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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街道设计侧重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优先、场所塑造、激发活力和全要素设计，在街道更新和改

造的各个阶段却存在不同程度的误区。这些误区主要包括：改造对象选择狭隘，重主干路、轻支小

道，重通用性、轻专用性；重设施、轻用户，需求调查不充分；重社会价值、缺商业评估，经济可

行性分析缺失；街道设计导则编制后延伸拓展不足。建议在策划阶段，构建权威分类体系衔接工程

建设，加强街道设计的场景和人群细分；在调查阶段，完善面向受众的需求调查和反馈机制；在方

案评估阶段，加强街道设计的经济分析和评估，将空间优化与商业开发策划紧密结合。最后指出，

街道设计导则编制之后，应从纵向延伸、横向扩展两个维度继续推进，纵向向标准和规范延伸，横

向向职能部门的专项技术导则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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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et design should prioritize pedestrian and bicycle traffic, and focus on the context sensi-

tive design, stimulating vitality and complete road plan. However, there are misunderstandings of vary-

ing degrees in each stage of street renewal and renovation, which includes limited scope of reconstruc-

tion project selection, overemphasizing arterial roads and overlooking local road, overemphasizing ver-

satility and neglecting the specificity, overemphasizing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but overlooking the ser-

vice to users, insufficient survey on user needs, overemphasizing social value but lacking commercial

evaluation, insufficient economic feasibility analysis, and no sufficient updating on street design guid-

ance. This paper recommends the street design in several aspects. In the planning stage, an authorita-

tive classification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connect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with the users in

street design. In the initial survey stage, the users' need survey and feedback mechanism should be im-

proved. In the project plan evaluation stage, the economic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street design

should be emphasized, and spatial optimization should be closely linked with commercial develop-

ment planning. Finally, the compilation of street design guidelines should be longitudinally connected

to the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s, and horizontally joined with the special technical guidelines in all

related design bran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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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街道设计首先出现在美国。20 世纪 70

年代，苦于快速机动化对步行和自行车交通

空间的不断侵蚀和日益严峻的道路交通安全

环境，美国出台“俄勒冈州公路资金用于步

行和自行车道建设的法案”(Use of Highway

Fund for Footpaths and Bicycle Trails(ORS

366.514)，也称“自行车提案”(The Bicycle

Bill)，要求新建或改建道路能够容纳行人和

自行车，并要求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对行人和

自行车交通设施进行投资(通常要求不低于

为何而建为何而建 为谁而建为谁而建
———街道设计中的误区及应对措施—街道设计中的误区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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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公路建设投资额的1%)。16个州的立法

