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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

见》，提出“推动发展开放边界、尺度适宜、配套完善、邻里和谐的生活街

区”，建设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街道是中央城市工作的重要要求。《成都

市国土空间规划（2016-2035）》（送审稿）提出“推进公园城市街道建设、

提升街道环境品质”，《成都市美丽宜居公园城市规划》明确要建设清新宜人

的城市街区公园场景。街道一体化设计是公园城市理念在街道层面的具体落

实。

       目前，成都市正处于城市空间结构转型和轨道加速成网的阶段，市民出行方

式正在由机动车交通向绿色交通转变，街道将回归市民的慢行空间、活动空

间、交往空间和休闲空间。

       《成都市公园城市街道一体化设计导则》（以下简称《导则》）是成都市首

部街道一体化设计导则，充分贯彻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落实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工作要求，以“公园城市街区场景理论”

和“街道一体化”理念为指导，是美丽宜居公园城市理念在街道层面的具体落

地。

       公园城市街道一体化工作是一项探索性和创新性的工作，导则通过充分学习

借鉴国内外城市先进经验和做法，在对成都街道建设现状充分分析和研究的基

础上，融入公园城市理念，提出体现成都公园城市特色的街道一体化设计指引

和实施建设。

       希望《导则》有助于在全市形成对公园城市街道一体化工作的理解与共识，

让街道建设伴随成都市民共同成长，推动成都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的未来目

标更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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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
Correlative research

城市发展新理念
New concepts of urban development

成都建设公园城市的新要求
New requirements for building a park city in Chengdu

成都城市发展转型的新需要
New Needs in Chengdu Urban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成都街道建设工作的技术基础
Technical basis for street construction in Chengdu

成都已开展的街道一体化设计实践
Practice of Street Integration Design in Chengdu



公园城市对成都街道设计提出新的理念要求：

公园城市对成都街道提出新的发展策略：

营造“公园+”简约健康的出行方式

塑造串联城乡、全民共享、蓝绿交织的天府绿道

公园城市对成都街道设计提出新的建设要求：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一尊重、五统筹”的城市工作新要求。

以上新理念均是本次导则研究所要遵循的指导思想。

尊重城市发展规律 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

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 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

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 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

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推动发

展开放边界、尺度适宜、配套完善、邻里和谐的生活街区”。规划建设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的街道是中央城市工作的具体要求。”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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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建设公园城市的新要求
New requirements for building a park city in Chengdu

公园城市提出建设清新宜人的城市街区公园场景，要

求“把公园建设融入社区建设，围绕绿化空间，织补

绿道网络，按照“公园+”的布局模式，形成公园式

的人居环境、优质共享的公共服务、健康舒适的工作

场所，构建绿色化出行体系，建设清新宜人的城市街

区公园场景。”

突出以人民为中心，为人设计街道，满足不同人群的

使用需求。

公园
城市

城市新发展理念
New concept of urban development

要坚持集约发展，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

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立足国情，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改善城市生态环

境，在统筹上下功夫，在重点上求突破，着力

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宜居性。

坚持适用、经济、绿色、美观方针，提升规划水

平，增强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促进“多

规合--”，全面开 展城市设计，加快建设绿色城

市、 智慧城市、人文城市等新型城市，全面提升

城市内在品质。

《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提出“推进公园城市街道建设、提升街道环境品质”，

《成都市美丽宜居公园城市规划》明确要建设清新宜人的城市街区公园场景。开展街道一体化

设计是公园城市理念在街道层面的具体落实。

公园城市作为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发展高级形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生态文明为引领，

是将公园形态与城市空间有机融合，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相宜、自然经济社会人文相融的复合系统，

是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现代化城市，是新时代可持续发展城市建设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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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空间结构规划图 市域绿道网络图

调整城市空间结构，推动城市东进，引领城市由单极发展向“双城”

时代迈进，由圈层发展向“多中心”支撑迈进，形成更高质量、更有

效率、更加公平和更可持续的空间发展模式，客观上对城市品质特别

是街道品质提出更高要求。

城市发展阶段转型
城市空间结构转型，城市发展

进入品质提升阶段：

规划2022年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到600公里以上，2035年规划

线网规模达1699公里，加上大铁公交化860公里，共计2559公里。

城市中心城区外围主要区（市）县利用轨道交通完成进出城出行将成

为常态化选择。

城市交通方式转型
成都市处于轨道加速成网阶段，
交通出行方式由机动车交通向
绿色交通转变：

成都将形成市域天府绿道体系，串联生态区、公园、小游园、微绿

地，形成全域绿化体系，街道作为城市交通的载体，慢行空间的优化

提升是全域绿道贯通的保障。推进天府绿道体系成网是促进城

市慢行系统优化完善的重要措施：

天府绿道体系的成网

成都已围绕绿道、街道尺度、慢行环境、特色风貌等方面，开展相关技术标准制定工作。

天府绿道系列研究 

成都市域绿道体系及天府绿道规划建设
成都市天府绿道建设导则

绿道是承载慢行空间的重要场所。

交通模型研究

综合交通调查以及交通模型构建

助推常规交通优化，促进绿色交通提升。

TOD研究 

轨道交通一体化开发导则

轨道成网将大幅减少机动交通分担率，
促进绿色交通发展

成都城市发展转型的新需要
New Needs in Chengdu Urban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成都街道建设工作的技术基础
Technical basis for street construction in Chengdu

 

通过构建“城市 — 社区 — 街道”规划建设管理的三级体系，加快推进公园城市理念在各个层面的落地落实。 街道宜人尺度研究 街道慢行空间研究 街道特色研究 

成都市中心城区
特色风貌街道规划
及规划建设技术导则

为本次街道一体化研究提供
关于特色街道的重要基础

成都市“小街区规制”

规划编制技术导则
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小街区、密路网将有助于
提升交通效率和街道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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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慢行交通系统

技术导则

为本次街道一体化研究提供
关于慢行交通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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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已开展的
街道一体化设计实践
Practice of Street Integration Design in Chengdu

围绕滨水街道、特色街道等方面，目前成都已开展

以街道为中心的一体化城市设计探索工作。

滨水开敞空间研究 
 

街道景观提升研究 

街道慢行空间研究 

 

街道特色研究 

 

锦江公园概念规划

高新区街道空间景观提升工程

四川大学博物馆群概念规划方案

成都市少城片区有机更新规划导则

成都街道建设特征，向人性化、特色化转变。

奎星楼街边的座椅

奎星楼街上的咖啡店、私房菜馆

奎星楼街两侧连续的首层商铺

奎星楼街

① 丰富的商铺业态

② 连续的首层功能

③ 便利的街道家具

更加注重功能业态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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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大道

① 海绵城市植草沟设置

② 人行道铺装透水性

③ 路口设置开敞空间

① 府城大道路侧绿带植草沟设置

③ 路口开放空间节点的设置

② 透水混凝土铺装的应用

更加注重街道的生态性

支矶石街

①彰显人文特质的建筑立面

②展现街道特色的地面铺装

③融入地域文化的街道家具

 支矶石街边的屋檐装饰

 学校前的过街标识

 支矶石街边的展示墙

 特色鲜明的地面铺装

 文化墙

更加注重文化特色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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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泰路

