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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中国城市街道设计回归以人为本的背景下，街道界面连续性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评述

街道界面连续性相关研究，指出已有测度方法多采用主观评价或人工计算形式，难以在片区或城市

层面开展系统、定量的评估分析。借鉴国外建筑贴线率计算方法，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基于

GIS的街道界面连续性测度方法——最大切面法。以济南市为例，开展路段和区域路网尺度的实证

分析。研究发现，济南市街道界面连续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由市中心向外围逐步下降的趋势，而新

建地区街道界面缺失的问题尤为突出。影响因素方面，街道界面连续性与建筑密度、容积率和路网

密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道路宽度存在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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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ity of Street Facade Analysis with GIS: A Case Study of Jin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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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much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continuity of street facade for promoting human-

centered streets. The past studies tended to measure the continuity of street facade through subjective evalu-

ation or manual calculation, which is difficult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and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for a

district or a city. Adapting from the emerging methods used abroad with Chinese contex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GIS-based method (i.e., maximum transection method) to measure the continuity of street fa-

cade. Taking Jinan City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ntinuity of street facade at the levels of

street segment and regional roadway network.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reet facade becomes less continu-

ous as it approaches to the city edge, and that streets in the newly-built areas have poorest continuity. The

continuity of street facade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building coverage, floor area ratio

and roadway network density, whereas it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roadway 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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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步入

高速发展阶段。传统大街区、宽马路的城市

建设模式屡见不鲜，往往伴随建筑后退道路

红线距离过大、街道界面连续性严重不足等

问题，进而导致城市空间品质不佳、街道人

气活力缺失、步行和自行车出行分担率持续

下滑。近年来，随着国家提出新型城镇化发

展战略，城市规划由增量规划逐步转向存量

规划，街道回归以人为本议题日益受到关

注，进一步要求街道设计重视小尺度、运营

维护、整合协调、街道活力和愉悦舒适等原

则 [1]。街道界面是城市街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相关实证研究较为缺乏。本文提出基

于GIS环境的建筑贴线率测度方法，并以济

南市为例分析街道界面连续性在城市内的空

间分布及影响因素，为街道空间形态定量分

析、交通设计和城市规划管理等提供技术方

法和实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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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街道界面连续性研究现状街道界面连续性研究现状

街道界面又称街道墙、街墙 (Street

Wall)，一般指街道两侧由建筑物形成的实体

界面。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建筑师William

Atkinson于1916年提出，并被纳入当年纽约

市首次颁布实行的分区法中。中国学界已认

识到街道界面对街道空间塑造的重要意义，

倡导通过沿街完整、连续的建筑立面来营造

统一有序、充满活力的城市街道 [2-6]。近年

来，在中国城市规划管理和实践中加强对街

道界面连续性引导管控的实例越来越多，而

设置建筑贴线率指标是较为通用的做法 [7]。

例如，深圳市中心区22，23-1街坊城市设计

方案规定主要街道的建筑后退线必须一致，

并提出建筑贴线率应达到 90%[4]。济南市商

埠区城市设计方案规定，除规划确定的主要

出入口外，建筑贴线率要达到 80%[8]。昆明

市呈贡核心区规划中，为营造宜人尺度的街

道空间，规定小距离建筑退线，临南北向道

路的建筑贴线率为 70%~90%，临东西向道

路为65%~85%[5]。上海市2011年出台《上海

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提出城市次

支路、步行街与公共街道两侧设定 60%~

80%的建筑贴线率指标[9]。住房城乡建设部

2013年发布《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

划设计导则》，规定步行重点片区和生活性

道路的底层建筑贴线率不宜小于70%[10]。

相较规划实践层面的热度，中国学界针

对城市街道界面连续性的实证研究尚显不

足。文献[11]基于广州市体育东路核心路段

4个街区的调查和定性分析，认为街墙立面

的缺失、建筑后退空间的封闭等是造成该街

道线性商业空间丧失凝聚力的主要原因。文

献[12]选取天津市大理道、巴黎卡布西纳大

道、伦敦牛津街、柏林沃尔特大街开展细致

科学的街道界面连续性评估，发现 4条街道

的建筑贴线率均在 90%以上。文献[13]运用

谷歌地球(Google Earth)分别在欧美和中国12

个城市内部随机取样，对取样单元内 125条

街道的界面连续性进行视觉主观判定，发现

中国城市的街道建筑贴线率普遍较低。街道

界面连续性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文献[14]