机构后来采用了类似的法律法规，这被认为

是完整街道(街道设计)实践的起点。

此后，多方式交通(multi-modal transport)、

新城市运动(new urbanisam)、街道城市主义

(street urbanism)、 活 力 街 道 运 动 (living

street)等理论相继提出和演进 [1]，并付诸实

践。20世纪 80年代东京银座步行街，世纪

之交波士顿大开挖复兴滨海码头，2007年上

海中山东一路下沉外滩改造，2010年纽约第

五大道改造，无不流淌着街道设计的血液。

目前，主流的规划理念也基本拥抱了街

道设计的主要元素——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优

先、场所塑造、激发活力和全要素设计。甚

至可以说，相比于街道设计的出生地美国，

中国有着更适合街道设计的土壤。对于美国

大部分地区，其典型居住区往往是位于郊区

的低密度居住区，严重依赖机动车出行(见

图1)。而中国大城市人口更集中、土地利用

更集约，且相比于美国，大部分城市的机动

化水平尚处于可控阶段。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各城市纷纷推出地

方街道设计导则、指南等纲领性文件，这与

近年国家层面的政策导向相一致。2014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期间“海绵

城市”“城市双修”“公园城市”，乃至近期

“老旧小区”的提出，均释放了共性内容：

优化存量用地、提升街巷环境、推动步行和

自行车交通、重塑公共空间。这些共性内容

也构成了新一轮城市更新的主要实施内容之

一。在整体政策支持、理念倾斜的基础上，

街道设计成功的案例很多，但在高速发展阶

段，无疑存在有待改善之处。

综合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和项目经验，目

前街道设计层面的误区主要存在于对象选

择、需求调查、商业经济评估和导则落地应

用四个方面(见表 1)。基于此，本文从规划

设计角度对街道设计中存在的误区、背后原

因和应对方法进行探讨。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的街道设计具体

指非机动交通优先、场所塑造、激发活力和

全要素设计等街道设计理念，而不是特指设

计阶段，区别于狭义的工程建设的初步设

计、施工图设计。事实上，这些理念可以应

用于项目的策划、规划方案、设计、实施乃

至后续运营等多个阶段。

22 策划阶段策划阶段：：改造对象的选择重干路改造对象的选择重干路、、

轻支小路轻支小路，，重通用性重通用性、、轻专用性轻专用性

传统上，城市道路分为快速路、主干

路、次干路、支路四个等级。一些城市还存

在大量的街巷，其管理权属和规模达不到支
02

表1 街道设计误区及应对措施

Tab.1 Misunderstandings in street design and countermeasures

阶段

策划

前期调查

方案评估

街道设计
导则编制

误区

改造对象的选择重干路、
轻支小路；
重通用性、轻专用性

重设施、轻受众；
重供给、轻需求；
过于依赖新兴数据信息(如
手机数据)

重社会价值、轻商业评估；
重定性、轻定量分析

重内容编制、轻部门协调；
重导则、轻规范

原因

街道改造与单一维度的主次支街道分
类对应；
街道使用者细分尚未进一步深入研究

改造中对街道物理特征的调查方法相
对完备，对街道人本特征的调查相对
欠缺

街道设计纲领性文件对经济评价的重
要性、内容和方法论均缺乏明确指导；
相关的街道设计团队较少配备相关专
业人员

街道设计导则与法定规划之间的关系
不明晰；
在技术和实施两个维度与现行的规
划、设计体系缺少衔接

a 通过公路与居住区道路相连的典型美国郊区 b 服务机动车出行的居住区内部道路

图1 美国典型的机动车导向低密度住区

Fig.1 Typical motorized vehicle-oriented low-density residential area in USA

资料来源：https://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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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标准，却也构成了城市的重要肌理，承担

了交通网络的功能。对于这四个道路等级和

一个等外街道，街道设计方法可覆盖除了快

速路以外所有类型。但在实践中，真正运用

街道设计方法进行街道更新的主要集中于社

会关注度较高、人流量较大的主干路和特色

街巷(历史街道、商业步行街)。地方政府部

门往往投入较多资源对上述街道进行全要素

的街道设计和改造，而对于次干路、支路和

常规的街巷，往往还是以传统的大修养护为

主，较少进行街景、立面、绿化等整体改造。

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在现有单一维度的

道路等级体系下，建设投资通常会向高等级

道路倾斜——即便某些低等级道路更具有生

活性，具备更有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更贴

近住区、商业区、公共建筑，更应采用街道

设计方法进行改造。事实上，现实中的道路

很难简单用单一维度进行归类，例如每座城

市都有的商业街——兼具主干路的移动性和

商业服务设施的服务性，而移动性和服务性

在现有的一维分类中是对立的。

基于此，很多街道设计导则提出了多维

度的街道分类方法，最常用的是从交通功能

和场所功能两个维度对街道进行矩阵分类。

这种分类始于 2001—2005 年欧盟的可持续

城市道路项目[2]。阿布扎比、芝加哥等街道

设计导则均采用场所这一维度[3]，《上海市街

道设计导则》和在编的《苏州市街道设计导

则》也基本沿用了这一二维的分类体系。进

一步推动权威的道路和街道多维分类体系建

设，将其与建设工程衔接，可以有效避免改

造对象选择标准单一的问题。

此外，街道设计具有较强的通用性和导

向性，但是运用于特定的区域时应当予以区

别。学校附近、老人较多的社区周边、青年

公寓和产业园区的街道，不宜采用同一类型

的环境设施、绿化景观和空间营造。避免同

质化的设计，不仅为了避免风貌的简单重

复，更是为了精准地瞄准受众需求，营造更

好的街道使用体验。基于专用性的考虑，

2020 年 8 月，美国国家城市交通官员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ity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 NACTO)发布了《儿童友好街道设

