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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对城市道路空间传统规划设计范式的自省，分析街道设计兴起的时代背景和必要性。从

项目组织、设计对象和设计方法等角度分析街道设计情境特征，指出从批量复制的传统规划设计到

单品定制的街道设计需要完成的认知转变。结合天津市道路空间相关政策演进及街道设计实践，剖

析街道设计面临的现实窘境。结果表明，街道设计及其所昭示的规划设计行业跨界融合态势，是受

机动车导向理念支配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者要尽快适应的范式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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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rospection on traditional roadway planning design paradigm, this paper introduc-

es the background and necessity of street design. By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street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ject organization, design objects, and methodologies, the paper indicates the

cognitive transformation of street design from “bulk copy” to “single-product customization”. Based

on the related policies of roadway space and street design practice in Tianji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light

of street design. The result shows that coordination among various entities has become a development

trend in planning and design especially street design.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street planning and design

change from motorized-oriented to people-oriented for transportation professionals and administ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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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新时期，城

市规划建设逐渐从增量发展转入存量管理阶

段。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出行特征也发生

很大改变，对出行体验的要求随之水涨船

高。城市道路从承载必要性活动的空间，向

更加注重场景体验和多元功能的街道模式转

变。基于红线范围的交通工程规划设计方法

已经无法满足城市居民对于街道空间的精神

消费需求。街道设计是基于多专业跨界合作

的城市道路规划设计新范式，旨在将单纯用

于人车物移动和转换之道路，转变为具有丰

富场景体验同时又不减损城市运转效率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的多功能人文设施和空间消费

对象。除了可持续价值观及与之相关的技术

原则，街道设计并无普适方法，这直接推动

了城市道路空间的规划设计范式从批量复制

向单品定制转变。

11 街道设计的情境特征街道设计的情境特征

街道设计是规划设计行业面临的跨界整

合态势的缩影，是城市空间使用精准化和建

筑内外部空间秩序模糊化的必然结果，其本

质是城市居民消费由低层级的物质需求向高

层级的精神需求升级进化[1]、进而带动街道

环境消费期望提升所导致的城市空间营造范

式转移，即场景营造。有别于以交通转换场

所为发展目的的道路规划设计传统手法中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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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案的简单拼贴，街道设计项目的负责

