦街道设计导则》设计原则

Tab.1 Design principles of Streetscape Guidance: A Guide to Better London Streets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原则

可持续的设计

项目的全局性

一致性和清晰性

整合与协调性

需求导向性

以人为本

减少犯罪、维护秩序

功能性和安全性

反映地方特色的易识别性

包容性与平等性

材料维护与耐久性

说明

考虑设计的可持续性能够有效地缓解气候变化，保护并改善当地环境

从整体层面考量设计，在项目进行时，不仅仅考虑项目对所在街道的影响，
同时考虑其作为伦敦市公共空间一部分的延伸影响(包括空间和运营管理层
级的延伸影响)

通过搭建一支专业的设计团队、采用统一设计原则方法和材料面板等，将一
致性始终贯穿于整个伦敦道路网络的设计中

确保街道空间的整合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设计细节处的自身协调性，
以及项目过程中的合作方、各参与方的意见协调

街道项目的首要任务是提供通行环境，为了解并协调所有使用者的需求，需
要针对伦敦市道路网络的不同区块明确目标愿景，在项目启动阶段与实施阶
段咨询各参与方意见，并通过反馈进一步了解需求

将人性化的理念贯穿于街道设计项目，开发适宜步行尺度的活动空间，通过
提供安全、便捷、趣味性强的设施鼓励步行和自行车交通

设计团队有责任和义务确保所有的街道项目都能够结合其他设计原则，营造
舒适、安逸的街道环境，通过设计减少犯罪概率

街道的设计与管理必须同时满足人们的有效使用和安全，其中包括：确保适
宜当地环境的行驶车速，信号灯、路侧护柱等设施的简洁性和易识别性，以
及各交通方式使用人群的道路安全

街道项目必须尊重和识别地方环境特色，包括自然环境、当地的街道肌理、
历史背景、文化活动等，从各个方面将地方特色融入街道设计

街道作为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应保障所有人有权利通过和使用，因此，街道
设计需考虑所有人群(包括弱势人群)、所有交通方式的通行和使用

运用简单的材料达到更好的效果，减少视觉干扰、使设计更具弹性、更持久
耐用，并将其纳入大伦敦行政区的管理政策中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7]整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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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悦性还需要考虑可持续性，使其成为精

