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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窄马路、密路网”城市道路布局模式是对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的理性回归，将对既有规划

技术体系和城市未来发展产生变革。基于昆明市呈贡低碳示范区在“窄马路、密路网”道路布局方

面的规划设计探索和总结，归纳“窄马路、密路网”规划设计的总体思路和原则，探讨规划和设计

两个层面的技术要点以及需要修订的相关技术规范，以期对业界在开展具体规划设计业务及相关技

术规范修订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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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arrow Roadways，High Density Network”is a new concept of urban planning and transpor-

tation planning in China，which is expected to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planning system, and to mak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future urban development. Though learning the case of“Narrow Roadways, High

Density Network”in Chenggong low carbon demonstration area in Kunming,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de-

sign framework and principles for planning and designing“Narrow Roadways, High Density Network”.

Moreover,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key techniques of implementing such a new concept in planning and

design. As well, some technical codes are suggested to be revised. These efforts are able to provide valu-

able reference for practice on planning and designing“Narrow Roads, High Density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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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2016年 2月公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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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优化街区道路网结构、树立

“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

建设快速路、主次干路和支路级配合理的道

路网系统。这必将引发城市规划、交通规划

及相关技术规范的重大变革。

为什么要采用“窄马路、密路网”，业

界已有较多论述，但具体怎样操作，譬如如

何规划、如何设计等，仍处于探索阶段，尚

未有成熟的技术要求和规范。

昆明市是中国较早践行“窄马路、密路

网”规划理念的城市之一。2010年，昆明市

成为中国首批开展低碳城市建设试点工作的

城市之一。在美国能源基金会的帮助下，邀

请世界规划大师彼得·卡尔索普 (Peter

Calthorpe，新城市主义理论的建立者之一)

及其规划团队对呈贡低碳示范区(约 10 km2)

进行概念规划，并由昆明市当地城市规划和

交通规划专业院所先后完成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和道路修建性详细规划[1-3]。其中低碳示

范区的核心规划理念之一就是采用“窄马

路、密路网”的道路布局。该理念在昆明市

后续一些片区规划设计中也得以推广应用，

苏镜荣，唐 翀，程德勇，杨 洁
(昆明市城市交通研究所，云南昆明 650011)

““窄马路窄马路、、密路网密路网””规划设计要点及昆明市实践规划设计要点及昆明市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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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城市道路网主要功能示意