①

    设计一体化

②绿道与慢行景观步道设计一体化

③绿化种植和街道设施设计一体化

建筑退界空间与道路红线内景观

 建筑退界空间与道路红线内景观设计一体化

 绿化种植与街道设施一体化设计

 绿道与慢行景观步道设计一体化

更加注重街道的特色体现 成都街道规划建设的主要方向

通过推动成都城市空间结构转型和轨道加速

成网，助力交通出行方式由机动车交通向绿

色交通转变，使街道成为承载市民出行的重

要公共空间;

将成都街道打造成为承载公园城市美丽宜居

生活场景的重要载体。

通过加快推进天府绿道体系建设，以绿道承

载街道慢行空间，促进城市慢行系统优化完

善;

1

2

3



东京
Tokyo

纽约
NewYork

伦敦
London

上海
Shanghai

新加坡
Singapore

 国内外街道营造趋势
Trends in street construction at home and abroad

广州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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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地下一体化设计，行人享有优先路权

一体化设计，打造慢行优先空间 强化慢行，实施人车分流

（1）交通特征：通过便捷完善的轨道交通网络分担客流，退还街道空间；

（2）安全保障：明确慢行优先和慢行路权，保障慢行安全；

（3）空间界面：街道空间精细化设计；

（4）配套设施：配置完善细致的街道指引设施。

（1）构建完善的慢行系统，以慢行走廊为核心，专用慢行通道为骨架，慢行街区为

         网络，实现人车分流。

（2）以绿带隔离等措施保障绿色交通的优先级。

（3）以筑波站为核心，按照TOD理念打造慢行片区。

联通车站、地面、连廊、空中走廊及“城市核”建筑，构造地上地下连贯新颖的

步行网络； 涩谷站内副都心线列车站点上方设有地下自行车停车场，涩谷站周边

也分布了许多自行车停放站点及租赁点，方便与轨道交通和其他慢行系统的接驳；

街道两侧建筑界面、街道家具等的精细化设计；

车站各层及周边街道均设置相关设施指引步行。

（1）

（2）

（3）

（4）

东京Tokyo

街道设计策略 街道设计策略

案例：东京JR涩谷站TOD街区改造设计 案例：东京卫星城筑波慢行系统打造

涩谷站连贯的步行网络 涩谷站TOD街区优美的建筑界面 筑波新城人车分流慢行系统

绿带隔离保障慢行优先 结合TOD站点形成慢行街区

街道分时共享，界面优美宜人

案例：东京银座街道

东京银座：周末机动车管制，创建步行街区 东京银座：适宜步行的街道空间

（1）东京银座通过合理的分时交通管制措施和交通组织，打造具有活力的共享街

道。每周日下午银座街区实行机动车管制，成为“步行者天堂”。

（2）街道两侧建筑界面和街道家具均注重精细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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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行走廊

慢行街道

机动车系统

TOD站点

慢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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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广场：宽敞的步行空间

（1）安全保障：满足行人安全需求；

（2）配套设施：满足美观、便捷需求；

（3）交通特征：交通分流，压缩机动车空间，增加慢行空间。

街道设计策略

注重慢行空间提升，打造安全、舒适、包容的人行步道

纽约 NewYork

案例：纽约时代广场改造

（1 交通分流：把与第七大道相交的百老汇大街上的车行交通转移到第七大道上，

改造初期百老汇大街的2条车行道改为行人活动广场，后期42街至47街路段（时代

广场周边）机动车道改为全步行街段；

（2）增加慢行空间：结合楼宇前广场打造一体化的慢行空间，将慢行空间扩展到

原来的2倍；

（3）基础设施提升：清理陈旧的街道设施，保证慢行空间通畅。

（4）开辟公共休憩空间：新增10座50英寸长的长凳，有5种不同的结构，可供行人

坐、躺、靠、倚，形成层次丰富的互动空间。

）

时代广场：便捷的公共设施 

新增公共休憩空间

（1）优先保证地面步行通道的面积；

（2）减小车行道宽度，设置行人过街等待区域；

（3）通过减小转弯半径等手段，减慢汽车速度，保证行人安全。

坚持步行优先理念，

逐渐将城市中心区部分车行道改造为步行道

1.安全保障：街道设计中通过多种方式增加步行空间

改造策略：

（1）通过压缩机动车道行驶空间，减小机动车转弯半径，拓宽人行

道宽度，改善行人通过和逗留的空间，将开敞空间留给行人；

（2）改变行人过街通道的位置，缩短行人步行距离。

案例：伦敦牛津广场改造

牛津广场改造前后对比

伦敦London

（1）建筑设计重点考虑完善中心区慢行体系；

（2）形成室内外一体的慢行体系设计。

（1）建设城市步行信息中心；

（2）发放免费的中心区步行地图；

（3）设置街头电子地图等配套设施。

2.“慢行优先”设计理念：

建筑设计中优先考虑与城市立体慢行体系的衔接

3.“配套设施：建设丰富详细的步行信息基础设施

明确标示步行区域；

详细标示公交、地铁、轻轨等站台详细信息；

详细标示城市中心区各个建筑物；

以步行时间作为比例尺(如标示“步行5分钟距离”)。

步行地图包含要素：

建筑内的街巷空间

步行通往屋顶平台伦敦街头步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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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发展理念下，实现从道路到街道的转变