通过对6个城市共64个500 m×500 m取样片

区进行分析，在AutoCAD中人工描出街道

中心线、街道界面线和建筑基底轮廓线，据

此计算建筑贴线率与街区建筑密度，发现两

者有中等程度的正相关关系。既有研究虽具

有重要意义，但在测度街道界面连续性时多

采用主观评价或人工计算方法，且限于小规

模样本分析，结论的普适性易受质疑，且难

以在片区或城市层面开展系统、定量的评估

分析。因此，有必要探索更为科学有效的测

度方法，并通过国内实证验证其适用性和可

操作性。

22 街道连续性测度方法街道连续性测度方法

22..11 国外测度方法国外测度方法

建筑贴线率是衡量街道界面连续性的一

项核心指标，一般指由多个建筑立面构成的

街墙长度占所在街道长度的百分比，比值越

高，街道界面越连续、齐整。建筑贴线率计

算公式为：建筑贴线率( P )=街墙长度( B )/

路段长度( L )×100%。

然而，现实中城市道路两侧建筑往往前

后错位布置，清晰的街道立面线并不存在，

给测度街道界面连续性带来了很大挑战。

2014年，英国学者哈维首次提出基于GIS的

街道界面识别方法，并应用于美国纽约、波

士顿和巴尔的摩 3个城市的研究[15]。具体而

言，利用采集的道路中心线和建筑基底矢量

信息，由道路中心线向外侧做间隔1 m步长

的一系列缓冲区(最宽为40 m)。对于每个缓

冲区，计算该缓冲区总面积与去除建筑基底

后剩余面积的比值。查询相邻两个缓冲区的

比值之差最大的情况，将该情况下较小缓冲

区的外缘线定义为街墙。该线与建筑基底相

交的线段总长度除以路段长度即得到建筑贴

线率。将该方法在中国应用存在以下挑战：

1)在 GIS 中的操作流程较为烦琐，运算量

大；2)未考虑道路红线宽度，对中国较宽的

主干路可能出现无法识别街道界面的问题；

3)缺乏对街区尺度计算方法的探讨。

22..22 改进方法改进方法

本文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文献[15]方法

的基础上进行改进，提出最大切面法。如图

1所示，以道路中心线为基准，向两侧分别

划定一系列缓冲区，缓冲距离在道路红线宽

度 1/2的基础上，以 1 m为单位再逐步向外

拓宽，考虑建筑后退道路红线的情况，最远

拓宽 20 m(即 0 ≤ n ≤ 20 m)。记录每一缓冲

区外缘线与建筑基底相交的线段总长度，取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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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长度中的最大值作为街墙长度，将其除以

路段长度，即得到道路单侧的建筑贴线率。

以图 1为例，在道路右侧，比较各条线段的

总长度可得， n10 > n14 > n8 > n16 > n5 > n18 ，

因此采用 n10 作为街墙长度；同理，在道路

左侧，由于 n7 > n11> n5 > n14 ，因此采用 n7

作为街墙长度。道路同侧如有多条街墙长度

相同且都为最大值，则以缓冲距离最小的切

面作为该路段的街墙位置。如图 1 道路右

侧， n10 = n11= n12 ，取距离道路中心线最近

的 n10 作为街墙位置；左侧同理， n7 = n8 ，

取 n7 为街墙位置。最后，将路段两侧的建

筑贴线率取均值，得到该路段的建筑贴线率。

对于区域路网的街道连续性测度，可采

用加权平均方法：

LR=
∑

1

n

(RLn ×LRn)