Fig.1 Functionalities of urban roadway network

例如金融产业聚集区、五里多片区、巫家坝

副中心等。

“窄马路、密路网”不是简单地把路修

窄、多建几条路，而是有其丰富的内涵和要

求。本文结合昆明市的实践经验对其进行探

讨和总结。

11 总体思路和原则总体思路和原则

相对于传统的道路网布局，“窄马路、

密路网”规划设计应充分体现绿色、低碳、

便捷、宜人、高效的规划目标和愿景。1)绿

色，提供完善、高品质的步行和自行车通行

网络，鼓励绿色出行；2)低碳，提高公共交

通的网络性和覆盖率，集约运输，减少机动

交通碳排放；3)便捷，提高道路网的连通性

和可达性，尤其是绿色、低碳出行方式的可

达性；4)宜人，创造人性化的交通空间尺

度，作为充满活力和吸引力的公共空间载

体；5)高效，通过合理组织交通，使各种交

通方式在道路上高效运行。

城市道路网主要发挥协调、运行、组织

和载体四大功能(见图 1)，在上述总体规划

设计思路的指导下，“窄马路、密路网”规

划设计应重点遵循以下六大原则：

1）与城市空间发展相协调。道路网的

走向和肌理要符合城市主要发展方向，并处

理好与对外交通系统的衔接。

2）与土地利用相协同。道路网的规划

指标包括街区大小、道路网密度、道路宽度

和道路面积率，这些指标要与土地利用的性

质和建设强度相互协同、相互适应和相互

制约。

3）与公共交通优先相适应。道路是交

通运行的主要载体之一，要体现集约运输，

为公共交通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包括公共

交通线路网密度和车站覆盖率，同时，道路

要为轨道交通预留通道空间。

4）与改善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环境相吻

合。步行和自行车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

分，占居民日常出行50%以上，道路网应为

其提供较为友善的出行环境，由以车为本的

规划设计导向真正回归到以人为本。

5）与高效交通组织相结合。道路网的

规划设计要方便进行科学合理的交通组织，

包括均衡交通流、单行交通组织、绿波信号

控制等，提高交通运行效率。

6）与景观、公共空间、市政公共设施

和城市防灾等功能相统筹。城市道路不仅承

担交通功能，还承担城市空间形态构架、景

观环境、公共空间、市政公共设施配置和城

市防灾等综合功能，应进行统筹考虑[4]。

22 规划要点规划要点

22..11 提高道路网密度提高道路网密度，，采用小街区尺度采用小街区尺度

市区道路网密度应达到 8~12 km·km- 2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GB

50220—95)中对规划人口在 200万人以上的

大城市的要求为 5.4~7.1 km·km- 2)，街区尺

度宜控制在 100 m×100 m 至 250 m×250 m。

除城市快速路外，相应提高主次干路和支路

的密度，干路网密度应达到 3~4 km·km-2(现

行规范为 2.0~2.6 km·km- 2)，这是保障公共

交通线路网密度和车站覆盖率的前提和基

21

a 大街区

图2 呈贡低碳示范区传统大街区和规划后的小街区路网对比

Fig.2 Comparison on roadway network between traditional superblock

and small block in Chenggong low carbon demonstration area

资料来源：文献[2]。

b小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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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也是发挥交通信号控制系统通车效益的重