致、包容性强的设计。

33 《《导则导则》》的特点的特点

33..11 规范设计流程规范设计流程：：明确职责明确职责、、循序渐进循序渐进

33..11..11 搭建多样化的团队搭建多样化的团队

《导则》对街道项目的整个设计团队中

不同角色的工作和任务做了陈述，其中包括

城市设计师、道路工程师、路灯工程师、维

护工程师，还有施工设计协调管理人员、环

境管理者和访问顾问等。值得一提的是伦敦

交通局优胜交通模式(TfL Modal Champion)，

它的作用在于确保街道设计项目的道路安全

性、公交优先性以及步行和自行车可达性等

一系列指标的实现，由于其掌握预算，因此

有更大的权利指导项目。除此之外，《导

则》没有再介绍更多有关优胜交通模式选取

的信息，对于保护相关利益群体的政策也极

少提及。

33..11..22 构建设计流程框架构建设计流程框架

《导则》将街道设计的流程(见图1)分为

4个环节：项目启动、设计阶段、实施阶段

以及维护与监管。在每个环节安排对应的管

理主体和相应的管理内容。在伦敦交通局中

设置街道设计审查小组，由多种专业人士组

成，主要负责确保设计遵守《导则》中规定

的审批要求，例如铺装用料的规定。

33..22 材料面板材料面板：：以统一形式以统一形式、、简洁耐用简洁耐用

为原则为原则

《导则》为伦敦的道路系统提供了一套

相对有弹性的材料面板，以指导伦敦市道路

网络中的街道设计项目使用。除特色街区的

材料设计方案须由街道设计审查小组审查同

意后方可采纳，其余的街道项目均需遵循

《导则》提供的面板。

33..22..11 统一协调道路设施色彩统一协调道路设施色彩

关于街道设施的色彩选择，伦敦交通局

采用不同底色区分和协调伦敦市各城区、城

郊及乡村地区；伦敦市中心城区以黑色为

主，灰色作为辅助视觉提醒；在其他城区、

城郊及乡村地区，则使用相反配色，以灰色

为主，黑色作为辅助视觉提醒。该色彩引导

适用于路灯、道路标志、自行车停车栏、道

路护栏等各种设施，既为驾驶人对区位的识

别提供帮助，同时也便于伦敦交通部门的管

理，使之符合“易辨认的伦敦”这一计划。

33..22..22 简化街道设施简化街道设施，，鼓励功能整合鼓励功能整合

《导则》坚持简洁的设计与耐用的材料

可以为街道设计达到视觉上的清爽，因此鼓

励街道设计通过整合功能清理街道设施。如

图 2中的路灯整合设计，将路灯、交通信号

灯、步行等待按键整合为一体，使路面设施

更整洁有序。

33..33 街道设计街道设计：：特色中寻求一致特色中寻求一致

33..33..11 分类指引分类指引

《导则》根据伦敦市道路网络所覆盖街

道的区位和用地属性，总结划分出 5大类街

道：市区商业街道、市区住宅街道、郊区商

业及工业街道、郊区住宅街道，以及边缘乡

村街道。针对不同类型，为不同的环境提出

设计原则，读取包括道路边界、车道、交叉

口、路缘、步行带、车道设施、步行道设

施、绿化植物、公共交通设施以及过街设施

等街道要素，将街道按照其构成分解为内在

相关联的组成部分，确保设计与环境的一致

战略、愿景
规范导则
及标准

工地监管 维护计划

政策背景
设计技术
与方法

承包方参
与及跟进

维护协议

方案价值
估算

设计内容
清单

项目运营
监管

筹资与
时间管理

质量审查 项目评估

街道设计
导则

TfL
街道设计
审查小组

项目管理

TfL
项目经理

交通工程师
城市设计师
安全审查员

TfL
设计团队

项目承包方

TfL
承包方

管理承包方

TfL
维护承包方

项目启动 设计阶段 实施阶段 维护与监管

设计优胜方

伦敦设计处

TfL优胜
交通模式

图1 街道项目设计流程

Fig.1 Procedures of street project design

资料来源：文献[7]。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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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市区商业街道为例，这类街道设计既

