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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城区内的道路系统普遍狭窄且非机动交通较多，在保护历史城区道路格局时，现有城市

道路等级规划标准显得较为粗泛和缺失，因此需要研究针对历史城区的道路等级划分方法。首先分

析总结相关研究和国内外规划实践。提出历史城区道路等级划分需要考虑的主要要素：交通功能、

历史格局、街道功能等。以福建省长汀古城为例，采用统计断面人流量、道路城市功能分类等方

法，梳理分析其道路网的特点。将古城内外道路划分为五个等级，其中适当增加适应历史城区的主

要街巷、次要街巷等级。规划评价结果显示，路网结构和密度较为合理，有利于路网发挥协同分工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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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oadway network in historic urban areas is generally narrow and dominated by non-motor-

ized traffic. Due to the existing specifications of roadway classification are insufficient in street preserva-

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on the road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historic urban areas. This paper summariz-

es the main elements of roadway classification in historic urban areas, including transportation functional-

ities, historical patterns, and street functionalities. Taking Changting old town in Fujian Province as an ex-

ampl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oadway network through investigating pedestrian flow and

roadway functionalities categorization. The roadway network is categorized into five classes, which in-

crease the class of major alley and minor alley in historic urban areas. The assessment results show that

roadway pattern and density are applicable on functionalities division and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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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期以来按照快速路、主干路、次

干路、支路划分城市道路等级，其设定的标

准往往是以小汽车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为

考量，容易忽略不能通行小汽车或以步行和

非机动车为主的小尺度道路。在规划实践过

程中，各地城市情况各异，也难以现有的标

准衡量和定性。尤其是在一些历史城区，原

本适应于古代道路环境的路段狭窄、交叉口

密集、依赖非机动交通、承载城市主要功能

等特性导致现有的城市道路等级规划标准难

以适用。历史城区内属于标准之外的小街巷

对古城内部仍发挥至关重要的交通、城市功

能、空间环境作用。从古城保护角度看，直

接套用现行标准，容易导致历史城区道路原

有格局和尺度被破坏，随意拓宽历史道路的

情况屡见不鲜。因此，有必要在原有标准之

外研究适应历史城区道路环境的道路等级规

划方法，以保护和利用历史城区道路系统。

11 既往研究概况既往研究概况

中国大陆地区的道路等级规划标准主要

参考《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GB

50220—95) [1]、《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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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J 37—2012) [2]，将城市道路分为 4 个等

级：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各等

级道路间的区别有设计速度、红线宽度、设

计年限、横断面型式、车道数、路线平纵横

设计、交叉口形式、公共交通设施、非机动

车和行人设施、中间分隔带、路侧带、绿化

带、路基路面、道路两侧用地功能、市政管

线设施等要素。规范对各级道路的比例、密

度以及适用城市规模等也做了相关划定[1-2]。

除了上述四级城市道路外，在《城市居住区

规划设计规范》 (GB 50180—93)(2016 年版)

中，还定义了居住区(级)道路、小区(级)路、

组团 (级)路、宅间小路等四级居住区内道

路，主要有道路红线宽度和市政管线布置的

要求 [3]。但该标准主要适用于居住区内部，

并不完全适用于历史城区。《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规划规范》 (GB 50357—2005)中要求历

史城区的道路应保留原有古城道路格局和空

间尺度，历史城区内部应避免设置较高等

级、机动车流量较大的道路，并且鼓励设置

永不拓宽道路，发展公共交通、自行车和步

行等绿色交通方式[4]。

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道路等级划分标

准相对更加细致，对历史城区的特殊环境适

应性更好。英国的城镇化地区道路等级分为

主集散路 (Primary distributor)、地区集散路

(District distributor)、 地 方 集 散 路 (Local

distributor)、通达路(Access road)、步行街道

(Pedestrian street)、步行径 (Pedestrian route)