要保障[5-6]，干路间距宜控制在400~600 m，与

公共交通车站适宜的间距相吻合；支路网密

度不应低于5 km·km-2。中心区及实施TOD开

发区域道路网密度应达到12~15 km·km-2，街

区尺度宜控制在100 m×100 m至200 m×200 m，

干路网密度应达到 4~5 km·km-2，支路网密

度不应低于8 km·km-2。

呈贡低碳示范区采用小街区规划布局模

式后，道路网密度由原来6.5 km·km-2提高至

12.5 km·km-2，平均街区尺度为160 m×160 m

(见图2)。

22..22 控制道路宽度控制道路宽度，，创造宜人的街道创造宜人的街道

空间空间

城市快速路尽量避免设置辅路(宽度约

60~80 m)，应以汽车专用路形式为主，路幅

宽约 30~40 m。城市主干路尽量避免宽度超

过 50 m 的双向 8 车道，应以双向 6 车道为

主，路幅宽约 45~50 m，并积极采用单向二

分路形式，路幅宽约 30~35 m。次干路可根

据需要采用双向 6 车道和双向 4 车道，双

向 6 车道路幅宽约 45~50 m，采用单向二分

路后路幅宽度约30 m；双向4车道路幅宽约

35 m，采用单向二分路后路幅宽约25 m。支

路根据需要可采用复行或单行组织，路幅宽

约15~20 m。

呈贡低碳示范区内的主要干路均采用单

向二分路形式(见图3和图4)，将道路宽度控

制在比较适宜的尺度，这是实现小街区路网

模式的关键要素。

22..33 积极组织单行交通积极组织单行交通，，提高道路网运提高道路网运

行效率行效率

高密度道路网是组织大范围、系统性单

行交通的基本要求[7]。“窄马路、密路网”道

路布局理念下，城市主次干路尽可能组织单

行交通，支路可以灵活组织单行或复行，实

现大范围、系统性单行组织。单行交通组织

不仅可以缩小道路路幅宽度，还能均衡路网

交通流，简化交叉口冲突，易于实施绿波信

号控制，能大幅提高整个道路网的通行能力

和效率。例如，复行十字交叉口改为单行十

字交叉口后，交叉口冲突点由16个变为1个

(见图5)。

22..44 提高公共交通线路网密度和车站覆提高公共交通线路网密度和车站覆

盖率盖率，，方便公共交通出行方便公共交通出行

市区公共交通线路网密度应达到 3~4

km·km-2，公共交通车站 300 m覆盖率不低

于 70%(现行规范为 50%)，其中公交专用道

(含专用路)密度应达 0.5~1.0 km·km-2。中心

区公共交通线路网密度应达 4~5 km·km-2(现

图3 呈贡低碳示范区干路单向二分路规划

Fig.3 Plan of one-way couplet arterial in Chenggong

low carbon demonstration area

资料来源：文献[2]。

干路单向
二分路

图4 呈贡低碳示范区干路单向二分路横断面

Fig.4 Cross section of one-way couplet arterial

in Chenggong low carbon demonstration area

资料来源：文献[3]。

4.5 3.5 10.5

30

3.5 3.5 4.5

单位：m

复行 单行

图5 复行和单行十字交叉口冲突点对比

Fig.5 Comparison on conflict points between

double-way street and one-way couplet street



苏苏
镜镜
荣荣

唐唐
翀翀

程程
德德
勇勇

杨杨
洁洁

窄窄
马马
路路
、、
密密
路路
网网
规规
划划
设设
计计
要要
点点
及及
昆昆
明明
市市
实实
践践

““

””

绿色 高效

宜人

便捷

低碳

提供良好的
步行和自行
车网络

组织单
行交通

控制道
路宽度

提高公
共交通
覆盖

提高道路网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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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8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nning objectives

and key points for urban roadway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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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范为3~4 km·km-2)，公共交通车站300 m

覆盖率不低于 90%，其中公交专用道(含专

用路)密度应达1.0~2.0 km·km-2。

呈贡低碳示范区采用小街区后，公共交

通线路网密度为4.4 km·km-2，公共交通车站

300 m覆盖率为 96.8%，其中公交专用道(含

专用路)密度为 2.1 km·km-2，能提供非常优

质的公共交通服务(见图6)。

22..55 构建绿色通道网络构建绿色通道网络，，营造优质出行营造优质出行

环境环境

市区步行和自行车专用路密度应达1.5~2.0

km·km- 2(现行规范对自行车专用路的要求

值，但实际执行情况较差)，并在快速路

外的所有道路上提供良好步行和自行车通行

空间。

呈贡低碳示范区采用小街区后，步行和

自行车专用路密度为1.8 km·km-2，串联了城

市主要广场、公园、绿地等公共空间(见图7)。

综上所述，“窄马路、密路网”道路布

局模式的核心规划要点是提高道路网密度，

采用小街区尺度，这是实现其他规划要点的

基础和前提。没有密路网，就不可能实现大

范围、系统性的单行交通组织，不可能控制

道路宽度并提供较好的公共交通线路网覆

盖，也不可能提供良好的步行和自行车专用

网络(见图8)。

呈贡低碳示范区处于昆明呈贡新区的核

心区，在“窄马路、密路网”的实践中，规

划层面对既有国家规范无明显突破，因为规

范的规划指标体系主要规定全市整体，而在

中心区对指标进行适当提高与规范要求不矛

盾。表 1结合呈贡低碳示范区的实践，提出

对规范主要规划指标的修订建议，目的是体

现市区与中心区的差别化指标要求，并适当

提高规划指标。

33 设计要点设计要点

33..11 道路交叉口小切角处理道路交叉口小切角处理，，形成紧凑形成紧凑

空间空间

为满足交叉口转弯半径、视距安全和行

人集散需求，对交叉口红线进行切角处理时

应充分考虑用地的集约性和城市功能的紧凑

图6 呈贡低碳示范区公共交通系统规划

Fig.6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planning in

Chenggong low carbon demonstration area

资料来源：文献[2]。

城市轨道交通
公交专用车道(BRT)
公交专用路(BRT)
公共汽车
轨道交通车站
BRT车站
公交首末站

图7 呈贡低碳示范区步行和自行车专用通道网络

Fig.7 Pedestrian and bicycle network in Chenggong

low carbon demonstration area

资料来源：文献[2]。

步行和自行车
专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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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切角不宜太大，并应根据道路功能区别