上海Shanghai

（1）设计理念转变：从“主要重视机动车通行”向“全面关注人的交流和生活

         方式”转变，从“道路红线管控”向“街道空间管控”转变，从“工程性

         设计”向“整体空间环境设计”转变，从“强调交通效能”向“促进街道

         与街区融合发展”转变；

（2）人文感知：注重沿街历史建筑的保护，烘托街道人文氛围；

（3）功能业态：引入多种功能业态，提升街道活力；

（4）空间界面：改造街道断面，打造宜人的街道尺度。

街道设计策略

打造富有历史感、人情味、独特性和多元化特征的城市街道

案例：杨树浦路街道一体化设计

路面及环境整治，街道空间注重步行友好；

修缮沿街历史建筑，打造特色人文景观；

街道断面改造，延续历史街道尺度；

引入旅游、文化博览、商业、休闲等多种功能，赋予街道新的城市活力。

整治保护措施：

（1）

（2）

（3）

（4）

街道断面改造，延续历史街道尺度杨树浦路红线一体化设计

杨树浦路露天博物馆

（1）绿化丰富：街道绿化率高，形式多样；

（2）街道设施：配置安全完善的过街设施；

（3）人文感知：保护街区特色文化，通过街头涂鸦等方式展示。

街道设计策略

富有层次和地域特色的街道绿化，人性化的街道设施

新加坡Singapore

新加坡以“花园城市”为建设目标，街道设计注重人的活动，慢行系统、绿化景
观等，促进城市与生态和谐发展。

新加坡：公交车站风雨连廊

新加坡街道绿化和街道设施

（1）地域特色的街道绿化：采用椰树等本土植物，营造出层次丰富而富有特色的街道绿化；

（2）人性化的街道设施：针对东南亚炎热多雨的气候特点，通过建设大量的风雨连廊，连

接交通枢纽、居住或工作社区内部，营造人性化的慢行环境。

新加坡：特色街道绿化

设计导则 
Design guidelines

PAGE 17



设计导则 
Design guidelines

PAGE 19

突出人性化设计，打造标准化、精细化、品质化城市道路

广州 Guangzhou

（1）设计理念转变：从“面向车”到“面向人”，从“控红线”到“控空间”，

         从“断层式”到“一体式”；

（2）人文感知：提升街道特色景点，延续街道历史氛围；

（3）配套设施：设施集约可靠，体现人文关怀；

（4）安全保障：明确路权，提升过街安全。

街道设计策略

案例：广州西堤街道规划设计

改造引导措施：

（1）明确路权、以人为本：

a.功能分区实现路权合理有序分配，将西堤横截面分为商

业慢行带、车行道、公共设施带、自行车道和滨水慢行带；

b.道路变截面实现小空间大利用，针对西堤北侧商业慢行

带休憩交往空间少的问题，展宽渠化3个交叉口，增加过

街等候区和街角交往空间；

c.减小转弯半径提升人群过街安全感。

（2）活化空间，意向重塑：

a.建筑立面改造烘托街道历史氛围，协调过去与现在的关系；

b.特色景点营造人气场所；

c.夜景照明协调白天与黑夜的关系。

（3）品质设施，精细施工：

a.完善无障碍设施，利用铺装划分功能分区；

b.城市家具成为街道文化的一部分；

c.多杆合一提升城市治理能力；

d.线性排水沟满足使用者安全行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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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街道现状特征及问题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of the Street  in Chengdu

街道特征

街道现状主要问题

街道地域特征：适应自然条件的开敞空间

【气候特点】

【生活习惯】

【出行习惯】

成都位于四川盆地底部，

风速小，日照少，夏季

闷热，冬季阴冷。

一旦遇到晴朗天气，成

都人就会来到街边晒太

阳。街道随处可见一边

晒太阳、一边喝茶聊天

的市民。

地形平坦，热爱阳光等

自然特征培养了成都人

安逸闲适的生活态度和

热爱闲逛的出行习惯。

根据2019年成都市综合

交通调查，成都全市非

通勤出行比例高达56%，
居民出行比例中慢行比

例达54.3%。

街道特征
street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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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人文特征：融入地域文化的展示橱窗 街道功能特征：体现多元活力的生活场所

【风土人情】 街道空间是市井文化的繁荣之地，展示着成都独特的风土人情。

【民俗文化发源地】
成都人这种安逸的日常生活方式也衍生出与其相应

的文化及产业，街道空间中形成了成都地域特色的

休闲生活文化。

【特色街道】
形成了历史文积淀深厚，文化特色鲜明的特色风貌街道，

是承载着天府文化的重要场所。

杂货手提篮

蒸蒸糕

打锅盔

【生活场景】 街道聚集着商业消费、生活服务、休闲游憩等多种活动。

【城市功能】
街道是多元城市功能的体现。

【丰富业态】
沿街街道界面承载了丰富的生活业态。通过大数

据热力图可以看出，越是街道密度高的区域，往

往越具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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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尺度特征：以人行尺度为主、向以车行尺度为主转变

街道现状主要问题

街
道

故
事

肌
理

尺
度

《华阳国志·蜀志》载：

“成都县本治赤里街”

成都史上第一条街道

古蜀

开明都城推测图

成都城，“其郡四出大

道，道实二十里，有衢”

出现街道体系

秦

秦汉成都城推测图

增筑罗城，城内有街坊

120个.

规整的里坊

唐

唐成都城推测图

明筑蜀王府，清筑满城，

形成少城、皇城、大城

“三城相重”的肌理。

少城街巷宽度约10米。

三城肌理

清

清成都城地图

以人通行为主 划分街道，供人、马车通行 宋以后，开放里坊，市井商业繁荣

南北、东西干线形成

拆城墙后，形成放射主路

1949年

1954版总规

以方格路网拓展

单位大院、居住小区出现

1982版总规

主干路如一环路，宽度约

40米。

“环+放射”的主干路网结构

1995版总规 2016版总规

新区主干路如天府大道

宽度约80米。

多中心，新区拓展

开始转向车通行为主

1980年代 1990年代 2000年以来

问题小结

设计理念方面

人文特色方面

慢行安全方面

景观绿化方面

形态风貌方面

街道管理方面

“以车为本”的思想还未
得到根本扭转，有限的道
路空间资源过多地分配给
了机动车交通。

人文特色展示手法传统单
一，没有结合周边景观及
设施营造出整体的文化场
景。

慢行系统被隔断，连续通
达性差；交通性干道未设
置机非隔离，发生机动车
侵占非机动车道的现象。

街道绿化缺少统筹设计和
建设；缺乏对街道绿化层
次和景观效果的精细设计。

没有将街道空间与两侧的
建筑风貌、绿化景观、市
政附属设施进行统筹考虑，
造成街道空间尺度不宜人、
沿街风貌不协调。

涉及的管理部门繁多，缺
少街道规划、设计、建设、
管理一体化统筹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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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则作用

理念传导：
传导成都街道一体化设

计理念，形成全民共识；

目标导引：
落实新发展理念和公园

城市建设要求，形成成

都市街道一体化设计的

目标导引体系；

设计引导：
对街道进行分类设计引

导，提出各类型街道设

计中的特色要素和场景

营造引导；

工作模式：
提出符合成都实际的街

道一体化设计工作模式，

并提出实施建议。

规划思路
Planning ideasGuidance role

形成“1566”的总体思路，即“一个核心目标、五大理念转变，六个总体要求和六类街道场景营造”

“一个核心目标”
建设以人为本、安全、美丽、活力、绿色、共享的公园城市街道场景。

“五个理念转变”
  
“ ”

“从工程设计向景观设计转变，共享共建街道景观与地块景观”、

“从车行为主向公交和慢行为主转变，绿色交通引领居民生活方式”、

“从街道设计向街区场景营造转变，创新公园城市场景营造方式”、

“从重视地上空间设计向地上地下并重转变，协调统筹街道立体空间集约利用”。

街道设计理念

从道路红线设计向一体化设计转变，开放沿街建筑退距空间 、

“六个总体要求” 
“慢行优先的安全街道”、“界面优美的美丽街道”、

“特色鲜明的人文街道”、“多元复合的活力 街道”、

“低碳健康的绿色街道”、“集约高效的智慧街道”。

“六类街道场景”
生活型街道场景、商业型街道场景、景观型街道场景、

交通型街道场景、产业型街道场景 特定类型街道场景（步行街和街巷）。、

1

2

3

4

聚焦 一个核心目标“ ”

实现 五大理念转变“ ”

坚持 六个总体要求“ ”

推进 六类街道场景营造“ ”

