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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归人性化日益成为生态文明时代城市交通发展的共识。首先，在总结街道设计理论研究和

国内外导则基本理念的基础上，提出研究的街道范围，即不包含以交通功能为绝对主导、缺乏公共

交往空间功能的道路。其次，提出街道设计的基本功能、街道分类和尺度建议，总结街道设计中的

关键挑战，主要包括全要素的空间协调方法和工作机制创新两大方面。最后，结合空间一体化设

计、精细化设计、交通稳静化设计等总结街道设计的要点，并基于规划实践提出对工作机制创新的

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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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ople-oriented urban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has reached consensus in the era of eco-

logical civilization. By summarizing theoretical researches on street design theory and basic design con-

cept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guidelines, this paper first defines the study scope of “street” that does not

have high mobility and low accessibility. Then the basic functions, classification and dimensions of street

are proposed. The paper also summarizes the key challenges in street design in two aspects: spatial coordi-

nation method and new working procedures. Finally, through considering the design of spatial integration,

detailed elements and traffic calming, the paper puts forward new thinking and ideas on the working proce-

dures based on the current planning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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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城市交通到底为谁服务？城市交通的目

标是什么？在机动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今

天，这个本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却越来

越成为需要不断反思和讨论的问题，因为越

来越多的城市在一直追求机动车畅通和快速

化的过程中，不断地迷失发展方向。

美国著名作家简·雅各布斯在面对汽车

与城市的这个话题时也发出了类似的疑问：

“这就像是面对一个千百年来一直困惑人们

的神秘问题：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1]她在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出“要理解对

城市交通策略的不同意见……我们必须要理

解……本质是什么，他们包括哪些含义”[1]。

2016年 10月 20日，第三届联合国住房

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 (简称“人居三大

会”)圆满落幕，并通过了里程碑式的文件

《新城市议程》，文件反复强调平等、公平、

包容与可持续发展，不断重申我们的城市是

所有人的城市，“我们不会遗忘任何人”[2]。

2015年 12月，中共中央在时隔 37年之

后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并在2016年2月

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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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

了“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推

广街区制”“树立‘窄马路、密路网’的城

市道路布局理念”。近年来，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等众多城市纷纷出台以强化城市

街道空间活力为主要目标的地方标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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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则等技术文件，强调“回归街道生活，塑