对待，采用小切角或小半径进行切角处理，

切角距离或切角半径控制在5~10 m为宜。

呈贡低碳示范区根据道路功能分别采用

5 m和 10 m切角半径(见表 2)，并对各类道

路交叉口进行视距三角形校核(按相交道路

设计时速的低值校核)(见图 9)，均能满足规

范要求。较传统交叉口红线切角距离(一般

为15~40 m)有大幅缩减，有效提高了土地集

约性，形成紧凑的街角空间。

33..22 交叉口小转弯半径交叉口小转弯半径，，保护过街安全保护过街安全

在满足各种车辆转弯需求的前提下，交

叉口采用小转弯半径，右转机动车强制减速

后再缓慢转弯，保障行人过街安全，同时减

少过街距离，路缘石半径根据道路功能区别

对待，控制在3~8 m为宜(见表3)。

通过对呈贡低碳示范区各类道路交叉口

路缘石半径进行校核，均能满足《车库建筑

设计规范》 (JGJ 100—2015)对各类车型最小

转弯半径的要求：

1）大型车(以公共汽车为主)主要运行在

交通性道路上，因此两条交通性道路交叉口

转弯半径要满足大型车通行需求，路缘石半

径取 8 m，加上自行车道 3~4 m和机非分隔

表1 基于“窄马路、密路网”原则的主要交通规划指标建议

Tab.1 Recommended index in case of "Narrow Roadways,

High Density Network"

设施密度

道路网 2)

主次干路网

公共交通
线路网 3)

公交专用道
(含专用路)

市区

既有规范要求 1)

5.4~7.1

2.0~2.6

建议值

8~12

3~4

3~4(与主次
干路网密
度相对应)

0.5~1.0

中心区

既有规范要求

3~4

建议值

12~15

4~5

4~5
(与主次干路网
密度相对应)

1.0~2.0

1）参考《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GB 50220—95)；
2）既有规范对中心区道路网总体密度没有要求，但对支路网密度进行了要求：市
中心区的建筑容积率达到 8时，支路网密度宜为 12~16 km·km-2；一般商业集中地
区的支路网密度宜为10~12 km·km-2；
3）既有规范对公共交通线路网密度没有明确要求，但对市中心区和城市边缘地区
进行了要求：在市中心区应达到 3~4 km·km-2；在城市边缘地区应达到 2~2.5 km·
km-2。

(km·km-2)

表2 呈贡低碳示范区内道路交叉口红线切角距离

Tab.2 Distance of chamfer in Chenggong low carbon demonstration area

道路功能

交通性道路(干路)

生活性道路
(含公共交通专用路)

步行和自行车专用路

交通性道路
(干路)

10

10

5

生活性道路
(含公共交通专用路)

10

5

5

步行和自行车
专用路

5

5

5

资料来源：文献[3]。

m

图9 各类道路相交交叉口视距三角形校核

Fig.9 Validation in sight distance triangle at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section

资料来源：文献[3]。

交通性道路与交通性道路 交通性道路与生活性道路 单向二分路与交通性道路

单向二分路与生活性道路 生活性道路与生活性道路 一般道路与步行和自行车专用路

切角10 m 切角10 m 切角10 m

切角10 m 切角5 m 切角5 m

无视距
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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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2~3 m，实际转弯内侧半径约 13~15 m