计导则》 (Disigning Streets for Kids)[4]，而在

此之前，NACTO已经陆续发布了《城市街

道设计导则》 (Urban Street Design Guide)、

《全球街道设计导则》 (Global Street Design

Guide)、《城市自行车道设计导则》 (Urban

Bikeway Design Guide)、《公共交通街道设计

导则》 (Transit Street Design Guide)[5]等，各

自有其适用场景和范围。

因此，应加强街道设计的场景和人群细

分。正如市场经济成熟健康的标志之一是有

充分的市场细分，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

每个群体对自身权力的觉醒到了一定程度，

对街道设计进行受众和场景的细分几乎是必

03

评估结果：
1）全段由于轨道交通施工，对路面及
人行道的破坏较大；现状环境设施设置
不足，对人的细节关怀不够。
2） 部分环境设施设计体现了时代感，
但部分环境设施缺少设计。
3） 部分垃圾收集装置与环境比较契
合，富有时代特色，但部分收集装置需
要改进和替换。

道路交通 绿化景观 水域水岸 建筑界面 户外广告 照明系统 环境设施 标识系统 无障碍设计

图2 苏州市某街道改造项目中针对街道设施的现状调查评估

Fig.2 Current situation survey and evaluation of street facilities in the renovation of a street in Suzhou

注：该项目将街道设施分为道路交通、绿化景观、水域水岸、建筑界面等类型，现状调查形成照片集及评估结果，图
中展示了环境设施(即城市家具)的照片集及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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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趋势。目前部分城市(如深圳、长沙)已开

始部署儿童友好型街道的试点工作，苏州市

也正在编制儿童友好型街道设计导则。随着

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对弱势群体关注的上

升，这也成为中国未来街道规划、设计工作

中应提前关注的问题。

33 前期调查阶段前期调查阶段：：重设施重设施、、轻受众轻受众，，

重供给重供给、、轻需求轻需求

现状调查是街道改造方案的根本，包括

对道路的路况、公共汽车候车厅、隔离设

施、附属设施、城市家具、景观绿化、建筑

立面等进行较为完整的调研。在既有的街道

设计导则中，通常附带完整的现状设施评估

表，设计师参照评估表对设施的使用情况、

品质进行评估打分，可以形成较为完整的设

施评估。在具体街道改造项目中，充实的前

期调查可以较好地反映街道上硬件设施的供

给和服务状况。图 2为苏州市某街道改造项

目中针对街道设施的现状调查评估。

调查手段方面，新兴的基于多源数据的

研究方法已大量应用于街道的设施调研分

析。例如，前期调研方案阶段已广泛应用百

度街景替代了部分现场踏勘工作；近几年基

于卷积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的图像识别，利用

街景图片进行街道设施图像分析的技术愈发

成熟，适用于批量大规模进行街景的设施、

风貌、环境分析 [6]。此外，通过高德地图、

国际知名地图服务商 OpenStreetMap(OSM)

