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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城市道路功能分类对比研究 

赵洪彬 
 

【摘要】在众多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报告的城市道路现状章节里，经常可以看到城市路网结构

不合理，未能形成与规范和国外案例类似的“金字塔”结构这一结论。然而，通过对美国《国

家道路功能分类研究手册》和我国《城市道路设计规范》的仔细解读对比发现，我国的城市

道路功能分类与美国的道路功能分类相似但又不完全对应，而且存在缺失一类功能道路的现

象。因此，研究中不能直接引用美国分类的结论，需要做一定的对应调整。基于此，本文采

用文献对比与案例对比相结合的手段，研究了中美两国城市道路的对应关系与结构比例，探

讨确定我国缺失的一类城市道路的设置与否及设施构成。 

【关键词】城市道路；功能分类；结构比例；集散街道 

 

1 引言 
机动化时代，汽车用户对出行的要求越来越多样化，既要满足出行的快速效率，也要满

足进出的顺利可达。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则是丰富多样的需求，为了满足这些不同但具有层次

化的需求，就需要有相应层次化的道路设施去服务，而且随着机动化程度的越来越高，各个

道路层次之间的功能界限应该是越来越明晰，这样各级道路各司其职才能提供 有效的机动

化服务。 

研究表明，各个国家的城市道路功能分类采用的都是类似于美国的三级分类体系：干线

道路、集散道路和地方道路。我国也不例外，在城市道路功能定义上也是区分了通过功能、

集散功能和服务功能，只是在类别命名上与美国有所差别，并且总的子类别个数比美国少一

类。正是这些细微差别，导致在道路功能结构研究中不能直接对比中美案例，应该做一定的

调整。反观现有规划成果中通过美国案例的直接引用，来说明我国城市路网结构存在问题，

没有形成类似美国“金字塔”结构的结论是值得推敲的。 

立足于此，本文研究了中美两国各自的城市道路功能分类体系，探讨其异同点，并针对

差异提出观点，解释我国城市道路结构比例与美国不同的原因；提出建议，弥补我国道路功

能层级的缺失，建立更为完善、专业、多样化的城市道路功能结构体系来满足我国快速机动

化需求。 

2 美国城市道路功能分类 

2.1 概述 

美国开展了两次全国性的道路功能分类研究，第一次是在 1969~1971 年间，使用 1968

年版《全国道路功能分类研究手册》中的标准和过程，结果反映了 1968 年当时的道路功能

分类情况；第二次研究根据全国道路功能分类及需求研究手册（1970~1990）展开，使用了

与第一次研究相同的功能等级和标准，但是提供的分类是基于对 1990 年的道路设施以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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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况的预测。[1] 

2.2 各级道路系统功能 

美国在对道路系统进行分类时，考虑道路对交通的服务功能，首先研究不同交通出行阶

段所需要的道路服务特征，然后针对道路服务特征去划分。按照大多数出行的过程，将其分

为六个阶段：主要移动阶段（main movement）、交通转换阶段（transition）、交通分散阶段

（distribution）、汇集交通阶段（collection）、接入用地阶段（access）和到达终点阶段

（termination），六个阶段中的每一段都是由针对其需求特征所设计的功能道路所服务。 

 

图 1 出行移动的层级① 

图 1 表示了一次假想的道路出行：使用高速公路，从而在主移动阶段车辆不被干扰，形

成高速车流；当接近目的地离开高速公路时，车辆在高速公路匝道减速，匝道此时扮演了转

移交通的功能道路；车辆随后进入速度适中的干线，相当于交通分散设施，从而将他们带到

距离目的邻里单元更近的附近区域；之后，车辆进入集散街道从而渗透到邻里单元中； 后，

车辆驶上地方道路，直接进入居住地或其他目的地，并在合适的地点停车。[2] 