(实际车辆转弯半径大于转弯内侧半径)，远

大于大型车最小转弯半径要求(9~10.5 m)(见

图10)。

2）生活性道路交叉口，一般只通行小

汽车，路缘石半径取 5 m，加上自行车道宽

1.5~2.5 m，实际转弯内侧半径约 6.5~7.5 m，

大于小汽车最小转弯半径要求(6 m)。

3） 步行和自行车专用路不通行机动

车，因此与其相交的道路交叉口路缘石半径

取3 m即可。

33..33 信号灯短周期控制信号灯短周期控制，，提高过街效率提高过街效率

交叉口尽量按两相位控制，缩短信号周

期，提高道路网通行能力和效率，减少行人

和自行车过街等候时间。被限制的交通流可

通过小街区进行绕行，由于街区尺度小，绕

行距离在可接受范围。

33..44 控制站台间距控制站台间距，，提供适宜的候车空间提供适宜的候车空间

公共汽车站间距控制在 400~600 m，且

站台应与交叉口进行一体化设计，设置在出

口道紧邻斑马线处，方便换乘。公交专用车

道的站台宜采用宽3.5 m长60 m的尺寸，普

通站台宜采用宽2.5 m长36 m的尺寸。

33..55 控制干路过度展宽控制干路过度展宽，，保障过街友善保障过街友善

干路单向二分路在交叉口处不展宽，复

行的干路在交叉口处展宽不应多于 1 条车

道，避免增加行人过街距离。车行道在 4车

道以上的道路应设置路中安全岛，安全岛宽

度不低于1.5 m，以保障过街安全。

33..66 支路设置停车并收窄交叉口支路设置停车并收窄交叉口，，丰富丰富

街道活力街道活力

支路路段原则上只设单侧停车，并以平

行式停车位为主，提供必要的公共停车位，

解决短时停车需求，丰富街道活力。同时，

不应提供过多的停车位以影响动态交通运

行。在市中心要通过价格杠杆实施停车需求

管理，抑制旺盛的个体机动车出行需求。结

合路段停车设置，在交叉口处对机动车道进

行收窄处理，缩短行人过街距离，增加交叉

口的行人集散空间(见图11)。

33..77 打造完整街道打造完整街道，，营造街道魅力营造街道魅力

在上述街道精细化设计的基础上，还应

提供良好的绿化、路面铺装、照明和街道家

具；鼓励两侧用地的适度混合，增加各时段

街道人气；控制两侧建筑高度以及建筑退让

距离，与街道形成合理的高宽比，打造舒适

的街道空间，将街道打造成优质的城市公共

空间和充满生机活力的场所，鼓励更多人采

用步行、自行车和“步行+公共交通”方式

出行。

表3 呈贡低碳示范区内交叉口路缘石半径

Tab.3 Curb radius in Chenggong low carbon demonstration area

道路功能

交通性道路(干路)

生活性道路

步行和自行车专用路

交通性道路(干路)

8

5

3

生活性道路

5

5

3

步行和自行车
专用路

3

3

3

注：两条道路均有公共交通线路的交叉口路缘石半径取8 m。
资料来源：文献[3]。

m

图10 大型车在交叉口转弯半径校核

Fig.10 Validation of the turning radius of large vehicle

at intersection

资料来源：文献[3]。

大
型
车 R=13.5R=8

图11 美国波特兰市路段停车、交叉口收窄案例

Fig.11 The case of on-street parking and intersection

narrow-down in Portland,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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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8 小结小结

综上所述，虽然“窄马路、密路网”在

规划层面对既有规范没有明显的突破，但在

设计层面对既有规范存在较多突破，主要包

括交叉口切角、转弯半径和交叉口渠化(包

括交叉口展宽及公共汽车站布设)三个方面。

面对突破既有规范的难题，昆明市呈贡

低碳示范区的顺利推进主要得益于三个原

因：1)呈贡新区作为住房城乡建设部第一批

低碳示范区之一，本身就带有对现行技术规

范中不合理部分进行突破和完善的试点意义

和责任；2)昆明市成立专门的低碳城市试点

办公室，对示范区内的所有工作进行统筹协

调和项目跟踪落实；3)编制低碳示范区道路

修建性详细规划，明确道路设计需要遵循的

技术准则，并通过市政府行政程序法定化，

实现一张图管理，作为道路工程设计和建设

的直接依据。

44 需要修订的相关技术规范需要修订的相关技术规范

“窄马路、密路网”城市道路布局理念

的提出和推广应用，需要对现行的相关技术

规范进行修订和完善。且不同规范对同一内

容的表述不尽相同，需要进一步统一。主要

涉及但不限于以下几个规范。

44..11《《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GB(GB

5022050220——9595))

该规范直接指导道路网规划设计，需要

对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完善：

1）要充分体现“窄马路、密路网”的

布局理念和相关要求。

2）完善道路网规划指标体系，包括道

路网结构、道路网密度、道路宽度、道路面

积率、人均道路面积等，这些指标都需要按

“窄马路、密路网”的理念来重新制定。

3）适度提高公共交通线路网的密度指

标，缩小公共交通站距要求，提高车站覆盖

率指标，中等及以上规模城市应规定公交专

用道的规划控制指标。

4）进一步细化步行和自行车专用路的

规划设计要求。

5）重新修订关于平面交叉口进出口设

置展宽段的相关规定，干路应限制过度展

宽，支路不应进行展宽，反而要结合路段停

车对交叉口进行收窄处理。

44..22《《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J(CJJ 3737——

20122012))