人本
理念

公园城市
六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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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目标与原则
Objectives and principles

1.2设计范围
Design scope

在成都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

市背景下，以建设以人为本、

安全、美丽、活力、绿色、

共享的公园城市街道场景为

总目标，通过编制《成都市

公园城市街道一体化设计导

则》，加强街道设计与建设，

明确街道设计要求，统筹协

调各类相关要素，推动街道

的“人性化”转型。

目标Objective

原则
Principle

统筹街道两侧空间及要素进行一体化设计

倡导绿色出行、慢行优先，保障慢行安全

塑造尺度宜人、环境优美、绿色低碳的街道空间

彰显街道的人文特色，促进街道与社区有机融合

实现智慧化的街道服务与管理

适用范围:

本导则适用于成都市包含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和街巷在内的城市街道。

街道设计要素:

导则重点对街道空间内与人的活动相关的要素进行设计引导，主要可以划分为交通空间与设施、步行与活动

空间、附属功能设施与沿街建筑界面四大类型。

交通空间与设施 附属功能设施

步行与活动空间 沿街建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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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concept

理念
转变

Planning connecting

在具体开展街道一体化设计前，应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做好衔接：
Before the concrete development of the street integration design, it should be done from the following levels:

城市总体规划
落实公园城市理念在街道空间层面的

实践，建设公园城市街道场景。

衔接天府绿道体系，以街道为空间载

体，完善社区级绿道，促进绿道成网。

交通专项规划
构建多网融合的公共交通体系，大幅

提高公交出行分担率，减少机动车出

行比例，鼓励“轨道+地面公交+慢行”

的绿色交通方式；优化城市路网组织，

逐步完善中心城步行系统，在区域规

划层面形成人车分流、步行优先的路

网结构和步行街系统；

城市设计
落实TOD一体化设计理念，集聚周边

公共服务功能，建立立体步行系统与

周边用地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衔接；

转变建设理念，优先保障慢行交通路

权，适度限制机动车通行，保障慢行

空间；推进小街区，提升微循环，打

造宜人街区尺度。

3. 从车行为主向
公交和慢行为主
转变,绿色交通引
领居民生活方式

2. 从工程设计向
景观设计转变,共
享共建街道景观
与地块景观

5. 从重视地上空间设
计向地上地下并重转
变,协调统筹街道立
体空间集约利用

4. 从街道设计向
街区场景营造转变,
创新公园城市场景
营造方式

1. 从道路红线设计向
一体化设计转变,开放沿
街建筑退距空间

1.3设计理念 1.4规划衔接



 公园城市街道目标引导
贰

Street Construction Target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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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慢行优先的安全街道
Non-motorizedtransportation
preference, Safe street

2.2 界面优美的美丽街道   
Graceful inerface,Beautiful street

2.3 特色鲜明的人文街道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
Humanity street

2.4 多元复合的活力街道   
Mutiple function, Vibrant street

2.5 低碳健康的绿色街道   
Low carbon and safe,Green street

2.6 集约高效的智慧街道   
 Intense and efficient, Smart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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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应为全部使用者提供安全的通道，包括行人、骑行者、机动车驾驶员，需根据街道

功能定位，统筹协调使用者在空间上、优先级上的关系，减少交通冲突，保障有序出行，

交通安全了才有行人愿意停留在街道空间，交通安全是街道设计的首要任务。

生态复合的天府绿道

宽敞舒适的步行空间

多网融合的换乘体系

安心可靠的慢行环境

安全便捷的过街设计

完整通畅的骑行网络

保障优先的绿色交通

慢行优先的安全街道
Non-motorizedtransportationpreference, Safe street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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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绿色交通优先，打造全城慢行系统，采用人车分流，
限制机动车通行等方式，打造城市慢行街区。

（2）公共交通

（1）交通方式优先级

交通方式中，绿色交通优先。分配道路空间时，应优先保障绿色交通空间与相关设施需求。

绿色交通中，步行交通优先。在空间保障优先级排序中，应将步行通行排在首位，其次是非
机动车通行，再次是公共交通。

在无信号控制交叉口，通过规划警告、禁令等标识，明确并强化相交道路及各种交通主体

优先通行次序。

信号灯控制交叉口优化与完善信号相位和配时设置，减少交叉口的冲突，改善交通秩序。

  

公交路权优先。鼓励设置公交专用道，优先保障公交路权，结合公交线路密集、断面客流较

大的主、次干路设置。

公交信号优先。对于设置公交专用道的街道，鼓励公交信号优先。

强调公交标识。公交车道及公交专用道路应通过铺装及相应标志标识强调公交车路权，保障公

交通行效率。

 绿色交通优先的路权分配示意

2.1.1 保障优先的绿色交通
Guarantee preference, green transport

独立型绿道示意 融合型绿道示意

统筹考虑街道空间条件，将街道与街道慢行系统融为一体。

（1）街道与绿道的关系

（2）绿道的建设要求

独立型：绿道独立设置，舒适性和安全性较好。适用于有较宽路侧绿地的街道，可利用绿带打造

独立型绿道,将绿道、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统一设置在绿带中。

融合型：绿道依托慢行系统设置，复合性较强，节省空间。适用于街道空间较局促或路侧绿地较

窄时，利用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打造融合型绿道。

根据绿道与街道慢行系统的关系，城市绿道设置方式分为独立型和融合型两种类型：

绿道成网：保证绿道的连续性，贯通成网，使绿道连接城市公共绿地

和公共功能区域。绿道相交时，优先保障高等级绿道通勤功能和畅通需求。

绿道宽度：独立型绿道步行与骑行可分开设置，步行不宜小于2.5米，

骑行不宜小于1.5 ， 设置宽度米 不宜小于3.5米；融合性绿道宽

度一般不小于3米，主干路及以上的融合型绿道不宜小于4米 。

若合并

绿道材质：结合绿道类型和周边环境选取，兼顾耐久、美观、防滑、

易清洗等要求，通过材质、色彩、形态组织体现地域特色。

配套设施：结合绿道设置服务设施、文化设施、旅游设施和体育设施。

2.1.2 生态复合的天府绿道
Ecological and composite,Tianfu green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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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快慢分离

（2）车速管理

主干路和快速路道路断面内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与非机动车应在空间上予以分离，
以保障骑行者与行人安全。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对非交通性街道采取多种方式严格车速管理。

