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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浙江省绍兴市老城区，其交通现

状和发展特征具有一定代表意义，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与传

统格局之间的矛盾亟待解决。提出从交通、空间两方面统筹

安排、合理组织以解决老城区的交通问题。提出 4点交通优

化策略：净化老城区过境交通；分流居民日常生活交通与旅游

交通、机动交通与非机动交通；强化城市主要功能中心的联络

线；加密次干路、支路路网。同时，在充分尊重城市历史特征

的基础上，针对交通性道路和特色道路分别进行景观控制和

交通管制，进一步优化其空间环境，强化并突出其特色，使其

成为塑造城市整体景观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

Abstract：As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Shaoxing is typical

in terms of the status quo of transportation and its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issues of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creasing

traffic demand and traditional layout in the city need urgent solu-

t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ways to systematically arrange and

naturally organize traffic by addressing transportation and space

issues in historical districts. Then, four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road traffic are put forward: first, reducing cross-boundary traf-

fic in the historical district; second, separating residential daily

traffic and tourism traffic, motor traffic and non-motorized traf-

fic; third, strengthening connecting roads that linked main func-

tional centers; fourth, increasing the network density of minor

arterials and local roads. At the same time, with all due respect

to historical features and by traffic control for transportation

streets and landscape control for scenic roads, spatial environ-

ment ha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and characterized as an impor-

tant component in shaping the entire landscape of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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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机动化进程加快、交通需求激增，我国各城市的老

城区已成为城市交通矛盾的凸显区域，严重的交通拥堵、交

通混乱问题普遍存在。而对于历史文化名城的老城区而言，

在担负大量城市日常生活性交通重任的同时，还承担着相当

数量的旅游性交通，其交通矛盾更为激烈。此外，这些老城

区的道路系统已经成为历史风貌的有机组成，延续至今的道

路尺度与形态均应得到尊重，面对交通问题时不能简单地通

过拓宽马路、开辟新路等方式来解决。本文以浙江省绍兴市

为例，介绍历史文化名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老城区交通及

空间环境问题，提出应对策略，以及老城区交通与旅游线路

设计相结合的规划思路。

1 绍兴市城市概况

1.1 城市区位

浙江省绍兴市位于杭州东侧，地理位置优越，距杭州萧

山机场仅 30 min车程，近年来经济发展极为迅速，城市用地

空间也随之大幅拓展。中心城区范围内已经形成了三大片

区，即老城区所在的越城片区、北部的袍江片区和西部的柯

桥片区。其中越城片区由内、外环路划分为老城区和外围地

区两部分，如图1所示。

1.2 用地分布特点

绍兴市中心城区用地规模已达160 km2，但城市主要的商

业、行政办公、文化娱乐等功能仍一直集中在8 km2的老城区

内。老城区人口与就业岗位聚集，强中心的态势十分明显。

老城区北侧为绍兴火车站，西南侧集中了绍兴市主要的高校。

老城区内主要功能用地为居住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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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共服务设施主要沿南北向的解放路、中兴路和东、西

向的胜利路、人民路、延安路布置，其他各类功能用地呈

放射状向外拓展。

1.3 旅游发展

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2007年绍兴市接待境内

外游客达到 1 002.5 万人次。游客接待人次、创外汇收

入、旅游总收入等旅游经济指标全面攀升，年均增幅均超

过20%，是1997年接待境内外游客数量的2.5倍，旅游业

从10年前的接待型、事业型真正转向了产业型。

2 现状交通流特征

老城区作为城市最主要的交通发生源和吸引源，交通

量很大，交通出行大致可以分为“一头在外”和“两头在

外”两类[1]。“一头在外”指出行起点或终点在老城区外

部的交通出行，主要包括：①居住在老城区但工作地点在

柯桥片区、袍江片区等地的出行，属于日常通勤类出行；

②其他地区到老城区各政府部门办事或到各大商业、娱乐

区消费的弹性出行。“两头在外”指出行起点和终点均在

老城区外部的交通出行，主要是指过境类、短时停留类和

接送类交通出行。

“一头在外”的交通出行向西至杭州市和柯桥片区(区

域型大型轻纺市场所在地)、向北至袍江片区(城市主要的

工业新城)的通勤交通流占绝对比例，交通高峰时段集中

在上下班时间，属于典型的潮汐式交通。通勤交通流主要

集中在老城区与柯桥片区的主要联络线——胜利路和与

袍江片区的主要联络线——中兴路。由于受地形条件的

影响，越城片区向西的通道只有胜利路1条，交通量相对

较大，拥堵状况最为明显，主要集中在上下班时间的胜

利路西段；南北向交通量相对较少，且有中兴路和解放

路 2条通道，目前交通流相对畅通，没有出现明显的拥

堵现象。

“两头在外”的交通出行在老城区内分布并不广泛，

从目前来看并没有对地区交通组织造成很大负担。主要的

过境交通分布在中兴路，大部分是老城区北侧和西侧地区

至绍兴市域南部的交通流。接送类交通大致分布在老城区

至北侧的火车站、汽车客运中心和位于老城区两侧的汽车

柯桥片区 袍江片区

越城片区

中
兴
路

汽车客运中心

汽车西站

汽车东站胜利路
解
放
路

人民路
延安路

图 1 绍兴市三大片区分布图

Fig.1 Existing land use in Shaoxing

老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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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站、东站的联络线上，主要在环城路附近。