人应兼具交通工程、城市设计、景观设计多

专业修养和浓厚的人文情怀，能够根据每条街

道的个性，侧重从人的行为心理特征角度，对

交通通行等必要性活动和观赏、休憩、交往等

自发性活动各自所需的空间进行统筹安排。

街道因其区位、功能、街道空间尺度和

风貌特点等因素而呈现更加丰富的场景，低

等级街道的多样性尤甚。相较于增量时期小

汽车导向空间设计的摧枯拉朽，存量阶段的

街道设计将面临更多的约束(见表 1)。这些

约束条件构成了街道设计的现实基础。从传

统道路规划设计到街道设计，关键是完成以

下三个方面的认知转变。

11..11 街道设计是基于产业链整合的跨界街道设计是基于产业链整合的跨界

设计设计

有别于交通主导设计权和空间使用权的

传统规划设计中，基于交通压力、道路构成

要素及其排列组合等因素确定道路功能分

类，进而设计道路形态的做法，街道设计从

街道发展愿景需要开展整体设计。它打破了

规划设计行业中，相关专业根据街道的“三

线”(红线、绿线、建筑退线)画地为牢、背

向设计的传统设计模式，将交通设计、详细

城市设计、景观设计、公共艺术设计等街道

相关规划设计项目横向融合，转变为“三

线”及沿街建筑所围合U型空间的整体规划

设计 (见图 1)。方案不受“三线”界限规

制，重点从功能需要考虑总体布局，必要时

会将部分路侧绿线拆分、置换至道路通行空

间，以实现变灰色设施为具有更强固碳、遮

蔽和环境美化效果的绿色设施的目的。与此

相应，街道设计面向的情境由人和物资的运

送为主，扩展为包括有形物资运送和无形要

素沟通在内的街道整体活动场景。

另一方面，街道设计所涉措施精细，设

计链条往往在纵向上与施工图设计、建设和

运营全程一体化组织，实现项目全生命周期

的服务，以保障实施方案的品质。街道设计

应当尤其注意街道的生长性，街道空间环境

品质的改善必然给沿线商家带来更大收益，

并逐步推进街道沿线服务整体升级优化。但

这种外部效益释放相对缓慢，当设计方案触

及机动车道及路内停车位的缩减等需要通过

让渡个体自由维持集体理性的措施时，街道

沿线商家和居民多倾向于对改造方案持抵触

态度。因此，项目方案应同时具备时间与空

间属性，能够洞见街道生长的各类影响因素

并做出相应安排。

11..22 街道设计是以人为本的定制式设计街道设计是以人为本的定制式设计

传统的道路规划设计由交通工程师主导

设计权，以物(设施、车辆)为设计对象。囿

于以研究机动车交通特性为重点的传统思

维，专业技术人员往往倾向于把更多的精力

用以关注设施的规模增长、设施覆盖率和交

通拥堵改善等，对于道路空间和两侧建筑界

面的感知则见其体块、不见其细节。街道定

制是交通价值观从以车为本转向以人为本

(包括行人、骑车人、乘车人、驾车人)、城

市道路从出行转换路径变为居民空间消费对

象的必然结果。以人为本强调街道的语境和

对人性的体察，一方面需结合街道所处的背

景对街道进行社会属性识别，例如贫穷地区

的街道、老龄化地区的街道、年轻人的街道

(如创意园区周边的街道)、未成年人的街道

类型

地区特征

使用者及
活动特征

道路设施条件

沿街地块与
建筑

绿化景观

其他

内容

现状及规划区位，网络分工，街区风貌与用地布局，沿线地块
停车设施供需情况，文物古迹，著名景点，历史场景，未来发
展意象

街道的主要使用者及其年龄、收入等个体特征，交通方式、交
通量，活动目的与时间，对街道使用的感受，街道改造意愿

街道宽度、坡度、高程，现状横断面形式，路内停车位，市政
设施，其他不可移动设施

沿街建筑高度，建筑形态，建筑风格，街墙线，沿街建筑首层
业态，出入口

现状大胸径乔木，街角绿地密接性，与沿街建筑首层业态相适
宜的景观界面要求

视觉盲区及其他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视觉不佳要素

表1 街道改造常见约束条件

Tab.1 The constraints on street upgrading

城市设计 景观设计 交通工程 景观设计 城市设计

建筑退线 绿线 红线 绿线 建筑退线

a 传统分工

b 街道定制

城市设计与公共艺术设计范围

景观设计范围

交通设计范围

沿街建筑 步行空间
非机
动车
道

分车
带 机动车道

分车
带 步行空间 沿街建筑

图1 街道定制与传统道路规划设计项目的专业分工对比

Fig.1 Comparison on specialty division between customized street design

and traditional roadway planning and design

非机
动车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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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幼儿园及儿童乐园等服务设施