以及自行车径(Cycle route)[5]。日本城市道路

按照其所承担的交通、防灾、公共空间、城

市结构等功能细分为快速路、主要干线道

路、干线道路、辅助干线道路、区划道路以

及特殊道路 6个等级。国外的道路分级主要

从实际需求出发以道路提供的功能为标准进

行分级，而不是单一的设计分级；细致的分

级有利于不同类型道路特别是历史城区道路

规划设计要求的确定，以及古城交通组织的

合理安排、路网的协同运行[6]。

在相关研究和规划实践中，中国一些学

者和专业人士依据各个地方的交通情况在现

有国家标准的基础上设定了更加细致的道路

等级划分方法和标准。文献[7]考虑市区、郊

区的区位和功能差异，将上海市道路在 4个

等级基础上划分为 7类，并提出在历史文化

街区可利用相邻单向道路合成实现一条次干

路的功能。文献[8]结合武汉市实践将城市道

路划分为 4级 9类的道路体系，将 6~20 m宽

的步行和自行车专用道路纳入道路等级体

系。在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

划实践中，西安市明城墙区域内在支路以下

设置 4~8 m 宽的通道主要通行自行车与行

人 [9]；上海市山阴路风貌区规划中增设集散

性支路，限制机动车的城市支路、弄巷以及

步行和自行车专用弄巷[10]；开封市历史城区

规划中按功能、最小横断面宽度、机动车道

和非机动车道设计速度将道路划分为 3 个

等级[11]。各地基于古城的特点划定了不同的

道路等级标准，总体上仍然保留国家标准中

的 4个等级，在一定程度上对道路等级进行

细化。

22 历史城区道路等级规划要点历史城区道路等级规划要点

在规划实践中，由于历史城区的特殊

性，其道路等级划分需要考虑很多要素，主

要从古城特殊的交通需求、历史道路格局及

古城街道功能属性出发，考虑以下几点。

22..11 以满足人的通行为基础以满足人的通行为基础

在城市道路等级划分中最根本的要素是

考虑道路在整个路网交通量分担中的作用，

即城市干路需要具备更大的通行能力。然

而，在现行的标准中虽然有考虑公共交通、

非机动交通和行人等多种交通方式，但根本

上还是把机动车作为主导路权的交通方式，

机动车的通行能力决定了道路等级。道路等

级标准与公共交通、非机动交通及行人通行

能力的关联相对较少。城市道路交通根本的

服务对象是人，特别是在历史城区这类以非

机动交通为主的环境中，衡量通行能力的标

准也应该从机动车转向人，以人流量作为考

量道路通行能力的基本单位。通过对历史城

区道路网的人流分布现状调查及合理预测，

分析道路在整个片区路网中的功能定位以及

承担的人流规模。根据主要道路对人的通行

能力的要求，从保障道路实际通行能力出

发，合理测定每条道路的等级。

具体做法主要是调查分析该片区的居民

出行需求量以及每条道路上的交通量，作为

确定道路等级的要素之一。在部分历史城

区，由于大部分出行以非机动车和步行为

主，因此主要预测每条道路的人流量，而非

当量小汽车数。

22..22 配合交通模式配合交通模式

城市道路服务于多种类型的交通方式，

首先需要明确各种交通方式使用道路时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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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优先次序，在道路空间的路权分配、交通