需要满足日常主导的机动车行驶功能，又要

考虑路内临时停车和装卸货物车辆的停车空

间需求，同时还需为人行道提供足够宽敞的

步行空间(见图3)。

33..33..22 分段控制分段控制

《导则》将人行道分为四段空间：路缘

带(45 cm)、街道家具及绿化段(0.5~2.0 m)、

步行段(>1 m)以及建筑沿街段(见图4)。这种

四段设计也被称为谢菲尔德标准(Sheffield-

type)。其中街道家具段的倒U型设施用来为

自行车提供临时停放，这种设计在伦敦和整

个英国已经十分普遍。四段空间的宽度应根

据不同街道环境进行调整。当道路的车速超

过50 km·h-1时，应尽量加宽街道家具及植被

段以便将行人与机动车隔离。在建筑沿街段

应该保持清洁，以方便有视力障碍的人以建

筑立面作为路标，并为行人提供橱窗购物的

环境。

33..44 技术分类指引技术分类指引：：精细化街道设计精细化街道设计

《导则》第 7~9章将街道设计的技术指

引分为三大类：一般性道路技术指引、街道

家具设施的技术指引和由第三方提供的街道

家具设施设计指引(见表 2)，详细介绍每项

内容，限定设计条件，提供案例以及政府文

件等其他相关参考资料，同时也为设计的实

施提供非常精细的指导。

33..44..11 保障路权保障路权

《导则》在技术指引的章节通过指导人

行道路面、共享路面、支路入口、交通专用

道等各类与交通通行相关的街道细节设计，

确保各类使用人群的路权，鼓励步行，提倡

可持续交通。

1） 共享路面 (Shared surfaces)。近年

来，共享路面的概念在欧洲国家倍受关注，

其主要意图是混合交通通行空间中的机动

车、自行车和行人的活动空间，以创造和谐

的公共空间环境。伦敦交通局提出关于共享

路面设计的指引，申请实施共享路面的街道

项目必须通过街道设计审查小组的审核。共

享路面的优点在于其符合全方位的包容性设

计，然而盲人等弱势群体的使用安全性仍有

待改善。

2）支路入口处理。《导则》在确保两条

不同等级道路顺畅衔接的前提下，对支路入

口处进行处理：调整路面高度至75 mm并将

行人过街设施的宽度设置在 2.4 m以上，以

提示机动车驾驶人驶入新环境，需调整驾驶

行为。同时，《导则》还提出方便行人出行

的指引，例如减小转弯半径以减缓转弯车

速、抬高过街的路面，这不仅方便行人和自

1.保留市区内的传统地砖及路缘
2.嵌入式井盖设计
3.垃圾桶及变电设施移至道路边缘
4.增大植物土壤面积

5.简化过街设施
6.优化路灯设计， 将其附于建筑立面
7.所有街道设施符合中心城区色彩规划(黑色)
8.清理街道障碍物

2

3
7 4

5

6

8

1

图3 市区商业街道设计示例

Fig.3 Examples of commercial street design in urban area

资料来源：文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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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街道设施功能整合引导示例

Fig.2 Examples of guiding functional integration of street facilities

资料来源：文献[7]。

行车道
路缘带
>0.45 m

街道家具及绿化带
0.5~2.0 m

步行带
≥ 1 m

建筑前区

图4 人行道的四段空间设计截面

Fig.4 Design of four-section sidewalk space

资料来源：文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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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过街，同时也提示行人和骑车者有机动

车进入支路。

3）自行车专用道。《导则》引导街道设

计项目为伦敦营造一个良好的骑行环境，并

在伦敦交通局官网发布《伦敦骑行交通设计

规范》 (London Cycle Design Standards, TfL

2005)，要求所有骑行设施满足规范标准。

将自行车道分为强制自行车专用道(仅限自

行车交通)和建议自行车道(按时段、地点等

分配)，确定采纳强制自行车专用道或建议

自行车道的首要因素是当前道路是否有装卸

货物及停车需求。另外，为优化道路交叉口

的自行车通行条件，《导则》鼓励使用优先

等待区。

4）停车与装卸货物停车港。《导则》建

议在不适合停车的路段设置停泊港湾以方便

机动车的停放。鉴于这种设计的适用范围

小，且易与步行空间产生冲突，《导则》要

求这些停车港的设计不能影响行人的正常活

动，同时规范停车港的尺寸：小汽车、出租

汽车及摩托车停车位宽度不应低于 1.8 m，

装载货物的停车位宽度不应低于 2.4 m，不

小于2.7 m宽的停车港为蓝色牌照(即残障人

士持有的牌照)登记车辆预留。

33..44..22 交通稳静化交通稳静化

道路标志系统应该结合交通规范，为人

们提供简洁易识别的安全环境，因此，《导

则》提倡整个伦敦市的街道系统都遵循这种

极简主义与干净大方的美学，突出街道邻里

的建筑特色——历史元素、建筑、空间以及

公共活动，并为街道的稳静化确定一致性的

主题，即街道清理、提高视觉舒适度、交通

期望线(Desire Lines)。

1）街道清理。《导则》大力推动伦敦街

道的设施清理工作。按照功能重新整理所有

的路标，从融合街道家具设施的元素入手，

例如将指示路牌挂在路灯灯柱上。《导则》

还建议在建筑上安装路灯和交通指示灯等引

路设施。出于安全性考虑，建议在必要路段

提供安全护栏，以减少视觉上的混乱并达到

人车分流的作用。为避免隔离墩在视觉上的

杂乱效果，设计者应考虑设置其他替代隔离

墩功能的街道家具，例如采用高而不滑的路

缘石。

2）提高视觉舒适度。《导则》提到街道

植物不仅能为街道带来健康安宁的环境，还

可以缩减道路尺寸，用作车速的参照物，使

机动车驾驶人通过感观更好地控制车速。

《导则》还提出在路缘带设置 0.45 m宽的缓

冲带以减少车速对街道家具及植被的损害。

另外，《导则》还建议设计师利用设计元素

将街道家具设施与交通稳静化设计进行融合

以缩减道路宽度。

3）交通期望线。交通期望线是一段路

程从起点到终点的最短距离，通常是直线，

或者在地表留下一些痕迹(尤其是草地上的

第7章
人行道与行车道技术指导

人行道路面
共享路面
盲道铺装
井盖
路缘和排水系统
过街系统
支路入口处理
路面标志
公交专用车道
自行车专用道
地下系统
停车位和装卸货物停车港
行人过街系统的分级