周边街道)等，进而营造与使用者身份特

征、行为习性相符的环境品质和街道氛围；

另一方面应能够洞见人性，在街道使用者以

他们习以为常的方式使用街道时顺势利导，

或通过物理设施的完善施以合理约束，而不

是强制改变或寄希望于道德觉醒。如依照行

人过街期望路线施划人行横道，增加机动车

右转交通管制以使其避让行人，在可能发生

机动车侵占的位置强化步行和自行车空间阻车

设计，调整休憩设施的设置位置使之顺合人的

安全和观察的心理需求等，努力打造低管理依

赖、甚至吸引沿线居民自觉维护的街道。

作为城市最重要的公共场所和城市经济

社会活动的主要承载平台，街道设计亦可实

现城市精神[2]再塑和社会修复功效。街道通

过细节设计展现的对所有人尤其弱势群体的

包容与尊重，常常折射出该城市的人文精

神。另一方面，通过定制街道改变不同交通

方式的出行体验，尤其使步行、自行车和公

共交通出行变得更舒适、更有尊严，亦可以

对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和城市交通发展模式产

生积极引导。因此，街道设计也是最直接有

效的交通需求管理措施之一，所有的精心设

计终将以更高的空间消费体验和形成共同价

值观等精神收益形式反哺城市居民。

11..33 街道设计是公众参与的设计街道设计是公众参与的设计

街道使用者的年龄、收入、职业等特

性，是街道设计的重要基础资料。在订立具

体的街道规划设计方案之前，通过调查、访

谈等方式，了解和吸纳街道使用者(包括沿

街商家)等利益相关人的特性和对街道改造

的意愿，并将其作为方案编制的重要参考。

这是规划工作者对精英理论导向的传统规划

设计方法的自觉反省，也是场景经济模式

下，公共空间营造范式从专业技术领域走向

社会的必然。不同类型的街道(如城市出入

口道路、景观休闲街道、商业街道和处于路

网层级末梢的临宅街道)影响范围大相径

庭，公众参与的形式、广度和深度也将迥

异。通常一条道路服务的范围越广、受众越

多，通过调查访谈手段所能收集的有效公众

意见反而越稀少；反之，在一条低等级、过

境交通稀少的街道上，沿线居民的归属感和

空间认同感更为强烈，调查者往往能得到数

量众多的具体反馈信息。

在公众参与过程中，需要谨慎甄别由于

调查形式不当造成的信息偏差。例如，针对

智能手机用户的调查会将多数老人和儿童排

除在外，有奖答卷则易导致刷票行为和虚假

信息等。鉴于不同群体对街道的认知和改造

意愿存在偏差，公众参与信息应当与街道改

造项目组的专业理性和可持续价值观相结

合，方可发挥较大效用。例如，在主干路

上，街道空间的分配优先次序固然与次干

路、支路有所不同，但若经过良好设计，效

率与活力并非零和博弈。因此，如果过度重

视机动车路权改善信息，极易先入为主地放

大城市高等级道路的机动性而忽略路侧空间

的街道活力需求。

但在一些特殊道路上，沿线居民的意见

或需要被当作最重要的考量。例如，天津市

某区旧路改造项目实施前，对沿线居民的调

查结果显示，尽管这些街道空间长期被沿街

摆卖挤占、交通拥堵常发、整体秩序不佳，

但沿线地区多数居民给予了更多的正面评

价，认为这些街道有亲切的邻里氛围、买东

西方便。这些评价与沿线地区高老龄化率、

低经济收入的老旧社区氛围相符：数百居民

靠沿街摆卖赖以生存，老人们则依托家门口

的熟悉面孔就近获得基本生活服务和邻里交

往。显然，在这样的街道上，最合理的街道

改善措施是场景维持而不是追求焕然一新。

街道改造方在了解调查结果后，放弃对这些

街道进行大幅整改的意愿，而以架空管线入

地、平整路面等“修旧如故”的微小工程告

终。如果没有社会调查作为支撑，这些街道

或将像许多旧路改造项目一样，被改造得更

加美观有序、所有的沿街摆卖都将被取缔，

精英理论导向、用力过猛的方案或将提高游

客对街道景观的视觉体验，但终将以牺牲沿

线老龄化居民的生计和社区认同感为代价。

22 天津市街道设计沿革天津市街道设计沿革

22..11 政策演进政策演进

文献[3]回顾和总结了天津市道路空间发

展历程(见图 2)：1986年以前是步行和自行

车交通主导路权时期，城市机动化水平低，

城市道路多为窄街小道；1986—1996年，是

机非交通并行发展和“三环十四射”城市骨

架路网建设成网期，城市交通出行环境得到

较大改善；1997—2005年，是城市机动化水

平提高、机动车逐渐主导路权发展时期，多

条城市快速路建设工程同时启动、第一条城

市快速路建成通车，同时期，中心城区先后

开展五次“卡口”改造工程，多数城市干路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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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车带被拆除，以便腾出更多的机动车通