优化断面。通过物理隔离实现机非分离、人非分离。

路网交通组织优化。通过优化路网交通组织，形成机非分流的交通走廊，减少快慢交

通冲突。如鼓励设置慢行优先道、就近设置平行于城市干路的慢行专用道路以及设置

单向交通减少机非混行。

法规限速。针对不同种类街道，设置适合相应街道类型及道路等级的限速要求。

设计限速。对需要限速管理的道路，可根据条件采用水平或者垂直线位偏移等方式，

对车辆路段和节点速度进行管理，也可采用立体减速标线控制车速。

单向交通慢行专用道路

立体减速标线线位偏移，制造弯道

2.1.3 安心可靠的慢行环境
Safe and reliable,non-motorized transportation environment

主辅分离 机非分离

设施不妨碍行人活动

（3）车辆管理

车道数量管理。应统筹考虑慢行交通需求，综合评价机动车、非机动车、人行的服务水平；

对非交通性街道，可适当减少车道数量，保持合理的机动车服务水平，提高慢行的舒适性。

车道宽度管理。对生活型、商业型街道及非交通性次干路以下等级道路，机动车车道宽度

可由3.5米缩窄至3米。

慢行空间照明充足

（4）设施可靠

设施应牢固。慢行空间的家具、市政设施等应结构安全，安装牢固，且不妨碍行人活动。

铺装应防滑。人行道宜采用透水混凝土、透水砖等摩擦系数较大的铺装。

照明应充足。路灯的数量、形式和照度应满足人行道的照明需求。对于较宽的道路和人行

道，应设置人行道专用柱灯，或结合沿街建筑物设置壁灯。对街道进行泛光照明设计，作

为辅助照明和应急照明，防止眩光对安全的干扰。

道路设施、附属功能设施及建筑附属设施应坚固可靠，同时不得妨碍行人活动及车辆通行安全。

具体包括：

通过快慢分离、车道管理等措施，使街道更加安全。因地制宜采用减少车道数量，压
缩车道宽度，保障慢行道最小宽度等措施，增加街道慢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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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沿街建筑开放退距与街道空间一体化提升

（1）一体化的步行空间

（2）连续的步行空间

沿街公共建筑宜开放退距进行一体化设计。沿街建筑底层为商业、办公、公共服务等公共功能时，鼓励开放退界

空间，与人行道进行一体化设计，统筹步行通行区、设施带与建筑前区空间，不宜设置地面停车场。

规范过街设施、地铁出入口。设置过街天桥、过街通道、轨道交通站

点出入口等设施时应保障步行通行区畅通。

集约公共设施。大型公共设施应结合周边建筑集约设计，小型公共设

施集约布局在设施带内。

保持人行道路面和铺装连续，人行道与建筑前区内慢行空间应进行统

筹高程设计。

车行出入口人行道连续铺装

2.1.4 宽敞舒适的步行空间
Spacious and comfort,pedestrain space

连续的步行空间效果示意

地铁出入口等设施规范化

设施集约化

（3）步行空间功能分区

结合不同功能需求，对步行空间进行分区。形成步行通行区、设施带

与建筑前区，分别满足步行通行、设施设置及建筑紧密联系的活动空

间需求。

步行通行区宽度应与步行需求相协调。综合考虑道路等级、开发强度、

功能业态等因素，合理确定步行通行区宽度。

*仅有步行通行区 *步行通行区+建筑前区 *步行通行区+设施带 * 步行通行区+建筑前区设施带+

（4）结合TOD一体化开发立体的慢行系统

慢行系统立体化。轨道交通站点的步行系统规划， 应重点整合沿线及轨道站点周边地区现状或规划

的步行廊道、步行平台以及立体过街设施等， 与站点出入口及通道一体规划、与客流需求分布相吻

合、与站点周边用地开发相衔接， 联系站点周边大型客流集散与换乘点、城市公共空间节点、地下

开发空间等，构建地上地下一体化步行系统网络，方便站点间换乘、交通接驳。

保障步行舒适。提升TOD站点影响范围内地面开敞空间环境，同时商业式地下通道的步行宽度不宜

低于7米，纯通道步行宽度不宜低于6米；空中连廊的宽度在4~6米为宜。

地铁站点

核心区范围线

影响区范围线

地块接口或出入口

地下广场

下沉广场

主通道

地块通道或独立出入口通道

TOD一体化立体慢行系统

TOD一体化立体慢行系统

TO 慢行系统引导图D

2.1.5 安全通畅的骑行网络
Safe and free,riding network

应通过合理设计明确非机动车与机动车路权，确保骑行空间完整、连续、便捷，避免骑行空间与

机动车交通空间冲突。

防止临停与非机动冲突的缓冲带 交叉口骑行区域

保障非机动车空间。通勤功能的新建街道非机动车道不宜小于3.5米，其他街道非机动车道不小于2.5米。

设置非机动车缓冲带。在无机非隔离的街道，可设置非机动车缓冲带，降低路边停车突然开门带来的潜

在交通风险。

道路交叉口规范骑行区域。交叉口应通过标线规范非机动车骑行区，减少与机动车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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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立体停车库 设施带设置非机动车停车位

禁止停车标志 禁止长时停车标志

占道停车管理。鼓励公共机动车停车场结合地块设置。快速路辅道、主干路、交通性次干路禁止

占道停车；交通量较大的支路以及机非混行的支路不宜占道停车。可通过设置标牌以及施划标线

管理临时停车，并设置监控设施。

非机动车道与公交车站的空间协调。临非机动车道设置公交车站时，应通过合理设计、铺装和标

识等协调进站车辆、非机动交通、候车及上下车乘客之间的冲突。

非机动车停车位规范管理。利用慢行空间设置非机动车停车位原则上不能降低步行通行区宽度，

条件受限时可利用设施带和过街天桥与高架桥桥下空间分散布置；需求量较大时，鼓励设置立体

停车库，用地允许的条件下可设置专用场地集中停放车辆。接驳轨道交通的非机动车停车位宜结

合车站出入口统筹布置。

较宽公交站台
增加地面标识

较窄公交站台，抬起非机动
车道、增加地面标识

（1）便捷过街设计

过街设施间距。生活型和商业型街道的过街设施间距不宜大于250米，产业型街道不宜大于

400米，且以平面过街为主。

无障碍设计。设置全宽式缘石坡道，便于提供更宽的无障碍通道。

转弯设计。原则上采用一次转弯，减小道路转弯半径，使过街路线更短。

2.1.6 安全便捷的过街设计
Safe and convient,street intersections

全宽式缘石坡道 大小半径过街差距

控制过街设施间距

相同位置一次转弯与二次转弯的过街差距

A~B=73米 A~B=57米

通过完善的过街设施，缩短过街间距，减小交叉口转弯半径，使行人过街更加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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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全过街设计

设置安全岛。合理设置安全岛，缩短单次过街距离。安全岛应考虑非机动车的等候需求。

结合TOD一体化开发的立体过街。TOD一体化开发时，考虑设置与其相结合的地上二层连廊和

地下过街通道。

人行横道局部抬高。车流量较小、以慢行交通为主的支路汇入主、次干路时，支路交叉口宜结合

全宽式路缘石坡道，局部抬高人行横道。

交叉口整体抬高。车流较少及人流量较大的支路交叉口宜采用特殊材质或人行道铺装整体抬高。

人行横道局部抬高 交叉口整体抬高

设置安全岛

改造后

2.1.7多网融合的换乘体系
Mutiple network,interchange system

完善慢行系统、非机动车停车位、公交停靠站、出租车停车位换乘设施和换乘标识，达到

方便换乘的目的。

轨道交通换乘设施要求。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周边一个街区内的道路不应设置路内机动