造活力街区”。“街道”“街区化”逐步成为

广泛共识。

尽管越来越多的共识正在形成，但不可

否认的是长期以来“车本位”发展模式的惯

性仍在延续，大量的街道空间仍被小汽车通

行、停车所占用，从道路到街道的转型发

展，还面临着技术和机制等多个层面的挑战。

11 街道理论的演变历程街道理论的演变历程

11..11 街道的定义街道的定义

《辞海》中对街道的描述是“旁边有房

屋的比较宽阔的道路”，而对道路的描述是

“地面上供人或车马通行的部分”。从概念上

理解，街道是依托于道路形成的，但是街道

不单是一种人、车通行、物质运输的线性空

间，也承载着一系列的城市活动、社会交往

功能[3]。

长期以来，人们更关注街道中“道”的

功能，即快速通行的线性空间职能；而在新

时代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效率

优先不再是城市交通唯一的发展目标，从追

求速度到追求品质已经逐渐成为城市交通发

展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社会交往、公

共空间”等多元价值显现，街道中“街”的

功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街道也不再局限

为线性空间，而是与城市居民关系最为密切

的公共场所，也是城市最基本的公共产品[4]。

当前，交通功能为绝对主导、而缺乏公

共交往空间功能的道路是否纳入了街道范

畴，还存在争议。鉴于对街道的上述定义和

功能的认识，传统意义的街道不应该包括这

类道路，因此本文研究的街道不包括以非开

放式界面为主、交通性功能主导的道路。

11..22 街道理论的发展历程街道理论的发展历程

人类社会发展历经了农业文明时代、工

业文明时代，当前进入后工业文明、生态文

明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为人们的出行

方式提供更多选择，也推动了街道的发展和

演变。

街道作为为市民服务的公共交往空间由

来已久。农业文明时代，人们以步行或马车

代步，出行尺度较小，街道空间承载着人的

使用和交往功能。

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技进步，尤其汽

车工业的高速发展，小汽车使用快速普及，

城市空间不断拓展，街道空间开始向“车

辆”倾斜，城市交通主要目标是保障车辆的

通行效率，而街道空间作为公共场所的功能

转为次要目标，甚至被忽视。现代主义发起

人柯布西耶认为“街道应该被消灭，才能真

正进入现代城镇规划”[5]，他认为理想的城

市道路应当是小汽车主导的，而步行与汽车

交通彻底分离。20世纪上半叶，这种现代城

市主义规划思想盛行一时，影响持久[6]。以

鼓励机动化交通和快速通行为目的的道路大

量出现，宽度大幅增加，传统街道的功能正

在消失。

城市是一个鲜活的有机整体，不应当被

作为机器对待。现代城市主义过度运用机械

式的分类科学，消灭了街道这一城市基本的

公共空间和可贵的多样性[6]。同时，快速机

动化带来的能源、环境、安全性等问题逐步

凸显，也引发了国内外研究者的深刻反思。

20世纪60年代，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

市的死与生》中提出，街道是城市中的主要

公共区域，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器官，“街

道眼”对社区安全具有重要意义[1]。20世纪

70年代，美国提出完整街道概念，强调在街

道设计中考虑不同交通参与者的需求 [7]。

2003年，美国精明增长联盟负责人大卫·戈

德堡提出构建完整街道，反思交通车本位发

展模式，主张有效、公平，强调行人、自行

车、公共交通的重要性 [7]。2009 年，阿兰·

B·雅各布斯在《伟大的街道》一书中提出，

衡量街道的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有助于

邻里关系的形成，促进人们的友谊与互

动”[8]。2016年，文献[9]提出“街道城市主

义”，即“在新数据环境下，以街道为单元

的城市空间分析、统计和模拟框架体系”，

强调街道的连接作用和街区的活力提升。

11..33 国内外街道设计导则国内外街道设计导则

在理论研究的同时，国内外人性化街道

回归的实践活动也在不断推进。自 2004年

伦敦颁布第一本街道设计导则，世界各地纷

纷编制推出自己的街道设计导则。2006年美

国发布《城市规划和设计标准》 ( Planning

and Urban Design Standards)，人们对街道的

重要性认识进一步提升，随后波士顿、洛杉

矶、芝加哥、纽约、华盛顿等大城市也陆续

颁布了街道设计导则；2007年，英国颁布国

家层面的《街道导则》 (Manual for Streets)，

强调人的生活环境是城市和街道建设的重

点；2010年，美国正式发布《关于面向自行

车和行人的政策纲领》 (Policy Statemen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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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cycle and Pedestrian Accommodation)；