∑
1

n

RLn

，

式中： LR 为区域路网的平均建筑贴线

率/%； RLn 为区域内第 n 条路段的长度/m；

LRn 为第 n 条路段的建筑贴线率/%。

33 研究案例与数据研究案例与数据

本文选取济南市作为案例，研究的空间

范围为济南市主城区(绕城高速公路所围合

的区域)，面积约 533 km2，包括历下区、市

中区、槐荫区、天桥区以及历城区的大部分

区域。首先，采集现状市政道路和建筑基底

的基础矢量数据(见图2和图3)。道路数据主

要来自 2013年由山东大学开展完成的济南

市现状道路专题调查，其成果为 AutoCAD

形式，包括济南市中心城区现状路网中3 048

条路段的道路中心线矢量信息、路段红线宽

度属性等。将以上数据导入 ArcGIS，并使

用后者内置的线层计算工具得到各路段的长

度信息。建筑数据方面，通过商业渠道购置

研究范围内的建筑基底矢量轮廓数据，共获

得 230 089个建筑物要素，并使用ArcGIS内

置的面层计算工具得到各建筑基底的面积信

息。由于获取渠道不同，在ArcGIS中对路

网图层和建筑基底图层进行配准，统一采用

WGS_1984_PDC_Mercator作为投影系统。

数据处理方面，首先以地理信息系统为

平台，对济南市主城区 3 048条道路路段逐

缓冲距离B 缓冲距离A

1/2路宽0 n 20m 1/2路宽 0 n 20m

街
墙
B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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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路
红
线

道
路
中
心
线

道
路
红
线

街
墙
A
较
长

建筑

n14 n11 n8 n7 n5 n5 n8 n11 n14n10 n12 n16 n18

图1 最大切面法计算路段建筑贴线率示意

Fig.1 Measuring the building conforming line ratio using

the maximum transec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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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济南市现状路网图层

Fig.2 Layer of existing roadway network in J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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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济南市现状建筑基底图层

Fig.3 Layer of existing building footprints in J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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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测算建筑贴线率指标。需要说明的是，本

文分别采用国外测度方法和改进方法(即最

大切面法)测算路段建筑贴线率，后者运算

速度大幅提高。Pearson相关性分析表明两

种方法得到的结果高度相关( r= 0.925)，证

明了改进方法的可靠性，后续分析仅呈现改

进方法的计算结果。其次，结合济南市不同

历史发展阶段和典型街区类型，分析建筑贴

线率的整体空间分布特征和地区差异性。再

次，使用 ArcGIS 软件中的网格指数工具

(grid index)将研究范围划分为 1 km×1 km的

格网，计算每个单元格内的路网平均建筑贴

线率，以及建筑密度、容积率、路网密度、

道路宽度等空间形态指标，开展相关性分

析，识别影响街道界面连续性的空间要素。

44 济南市街道界面连续性分析济南市街道界面连续性分析

44..11 空间分布特征空间分布特征

对济南市 3 048条道路路段建筑贴线率

的测度统计结果表明，济南市总体街道建筑

贴线率均值为38%，与欧美城市相比街道界

面连续性偏低，威尼斯、巴塞罗那、巴黎、

阿姆斯特丹、纽约等街道的建筑贴线率均在

50%以上[12]。此外，路段之间的建筑贴线率

存在较大差异性，最高值为 100%，最低值

为 0，标准差为 0.26。在ArcGIS中将济南市

所有道路路段按建筑贴线率大小以分位数法

(quantile)归为5类(见图4)，可见街道连续性

的分布态势呈现由城市中心向外围递减的特征。

文献[16]将济南市主城区按照建设年代

划分为 1900 年前、1901—1950 年、1951—

1985年和 1986年至今四类区域(见图 5)，分

别计算各区域内的平均建筑贴线率。如图 6

所示，随着济南市不断向外扩张建设，城市

街道连续性逐步下滑，特别是 1986 年至

今，城市新近发展区域的街道界面缺失问题

尤为突出，与之前历史阶段的传统城市街道

形态形成鲜明对比。

选取济南市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 4

个典型样本街区，借助百度街景地图进行直

观比较，说明各街区之间街道界面连续性确

实存在差异(见图7)：

1） 县西巷街区，位于济南市老城区，

主要由历史街巷组成，至今仍保持明清时期

的胡同肌理，窄街道两旁低矮建筑排列紧

凑。经测算街区平均建筑贴线率为52%，街

道尺度宜人，界面连续，步行环境良好，传

统街区风貌特色鲜明。

2） 经四路街区，位于济南市商埠区，

建筑贴线率
0~11%
12%~30%
31%~46%
47%~62%
63%~100%

图4 济南市街道建筑贴线率空间分布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building conforming line ratio of streets in Jinan