正是基于这种对机动化出行的理解，形成了美国机动交通的基本逻辑思维。在这种逻辑

影响下，形成了美国目前整个道路的分类体系。在城市道路方面，划分为三个大类：干线道

路（Arterials roads/streets），集散街道（Collector streets）和地方街道（Local streets），干线

道路向下细分为快速路、主干路和次干道。三类道路担负起通过功能、集散功能、到达功能，

服务于通过性出行和地方性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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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城市街道网络部分示意图② 

图 2 所示的城市道路机制，以 基本的邻里单位边界作为划分，区分出通过性交通和地

方性交通。围合邻里单位的边界是干线街道（主干路或次干道），是一种起交通分散功能的

设施，将少数更高级路（高速公路、快速路）上大量的交通分散到该级别城市道路网络上，

并将车辆引导至目标邻里单位附近，再通过集散街道渗透到邻里空间， 终采用地方性街道

到达目的地并停车。采用如图 2 似的分类，美国对各功能层级道路的里程以及相应承担的机

动交通周转量进行了统计，如表 1： 

表 1 城市道路功能系统的准则范围 

道  路 
1968 年 1989 年 2001 年 

范围（%） 范围（%） 范围（%） 
车公里 里程 车公里 里程 车公里 里程

主干路系统 Principal arterials system 40~55 5~10 40~65 5~10 40~65 5~10
次干道系统 Minor arterial streets system 10~35 5~20 0~40 5~20 0~40 5~20
干线系统 Principal arterials plus Minor arterial 65~75 15~25 65~80 15~25 65~80 15~25
集流道系统 Collector streets system 5~10 5~10 5~10 5~10 5~10 5~10
地方道系统 Local streets system 15~30 65~80 10~30 65~80 10~30 65~80

2.2.1 主干路系统 

主干路系统是服务于城市重要活动中心，具有 高的交通量、 长的出行距离，并用

少的里程承担较高比例交通周转量的道路网络。主干路系统承担了大部分进出城市的交通和

大部分绕过中心城的通过性交通，以及重要区域之间的交通，例如：CBD 和城郊居住区、

主要的市内社区之间、主要的郊区中心之间。此外其还承担了重要区域之间以及城际间的公

交线路。鉴于被主干路系统服务的交通需要不被干扰和高速地行驶，大部分全控制和半控制

的道路属于这个功能级别，但对出入的控制并不是划分该类道路的主要依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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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次干道系统 

次干道系统是连通、增强主干路系统的网络，服务于中等距离并对通畅性要求不高的出

行，其服务范围比主干路系统要小，包括未被划分为主干路的所有干线设施。相比于主干路，

它提供稍低的移动性，更注重可达性，但不渗透到可识别的邻里单位中。该类道路还承担地

方公交线路，提供社区间的连接。[3] 

2.2.3 集散街道系统 

不同于干线系统，集散街道系统可以渗透到邻里单位中，将从干线上的交通分布到位于

集散街道上或地方街道上的 终目的地上。反过来，集散道路也汇集下一级道路上的交通。

虽然集散街道更加注重可达性，但在一些情况下，由于整个街道系统的设计，会有小部分的

通过性交通在集散街道上。集散街道系统可以同时提供可达性服务和居住邻里内部、工业区

内部地方性出行的移动性，也会承担一些公交线路。[3] 

2.2.4 地方街道系统 

包括所有未被划分为上层系统里的道路。它可以直接接入相邻的土地和更高层次的系统。

它提供 低等级的移动性，不承担公交线路，不鼓励通过性交通。[3] 

2.3 实际案例分析 

美国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时，邻里单位的思想被大量应用到城市更新的公共房屋项目中，

从而形成了类似于图 2 所示的城市基本单元，其路网结构也大致相似。拿洛杉矶西南近郊的

一个居住邻里为例，整个邻里单元的大小为 700m×800m（基本上是半英里的边长）；邻里单

元被四条干线包围，内部由集散街道贯穿，剩下的道路为地方性街道；在邻里单元的角落放

置了商业用地，其余基本上是居住用地。 

 
图 3 洛杉矶西南近郊案例邻里单位用地及路网结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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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洛杉矶西南近郊案例邻里单元道路属性 