行空间，从而形成中心城区沿袭至今的以单

幅路为主(红线宽度大于 30 m的道路中，单

幅路断面道路占 60%)的现状道路横断面特

征；2006—2013 年，是城市机动化加速时

期，随着快速路陆续建成通车和城市交通拥

堵日益加剧，各方开始对车本位的交通发展

模式进行反思，2008年以后，依托《天津市

市域综合交通规划》和快速路建设后评估等

项目，相关部门就城市交通发展模式和需求

管理策略的可持续性达成初步共识，中心城

区内多条尚未建设的城市快速路被降级为城

市主干路；2013年后，与市政府酝酿出台汽

车限购令同步，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陆续组

织编制出台《天津市中心城区道路规划设计

导则》 (2013)、《天津市城市道路空间详细规

划设计指引》 (2015)等相关政策文件，旨在

推行交通设计、全面改善绿色交通路权和推

进“三线”融合设计，面向多部门协同的

《天津市街道设计导则》亦于2016年初启动编

制，逐步推动天津市街道空间营造范式变革。

22..22 近年改善措施近年改善措施

天津市的街道设计实践尚处于起步阶

段，跨专业、跨部门协作机制尚不完善。依

托上述技术导则与指引，选择有条件的道路

开展试验性的整体空间设计，逐步形成示范效

应，进而通过宣传展示，形成各政府部门乃至

全社会的共识，是近年天津市规划行政主管部

门的工作重点之一。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四点：

1）优化道路空间横断面。主张依据道

路功能、交通特性、街头活动特征和道路用

地条件确定城市道路空间横断面型式，要求

双向机动车道多于 2条的道路横断面型式原

则上均应设置机非分隔设施，同时严格限定

单幅路和双幅路适用条件，以最大化改善交

通秩序和优化街道景观。

2）推进交通安全设计。结合道路空间

横断面优化，通过规范设置无障碍设施、实

施生活性道路稳静化等措施，尽量减少人、

车、路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营造安全、有

序、包容的出行环境。重点关注各种道路设

施、绿化景观条件下，不同交通方式出行者

对通行空间内所有活动及邻接空间活动的通

透观察与夜间守望视线设计，初步建立交通

设计与景观设计融合工作机制。

3） 改善步行和自行车方式出行体验。

在相关街道规划设计条件中，均确立了步行

和自行车交通空间的规划设计细则，主要内

容覆盖路权保障、无障碍设施、遮蔽设施、

空间识别措施和休憩设施等，强调将人的特

征与活动需求作为路侧空间规划设计的最重

要考量，其整体布局兼顾高峰时段行人的快

速通行及慢速闲逛、横向路径变换、休憩、

观赏及遮蔽等多样化的需求，且应有利于形成

整齐的沿街建筑界面和公私分明的活动分区。

4）提高交叉口的空间识别性。在设置

形式方面，要求除城市快速路与交通性干路

相交、城市道路与铁路相交及用地受限情况

外，全市各等级道路原则上均采用平面交叉

口形式(部分为禁左交叉口)，并明确提出，

在非连续交通流的各类型道路沿线，不宜架

设主线上跨的分离式立交和互通立交，对拟

设置的立体交叉，应在确定具体选型基础

上，对其在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方面的影

响、所在交叉口交通改善效果及对周边地区

的交通影响等方面展开严格的技术经济论

证。对经论证确需设置互通立交的交叉口和

现状立交桥改造项目，要求满足步行和自行

车通行条件的桥梁设置机-非-人物理隔离形

城市总体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

第一条快速路建成

市域综合交通规划

中心城区道路规划设计导则
单幅路

三幅路、四幅路

·三环十四射”基本建成
·提出快速路网规划

·提出“三环十四射”骨架路网
·修建第一条三幅路断面道路单幅路

·快速机动化，交通拥堵频现
·“卡口”改造拆除多幅路

·快速路做减法
·快速路建设后评估

·道路横断面优化
·交通设计

建设 毁坏 反思 重建

图2 天津市城市干路横断面型式演替

Fig.2 Evolution of arterials cross-section in Tianjin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3]绘制。

1996年

1986年 2008年

2013年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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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并同步完善桥下辅路的步行和自行车交