等提供的开放街道数据可以获取基于GIS的

城市路网、公共交通、各类POI信息，后期

进行数据融合和空间分析极为便利，大大减

少了人工调查的工作量。例如，在北京市朝

阳区街区设计导则的编制过程中，设计师利

用GIS对朝阳区内所有用地和街道(2 000余

条街道，5万余条路段)进行基本信息的提取

与空间分析，作为街道类型划分的依据。这

些工作如果以人工进行，工作量将非常惊

人，而如今却可以高效准确的实现[7]。

然而，街道是个信息的巨系统，内容既

有几何空间、道路设施和路内外的附属交通

设施等物理特征，还包括城市性质、街区功

能、街道店面、街道活动等反映街道使用与

活力的人本特征[8]。前文所述的多源数据调

查分析方法可以很好地反映物理特征，但对

人本特征的分析略显不足——基于位置和设

施的多源新兴信息并不适合描述街道生活背

后动态的、社会化的逻辑。在街道设计中，

这部分逻辑投射的结果即为街道使用者的使

用需求。传统田野调查是反映这一逻辑的最

好方法，也往往是目前街道改造欠缺的。

在制定街道改造方案时，针对街道受众

的调查往往做得比较单薄。一个街区、一条

街道的主要用户，其年龄段、性别、收入水

平的分布以及出行时间、空间分布、出行方

式的摸底调查通常不是设计关注的重点。当

然，在实际操作中，上述信息的获取也存在

一定难度。因此，街道受众的需求很难充分

表达，街道设计方案自然也缺乏明确的目

标，缺少针对性，造成街道设计方案同质化

倾向。这也解释了为何许多街道设计方案均

注重空间营造、设施优化。但在美观之外，

对于方案是否实用、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受

众的需求缺少正面的回应。

受 众 的 人 群 属 性 ( 国 外 研 究 称 为

demographic)是项目论证的基础。例如，老

年人多的街道需考虑大量使用无障碍设施并

多设座椅，儿童多的街道需考虑小型的公共

空间。只有准确掌握上述人群的规模比例，

才能精准判定街道改造的需求。图 3中的街

道处于老城，居住的老年人比例远高于其他

地区，但是在设计中缺少相应的人群需求分

析，导致老年人出行配套的一系列设施有所

缺失，造成老年人、出行障碍人群不方便。

中国大部分的相关导则已提及采用公共

生活—公共空间调研方案进行需求分析，但

仅限于方法介绍层面，并没有具体的需求调

查环节与内容。而在国外相关导则中，需求

调查已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团体标准

《街道设计指南》的问卷调查结果，绝大多

数(96.2%)大众受访者认为应该参与到街道

设计各环节，大多数(约60%~70%)的专业人

士认为公众应充分参与街道交付的方案听

证、管理运营和街道设计阶段[9]。

反观国外，阿布扎比和新德里街道设计

手册都提出，厘清不同类型交通工具使用者

的需求，以针对性地进行街道元素的选取和

设计。在美国地方街道导则(例如犹他州)

中，强调在公众参与环节采取直接排序方案

和偏好调查法，让街道使用者更好地表达诉

求 [10]。《波士顿完整街道导则》 (Boston

Complete Streets)更是将完整街道项目的实施

细分为四个阶段，规定每一个阶段都需召开

公众参与会议[11]。

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手机数据等交通

大数据分析，确实可以构建用户画像，对全

局的职住分离、出行OD做趋势分析，是街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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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改造需求调查的有益补充。但手机数据并

不适宜完全替代传统的入户、田野调查。除

了精度原因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调查分

层的偏差——相当一部分的老年人、儿童不

能被手机数据很好的覆盖，这部分弱势群体

的需求恰恰是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的主力。应

通过长时间的现场观察和广泛的调研获取，

以期形成街道使用人群较为精确的人物画像。

应对这一误区，可以在两个层面开展工

作：一是在各项导则、指南编制中，明确需

求调查和公众参与的阶段、内容、步骤和保

障措施；二是在具体街道的改造项目中，确

保开展较为深入的现场观察和调查。在有条

件的情况下，针对社区、楼宇，积极开展各

种形式的意见征求、座谈，乃至听证，以期

形成问题导向、需求明确的务实方案。

44 方案评估阶段方案评估阶段：：重社会价值重社会价值、、轻商轻商

业评估业评估，，重定性重定性、、轻定量分析轻定量分析

中国的街区更新和街道更新项目通常由

政府主导，财政买单，具有较强的公共服务

属性，而内在商业逻辑稍弱。以往，这通常

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相比西方社会的优势之

一。但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财政收紧的时期，

这种优势正在消失——财政紧张时期，推动

街道更新同样需要充分和直接的经济理由。

目前的街道更新规划和街道设计，几乎

完全以设施评估为基础、空间规划为手段，

追求最大限度发挥街道的公共空间属性和公

益属性。但是，一方面公益属性的正外部性

量化较为困难，另一方面街道设计带来的直

接商业价值即使有，在前期策划阶段也往往

被忽略了，其中原因自然与街道设计团队的

专业人员配备、主管部门有关。街道设计的

牵头部门往往是地方交通委、城建委、自然

资源和规划等部门，街道设计团队也通常以

交通规划、城市规划、景观团队为主，缺少

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专业力量和相应

主管部门的参与。

反观国外，经济和财务分析一直是街道

建设前期论证的重要内容之一。2014年，纽

约市交通局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YC DOT)出版了《可持续街

道的经济效益》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Sustainable Streets)手册，在序言中开宗明义

“街道改造应具有安全、可达、环境、健康

和经济的优势”“诸如《纽约街道设计导

则》《可持续街道》等指南中对传统的街道

安全、可达目标提出了明确的指标，但是

(街道)改造项目对经济有何种影响、如何衡

量，以往关注不够。因此DOT设立了一套

a 缺少驻足休憩设施 b 缺少公共汽车候车设施

c 缺少人行道 d 缺少无障碍设施和步行空间

图3 街道设施未能完全满足周边受众的需求

Fig.3 Street facilities unsatisfactory to users from surrounding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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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来评价街道改造对社区经济的影