2011年，印度出台《街道让城市更美好：印

度城市街道设计导则》 (Better Streets, Better

Cities: A Guide to Street Design in Urban

India)。2013年，中国印发《步行和自行车

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从国家层面强调

步行、自行车交通在网络体系中的地位；随

后北、上、广、深等城市也陆续编制街道设

计导则。2017 年伦敦市制定了《2017 年伦

敦市长交通战略》 (Draft Mayor's Transport

Strategy 2017)，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绿色交通

发展目标——到 2050 年伦敦市整体交通系

统，包括出租汽车、私人汽车、公共汽车等

全部交通服务将实现零碳排放。这些国家和

城市通过导则、战略的编制和推行，有效指

导城市建设和管理，推动人性化街道的回

归，激发街区活力。总结世界各国的发展态

势可见，生态文明时代的绿色交通典范城市

已经成为全球多个城市的发展目标。

本文选取伦敦、洛杉矶、纽约、新德

里、上海、深圳等典型城市的街道导则进行

归纳和总结，提炼街道设计的技术要点和核

心要素，详见表1。

22 街道功能与分类街道功能与分类

22..11 街道的基本功能街道的基本功能

街道在城市中的功能是复合的，不能因

为强调某一种或者几种功能而忽略其他功

能，应该确保多种城市功能的综合发挥。

交通运行是街道的基础功能之一，小汽

车、公共汽车、自行车、步行等多种交通方

式利用街道空间集聚和疏散，需要通过合理

的资源配置协调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冲突点

和优先级。

但交通功能不是街道的唯一功能，仅有

交通功能的道路也称不上优质的街道。街道

设计应更关注街道作为公共空间的品质，为

人们提供休闲游憩、商业交往、社会活动的

主要空间，通过人流的集散，激发城市的活

力，丰富城市的多样性。同时街道也是市政

公共设施，如给排水管道、电缆、海绵设施

等的主要空间载体，这方面的功能也应当给

予充分考虑。

22..22 街道类型与尺度街道类型与尺度

街道设计通常采用分类指引的手段，分

类的标准一般包括用地功能和交通运行特

征，其中以功能型分类最为常见。洛杉矶以

建筑底商功能差异对街道进行分类，分为商

业、居住-办公混合、居住三大类[3]。上海则

考虑沿街活动、街道空间景观特征等因素，

将街道划分为商业型街道、生活服务街道、

景观休闲街道、交通性街道与综合性街道[11]。

以交通运行特征为标准，则可以划分为机非隔

离、机非混行、非机动车及步行三种街道类

型。阿布扎比也采用了交通属性进行街道划

分，分为主干路、次干路、普通路和接驳路[13]。

表1 代表性街道设计导则要点归纳

Tab.1 Key points on the representative street design guidelines

城市

伦敦

洛杉矶

纽约

新德里

上海

深圳

名称

街道设计指南
工具箱

洛杉矶街道设
计导则

纽约街道设计
导则

步行设计导
则、街道设计

导则

上海市街道设
计导则

罗湖区完整街
道设计导则

背景

交通拥堵、出行效率
低下，环境破坏

汽车之城，街道活力
丧失

建设“更伟大、更绿
色”的纽约

运输能力低下、街道
设施老旧、管理落

后，交通紊乱

道路网格局成型，交
通状况亟待改善

城市品质和街道环境
较差

目标

世界上最好的街道；
更舒适、易识别、有文化氛围

重塑宜人街道和社区活力，迎合
市民诉求

提供安全、美好的城市环境

解决街道混乱问题，打造环境美
观、安全、宜步行的街道

安全、绿色、活力、智慧；
推动街道人性化转型，促进城市

发展转型

安全、活力、美好、智慧、绿
色，提升居民出行体验

技术要点

分工权属为纲进行组织；
特色化的分类、分段设计；
精细化街道设计；
全周期管理流程

重视对既有街道的改造；
整合公共交通的街道设计；
明确街道生态化设计要求；
强调社区公众参与

针对不同控制要素提供工具箱；
手册、标准、指南三位一体；
便捷的设计检索和形象的图示化表达

共享街道的设计理念；
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优先；
简单易操作的设计模板

以人为本的理念；
从“道路红线管控”到“街道空间管控”；
从“一般的工程设计”到“整体空间景观环境设计”；
从“强调交通效能”到“促进街道与街区融合发展”

“导则-规划-项目库”同步推进；
“传统街道”向“综合型街道”转变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3, 10-12]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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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两侧用地功能某种程度上决定街道