编号 街道名称 功能级别 断面宽度 车道构成 
1 Adams Blvd 干线（次） 18m 2P2C2CB 
2 Hoover St 干线（次） 24m 2P4C2B1T 
3 Jefferson Blvd 干线（主） 24m 2P2C2CB1T 
4 Vermont Ave 干线（次） 18m 2P2C2CB 
5 McClintock Ave 集散街道 21m 2P2C2B1T 
6 Ellendale Pl 集散街道 21m 2P2CB 
7 Orchard Ave 地方街道 7m 1P2CB 
8 Magonlia Ave 地方街道 12m 2P2CB 

注：①功能级别中干线的主次与否为作者主观判断；②车道构成中 P 表示 Parking 停车道，C 表示 Car

车行道，B 表示 Bike 自行车道，T 表示 Turn 转向道，CB 表示汽车、自行车共享道，字母前数字表示车

道数，车道构成为双向总和。 

通过测量，在这个邻里单位内，集散街道为 790 米，地方街道为 5310 米，周围干线道

路为 3200 米，考虑到与周围邻里共享干线的问题，实际属于该邻里的干线为 1600 米。 后，

该邻里单位内实有道路为 7700 米，路网密度为 13.75km/km²，各级道路的占比为：干线道

路 20.8%，集散街道 10.2%，地方街道 69.0%，均符合表 1 中的里程准则范围。 

3 中国城市道路功能分类 

3.1 概述 

我国的道路功能分类经历了三代的演变，虽然上个世纪 40 年代金经昌先生就从德国带

来城市道路分级思想，但我国城市道路第一代分类法直至 60 年代初期才形成。1960 年 10

月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局编制的《城市道路设计准则》（试行草案）将城市道路分为三级七

类：Ⅰ级为全市干道、入城干道和环城干道、高速道路；Ⅱ级为区域干道、工业区道路、游

览大路；Ⅲ级为住宅区道路。其后，在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城市道路按主干道（全市性干

道）、次干道（区干道）、支路三级进行划分，该方法可称为我国城市道路第二代分类法。1991

年 8 月施行的部标《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90）将城市道路分为快速路、主干道、次干

道、支路四大类，紧接着 1995 年 9 月施行的国标《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

对该法进一步深化，并明确指出各类道路的机动车设计时速、道路网密度、机动车道条数、

道路宽度等技术指标，形成我国城市道路第三代分类法，一直沿用至今。[4] 

3.2 各级道路功能定义 

3.2.1 快速路 

快速路应为城市中大量、长距离、快速交通服务。应中央分隔、全部控制出入、控制出

入口间距及形式，应实现交通连续通行，单向设置不应小于两条车道，并应设有配套的交通

安全与管理设施。快速路两侧不应设置吸引大量车流、人流的公共建筑物的出入口。[5][6] 

3.2.2 主干路 

主干路应为连接城市各主要分区的干路，以交通功能为主。主干路两侧不应设置吸引大

量车流、人流的公共建筑物的进出口[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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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次干路 

次干路应与主干路结合组成干路网，应以集散交通的功能为主，兼有服务功能。[5][6] 

3.2.4 支路 

支路宜与次干路和居住区、工业区、交通设施等内部道路相连接，应以解决局部地区交

通，以服务功能为主。[5][6] 

3.3 实际案例分析 

选取了洛阳市九都路北侧的三个地块进行分析，三个地块的大小基本上都在 650×800m

左右，与洛杉矶市西南近郊的邻里单元大小相近。 

 

图 4 2008 年洛阳市九都路北侧三地块道路功能分类现状 

 