第8章
街道家具设施技术指导

街道家具
路灯
交通标志
信号灯
多种形式信息牌
行人指路标志
道路监控设施
植被
街道树木
自行车停放设施
摩托车停放设施
公共汽车站
公交智能系统
有轨电车
出租汽车扬招点
座椅
隔离墩
安全岛
安全栅栏
盐箱(雪天使用)
环境监控设施
公共艺术品

第9章
第三方提供的街道家具设施技术指导

街道名称标志
信息标志
普通垃圾桶
循环回收垃圾桶
再利用垃圾桶
变电箱(Utility cabinets)
电话亭
停车监控系统
邮箱
烟蒂专用垃圾桶
露天咖啡座

表2 技术指导分类细则

Tab.2 Classification of technical guidelines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7]整理。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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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踏痕迹)。伦敦交通局研究发现，人行地

道、人行天桥和护栏被视为防止人们穿越交

通期望线的刚性设计，不符合交通期望线的

原则；调查还发现过度限制行人的步行行为

会促使人们闯红灯或横穿道路，引发交通事

故。因此伦敦交通局要在现有的人行地道上

方寻找同水平线过街的解决方法，过街设施

必须被设置在符合交通期望线原则且方便到

达的位置。这意味着过街设施不一定被设置

在道路交叉口，设计师必须依据观测到的行

人习惯路线进行设计，而不是安排行人的行

走路线。《导则》中提到虽然过街点设置可

以改变人们的交通期望线，但却不能改变行

人的整体活动路线。因此伦敦交通局要求尽

量避免在设计中出现改变行人路线的护栏。

33..55 维护与管理维护与管理

良好的维护可以确保街道安全、可持续

地为人们提供日常服务。《导则》明确了包

括伦敦交通局、伦敦各区政府以及公共设施

公司需承担的街道维护责任。伦敦交通局主

要负责保障道路安全，对道路进行定期维护

和修复；伦敦各地方政府负责提供街道卫生

清洁服务；公共设施公司的责任是确保道路

各功能设施的正常运作。另外，《导则》还

对新旧建筑的连接、口香糖乱吐、小广告粘

贴、涂鸦、鸽子等各方面影响街道维护的因

素提供了应对及管理方案。

44 《《导则导则》》的实践成果的实践成果

自《导则》颁布以来，伦敦交通局通过

分析交叉口与街道的混乱原因，利用街道类

型分析和探究功能优先性，改造过宽的机动

车道、过大的转弯半径以及不合理的行人过

街设施，先后完成 80余条街道的改造与建

设，其中一些项目获得了极高的公众认可与

评价。街道设计的改善使得机动车交通量减

少，步行人数增长。2000—2011年，伦敦市

的行车总里程减少10%，使用公共交通系统

的人数从2009年34%增长至2011年36%[8]。

44..11 成功案例成功案例

伦敦的展览路(Exhibition Road)是 2010

年改造完成的典范性共享空间街道项目(见

图 5)。街道全长 820 m，改造耗时 3年，政

府出资近 3 000万英镑。改造内容包括全路

段改用无障碍步行道铺装，移除行人、自行

车、机动车之间的路障，在街道中央安装路

灯。作为一条两侧由展览馆和学院围合营造

的充满文化氛围的特色街道，该改造项目获

得了广泛好评，改造后的行人交通事故总量

降低60%，使整条街道更具活力。

另一项标志性改造项目是 2012 年完工

的牛津广场(Oxford Circus)过街设施改造(见

图 6)。该项目耗时 6个月，花费约 500万英

镑。改造内容包括移除路障、拓宽人行道、

更新路灯、扩增地铁出入口空间、增设对角

过街铺装、更新路面铺装材料。改造后的牛

津广场行人通行效率提高了 1倍以上，公共

空间增加了近70%，为最具活力的伦敦商业

中心创造了新潜力。

44..22 《《导则导则》》的引导作用的引导作用

1） 将街道作为公共空间的设计宗旨。

随着《导则》的颁布实施，空间感在街道设

计项目中被重视。在绝大多数基于空间和街

道交错的项目中，伦敦交通局着重强调建设

a 改造前 b 改造后

图5 伦敦市展览路改造前后对比

Fig.5 Comparison of London Exhibition Road before and after rehabilitation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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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宽的人行道和十字形交叉口来减少交通