上交往、交流的类型。例如，商业街的存在

是为了交换商品和服务。用地功能和交通运

行状态是体现街道特征的两大关键因素，因

此通过二维交叉分类矩阵的模式对用地功能

和交通运行状态进行分析，更能体现不同类

型街道的特征，分类识别规划核心要素。

街道尺度是街道设计和研究中的另一个

要点。过宽的道路通常仅提供车辆快速通行

的功能，难以为两侧居民社会交往提供公共

空间。因此，街道应当具有宜人的尺度，以

人的步行速度可丈量、可体验。杨·盖尔在

《人性化的城市》中提出，20~25 m是适宜的

街道宽度，行人可以看清对面店面的细节，

也相对容易穿越；而高度在15~24 m之间的

沿街建筑则能够与街道建立密切联系，形成

高宽比 1:1左右的宜人街道空间 [14]。梳理国

内外街道设计导则，不同等级道路的推荐尺

度存在差异(见表 2)。道路等级越高，对应

街道的机动车交通功能越显著，街道宽度要

求越宽；相反，道路等级越低，对应街道的

交通功能越弱化，街道宽度要求越窄，更适

宜人的尺度。

33 街道设计要点街道设计要点

33..11 街道空间一体化设计街道空间一体化设计

突破道路红线，强化沿街公共活动空间

的整合，实现沿街的活动与通行一体化考

虑，是街道空间一体化设计的核心思路。在

实际的规划设计工作中，需要按照完整街道

的概念，设计范围不再局限于道路红线以

内，而是以“建筑到建筑”作为整体协调考

虑的空间，应该综合考虑设计范围内的多种

要素，实现街道空间设计的一体化。

空间一体化设计中至少要关注地下、地

面、建筑立面三大类要素。地下的设计要素

需要重点关注各类市政管线的类型与布局，

并与地面各类设施协调确定检修井的位置，

如果有地下空间(例如商业、停车等功能)的

利用，需要与地面各类设施综合协调确定地

下空间的行人、机动车等各类出入口位置以

及地下空间所需要的各类消防、采光、通

风、空调设施的布局。

地面的设计要素空间上需要关注红线内

外的各类街道设施布局的协调，尤其要关注

建筑前区的街道设施布局，包括停车、地块

出入口、绿化、照明、景观、海绵各类设施

的综合协调(见图 1)。在各类型要素中，重

点应该关注步行和自行车需求相关的要素，

需要以行人的活动连续、安全、舒适为目

标，确保各类要素在平面和竖向都能良好衔

接，为街道上人的活动创造良好空间。

街道两侧的建筑是创造良好街道活动空

间的重要方面，需要对两侧建筑的历史、文

化等元素进行深度挖掘，关注建筑的立面风

格、建筑贴线率、广告牌匾等多种要素，打

造符合街道自身特点的建筑风貌。

在三亚市解放路街道规划设计中，通过

街道空间环境的综合建设，达到空间分层，

形成通行空间、慢行空间及休憩空间；通过

流线分离，为快速通行、慢速散步和短暂休

憩的各类人群提供相对舒适、互不干扰的街

道空间；通过增设绿化植被、休息座椅、景

观照明等市政设施和城市家具，实现街道环

境优化[15](见图2)。

33..22 街道设施的精细化设计街道设施的精细化设计

细节是体现街道品质的重要元素。街道

的服务水平衡量指标并不是简单的通行能力

或饱和度，而是人们出行体验的满意度。作

为城市最基础的公共空间，街道应当体现出

社会公平和人文关怀。在街道设计中，需要

对各类要素进行精细化设计，才能成就高品

质的街道。设计中要优化人性化设施的布

局，尤其需要加强对残疾人、老人、儿童、

病人等特殊群体需求的关注，对于各类服务

表2 国内外街道设计导则对街道尺度的建议

Tab.2 Recommendations on street dimensions from domestic

and foreign design guidelines

道路等级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上海街道设计导则
(道路红线宽度)

40~55

24~36

<24

阿布扎比街道设计导则

道路红线宽度

约40

约30

约10.6

完整街道宽度

53.6~56

36.2~43.2

20.6~21.8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11, 13]整理。

m

非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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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
带

设施带人行道建筑
前区

机动车道 隔离
带

非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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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带 人行道 建筑
前区

机动车道

道
路
红
线

设
计
范
围

道
路
红
线

设
计
范
围

图1 完整街道规划示意

Fig.1 Example of complete street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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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的设施进行精细化设计。例如，街道上