3 现状路网主要问题

3.1 路网系统性差

受到山、水和历史格局的阻碍，老城区内路网不能顺

利向外延伸，遗留下许多断头路和T型路，对交通组织十

分不利，与城市现代交通需求不适应，如图2所示。

主干路系统东西向缺乏贯通的结构性道路。老城区东

西向最主要的几条对外交通通道是胜利路、人民路和延安

路。胜利路向西的延伸受到铁路用地的阻隔；人民路和延

安路向西的延伸受到微丘地形的影响也被迫中断。老城区

东西向对外交通联络没有一条线路能够同时实现东畅西

达，只能常年处于绕行状态。

次干路和支路系统连通不佳的状况比主干路系统更为

严重，T型道路交叉口、不规则道路交叉口、断头路多，

其中 T型道路交叉口的比例达到80%以上。

3.2 主干路功能定位不明

主干路是地区重要的交通走廊，应主要承担地区对外

联络和长距离运输的职能。由于历史原因，绍兴市老城区

内的主干路两侧，城市主要建筑和单位部门林立，交通集

散频繁，同时承担主干路与次干路的双重功能，“通行”

与“通达”任务并重。特别是解放路，两侧商场密集，人

头攒动，机非混行现象严重，主干路对外快速通达的功能

得不到保障，不能达到设计车速的要求。

3.3 城市旅游景点未与交通系统整合

老城区作为绍兴市旅游和服务接待的核心地区，其路

网结构与交通管理特色并不突出，没有形成以用地功能为

导向的交通模式。

老城区内人文古迹分布相对分散，大多数景点周边道

路呈片段性特征，城市路网对老城区景点的串联与导向作

用未受到应有重视，没有形成统一完善、组织良好的旅游

线路，日益增长的旅游交通量对老城区的交通状况更添沉

重的负担。此外，城市街道的标识系统不明确，只依靠一

张地图进行游览的传统方式非人性化，特色不突出。

4 交通系统与空间环境优化策略

通常情况下，对于老城区交通问题的解决都是单纯从

交通组织的角度来考虑。由于历史文化名城老城区的功能

特征与城市其他地区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解决老城区

交通问题，应从交通、空间两方面来统筹安排、合理组

织。首先，应对老城区不同性质的交通流进行识别和分

析，在尽量尊重城市传统空间格局的前提下，以功能分

明、循环顺畅为目标，进行分类导向与控制，理顺路网系

统与交通组织，强化不同级别与性质的道路功能；其次，

应根据各类道路功能特征，塑造具有鲜明特色、景观优美的

交通空间环境，同时突出为游客服务的良好交通环境品质。

4.1 交通系统优化策略

解决历史文化名城的老城区交通问题，首要原则是要

慎重处理好交通改善、城市空间拓展与土地开发、历史风

貌与遗产保护等之间的关系。充分保护老城区的传统格局

与空间特色是绍兴市老城区各类交通改善的总前提。应采

取小规模、渐进式改造的方法。道路改造以改良为主，以

提供必要的市政设施为主，原则上不改变道路红线宽度，

避免大拆大建，尽量保持原有传统街巷的空间尺度与轮廓。

4.1.1 净化

净化即减少进出老城区的交通量。具体措施包括：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图 2 现状路网

Fig.2 Existing road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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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置环城快速路，提升市域性过境交通通行能力。