500 m半径街区
路网
1986年至今
1951—1985年
1901—1950年
1900年前

西客站街区

经四路街区

县西巷街区

解放路街区

0 2.5 5.0

单位：km

图5 济南市不同发展阶段区域划分及典型样本街区分布

Fig.5 Distribution of areas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periods

and the representative neighborhood sample in J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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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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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

图6 济南市不同发展阶段所形成区域街道的平均

建筑贴线率

Fig.6 Average building conforming line ratio of streets

in areas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periods in J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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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形成的密方格路网延续至今，辖区

内拥有众多中西合璧风格的近代建筑，且沿

道路两侧紧密排列。街区内街墙立面连续，

沿街商铺密集，街道富有活力，街区平均建

筑贴线率为61%。

3） 解放路街区，建设始于建国初期，

以中低层建筑为主，在后续城市更新中增设

了华强广场、中心医院等大型单体建筑。街

区内高楼大厦与低矮楼房穿插并存，街道界

面连续性与前两个街区相比稍弱，平均建筑

贴线率为42%。

4）西客站街区，是济南市近年重点开

发建设的新区，多采取大退线、宽马路的开

发模式。沿街建筑多为 20 层以上高层塔

楼，排列稀松，街道界面连续性很低，平均

建筑贴线率仅为13%，街道缺乏活力，几乎

没有底商，本地居民出行以小汽车为主。

造成 1986 年以来新建地区街道界面缺

失问题的原因有多个方面。1)受现代主义规

划思想影响，城市建设往往追求较高的建筑

形体、较大的开敞绿地以及道路的交通功能

属性，而对人本尺度的街道环境重视不足。

2)在市场经济作用下，道路红线分割了城市

公共空间和业主私有空间，房地产开发商在

布局建筑时主要关注地块内部的居住品质

(如封闭安全、良好景观、远离噪声等)，未

考虑沿街建筑对地块周边街道界面连续性的

外部性价值。3)与北方居住文化有关，市民

多青睐朝南住宅，导致东西向沿街建筑较

少，过去传统的建筑围合式布局方式在新时

期难以为继。4)新建地区包含部分工业用

地，周边道路无临街建筑，建筑贴线率处于

极低水平。

44..22 影响因素影响因素

首先基于1 km×1 km格网计算各单元街

区的容积率、建筑密度、路网密度以及路网

平均建筑贴线率，并将各指标数值根据自然

断点分级法(Natural Breaks)分为五类，对济

a 县西巷街区
(1900年前)

b 经四路街区
(1901—1950年)

c 解放路街区
(1951—1985年)

d 西客站街区
(1986年至今)

图7 济南市典型样本街区空间形态与街道风貌

Fig.7 Spatial forms and streetscape of the representative neighborhood sample in Jinan

建筑基底 绿地 道路中心线

容积率
0.00~0.20
0.21~0.53
0.54~0.94
0.95~1.49
1.50~3.21

0.00~1.00
1.01~2.87
2.88~4.79
4.80~7.45
7.46~14.95

路网密度/
(km·km-2)

0~7
8~17
18~27
28~39
40~77

建筑密度/%
0~6
7~16
17~29
30~44
45~100

平均建筑
贴线率/%

a 容积率 b 路网密度

c 建筑密度 d 平均建筑贴线率

图8 济南市1 km格网建筑密度、路网密度、容积率和平均建筑贴线率的

空间分布

Fig.8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uilding coverage, roadway network density, floor

area ratio and average building conforming line ratio for 1km grid cells in Jinan

平均建筑贴线率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样本数 2)

路网密度

0.2971)

0.000

664

平均道路宽度

-0.2871)

0.000

664

建筑密度

0.6571)