的缘石坡道、过街安全岛、盲道设施等设施

的细节考虑；再如在医院、学校等重点区

域，可以考虑交叉口平面抬高，确立行人的

优先路权等。

33..33 街道稳静化设计街道稳静化设计

街道设计中如何提升行人的安全水平、

减低噪声污染等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因此稳

静化措施在街道设计中逐渐增加。

33..33..11 减小交叉口转角路缘石转弯半径减小交叉口转角路缘石转弯半径

长期以来，交叉口转角路缘石转弯半径

的尺寸规划偏大 [16]。这也导致街道宽度过

大、车辆转弯速度过快、行人过街距离过

长等问题，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行人在街道空

间上的安全和便捷。《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

规范》 (GB 50647—2011)中规定无非机动车

干扰情况下，右转弯计算行车速度分别是

15 km·h-1，20 km·h-1，25 km·h-1，30 km·h-1

时，路缘石转弯半径分别为 10 m，15 m，

20 m，25 m。

为验证转弯半径与车速及车辆运行的关

系，国家标准“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

规划设计标准”编制团队开展了现场实验研

究，并利用城市交叉口实际观测验证(见图

3)，得出如下结论：

1）城市中心区内无右转弯渠化岛的交

叉口，99%的右转车辆车速低于 20 km·h-1；

而有右转弯渠化岛的交叉口，70%右转车速

高于20 km·h-1。

2）在交叉口尺度较小的情况下，不同

转弯半径条件进入弯道的平均速度基本一

致，约为20 km·h-1。

3）无非机动车道情况下，8 m半径足以

满足公共汽车转弯要求(见图4)。

因此建议在街道设计中，应当结合街道

类型，考虑以 15~20 km·h-1作为右转弯速度

的限制，并在国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小交叉

口的缘石半径，将转弯半径控制在10 m以内。

33..33..22 优化街道渠化设计优化街道渠化设计

除了减小交叉口转角路缘石转弯半径

外，还可结合街道类型，采用多种技术方法

优化街道渠化设计，采用差异化的交叉口渠

化模式(见图5)。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

导则》规定，“应尽量减少或妥善解决交叉

口渠化或拓宽给行人过街造成的不便。确需

对交叉口渠化或拓宽时，一条进口车道宽度

可取2.8~3.0 m，不宜大于3.25 m”[16]。在步

行优先区域，结合街道类型，甚至可以缩窄

交叉口，减小行人穿行的空间，并有效控制

转弯车辆的速度。

街道渠化设计中，应重点考虑如何提升

公共交通的服务，减少换乘距离和步行距

离。具体措施包括：1)缩减公共汽车站与交

叉口之间的距离。在北川新县城的实践中，

针对特定街道，设计车站与交叉口之间的距

离控制在15 m以内；2)结合公共汽车站设置

过街设施，避免客流无序穿行街道，造成秩

序混乱。

街道渠化的要素还包括，非机动车道的

位置、自行车停车空间的布设、公共空间的

提供等，核心思路是以人的尺度和速度出

发，以绿色交通为导向，为人们提供最佳的

出行体验(见图6)。

非机动车道外绕

步行通行空间 公交港湾站

路面秩序改善

结合绿化的非
机动车停车

缘石坡道

小缘石半径

地下商场的排风口

公交港湾站与地下车库一体化设计

街边公共活动空间

街边公共活动空间

图2 街道空间一体化设计要素

Fig.2 Design elements in street space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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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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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 km·h-1 >20~25 km·h-1

>5~10 km·h-1 >10~15 km·h-1

>25~30 km·h-1

100806040200
车速分布/%

图3 观测实验统计结果

Fig.3 Statistical results of observational experiments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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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街道规划设计的主要挑战街道规划设计的主要挑战