管制措施、交叉口信号配时等方面给予不同

的优先等级。明确城市交通结构，就能够根

据道路主要交通方式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

进行道路等级划分。现行的道路等级划分标

准基本是在以机动车为主的交通模式下制定

的。历史城区的交通模式应当尽量非机动化

和稳静化，以公共交通、非机动车、步行为

主，这既考虑了古城街巷物理空间不足的限

制，也考虑了对其传统道路空间环境和历史

体验的保护。在以步行和自行车为主要出行

方式的区域应当将步行和自行车道路网络的

等级划分作为该区域道路等级划分的主要依

据。以公共交通为主要出行方式的区域则应

当将公共汽车线路等级规划作为道路网等级

划分的重要依据。

22..33 满足片区的基本出行需求满足片区的基本出行需求

道路基本功能是满足城市居民的基本出

行需求，历史城区也不例外。道路等级规划

要尽量满足历史城区内每个居住片区的出行

量、出行方式、便捷性、可靠性等要求。历

史街区内部对机动车通行的不适应性使得低

等级道路需要承担超负荷的内部交通量。因

此在历史城区部分片区的道路等级划分中，

也同样需要划定具有不同交通功能的道路。

例如，骨干道路用于连接该片区内外主要道

路，起汇流作用；下一级则是集散型街巷，

起到连接片区内部以及到达各建筑的作用。

22..44 保护道路历史格局保护道路历史格局

古城的城市结构是社会生活在城市形态

上的反映，易于识别的城市结构和清晰的城

市意向对于城市环境、市民活动有着特别的

重要性[12]。道路在城市空间结构中起着骨架

作用并引导城市的发展，古城道路的历史格

局决定了古城的主要空间结构[13]。同时，古

城的道路空间格局相对于功能和建筑更难改

变，能够继承并反映古城的原始城市风貌和

历史活动。在中国的大多数历史古城中，无

论建筑和环境发生多大改变，道路网格局依

然能够很好地保存下来。自曹魏邺城以来，

都城规划都讲究严整的中轴对称道路等级观

念[14]，其他类型的古城因为地理、文化上的

差异，各地呈现了各式各样的城市道路格

局，这对城市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与

价值。例如新疆特克斯的八卦形态、安徽寿

县古城的十字交叉形态、山西平遥的井字形

态等(见图1)。因此，保护古城原有的主要道

路格局有利于强调和保护古城原有的空间

结构。

实际操作中，首先要将古城内部的道路

网结构根据历史发展的线索进行梳理，按交

通功能分清主次道路；其次明确道路的历史

空间格局，将之作为古城保护的重要部分进

行规划和保护。

22..55 注重道路的城市功能属性注重道路的城市功能属性

中国现有城市道路等级划分标准中很少

考虑道路所具有的城市功能属性。除交通功

能外，城市道路特别是历史城区的道路还承

担了大量的非交通功能。从北京的肉市街、

南京的明瓦廊、苏州的仓街这些历史街道的

名字可以看出，古城内很多道路历史上都与

某些城市功能紧密结合，道路往往因为某种

功能的集聚而具有特定的功能属性。道路因

承担重要的城市功能而变得重要，需要在空

间环境打造、管理方式上享有更高级别。因

道路
水域

a 新疆特克斯

道路
城墙
水域

西大街 东大街

北
大
街

南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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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安徽寿县

上西门
小南门

南门

下西门 西大街 东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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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东门

北门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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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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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

c 山西平遥

图1 古城道路网结构

Fig.1 Roadway network structure of historic urban areas

资料来源：文献[15-17]。



李李
迎迎
春春

石石
飞飞

历历
史史
城城
区区
道道
路路
等等
级级
划划
分分
方方
法法
研研
究究——

——

以以
福福
建建
省省
长长
汀汀
古古
城城
为为
例例

37

此，古城内部道路的等级确定不应该只关注

交通功能，更应该关注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

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历史街巷承

担的原有功能可能逐渐消退，转而承担一些

新的功能。原有商贸为主的道路，未来要适

应新的商业业态，例如为本地居民提供生活

服务及为游客提供商业服务。一些以手工业

为主的道路可以结合传承传统工艺和展示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承载文化展示功能。

因此，新的城市功能下，道路所承担的交通

功能也会产生异化，这也是历史城区道路等

级划分中要考虑的重要一环。对于那些对城

市有着特殊且重要功能的道路，其本身也会

产生大量的交通需求，应适当提高其在规划

中的道路等级。

22..66 其他其他

其他有关历史城区道路等级划定应当考

虑的要素包括古建筑保护、城市防灾救灾通

道建设、市政管线布置、城市道路空间环境

塑造、交通管理考量等。古建保护上，城市

干路势必带来较多的交通量，在有大量历史

建筑的历史城区，大的交通量可能会对历史

建筑保护造成压力，因此，城市干路应避免

穿越历史建筑集中连片区内部。防灾通道建

设上，由于历史建筑较高的防火要求，历史

城区内消防通道的规划十分重要，需要结合

满足消防车辆通行的条件进行道路等级划

定，尽量使消防车辆可达范围最大化。市政

管线布置上，作为道路的附属设施，不同等

级的市政管线设施规划需要与道路等级进行

一定程度的匹配。道路空间环境上，道路是

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空间，历史城区内的重

要道路应该具有良好、富有特色的环境和城

市设计。道路交通管理上，历史城区内部施

行的很多交通管制措施需要整个道路网规划

的配合。如设置单行道时，需要在相邻平行

道路上设置相同的道路等级。

33 长汀古城道路等级规划长汀古城道路等级规划

33..11 长汀古城概况长汀古城概况

长汀县位于福建省西南部，地处闽赣边

陲要冲，历史上是著名的客家首府汀州。长

汀于1994年被批准为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长汀古城主要指县政府驻地的汀州镇历