0.000

664

容积率

0.6381)

0.000

664

1）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2）剔除不含任何道路的街区(如山区、农田等)。

表1 平均建筑贴线率与其他城市空间形态要素相关分析

Tab.1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average building conforming line ratio

and other urban spatial form elements

05



本刊特稿

U
rban

TransportofC
hina

Vol.14
N

o.4
July

2016

城城
市市
交交
通通

二二○○
一一
六六
年年

第第
十十
四四
卷卷

第第
四四
期期

南市研究范围内这些指标的整体空间分布特

征进行比较。如图 8所示，除西部片区路网

密度较高、城市边缘局部村庄处建筑密度较

高以外，各个指标均大体呈现数值由市中心

向外围递减的趋势，与平均建筑贴线率的分

布特征相似。

对上述指标开展Pearson相关性分析(见

表1)，结果表明：

1）建筑密度、容积率均与平均建筑贴

线率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且为正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 0.657，0.638)，即街区的

建筑密度和容积率越高，平均建筑贴线率越

高；反之亦然。这一发现验证了文献[14]的

观点，即街道界面连续性与围合街道的建筑

物多寡直接相关，街区建筑密度越高、地块

内的建筑越多，街道界面连续性越好。

2） 路网密度与平均建筑贴线率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且为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297)，即街区的路网密度越高，平均建筑

贴线率越高；反之亦然。究其原因，当街区

路网较密时，单个地块面积较小，建筑采取

临街布置可以实现土地使用效率和商业经济

价值的最大化，并为设置内部开敞空间留有

余地。

3）平均道路宽度与平均建筑贴线率在

0.01水平上显著相关，且为负相关(相关系数

为-0.287)，即街区内道路总体越宽，平均建

筑贴线率越低。此结论亦具有合理性，因为

较窄的道路车流量小，车速慢，建筑受噪声

干扰相对较小，适合紧邻街道布置，形成尺

度宜人的街道环境。

综上所述，在城市规划建设时，为打造

优良步行环境、塑造连续街道界面，需要摈

弃大街区、宽马路的传统做法，采取高强度

土地利用、集约紧凑、路网细密的街区开发

模式。商业、办公、公共建筑应将主立面朝

向街道；考虑到北方的居住文化，两侧为居

住区的南北向街道，建议通过裙房形成连续

界面。此种新型的街区开发模式也正体现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所提出的关于

优化街区路网结构、发展尺度适宜生活街

区、树立窄马路和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

念等要求。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现行的城市

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中对建筑密度采取较为

严格的限制，多数情况要求低于30%，这不

利于街道界面的连续性塑造，建议在规范修

订时对原有规定进行适度放宽。

55 结语结语

本文重点探讨了基于GIS的城市街道界

面连续性测度方法，并针对济南市开展实证

分析。结果表明，济南市街道界面连续性较

西方国家城市整体偏低，在空间分布上呈现

由市中心向外围逐步下降的趋势，且 1986

年以来新建地区的街道界面缺失问题尤为突

出。街道界面连续性与建筑密度、容积率和

路网密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平均道路

宽度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鉴于此，提倡采

取高效、紧凑、集约、细密路网的街区开发

模式，在城市规划中引入建筑贴线率指标，

引导界面连续和高品质的街道空间塑造。后

续研究中，还可将建筑贴线率结合步行环境

友好度、居民出行行为及能耗、碳排放等开

展联动分析，推进街道形态实证研究的进一

步发展。

应当指出，决定街道界面质量的因素除

连续性外还有很多，如界面尺度、材质、风

格、功能、广告招牌的位置和样式等。特别

是建筑退让道路空间的精细化设计以及运营

维护对于打造高品质街道至关重要，如保证

小尺度、通透开敞、功能混合、避免机动车

停车等 [17]。同时，道路横断面规划设计方

面，需将建筑退让道路空间视作建筑前区的

重要组成部分而与街道界面一体化设计，灵

活布置绿化和街道家具，弱化道路红线对步

行空间的分割，并采取刚性控制与弹性引导

相结合的原则，集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

合力共同提升城市街道界面的整体质量，激

发城市公共空间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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