街道设计是一项多专业融合的工作，规

划设计的技术手段也日趋成熟，但仍然面临

较大挑战。

1）全要素的空间协调方法。

街道设计需要协调的空间要素涉及交

通、市政、生态、环境、景观、绿化、照明

等。目前各个专业内部的规划设计方法已经

非常完善和深入，但是相互之间的协调还存

在较大的技术障碍。例如，图 7是某地级市

滨江公园，由于道路红线的分隔，使得交通

规划、城市规划、景观设计、市政设计等专

业之间协调不足，导致从人行道进入滨江公

园存在较大障碍，即使正常的人行横道的位

置上也存在约1 m的高差，这种只有图纸上

才存在的红线却成为人们实际使用中的鸿沟。

高品质的街道需要首先从技术上打破各

专业之间的技术分隔。只要有人活动的空

间，都应该统一纳入整体规划设计范围内，

避免由于专业的分隔造成人活动空间的割裂

以及设施使用不便。

2）工作机制创新。

由于街道规划设计工作涉及众多沿线用

地和物业的业主单位，历史上，道路的管理

以道路红线作为用地协调和交通管理的边界

线，红线内外的管理主体不同。但从完整街

道的视角，需要构建良好的协调机制，统筹

红线内外的各类街道设施与用地空间，为出

行者提供便捷、舒适、有品质的公共空间。

目前的街道设计研究更偏重于关注空间要

素，对制度要素的解析不多，协调机制的建

设是目前从“道路走向街道”遇到的最大挑

战，也是最需要持续研究和关注的方面。

55 工作机制的创新实践工作机制的创新实践

能否成功的统筹与协调各方诉求是街道

建设成功的关键。中国多个城市已经开展了

街道设计机制创新的工作，从实践中得到了

很多好的经验。本文总结和梳理了三种主要

模式，但这不是目前机制创新的全部，因为

各城市的情况千差万别，必然还存在很多其

他的经验需要进一步提炼和总结。

55..11 规划衔接模式规划衔接模式

传统的街道规划设计技术体系是在上位

规划完成后即进入施工图设计阶段，两个阶

段之间缺少有机联系，很多上位规划理念尤

其是新的理念无法在实施阶段落实，既定的

规划意图也无法得到贯彻落实。在苏州、福

州、南昌、济南等城市工作实践中，通过开

展交通设计建立了规划各个阶段的良好衔接

机制(见图 8)，在街道设计中将工作分为两

转弯半径参考线
实验基准线半径
车头伸出距离
公共汽车示意
公共汽车左前角轨迹
公共汽车右后角轨迹

转弯半径参考线
实验基准线半径
车头伸出距离
公共汽车示意
公共汽车左前角轨迹
公共汽车右后角轨迹

转弯半径参考线
实验基准线半径
车头伸出距离
公共汽车示意
公共汽车左前角轨迹
公共汽车右后角轨迹

R
O

R
O

R
O

O=7 m

R=5

O=4 m

R=8

O=3.5 m

R=10

a 5 m b 8 m c 10 m

图4 转弯半径实验情况

Fig.4 Results of turning radius experiment

a 交叉口拓宽模式 b 交叉口宽度不变 c 交叉口缩窄模式

图5 交叉口渠化模式

Fig.5 Intersection channeliz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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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步骤实施。第一阶段，结合用地规划，对