车停车位；非机动车停车点位距车站出入口不宜大于50米；公交停靠站距车站出入口不

宜小于15米，且不宜大于100米；出租车停靠站宜设在支路或快速路辅路上，距轨道交

通车站出入口、公交车站宜大于50米。

公交接驳设施要求。人行过街设施与常规公交站、快速公交站宜就近统筹布置，距离不宜

大于80米。公交站处非机动车的停车位宜优先设置在专用停车区域内，且多点位分散设置。

完善换乘标识。换乘节点应提供清晰的标识与指引系统，方便不同交通工具的换乘。加

强交通标识的可见性，设置公交地图提供站位、线路及周边换乘信息。

不同交通方式衔接转换

不同交通方式衔接转换

换乘诱导设施

改造前



界面优美的美丽街道
Graceful inerface,Beautiful street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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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城市其重要的特征是塑造大美的城市意境，形成簇群错落、透风见绿、疏密有致的

美丽社区及街道。公园城市街道应具有人性化的尺度，沿街建筑视觉体验良好，街道绿

化、街道设施和街道家具造型色彩优美。

开放连续的街道界面

艺术美观的街道设施  

顺应地形的街道走向  

标识清晰的街角对景

凸显特征的街道夜景

亲切宜人的空间尺度



形成开放连续、舒适宜人、风貌协调的街道界面。

（1）沿街立面

鼓励沿街建筑立面设计形成清晰的纵向和横向立面分段，并保持整体协调。沿街建筑

应结合街道类型，达到一定的贴线率。

  

  

（2）临街建筑、天际线

沿街界面的天际轮廓线宜舒缓有序，新建街区宜整体设计，已建街区的新建建筑宜重

视对建筑形态的论证。

沿街建筑均应进行顶部设计，合理收分，加强建筑个性。

  

  

（3）开放界面

新建街区宜推广街区制，不宜建设封闭性街区。

对已建街区，建议逐步提高开放性，促进街道界面的景观共享。

经典的人性化立面设计

鼓励新建街区充分打开

上-横向分段 / 下-纵向分段

逐步提高已建街区开放性

2.2.2 开放连续的街道界面
Accessible and continuous,street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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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界面高度

新建非交通型街道街墙檐口高度宜控制在15-24米，最高不宜超过30米。

高宽比过大的街道，临街建筑裙房檐口以上部位应进行退台，避免对街道形成压迫感。

（1）界面宽度

退台设计

支矶石街空间尺度

15米街墙高度 24米街墙高度

在满足相关专业规范的前提下，宜保持街道空间紧凑。

新建支路街道界面宽度以25米至40米左右为宜。

新建次干路街道界面宽度宜控制在55米以内。

  

  

街道应根据不同的街道类型和空间感受确定合理街道高宽比。

2.2.1 亲切宜人的空间尺度
Pleasant spatial scale 

界
面

高
度

界面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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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街道设施的协调性、艺术性和美观性。

（1）市政环境设施
根据街道功能类型及活动需求，合理布局市政环境设施，协调布局地上、地下设施，

明确设施配置位置、形式、风格等，保证街道风貌的统一性和美观性。

  

  

（2）桥梁设施

街道设计中应当统筹考虑桥梁设施的设计，如过街天桥、跨线桥、跨河桥、桥梁景观

装置或构筑物等，强化特色节点的展示作用。

  

  

（3）公共艺术品

鼓励街道设计中增加公共艺术品、艺术装置。通过互动活动，鼓励行人驻留。

新建地区如东部城市新区应尊重原有地形河网水

系，形成丰富多样的街道线性。鼓励结合街道沿

线滨水空间形成广场绿地及小游园，丰富街道沿

线景观。

位于街角和道路对景位置的建筑或建筑局部应进

行重点设计，强化街道空间的识别性、引导性与

美学品质。

街道夜间照明结合两侧建筑功能进行一体化设计，

商业街道营造多彩活力的商业氛围，滨水街道加

强滨水岸线和标识节点的景观亮化。历史街道根

据文化特点体现街巷布局与历史文化。

布局协调，规整有序 增加具有趣味性、参与性的公共艺术品

注重街道夜景照明设计

街角对景建筑设计应具有一定标识性

2.2.3 艺术美观的环境设施
Artistic and beautiful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2.2.4 顺应地形的街道走向
Street trend adapt to the terrain

2.2.5 标识清晰的街角对景
Identified and clear,street corner view

2.2.6 凸显特征的街道夜景
Distinguishing street night view

通过材质变化增加细节 建筑底部近人尺度采用细腻的设计手法 建筑附属设施整体设计

（6）广告招牌

街道两侧建筑的广告、招牌、橱窗等建筑

附属设施的设计宜纳入建筑整体设计之中，

大小与材质宜与街道氛围、建筑风格协调

统一。

不得利用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牌、交

通指路牌、临街建筑物玻璃、建筑屋顶等

设置广告。不得占用城市道路空间设置店

招广告。

除临街底层经营性用房外，多个单位共用

同一建筑物且需设置招牌的，应当由该建

筑物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在建筑物内统一

规划、集中设置。

建筑物楼标应设置于建筑物墙面，禁止立

于建筑物顶层。

沿街建筑色彩清新素雅

（4）建筑风貌

沿街建筑宜根据建筑的不同高度、朝向、

地理位置等因素进行协调，提升建筑品质。

龙泉山以西建筑色彩宜以灰白淡彩为主色

系，龙泉山以东宜以天府黄为主色系。整

体色彩清新素雅，风貌协调。

  

  

（5）建筑底部

沿街建筑底部高度6米至9米以下部位宜采

用细腻的设计手法，在材料、颜色、质感、

肌理等方面重视人的感受，同时对建筑入

口进行重点设计，丰富步行体验。

临主要道路不设卷帘门，提升界面品质。

  



特色鲜明的人文街道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Humanity street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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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城市通过构建多元文化场景和特色文化载体，在城市历史传承与嬗变中留下绿色文化的鲜明烙

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街道是城市最基本的公共产品，是城市居民关系最为密切的公共活动场

所，也是城市历史、文化重要的空间载体。

传承街道历史空间特征

彰显街道天府文化内涵 

延续街道特色风貌景观

融入社区现代生活文化

关注特殊群体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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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并传承街道历史空间特征。 

注重保护历史街巷肌理，有条件可恢复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街巷。

在街道设计中，充分为历史建筑，古树古木预留空间。特色风貌街道保持宽度不拓宽，尺

度不改变。临街建筑风貌、高度、色彩保持原貌。

通过街道景观风貌塑造，展现“蜀风雅韵、大气秀丽、国际时尚” 的城市景观风貌特征。

建筑风格。强化街道风貌特色，保留和延续传统建筑风格特征要素；

屋顶形式。新建、改建建筑屋顶形式应尽量与传统建筑协调，鼓励采用坡屋顶。

历史城区街道应突出“老成都、蜀都味、国际范”的城市风貌特征。

街道高宽比示意图

宽窄巷子互动小品

2.3.1 传承街道历史空间特征
Continuing Street Historical Space Features

2.3.2 延续街道特色风貌景观
Continuing street architectural features

保护历史街巷肌理井巷子效果示意图

传承历史建筑风格，采用坡屋顶 协调历史建筑色彩

以街道为载体，推动天府文化与城市文明碰撞中的传承发展，形成“创新创造、优雅时尚、

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天府文化时代价值和现实表达，构建文化标识与景观体系，强化市