图 5 2020 年洛阳市九都路北侧三地块道路功能分类规划 

规划之前，三个地块被主干路包围，各自形成了较为独立的局部交通系统。相比较于外

部主干路，三地块内部的次干路与支路数量过少。而规划之后，路网结构变动巨大，次干路

比例大幅度提高，城市空间结构也被划分重构，支路里程仍然过少。对三个地块的道路功能

分类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3： 

表 3 洛阳市九都路北侧三地块道路功能分类统计 

时间 项目 左侧地块 中间地块 右侧地块 三地块合计 

2008 年 
主干路里程 1370m 1460m 1330m 4160m（65.7%）

次干路里程 0 640m 0 640m（10.1%） 
支路里程 0 430m 1100m 1530m（24.2%）

2020 年 

快速路里程 375m 410m 385m 1170m（13.0%）

主干路里程 315m 640m 265m 1220m（13.5%）

次干路里程 1420m 2520m 2070m 6010m（66.6%）

支路里程 630m 0 0 630m（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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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块内部，在 2008 年，城市道路里程合计 6.33km，城市道路密度 4.36km/km²；规划

在 2020 年，城市道路里程合计 9.03km，城市道路密度为 6.23km/km²。可见，规划新增、改

变很多道路，而且都是一些地块内部结构性的道路，使得整个地块的城市道路功能结构发生

了巨大变化。但规划过后，散碎的城市空间，过少的支路里程，没能体现道路功能等级的逻

辑性，在设计上缺少对交通组织的逻辑思考。 

4 中美道路功能分类对比 

4.1 道路功能对应关系 

美国的城市道路，从功能大类上可以分为干线道路、集散道路、地方道路，各自负责交

通功能、集散功能和到达功能。然后提供了多样化的干线道路类别：快速路、主干路、次干

道，用户可根据自己对通过性的需求进行选择。我国的城市道路，从字面上可以分为干路（包

括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各自负责通过功能和到达功能，缺乏集散道路；从功

能定义上可分为干线道路（包括快速路和主干路）、次干路、支路，各自承担通过功能、集

散功能和到达功能，用户对通过性服务的选择较少。正是通过性功能道路缺乏多样化选择，

导致不同通过性需求层次的出行只在两类道路上进行展开，难免会造成不同需求层次之间的

冲突，而且也模糊了道路的通过性功能。道路功能没有得到自我彰显，用户不容易形成交通

逻辑，交通就越发混乱，拥堵也就越来越容易产生。如图 6 右侧所示，我国道路实际运行中，

快速路的通过功能得到较好的彰显，但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的功能十分模糊，主干路与

次干路游离于通过功能与集散功能边界，次干路与支路游离于集散功能与到达功能边界，道

路功能不明晰。这样的案例在我国城市中比比皆是，在一些有快速路的大城市中，汽车用户

的交通逻辑思维中只有快速路和“其他道路”的概念。 

此外，根据图 6 中的中美城市道路功能分类对应关系以及相关实际案例的佐证，可见我

国的道路功能分类不仅在规范准则方面与美国不尽相同，而且在实际应用中更是差别明显：

字面上集散道路缺失，功能定义上干线道路层次缺失，实际运行上主、次、支之间功能界线

模糊，都说明了中美道路层级结构不能够去进行一一对应的简单对比。进而，结合图 6 中的

对应关系与表 1 中美国各层次道路的里程比例结构关系，发现当遵循字面对应时，我国的城

市道路结构比例是经常提到的“金字塔”型；当遵循功能对应时，我国的城市道路结构比例是

“哑铃”型；当以实际运行情况对应时，由于次干路的游离与支路的统计口径不一致，可能会

出现“纺锤”型和“倒三角”型。可见，同样是对应美国准则，在不同的对应方式下得到了不同

的结构形态，从根本的道路功能对应上来说“哑铃”型是比较合理的，以此为基础，在现有运

行和统计之下，或许“倒三角”是较为合理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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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中美城市道路功能分类与结构比例对应关系 