道路进行初步交通设计，为实施阶段道路详

细交通设计预留发展空间；第二阶段，在道

路施工图设计之前，对于即将付诸实施的道

路进行深入细化的交通设计后再由设计单位

进行施工图设计，在施工图设计及后续实施

阶段，交通设计工作全程“伴随式”协调推

进相关技术工作，确保工作各个阶段的顺畅

衔接。

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充分匹配了现有规划

建设流程各个阶段的工作，对既有的工作流

程和审批环节影响最小，缺点是由于新增了

交通设计工作，需要增加各个阶段之间的协

调，可能对项目周期产生影响。

55..22 一体化模式一体化模式

一体化模式需要建立强有力的统筹协调

机制，统筹协调街道建设工作相关的各个部

门和机构，由规划单位牵头，组织相关技术

单位，建立规划、设计、施工图一体化的工

作平台，共同承担不同工作阶段的规划设计

与相关实施协调工作，类似于“交钥匙”工

程。三亚双修工作是中国第一个城市双修工

作试点，解放路又是唯一的街道改造建设试

点，通过采用一体化模式推动相关工作，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见图9)。

这种模式的最大优点是效率高，推动力

度大，能够在较短时间协调多主体达成一致

目标，有效推动相关工作的开展；缺点是要

全市动员，一般多用于城市重大街道建设项

目的推动工作。

55..33 规划总负责模式规划总负责模式

由规划设计单位牵头负责构建技术统一

协调平台，根据不同的工作阶段，组织协调

相关技术队伍完成对应深度工作，完成街道

交叉口缩窄

非机动车道位于路内停车外侧

非机动车道位于路内停车内侧

公共汽车站紧邻交叉口

结合公共汽车站的过街设施

自行车停车

公共活动空间

图6 街道渠化要素示意

Fig.6 Elements of street channelization

公
共
汽
车

公
共
汽
车

公
共
汽
车

设计图纸中道路红线的位置

市政道路

滨江公园

图7 道路红线内外空间不连续案例

Fig.7 Example of inconvenient human activity caused by spatial discontinuity

of road right-of-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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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计、实施的全过程“规划伴随”。

在北川新县城灾后重建过程中，建立了规划

代表制度，施工图设计由规划代表确认后方

可实施(见图10)。这种“一个漏斗”的规划

总负责模式，在北川灾后重建工作中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交通方案的按图实施率达

96%，基本上达到了“所画即所得”的效果。

这种模式的优点是既能兼顾项目周期，

也能够兼顾既有建设工作的流程，对现有的

工作模式冲击最小；缺点是要建立决策平台

与技术协调平台之间十分紧密的工作联系制

度，确保技术协调工作能够较为快速地进入

决策程序。

66 结语结语

街道是一个具备交通、社会、人文、历

史等多重属性的城市空间。从“车本位”的

道路到“人本位”的街道的回归，是生态文

总体规划

交通体系规划

综合交通规划
主要专项规划

纵向
延伸

横向
拓展

承上 启下
交通设计 施工图设计

城市设计

控制性详细规划

市政专项规划

景观规划设计

依据 协调
交通设计

道
路
竖
向
规
划

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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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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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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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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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规划衔接模式示意

Fig.8 Demonstration on planning connection

①生态修复工作组：海洋局、林业局、住建局等
②广告牌匾整治工作组：综合执法局、园林局等
③城市绿化改造工作组：园林局、住建局等
④违法建筑管控工作组：综合执法局、公安局等
⑤城市色调改造工作组：规划局、住建局等
⑥城市亮化改造工作组：住建局、规划局等
⑦天际线和街道立面工作组：规划局、住建局等

业主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等实施
操作

主管 落实

统筹规划设计

服务项目建设 跟踪项目实施

提供项目建议

中规院技术组

有工程经验
的相关所

规划
所

交通
分院

水工程
分院

三亚现场
工作组

北京后方
工作组

(主任：三亚市分管领导 副主任：规划局、住建局领导) 中规院+三亚市(各区政府、各局作为成员单位)

协同对接

技术支持

“双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双修”技术工作组

联合领导小组
(住房城乡建设部、三亚市领导小组)

图9 三亚“一体化”组织模式

Fig.9 Integrated organization model for Sanya

资料来源：文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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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北川新县城规划总负责模式

Fig.10 Overall planning responsibility framework for New Beichuan County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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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时代城市交通发展的共识和方向。本文提

出街道的范围不包括交通功能为绝对主导、

不承担或者很少承担公共交往空间功能的道

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街道设计的框架要

素、街道分类和尺度建议。本文还对规划实

践中的若干关键要素进行了探讨，包括空间

一体化设计、设施精细化设计、交通稳静化

设计等，并指出目前街道设计的最大挑战是

工作机制的创新。

面向未来发展，在街道设计中仍需关

注：1)街道设计的技术手段和对空间要素的

把控逐步走向成熟，但相关工作机制的建立

仍然任重道远，需要机制创新；2)科技进步

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不可忽视，智能交通

技术的兴起将带来街道技术和服务等多个方

面的系统提升，需要持续深入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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