民对现代新兴文化的感受感知。

2.3.3 彰显街道天府文化内涵
Highlighting the Tianfu cultural intention

景观标识
通过丰富多样的景观
标识，传达历史文化
渊源、介绍民俗文化
和生活的发展，促进
创意文化的碰撞、
推广和营销。

公共艺术品 
通过公共艺术品的布
置，还原历史故事场
景，展现民间艺术的
风俗生活体验，通过
富有冲击力的雕塑小
品激发创意活动，引
导大众的美学品位。

特色铺装
抽象化文化元素，以
图形、符号、文字等
形式展示在地面铺装
上，展现城市的文化
与活力。

休闲设施
在座椅、廊亭等
休闲设施设计中，
融入文化内涵的
展示，多方式的
传达文化感知。

可参与的休闲设施创意景观标识 精细化设计彰显街道创意

融入历史故事的街道小品 在座椅设计中融入历史故事顺城上街文化铺装示意图

Hu ityman  r tSt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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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街道微绿地空间与公共艺术活动相结合 共同维护社区文化景观

强化街道的社区文化，打造社区日常交流活动空间，营造多元文化场景，满足市民精神层

面追求，丰富市民文化体验。采用景观标识介绍社区故事、融入社区文化，加强共治共享，

强化社区认同。

2.3.4 融入社区现代生活文化
Integration with modern community life culture

社区活动空间

结合街道开敞空间，设置

社区活动场所，以社区客

厅或室外咖啡厅的形式，

构建开放的、可交流的社

区活动场所。

社区文化景观

通过民俗元素小品、灯光设计、

多媒体展示等景观标识，提供可

互动参与的街头设施，为社区居

民营造丰富的文化体验。

临时性设施

在重要的节庆日，利用街道

空间进行临时性艺术展览、

街头文艺演出、公共行为艺

术活动等，为社区精神凝聚

提供氛围。

生活场景元素雕塑群 蜀锦织造元素座椅 互动感应灯饰

老人
视线通透：宽松的步行空间；渗透的视线景观；阔叶与常绿搭配的绿化
设施便捷：安全方便的过街设施；密集的休憩设施；连接居住空间和活动空间的连廊
标识明确：明确的方向感知和指引；特色鲜明的转角标志

儿童
标识易懂：清晰易读的标识系统
光线充足：疏密有度的植物配置；符合儿童身高的安全夜间照明
人车隔离带：有一定高度的花坛
通学优先道：结合幼儿园、中小学布局；应提供特色标识，并加强安全管

临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街道，如幼儿园、社区医院等，应考虑老年、儿童、

孕妇及其他残障人士人文关怀。设置盲道、缓坡、防滑铺装等设施，方便特

殊人群出行，体现人文关怀。

2.3.5 关注特殊群体人文关怀
Attention to the special needs of special groups

充足且符合儿童身高的夜间照明 特色设施

人行道中央的盲道 街道中的无障碍设施

通学优先道自由实用的街道家具

Hu ityman  r tSt ee



多元复合的活力街道
Mutiple function, Vibrant street

 

2.4
公园城市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需满足市民个性化、体验化、品质化的需求。

街道是居民生活的容器，多元复合的活力街道，要做到街道沿街业态功能复合、沿街活

动便利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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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丰富的商铺业态

积极连续的首层功能

分时共享的街道空间

多元活跃的沿街场所

便捷连续的人行出口
  
便利舒适的街道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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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功能业态，营造丰富街道场景。

在不影响交通通行需求的前提下，鼓励沿街首层设置商业、文化等设施，形成相对连续

的积极界面。

鼓励在街区、街坊和建筑尺度进行土地复合利用，鼓励业态的多样性，形成水平与垂直功能混合。

鼓励通过街道整治提升旧城原有的底商业态，增加业态形式，提升业态品质，为街道注入新的活力。

  

  

沿街功能混合示意图

2.4.1 多样丰富的商铺业态
Mutiple and diverse,store format

2.4.2 积极连续的首层功能
Active and continuous,the first floor function

首层功能复合利用

鼓励有条件的街道分时共享，打造丰富多彩的街道活动。

（1）主题节庆

鼓励有计划的利用街道空间

进行城市主题节庆活动，如

书画展览、花灯市集、音乐

街、跳蚤市场、艺术展览等，

传承成都特色的休闲生活文

化。

  

  

（2）民俗活动

鼓励街道空间的分时段共享，

在空间设计上增加组织和开

展活动的可能性，为沿街驻

唱艺人，演说评书人员提供

活动场地，延续由街道衍生

的民俗技艺特色。

  

  

（3）分时限行

借鉴东京银座等地区的做法，

对有条件路段允许通过分时管

理措施，提高道路的使用弹性。

在人流活动量较大时段进行机

动车分时段限行，形成步行友

好的街道。

在街道人流较小时段，允许设

置临时共享停车位，提高道路

利用率。

  

  

红星路临时艺术展览示意 纱帽街段可采取机动车限时通行缓解行人与机动车交通冲突

奎星楼街分时共享示意

2.4.3 分时共享的街道空间
Time-sharing,street space

办公

商业

Vibrant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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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底部

鼓励设置建筑挑檐、骑楼、

雨棚等，为行人和非机动车

遮阳避雨，提供建筑前的停

留驻足空间。

  

  

挑檐示意图挑檐示意图 街角小游园成为社区活动场所街角小游园成为社区活动场所

小游园、微绿地

利用建筑退距空间形成休闲

广场或小游园、微绿地，丰

富街道景观和活动。

对未开发地块充分考虑结合

地块出入口或临街界面设置

小游园、微绿地，可接入街

巷空间，实现“可进入、可

参与”。 街角活动空间示意图街角活动空间示意图

街角空间

利用道路转弯半径减小后增

加的街角空间，设置各类信

息引导、活动休憩设施，形

成街角交流活动空间。

  

  

公共交通站点空间

利用如集散广场、站台等公

共交通站点空间，种植特色

植物，设置信息服务设施、

休憩设施等，形成行人交流

休憩场所。
公交车站站台空间公交车站站台空间

构建多层次、景观化,可交流的街道公共活动场所。

满足各类人群需求。鼓励利用街道底层空间，退距空间，街角空间等，优化与慢行系统的衔接。

2.4.4 多元活跃的沿街场所
Diverse and active,street place

从人的需求出发，满足不同街道使用者的活动需求，针对性地配置街道家具，鼓励多元化街道活动的发生。

（1）休息设施

非交通性街道沿街应设置公共座椅及休憩节点，形成交流场所，鼓励行人驻留。

  

  
（2）信息设施

根据地区功能类型及活动需求，提供信息设施等活动设施。

  

  