干扰。另外，减少并合理化道路交通量；降

低机动车通行速度至30 km·h-1；消除街道的

杂乱障碍；使用更好的材料美化街道环境和

提高耐用性；针对短时间(15 min)和长时间

(2 h以上)停车需求进行不同规划；在十字形

交叉口增设斜插式和行人优先的过街设施；

在需要突显地方特色的街区，将广场、花园

和街道整合成为一体化的公共空间。伦敦交

通局通过《导则》为很多街道设计项目创造

了更有活力的街道环境，也使周边零售业和

地产更具价值。伦敦交通局还创建了“城市

空间价值提升方法工具箱”(Valuing Urban

Realm Toolkit)，为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设计

确立金融投资效益的目标。

2）营造共享路面，改善过街设施。《导

则》中提到的共享路面理念已经被广泛应用

于众多街道改造项目。此前，伦敦交通局已

经参与了一些有关共享空间的街道设计项

目：以自然的一体化路面整体铺装代替设置

在道路与人行道之间的路缘石，使街道的边

界模糊化，同时也清除街道障碍，在拥有共

享路面设计的街道中，咖啡馆和餐厅将室外

空间租用作为室外就餐区，为街道带来活力

的同时也节省了维护与清洁成本。另外，其

中一些道路的设计通过分析交通期望线发现

许多规划之外的过街点，据此进行设施改

善，增设过街设施，有些道路甚至移除了交

通信号灯。

55 启示启示

中国正处于城市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

伴随着机动车数量剧增，高架桥、环线、快

速路的建设，道路的拓宽，以及停车位的大

量提供，无一不在鼓励机动车优先的发展导

向，然而，交通的混乱与拥堵问题始终未能

从根本得到解决。在倡导绿色出行和发展可

持续交通的背景下，许多大城市已经认识到

街道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城市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和空间活力的营造

影响深远。由此，《导则》中的诸多创新与

经验也对中国的城市街道设计具有借鉴意义。

1）全过程精细化指导，明确职责。《导

则》在街道设计各项要素、各个阶段的精细

化技术指导值得中国城市借鉴。《导则》提

出从项目启动阶段—设计阶段—实施阶段—

维护监管的纵向、全过程指导的工作框架，

并在每阶段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协调各参与

方与利益相关群体的关系，规范街道设计项

目的进程。

2）打包相关设计规范标准。《导则》基

于现有的一系列街道设计及交通相关政策文

件和标准规范，通过对上层次政策文件和指

引性文件的补充，将各层级对街道设计的要

求有效衔接，在各小节的最后附上相关标

准，以方便读者更全面的使用，例如《导

则》强调自行车交通的重要性，除了提出其

路线的分类与规范之外，还提供相关文件

《伦 敦 自 行 车 相 关 设 计 标 准》 (London

Cycling Design Standards)的延伸阅读。

3）将街道视作城市公共空间的观念转

变。《导则》的宗旨在于将街道空间作为城

市交通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共同载体，为伦敦

的所有交通方式创造更平等、和谐的公共环

境。从鼓励共享空间、优化街道空间的公共

性，到关注设施老化的维护问题，改善并提

升街道功能；从提倡观测公共空间的使用状

况，利用观测交通期望线确定过街点的位置

来增强空间的联通性，到协调街道家具的材

a 改造前 b 改造后

图6 伦敦市牛津广场改造前后对比

Fig.6 Comparison of London Oxford Circus before and after rehabilitation

资料来源：新浪，2009-11-22；Topit。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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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铺设，统一格调。由此可见，《导则》预

示着人们对街道的观念已经从交通导向逐渐

向生活导向转变，伴随着可持续发展、绿色

交通、以人为本等基本原则，城市街道将会

被激发出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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