史城区(见图 2)。长汀古城拥有汀州古城墙、

汀州文庙、汀州试院、三元阁等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以及4个历史文化保护街区。

古城范围内人口为37 260人，面积2.48 km2，

人口密度达 1.5万人·km-2。古城范围内可通

行小汽车的道路比例为 14.4%，道路交通环

境对机动交通的适应性较差。现状古城内聚

集了县政府、县医院、长汀一中等重要的行

政、教育、医疗、商业、公共服务设施，吸

引大量古城内和周边居民居住和前往古城，

造成巨大的道路空间资源压力。

33..22 道路格局历史沿革道路格局历史沿革

长汀作为汀江上游重要的商贸重镇，是

连接闽赣两地的重要口岸。长汀古城路网基

本呈中心放射状(见图3)。现有城郭主要形成

于明代中后期，分为内郭州府城和外郭县

城 [19]。内郭在北，主要街道为府前街(今兆征

路西段)、十字街(今兆征路东段—横岗岭)、

上东门街(今东大街)，今日横贯古城东西的

兆征路就是由府前街、十字街改造连接而

来。南外郭为主要商业区，分布着朱紫坊街

(今南大街)和一些小街巷 [20]。汀江作为重要

的贸易货运通道，城外水东桥—五通桥一带

因靠近汀江也形成一定规模的商贸集聚地。

其中，最重要的街道就是水东街和店头街[21]。

33..33 现状道路网整理与分析现状道路网整理与分析

33..33..11 物理条件和服务水平分析物理条件和服务水平分析

历史城区范围内大部分道路红线宽度较

历史城区范围

城墙原址

兆

征
路

汀

江

图2 长汀古城范围

Fig.2 Area of Changting old town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18]相关内容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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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而同一条道路红线宽度也不尽相同，导

致大部分道路难以通行小汽车，也无法划分

行车道，仅适合二轮车及步行混行的交通方

式。干路系统不成网，仅兆征路和卧龙路两

条次干路，主要服务于联系古城内外机动交

通，位于历史文化街区外围。

长汀古城内的道路普遍较窄(见图4)，出

于保护历史城区建筑及空间特质的要求，历

史城区内的道路红线一律不拓宽，即以原有

建筑边界作为道路红线[18]。因此历史城区内

的街巷等级无法按照《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

范》 (CJJ 37—2012)标准进行分级。4个主要

历史街区内的道路红线宽度均低于设计宽度

等级最低的支路。从道路物理条件的限制考

虑，有必要新增若干道路等级。

33..33..22 路网现状交通量路网现状交通量

2017年 1月，选取长汀古城内有代表性

的街巷进行高峰小时交通量调查。调查内容

主要是道路断面交通量，包括行人、摩托

车、自行车、三轮车、小汽车等各类交通方

式。通过实际人数计数以及机动车载客数换

算方式统计通过某道路断面人的通行量(见

图 5)。

Q=Q行人 +Q
二轮车

+ c
三轮车

Q
三轮车

+c
小汽车

Q
小汽车

，(1)

式中： Q行人 和 Q二轮车 分别为行人和自行车对

应的人流量/人次； Q三轮车 和 Q小汽车 分别为三

轮车和小汽车流量/车次； c三轮车 和 c小汽车 分别

为三轮车和小汽车搭载人数的换算系数/(人

次·车-1)。

33..33..33 古城道路功能分析古城道路功能分析

对长汀古城内的道路沿街功能业态以及

主要交通服务对象进行梳理，对每条道路的

功能进行定位和分析，结合道路周边环境确

定每条道路的街道属性。将道路按功能分为

5类(见图 6)：1)综合类指涵盖公共服务、商

业、交通、集散、居住、游览观光等多种功

能中三种及以上的道路，主要有兆征路、卧

龙路、宋慈路等；2)交通类指以承载通过性

交通为主的道路；3)商业类指有大量沿街商

铺且大部分交通量以商业购物服务为目的的

道路，例如店头街是重要的旅游商业街，水

东街为当地著名的小商品市场街；4)商业居

住类以沿街商业以及居住为主，商业功能也

以服务居民为主，如南大街、新民街、东大

街等；5)居住类指位于居住片区沿街以住宅

为主的道路，此类道路数量最多，但相对等

级都不高，主要位于居民区，如五通街、惠

吉巷、乌石巷等。

33..44 古城区道路等级规划古城区道路等级规划

33..44..11 增加道路等级增加道路等级

为了与现行规范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致

性，在保留原有城市道路主干路、次干路、

支路的基础上，适当增加适应历史城区的主

要街巷、次要街巷两个等级(见表1)。主要街

巷作为历史街区最重要的骨干道路；次要街

巷连接构成历史街区的骨干道路网，形成街

区完整的结构和肌理。以上两个层级道路均

不对道路的机动车通行能力做要求，只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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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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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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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长汀古城道路宽度分布
Fig.4 Roadway width distribution in Changting old town