通系统设计方案。

33 街道设计的窘境街道设计的窘境

33..11 专业技术窘境专业技术窘境

街道设计项目须以横向跨界联合与纵向

产业链的延伸为品质保障，这种全生命周期

的一站式工程服务有别于不同专业成果的简

单拼合，而应以大承包项目组内专业隔阂的

消除与无隙合作为前提。但在专业边界清晰

的传统教育模式下，能够双向理解交通设计

与城市设计、既对事关人身财物安全的交通

工程心怀敬畏又富有人文情怀的综合型人才

较为匮乏，街道设计的方案编制与技术审查

范式实际处于相关专业交界处的权责空白

区。反观中国多数规划设计单位，尚以同类

专业聚合体(专业所)切分其内部组织板块，

如果没有适时建立低沟通成本的跨专业协作

机制、没有赋予项目负责人相应的责权利，

将注定在街道设计项目推进初期，规划设计

方案仍将以各专业院所背向设计方案的简单

拼合和机械复制(而非多专业融合的定制化

设计)为主，或呈现主导设计者强烈的专业

偏好而非跨界辩证思考，这与受繁芜要素影

响而呈现千街千面的街道多样性相悖。

33..22 管理窘境管理窘境

街道设计模式将直接撞击制度，导致城

市道路现状行政管理机制发生相应变革，实

现街道空间使用从管理导向到功能导向的转

变。天津市的实践表明，街道设计模式在由

公共财政统一预算支撑配套道路建设的整体

开发新片区中较易于实施；而在“三线”空

间建设资金分头列支的现状道路改造项目中

则举步维艰。同时，经“三线”融合设计的

街道元素依功能与活动需要布设，绿化景观

空间又多强调进入性及其与接界地块的密接

性，导致活动空间与绿化空间边界模糊。这

对素以“三线”平行空间切分责权范围的相

关主管部门各自为战的现状分工模式形成较

大挑战，由规划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

协调与之平级的街道空间相关主管单位(见

图 3)，往往时间成本过大、项目周期过长，

新型空间设施亦面临建后移交困难。另一方

面，中国现行法规体系中，与街道空间规划

设计相关的政策措施尚未完全脱离车本位思

想，在人性化、定制式街道设计及其实施机

制方面与国际先进范式尚有较大差距，街道

设计所需的创新与试错制度匮乏，对专业技

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问责风险较高。因此，

街道设计可谓“市长工程”，制定建立在可

持续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街道设计相关法

规，并尽快建立基于相关单位共同上级主管

的跨部门联审机制，是街道定制得以顺利推

广的必要制度前提。

33..33 设计收费窘境设计收费窘境

与传统的道路规划设计项目相比，街道

设计受现状条件约束较多，更多地从人的体

验和活动特性角度开展再设计，十分重视细

节，笔触精细，项目工作量与项目周期均数

十倍于前者。但在全国层面，当前尚未形成

街道设计及其相关项目可借鉴使用的收费标

建筑退线 绿线 红线 绿线 建筑退线

规划局 多部门统管

开发商
市容园林委

(部分)

物业 市容园林委

规划局

建设委员会

交通委员会

多部门统管规划局

市容园林委
(部分)

市容园林委 物业

开发商

规划

建设

管养

图3 天津市中心城区道路空间行政主管部门责权划分

Fig.3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division among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in charge of roadway space

in Tianjin centr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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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各地政府部门对于这类项目的重视程度

和相关政策的稳定性亦大相径庭，这对于长

期关注项目营利性、忽视长足项目培育和社

会责任担当的规划设计单位造成价值观升级

桎梏。在制度建设滞后于创新的转型期，街

道设计项目立意高远而短期经济收益低微，

应避免成为有匠人情怀的规划设计师不堪重

负的道义坚守，需要更多有远见的规划设计

单位在相关资金、技术和制度方面的不吝支持。

44 结语结语

街道是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间，设计良好

的街道不仅能够实现城市交通安全有序运

转，而且使街道使用者乐于置身其间，成为

社会性活动、选择性活动[4]的承载平台，对

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力亦产生重要影

响。街道也是城市的表情和意象[5]，影响人

们的在地认同感和对城市精神的判断。通过

对街道空间各类交通空间、街道家具、绿化

景观和沿街建筑的整体设计，打造对行人、

自行车和公共交通更加友好的街道，是提高

城市活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要条件和巨

大推力。从道路规划到交通设计，进而到街

道设计，是被机动车武装头脑的规划设计师

和城市管理者要尽快完成的专业自省和范式

转移，也是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

特色现代化城市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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