响”[12]。其中关于街道改造目标和经济评价

指标选取的内容如表2和表3所示。

以美国华盛顿特区为例，针对交通廊道

和街道的改建(文中称为“复兴”)工程，在

常规的交通服务水平之外，特区政府还建立

起一套 5个大指标的性能测评体系，其中首

位指标即经济良性发展，其余 4个分别为安

全且多方式的交通、社区建造、历史资源的

维护、可持续的设计[13]。全美精明增长学会

(Smart Growth America)的完整街道联盟(The

National Complete Streets Coalition) 出版的

《安全的街道与强劲的经济——美国完整街

道项目》 (Safer Streets, Stronger Economies:

Complete Streets Project Outcomes from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一书中，明确应建立

街道设计与街区经济活力增长之间相关性量

化分析[14]。欧洲的情况也不例外，2016年欧

盟理事会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发

表独立调查报告《可持续城市出行措施的经

济 效 益 》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Sustainable Urban Mobility Measures)，对各

类绿色交通装备、可持续出行方式和交通管

理方式的经济效益进行综合评价。这其中包

括：清洁能源车辆、货运管制、拥堵收费、

电子停车收费、智能停车、共享单车和网约

车、基于场所的出行规划和个人出行规划、

投放诸如快速公交(Bus Rapid Transit, BRT)

和需求响应公交(Demand Responsive Transit,

DRT)等新型公共交通。评估内容包括经济

效益大小、案例证据的丰富程度和效益的时

效性。其中，街道设计中的严格控制接入管

理、控制机动车车速、改善步行和骑行设

施、共享空间和机动车准入管理等措施，或

者拥有不错的经济效益，或者具有长期的影

响，总体均有不错的表现(见表4)。

2018 年伦敦交通局《步行行动规划》

(Walking Action Plan)将步行带来的效益量化

为环境(碳排放)、健康(减少肥胖、人均期望

寿命的提高)、社会公共资源(减少医疗资源

支出、减少拥堵)以及直接的商业效益(17%

商业项目的增加，40%消费量的增加)[15]。新

西兰交通局于 2010年和 2020年出版并更新

了 《货币化收益和成本手册》 (Monetised

Benefits and Costs Manual)，这是新西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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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纽约街道改造的目标体系

Tab.2 Objectives of New York street renovation

总目标

安全性

可达性、
可移动性

经济活力

公共健康

环境质量

街道活力、
生活质量

潜在分项目标

行人、骑行者和驾驶人的交通事故数量；
车速

机动车流量、公共汽车乘客数、骑车人数、公共空间使用人数；
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上下客效率；
车速

商业店面数、提供的就业岗位数；
零售额、消费者逗留时间

每天运动量；
肥胖、哮喘、糖尿病发病率

空气质量和水环境质量；
城市热岛效应、能耗

用户满意程度；
公共空间的积极使用

资料来源：根据《可持续街道的经济效益》翻译整理。

表3 纽约街道改造经济评价指标选取

Tab.3 Selection of economic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New York street renovation

数据来源

零售业税金

商业租金

市场价值评估

地产交易、市场规模

新开、关闭商业(本地)

新开、关闭商业(联邦)

就业岗位数量

营建许可 1)总数

数据获取情况

全面

部分

部分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暂无

数据优点

能准确反映区域经济活动的活力；
精度可以达到商业单体；
大范围邻里经济的良好指征

与经济活动强相关；
大范围邻里经济的良好指征

与经济活动中等相关，获取相对容易；
涵盖大多数产业价值

数据涵盖售卖价格和时间

与经济活动中等相关

与经济活动中等相关

与经济活动中等相关

获取相对容易；
数据来源多、体量大、范围广

数据缺点

受较多变量影响(街道改造只是其中一项)；
涉密，获取有难度；
清洗脱敏工作量大

样本规模较小；
通过第三方获取、获取稳定性不佳；
历史数据难以获取

没有权威的方法论；
数据更新频率低

短期的样本量太小

时滞性；
样本量太小

颗粒度不够

街道周边(邻里级别)颗粒度很难获取

经济活动弱相关；
就单个项目而言，数据清洗工作太过繁琐

数据强度

强

中

中

弱

弱

弱

弱

弱

1）营建许可类似于中国的规划建设许可，是政府同意某一建设工程的行政许可。
资料来源：根据《可持续街道的经济效益》翻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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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所有交通基础设施(包括街道更新改造)