将环绕整个越城片区的外环路改造升级为城市快速路，与

中心城区的快速路系统实现良好衔接，迅速分流来自城市

北部地区、柯桥片区的过境交通。如图3所示。

2) 在老城区内实施“大力鼓励公共交通、限制私人交

通发展”的政策，提高机动车出行交通成本、抑止老城区

的机动车出行生成。

3) 在环绕老城区的内环路与老城内主要道路交叉口进

行交通管制，部分交叉口限制车辆左转或右转，限制与引

导周边地区进入老城区的交通流。

4) 形成环绕老城区的停车诱导系统，鼓励停车换乘[2]。

换乘停车场主要选址在与公交干线车站接驳、与环城河旅

游码头接驳以及与城市开敞空间结合的几类地区。

4.1.2 分流

针对绍兴市老城区的实际情况，采用了居民日常生活

交通线路与游客交通线路、机动交通与非机动交通两类交

通流分流的方法。

老城区内历史街区、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相对分散(见

图 4)，其功能改造可以将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点串联起来，

在老城区内结合文物保护，设计环行闭合型步行交通线路

(见图 5中绿色虚线)，主要服务对象是各类观光游客，这

样可实现旅游资源的空间整合。线路途经路段以现状道路

为主，尽量利用城市传统格局中的支路系统将其连通。通

过城市机动交通道路时，需要规划新建部分人行通道和过

街天桥，实现机非分流，保证游客交通安全。线路经过秋

瑾故居、沈园、蔡元培故居、咸亨大酒店、绍兴博物馆、

图书馆和老城区内几个主要的历史街区。

在南北向主干路中兴路与解放路之间，设置一条南北

向宽 24 m的非机动车专用路，如图 5中黄色虚线，且向

南、北两个方向延伸与步行交通环线相交，分流位于东侧

中兴路与西侧解放路的非机动车流量，恢复中兴路、解放

路作为老城区南北向主要干路的作用。同时，实现机动交

通与非机动交通的部分分流，减少由于机非混行、相互干

扰带来的交通拥堵。

4.1.3 强化

强化与城市北侧新的行政办公文化中心、与城市东北

老城区

快速外环

过境交通

内环路

图 3 过境交通组织示意图

Fig.3 Cross-boundary traffic organ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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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新的商业金融中心的交通联络是老城区未来对外交通必

须完成的任务。具体做法是将解放路向北延伸连接行政中

心，胜利路向东延伸连接商务金融中心，形成联结城市三

大主要功能中心的“L”型城市发展轴。同时在这两条主

要道路的两侧设置辅助性的次干路，调节高峰时段车流，

避免单通道带来的拥堵。如图6所示。

4.1.4 加密

由于老城区内建筑比较密集，拓宽主干路红线宽度的

做法不太现实，也不是一种高效率的做法。一般来讲，应

增加路网密度，尤其是增加次干路、支路的密度，从而健

全、完善老城区内部路网，实现微循环的畅通。

新拓展的次干路主要联接对象是位于老城区边缘的若

干长途汽车站，从而增强这些交通枢纽地区的集散能力。

在商业街区主要干路背侧和历史街区边缘、在城市公园之

间选择合适线路适当增建支路，缓解人流密集地区交通状

况，同时方便居民的日常生活出行。如图7所示。

4.2 空间环境优化策略

将老城区内的道路依据不同的功能要求分为交通性道

路和特色道路两类，分别进行景观控制与交通管制，以优

化老城区的空间环境。

4.2.1 交通性道路

依托老城区内的交通性道路构建景观大道，形成老城

区空间的核心骨架。这类道路包括东西向的胜利路、人民

路和南北向的中兴路等，可以采取最低限速与最高限速同

时控制的方法，在保证车流顺畅的同时保护老城区相对安

静舒缓的环境[3]。同时，建议使用统一的街道家具、线型

及横断面，采用相对规整、体现城市整体形象特色的街道

景观设计，设置较宽的道路绿化带，完善道路标识系统，

从而塑造相对清晰的城市整体空间格局。

4.2.2 特色道路

特色道路包括商业街道(临街建筑功能以商业金融服

务业为主)、滨水景观路和历史风貌街道等，应当突出不

同的功能需求和特色景观，减少机动交通占用的道路资

源，增加非机动交通与人行空间的份额，构成城市多样化

特征[4]。

1) 商业街道

解放路是主要的商业街道，两侧商场林立，街道断面

宽度目前尚能满足功能需求，但人行道的功能分区、街道

家具、公共艺术及灯光照明的设置过于呆板，应尽量做到

亲切宜人与丰富多彩，加强步行区域艺术照明，烘托五彩

缤纷的商业气氛。商业街内应设置车辆最高限速，采用

公共汽车绝对优先的政策，对社会车辆的进入进行分时

管制。

图例
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市级文保单位

古城规划范围边界线

省级文保单位

市级文保点

河流

图 4 现状主要文物保护单位分布

Fig.4 The distribution of major existing heritages

交通分流方向

非机动车专用路

加密次干路

主干路

步行交通系统

图 5 环形闭合型步行交通线路

Fig.5 Circle walking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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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滨水景观路

滨水道路现状绿化与景观设计良好(见图 8)，但居民

滨水活动内容单一，建议利用各种手法增加滨水空间活动

的丰富性和可达性，提高吸引力。可利用滨水道路与城市

板块的高差来增加景观设计的层次性，加密人行横道的间

距以方便居民跨越道路至滨水景观点。同时，在道路断面

设计上应加宽滨水一侧的人行道宽度，丰富人行道的设施

种类，特别是在环绕老城区的环城河旅游码头，应提供足

够的休息、活动设施，充分体现滨水活动内容的多样性。

3) 历史风貌街道

历史风貌街道主要分布在历史街区和文物保护单位周

边，以前文提到的环形闭合型步行交通线路为代表。这类

街道除了必须保持传统街巷尺度、建筑与街道高宽比之

外，应严格限制机动车流量与车速，临街建筑形式与尺

度、街道家具设施的色彩与材质应与古城保持风格协调，

可以采用统一的青石板作为路面铺装，以区别于城市其他

类别的道路。街道活动内容以维护现有市民日常生活和游

客观光为主。如图9。

图 7 增强与交通枢纽的联络

Fig.7 Strengthening links with transportation termi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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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L”型城市发展轴

Fig.6 "L" shape axis of urban development

图 8 现状滨水空间

Fig.8 Existing waterfront spaces

图 9 现状保护较好的历史风貌街道

Fig.9 Existing well-protected historical str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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