卧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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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东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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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五通街

五通桥

西

溪

汀

江

图3 明代中后期长汀古城路网格局

Fig.3 Roadway pattern of Changting old town in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19-20]等相关资料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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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水平的机动车可达性。部分路段可按照

消防、货物运输等需要在特定时段对机动车

开放，机动车限速为20 km·h-1，建筑物出入

口设置不做要求。此外，历史城区范围内不

设置主干路，主干路主要位于历史城区外

围，起分流过境交通、阻截机动交通的作用。

33..44..22 划定道路等级划定道路等级

根据区位和功能需求，将古城内外道路

划分为五个等级(见表 1、图 7和图 8)。主干

路位于历史城区外围，主要有汀州大道、环

北路等。兆征路为唯一一条横贯历史城区东

西的机动车干路，红线宽24 m，未来将主要

服务于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与卧

龙路一起作为连接历史城区内外的次干路。

宋慈路、横岗岭、水门巷以及惠吉门外沿汀

江道路分别位于水东街、东大街、南大街、

店头街 4个历史文化街区外围，道路红线宽

度为7~12 m，可通行机动车，保证历史街区

的最低机动车出行需求，划分为城市支路。

东大街、水东街、店头街、新民街、南

大街划分为主要街巷，作为古城结构的骨架

道路并承担重要功能。其中，店头街作为长

汀古城历史上最重要的商贸道路之一，现已

成为重要的旅游商业街，是古城重要的旅游

活动空间，成为展示古城历史风貌的重要场

所。交通管制下，小汽车、摩托车、助力

车、电动车等无法进入该道路，本地居民通

勤量很少。同时，由于交通调查时间正值旅

游淡季，该道路高峰小时通行量不大。综合

以上因素将该道路确立为主要街巷，起街区

骨干道路的作用。历史城区范围内其余连接

贯通、宽度在2 m以上的道路为次要街巷。

33..44..33 规划评价规划评价

通过等级划分，按照各等级道路长度来

看，基本形成较为合理的金字塔形等级结构

(见图9)[22]。考虑到汀州历史城区北部很大面

积的山体以及长汀一中和县政府的封闭大院

围合区域内无城市道路，路网实际服务的范

围大部分位于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从各等

级道路在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的路网密度来

看(见表 2)，基本能够形成合理的密度等级，

有利于路网发挥协同分工作用。

44 结语结语

受机动化发展的冲击，中国许多历史城

区内部道路已经被拓宽改造，这无形中破坏

了历史城区原有的空间形态和生活环境。解

决古城交通问题的思路，应该是如何使保护

和使用相协调，不以破坏原有道路空间环境

为代价。本文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实践

中遇到的道路等级划分问题出发，提出应当

根据道路的交通功能、历史道路格局、街道

功能等要素确定历史城区道路等级的解决办

法。该方法除适用于像长汀这类仍保留大量

原始道路肌理和道路空间格局的历史城区，

高峰小时交通量/

(人次·h-1)

未调查道路

>100~200

>200~300

>300~400

>500~600

>600~700

>800~900

>900~1 200

>1 200~1 400

>1 400~2 500

>2 500~3 600

历史城区范围

河流

图5 长汀古城主要道路高峰小时交通量

Fig.5 Traffic volume during peak hours in Changting old town

路网功能分类

交通
商业
商业居住
居住
综合

历史城
区范围
城墙原址

用地性质

A1
A2
A3
A5
A6
A7
A9

B2
B1

E2
E3
G1
G2
G3
M1
M2
R2
R3
Rb
S1
S4
U2
W1
在建
拆迁

河流

图6 长汀古城道路及用地功能分类

Fig.6 Roadway and land-use functionalities in Changting old town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18]相关内容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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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思路也值得其他类型的城市道路等级规划

借鉴，例如小尺度街区、生活型社区、步行

和自行车街区等片区内的道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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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长汀古城内各等级道路长度比例

Fig.9 Proportion of roadway length in Changting old town

道路等级

路网密度/
(km·km-2)

次干路

0.88

支路

3.59

主要街巷

3.55

次要街巷

17.39

表2 各等级路网密度

Tab.2 Density of different types of roadway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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