项目的强制性标准。

量化评估、特别是商业价值的评估，可

以极大充实街道更新的商业逻辑，增强政府

投资的信心，甚至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目

前，苏州市在推行“姑苏八点半”城市夜经

济，如果街道改造能对夜经济的贡献有科学

的数据预测，无疑对规划建设的开展有利

好。在街道更新的方案评估阶段，既要算社

会账，也要算经济账，以实现社会和经济共

同发展。

55 导则编制阶段导则编制阶段：：重内容编制重内容编制、、轻部轻部

门协调门协调

地方街道设计导则的编制既体现了规划

人员和政府的愿景，是技术人员的手册，也

是面向公众的宣传材料，具有导向性、系统

性、宣传性的特点。《上海街道设计导则》

开篇即开宗明义“本导则的读者对象包括所

有与街道相关的管理者、设计师、沿线业主

和市民”[6](见图4)。

对城市规划和街道设计工作者来说，一

个好的规划愿景的实现，必然要依托具体抓

手。街道设计导则是很好的宣传科普工具，

但通常不算是专业人员最专业的技术工具。

综合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这是由三个原则造

成的。

1）作为一份公众宣传材料，街道设计

导则的阅读体验秉承就低不就高的原则，更

多考虑公众而不是主管部门或专业技术人

员，在内容上少技术指标而多概念阐述，在

章节编排上不以主管部门的职能划分为主

线，而以街道本身的空间布置为主线。

2）街道设计导则提倡的部分理念，如

共享街道、小尺度道路、设施外摆，与现行

的道路设计规范、城市管理规范多有冲突。

有学者认为，中国城市设计成果分为规范准

则类(Code)和导则(Guideline)两个层次，前

者是规定性指标，纳入法定规划后成为开发

控制的依据；后者是指导性指标，通过提炼

原理性通则、指导设计来形成或维护地区空

间结构和环境特色，作为法定规划的补

充[16]。如何能做到各法条、规范、规程、标

准与导则的衔接，平衡各管理部门的意见，

是导则落地实施的前提。

3） 街道设计导则不是技术标准和规

范，站在规划设计主管部门的角度，缺少有

效的技术审查手段对街道设计进行验收；站

在规划设计单位的角度，也缺少有效的技术

规范对照进行街道设计。

基于此，街道设计导则编制之后，应从

纵向延伸、横向扩展两个维度继续推进。

1）纵向延伸。

纵向延伸是指在编制导则之后，继续推

进街道设计标准、技术规范的研究编制工

作，协调既有标准和规范，增强街道设计的

实操性，让规划审评、设计审查、建设单位

和规划设计单位有规可依。上海市地方工程

建设规范 《街道设计标准》 (DG/TJ 08-

2293—2019)，即将《上海街道设计导则》

的创新内容如街道分类、窄车道、小尺寸的

路缘石转弯半径和街道空间一体化提升为地

方性工程标准(见图 5)；作为中国首个街道

设计标准，对车道宽度做了进一步细分，在

既有规范上“开了弹性的口子”，对后续建

设项目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8]。

2）横向扩展。

表4 欧盟《可持续城市出行措施的经济效益》评价指标及内容

Tab.4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contents of EU's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Sustainable Urban Mobility Measures

评价指标

街道的交通接
入管理(Access

Restrictions)

街道空间重新
分配(Road
Space Re-
allocation)

改善骑行设施
(Cycling

Infrastructure)

提倡步行并改
善相应设施
(Walking)

包容性城市设
计(Inclusive

Urban Design)

主要内容

禁止、限制机动车进入街道，鼓
励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提
升公共空间环境品质

减少常规机动车道空间，调配给
公共交通、自行车、HOV空间

新增、改善路内和路外的自行车
道(宽度、安全性、附属设施)

鼓励个体和团体的步行，改善步
行设施(宽度、安全性、附属设施)