该规范直接指导道路具体设计，需要对

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完善：

1）适当缩小关于对城区公共汽车站间

距宜为400~800 m的规定(规范第10.3.2条第

1小条)。

2）重新修订关于对公共汽车站设计规

定(规范第 10.3.2条第 3小条)：“道路交叉口

附近车站宜安排在交叉口出口道一侧，距交

叉口出口缘石半径终点宜为 80~150 m”。小

街区的交叉口间距为 100~250 m，该规定在

小街区道路网下无法执行，且增加了对向车

站的换乘距离。

44..33 《《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 (GB(GB

5064750647——20112011))

该规范直接指导道路交叉口规划，需要

对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完善：

1）修正关于对平面交叉口转角部位红

线切角长度(干路20~25 m，支路15~20 m)的

规定(规范第 3.5.2条第 1小条)，应进一步缩

小以形成紧凑的街角空间。

2）修正关于对平面交叉口右转路缘石

半径按不同设计时速确定取值(无非机动车

道 10~25 m，有非机动车道 5~20 m)的规定

(规范第 3.5.2条第 5小条)，应按满足不同车

型最小转弯半径要求来确定，采取小转弯半

径，强制右转车辆先减速再缓慢通行，保护

行人过街安全。

3）修正关于对平面交叉口进出口道展

宽的相关规定(规范第 4.1.3条和第 4.1.4条)，

该规定在小街区路网下无法执行，上一个交

叉口出口道还未渐变完就已进入下一个交叉

口的进口道。

44..44 《《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 (CJJ(CJJ

152152——20102010))

该规范直接指导交叉口具体设计，需要

对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完善：

1）修正关于对平面交叉口进出口道展

宽的相关规定 (规范第 4.2.13 条和第 4.2.16

条)，理由同上。

2）修正关于对地块或建筑物出入口在

各级道路上要求离开平面交叉口停车线(主

干路不小于 100 m，次干路不小于 80 m，支

路不小于30~50 m)的距离规定(规范第4.2.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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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否则有些小地块将面临出入口开设困

难的情况。

3）修正关于对平面交叉口右转路缘石

半径按不同设计时速确定取值(10~25 m)的

规定(规范第4.3.2条)，应与《城市道路交叉

口规划规范》 (GB 50647—2011)的修正一致。

4）修正关于对公共汽车站与道路交叉

口进出口道距离 (出口道离开对向停车线

干路 50 m、支路 30 m，进口道离开停车线

20 m+排队长度)的规定(规范第 4.4.5条和第

4.4.6条)，否则小街区路网下公共汽车站台

无法落位。

44..55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GB(GB

5018050180——9393)()(20022002年版年版))

该规范直接指导居住区规划设计。根据

该规范，居住区按居住户数或人口规模可分

为居住区、小区、组团三级，1个居住组团

规模(300~1 000 户、1 000~3 000 人)基本与

“窄马路、密路网”下的 1个小街区规模相

当，1个居住小区(3 000~5 000户、5 000~15 000

人)相当于5~10个居住组团(小街区)，1个居

住区(10 000~16 000户、30 000~50 000人)相

当于3个居住小区。

该规范仅将居住区(级)道路(用以划分小

区的道路)纳入城市支路范畴，且要求道路

红线宽度不宜小于20 m，而小区(级)路(用以

划分组团的道路)未纳入城市支路范畴，仅

作为居住小区内部道路，技术标准要求不高

(路面宽 6~9 m)。因此，在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中仅将居住区(级)道路作为城市支路纳

入规划控制管理，这会造成由城市道路所划

分的居住小区面积较大，相当于“窄马路、

密路网”下5~10个小街区(居住组团)。这是

导致大型封闭居住小区的主要原因之一，应

当进行修订，将小区(级)路也纳入城市支路

范畴，并达到支路的技术要求，让生活街区

的尺度精细到居住组团级别，而非居住小区

级别。

55 结语结语

“窄马路、密路网”是实现低碳交通、

低碳城市、低碳生活的重要基础和载体，不

仅在规划理念和社会管理体系方面需要突

破，在规划编制方法及规划管理方面需要创

新，更要依托于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的协同

与融合，通过精细化的规划设计，创造有序

的城市肌理、宜人的城市空间、灵动的城市

街道。本文从昆明市实践经验出发，提出一

些关于“窄马路、密路网”的规划设计探

讨。但要形成完整和成熟的行业标准和规

范，以及如何在现有的城市基础上进行改

造，仍需要业界不断去探索、实践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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