4.2 缺失的一层道路 

对比中美目前道路功能分类的情况：字面上缺少了集散道路，功能上又用次干路来承担

集散功能从而导致干路层次的缺失。因此，本质上是我国缺少了一个层次的道路。为了弥补

这个缺失，建立起清晰的道路功能三级结构和满足干路的多样化选择，有必要在我国的功能

分类中增加集散道路，接替次干路承担集散功能，让次干路加入干线道路行列，提供多样化

的通过性服务。 

考虑到我国长期以来在已有的四级分类体制下建设多年，而且受到“大院”文化的影响，

传统的邻里单元对外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内部路网复杂弯曲，因此要在邻里单元里找到类似

于国外的集散道路是十分困难的。但通过对我国的道路断面形式加以分析发现，我国由于受

到曾经自行车为主的交通影响，道路断面上加入了分离的较为宽阔的自行车道。但目前随着

机动化的逐步发展，自行车数量在减少，非机动车道上停车以及机动车开始肆意行驶，形成

了机非人混行的态势，这点与美国的集散道路运行情况非常类似。此外，在一些主干路的辅

路上，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因此，结合国内外目前的实际情况，如果要分出国内的集散道

路，在已建成区可先将我国邻里单元外围干路的辅路或非机动车道部分划分为集散道路，赋

予其一定的干线道路出入规则，承担起集散交通的功能，暂且将这种情况称为“集散道路外

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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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上述所说的解决方案，在不改变现有路网布局的情况下，结合实际情况，弥补

了集散道路的缺失，形成了完善的三级功能分类。再按照邻里单元的思想去划分通过性出行

和地方性出行，形成汽车用户的交通逻辑。重新分析洛阳市九都路北侧的三个地块的道路网

络，形成道路分类如图 7： 

 

图 7 基于邻里单元与集散道路外化的三级道路功能分类 

对图 7 所示的分类方案进行统计，外围通过系统合计 4.16km，外化的集散系统合计 2km，

内部的到达系统合计7.86km，合计14.02km。路网密度为9.66km/km²，干线道路比例为29.6%，

集散道路比例为 14.2%，支路比例为 56.2%。与美国邻里单元内的“哑铃”型的三级功能结构

较为类似。考虑到我国邻里单元内部高开发强度所造成的支路不足的现象，干线道路与集散

道路比例略高也是正常的。 

5 结论 
通过对比研究，我国的城市道路功能分类与美国的相似但又不尽相同。单纯从字面上，

我国缺少了集散道路，对应美国的道路结构是“金字塔”型；从功能上，我国用次干道承担集

散功能，导致在干线道路大类里缺少了类似美国的次干道，对应美国的道路结构是“哑铃”

型。这种对应关系的不同，导致结构比例的不相同。而从道路根本的功能结构来看，在评价

我国路网结构时，应该用的是“哑铃”型，而不是传统的“金字塔”型。 

由于缺失一个服务层级，出现了其他类别道路的跨界承担，导致我国的道路功能界限模

糊，实际运行上主干路、次干路、支路游离在通过功能、集散功能、到达功能的边界，给统

计带来较大麻烦。再加上我国对支路的定义，很多小区内道路没能计入支路范围，所以当次

干路大部分承担通过功能时，道路结构是“倒三角”型；当主干路开口过多，大部分承担到达

功能时，道路结构是“纺锤”型。因此，为了改变这种由于功能模糊导致的结构变异并被评价

为不合理的现象，应该加入集散道路这一层级。考虑到我国现有城市道路建设框架基本确定，

建议使用“邻里单元”周围干线道路的辅路或非机动车道的部分路段作为集散道路，改变其出

入控制，重新进行交通设计、组织，担负起集散功能。 

这样，就使得我国城市各类道路可以正其名，担其能。集散道路接替次干路承担集散功

能，次干路丰富干路级别，提供多样化的干路通过性服务，满足机动化的多样需求。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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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图片来源：A Policy on Geometric Design of Highways and Streets, Chapter1, Page 2. 

② 图片来源：1968 National Highway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Study Manual, Section Ⅱ, Page Ⅱ-1. 

③ 图片地址：谷歌地图，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LA,CA 北侧紧邻的居住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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