交通稳静化、共享空间、邻里空
间等限制(不完全排除)机动车的
措施

经济
效益

较高

较差

较高

较差

较差

案例
证据

少

少

多

较少

较少

效益时
效性

中短期

中短期

中期、
长期

中期、
长期

短期、
长期

资料来源：根据《可持续城市出行措施的经济效益》摘录、翻译、整理。

规划 市政

设计导则

交通 绿容 社区 交通 规划 建筑 景观 开发商 业主 专家 市民

政府部门 设计师 建设者 其他相关者

建设与管理维护阶段道路与建筑设计阶段规划阶段

图4 街道设计导则的目标读者

Fig.4 Target audience of street design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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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扩展是指在编制导则之时和之后，

开展多部门联席审查制度，并继续开展基于

具体部门职能的分项设计导则。国外导则在

这方面的规定比较细致。伦敦、纽约和阿布

扎比均建立了完备的设计与审查流程，明确

责任参与方和相应责任[3, 10]。《波士顿完整街

道导则》规定，完整街道项目均由波士顿公

共工程处的公共改善委员会最终审批，委员

会由波士顿交通局的公共工程处理事、资产

管理员、波士顿水资源委员会执行理事等多

部门人员组成，以保证项目的多学科统一性

和科学性 [11]。而在本地实践中，《苏州市街

道设计导则》对街道的杆件电箱合杆、合箱

提出了原则性意见。下一步，苏州市将由城

市管理主管部门牵头，制定相关合杆、合箱

的技术导则和工作指引。与之类似的，建筑

立面、设施外摆、城市家具(环境设施)均应

开展相关的导则深化研究，以期贴近职能部

门的管理工作需要，这是落实街道设计导则

整体理念的具体体现。

66 总结和建议总结和建议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日

益提高，街道设计也在向精细化、人性化方

向发展。本文对街道设计中的误区和应对措

施进行了探讨，得出以下结论：

1）策划阶段，针对改造对象的选择存

在重干路、轻支小路，重通用性、轻专用性

的误区。应采用多维度(如交通功能+场所功

能)的街道分级方法加强街道设计的场景和

人群细分，并据此作为确定街道改造项目的

重要参考。

2）前期调查阶段，存在重设施、轻受

众，重供给、轻需求的误区。在导则中需要

完善需求调查的方法论和保障措施，建立面

向受众的需求调查和反馈机制。在项目实践

中下沉调查至全年龄段，覆盖弱势出行群

体，摸清受众年龄段、性别、收入水平的分

布，出行方式、时间、空间分布。

3） 在方案评估阶段，存在重社会价

值、轻商业评估，重定性、轻定量分析的误

区。在导则中需补充街道改造经济评价的方

法论和保障措施。在项目实践中加强街道设

计的经济分析和评估，既算社会收益也算经

济收益，同时将空间优化与商业开发策划紧

密结合。

4）针对导则编制本身，存在重内容编

制、轻部门协调的误区。即在编制导则之

后，既要纵向延伸，继续推进街道设计标

准、技术规范的研究编制工作，也要横向扩

展，继续开展基于具体部门职能的分项设计

导则。放眼周围，10年来，我们生活的街边

巷口，其场所塑造、交通工程、城市家具、

街景绿化和建筑立面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街道作为最大的城市公共空间，应进一步提

升对街道设计的重视程度，采用科学的技术

手段和管理办法，让城市变得更宜居、更值

得亲近和更有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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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

6.2.1 机动车道宽度应结合道路等级、街道类型及建设条件选取合理的数值，并符

合下列规定：

1 街道机动车道宽度按表6.2.1内数值选取。

表6.2.1 一条机动车道宽度取值

设计车速 v /(km·h-1)

车道宽度/m

小客车

专用车道

大型车或

混行车道

v≤20

2.85

一般3.25
最小3.0

20< v≤40

一般3.0
最小2.85

一般3.5
最小3.25

40< v≤60

一般3.25
最小3.0

一般3.5
最小3.25

2 城市主干路、交通性次干路、货运车辆较多的通行性街道应按大型车或混行

车道值选取。

3 非交通性城市次干路及以下等级的街道，可根据通行车型论证按小客车专用

车道取值。

图5 上海街道设计标准

Fig.5 Street design standards of Shanghai

资料来源：《上海街道设计标准》 (DG/TJ 08-229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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