公共座椅示意图 休憩节点示意图

地图信息设施示意图 信息设施示意图 多媒体设施示意图

2.4.6 便利舒适的街道家具
Convenient and comfortable street furniture

增加不同功能类型的沿街出入口，以提升街道活动的多样性和活跃度。

2.4.5 便捷连续的人行出口
Convenient and continuous,pedestrian exit

Vibrant Street



低碳健康的绿色街道
Low carbon and safe,Green street2.5

生态筑基，绿色发展。公园城市更强调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在此过程中，对资源集

约利用，倡导市民绿色出行，提升街道绿化品质，加强对雨水径流的控制，对海绵城市

（低影响开发设施）的利用，降低环境冲击，增加对中水的利用，提升自然包容度，构

建可持续发展、低碳健康人性化的绿色街道。

设计导则 
Design guidelines

PAGE 70

层次丰富的街道绿化

生态集约的绿化空间

加强街道海绵功能

鼓励使用绿色材料



2.5.1 层次丰富的街道绿化
Rich levels of street greening

遵循本土化、特色化、经济性、景观化等原则，提升城市绿化环境的文化内涵。

五代十国时，后蜀皇帝孟昶偏爱芙蓉花（木芙蓉），命百姓在城墙上种植芙蓉树，花开时节，成都“四十里为锦绣”，故成

都又被称为芙蓉城。

（1）使用本土植物，彰显地域文化

推荐使用本土树种。植物选择以乡土树种为主，突出地方特色，兼顾植物多样性。

弘扬植物文化。成都因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积淀引人注目。自古以来，成都的植物文化在

构成园林空间和营造园林意境氛围中的作用，从最初以食用为目的，逐渐过渡到画境、意境的审

美境界。成都有着诸多饱含文化积淀的树种，通过选用这类植物对于弘扬成都的农耕文化、历史

背景、儒家思想、宗教文化等方面都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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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腻优雅，灿烂春花

春季以观花乔木及花灌木、宿根花卉为主，塑造
百花齐放、缤纷多彩的景观。

推荐品种
日本早樱、泡桐、羊蹄甲、玉兰、黄花风铃木、
合欢、刺桐

挺拔饱满，多彩夏花

夏季以观花乔木及花灌木、宿根花卉为主，塑
造绚烂多姿、生机勃勃的景观。

推荐品种
国槐、栾树、蓝花楹、粉花合欢、香花槐

简洁大气、绚丽秋景

秋季以色叶植物为主，塑造秋季热烈绚烂、金
晖尽染的景观。

推荐品种
枫香、黄连木、法桐、银杏、无患子、三角枫、
朴树、红榉、栾树

通透舒朗、有色冬景

冬季以观果类植物为主，塑造冬季通透舒朗、
简约大气的景观。

推荐品种
火棘、红豆杉、接骨木、鸡麻

（2）注重植物的季相搭配

丰富季相变化，增花添彩。充分利用植物的季相变化

丰富植物层次，可适当增加以市花芙蓉为主的各类花

卉植物，市树银杏为主的各类色叶植物，渲染“绿满

蓉城、花重锦官”的街道美景。

  

  

打造“开放空间，层次丰富”的绿化景观。

营造“绿满蓉城，花重锦官”的天府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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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丰富植物的形态组合

丰富植物组团天际线，高低有别，错落有致。

园林植物竹类繁多、姿态各异，每一种植物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形态特征，经过合理搭配，

就会产生与众不同的艺术效果。植物形态特征可以通过植物的高矮、胖瘦、形状以及质感

等参数加以描述。树形是决定空间的，比如伞形的树就很适合种植在广场，卵圆形的就适

合做背景。植物生长发育需要一段时间，欲充分发挥树木配置后所形成的艺术效果，除应

考虑整体美学构图的原则外，必须充分了解植物材料生长规律，速生树种与慢生树种相互

配置，乔灌草相结合，增强景观的快速形成和植物群落的演替更新。

树形

白杨 落羽杉 水杉 池杉

雪松 香樟 榉树 广玉兰 泡桐 银杏 鹅掌楸

合欢 五针松 垂柳 喜树 三角枫 女贞 枫香   七叶树

棕榈 蒲葵 鸡爪槭 樱花 紫荆 二乔玉兰

10m以上

8-10m

5-10m

2-5m

树高

圆柱形 卵圆形 钟形 垂枝形  扁球形 尖塔形 倒卵形 

倒钟形 伞形 圆锥形 球形 馒头形  广卵形 棕椰形  

开敞空间

半开敞空间

林下覆盖空间

垂直空间

闭合空间

空间特点：四周植物高过人的实现，人的视线向上、

向四周均受到制约

选用植物：高灌木、分枝点低的乔木和高乔木

适用范围：小庭院、森林公园、风景游览区、防护林带

空间感受：亲切、宁静

闭合空间

空间特点：植物遮挡住人仰视的视线

选用植物：攀援类植物、冠大荫浓的高乔木

适用范围：花架、树阵广场

空间感受：温馨、活泼

林下覆盖空间

（4）强调植物的空间营造

采用多种手法营造丰富多样的植物空间。

综合考虑开敞空间、半开敞空间、闭合空间、林下覆

盖空间和垂直空间等的空间特点和人群活动的空间感

受，选用不同植物进行搭配（详见下图例所示）。

空间特点：人的视线高于四周的景观，视线通透，

           视野辽阔

选用植物 低矮的灌木、地被植物、花卉、草坪：

适用范围 开放式绿地、城市公园、广场等入口处：

空间感受：轻松、自由

开敞空间

空间特点：四周不完全开敞，部分视线被植物遮挡

选用植物：高大的乔木、中等灌木

适用范围：开敞空间到封闭空间的过渡区域

空间感受：若即若离、神秘

半开敞空间

空间特点：植物种植在两侧，遮挡人左右的视线，不
遮挡前后和向上的视线

选用植物：分枝点低、枝叶茂密、塔形、柱形、长卵
形树冠的乔木

适用范围：纪念性园林、陵园主干道

空间感受：庄严、肃穆

垂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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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引导多样的绿化形式

行道树：

结合人行道宽度、相邻用地类型和市政管网情况来布置行道树，鼓励有条件的街道连续种植高大乔

不宜采用会对路基及铺装面层造成破坏、根系过于强壮的植物，不宜采用浅根系植物。推荐采用组

团式林荫树种植方式为慢行遮荫。

木，形成林荫道，提升休憩空间品质。

根据街道实际情况选择行道树种植方式：

骨干树种：香樟、银木、天竺桂

一般树种 桢楠、银桦、重阳木、棕榈类：

试用树种 松类、椤木石楠、黑壳楠、麻楝：

骨干树种 银杏、栾树、悬铃木、国槐、朴树、无患子、黄连木、皂角：

一般树种 臭椿、水杉、洋紫荆、樱花、蓝花楹、二乔玉兰：

试用树种 鹅掌楸、刺槐、七叶树、枫杨、酸枣、苦楝、红花木莲、枫香：

常
 绿

落
 叶

同一街道的绿化宜统一景观风格，不同路段的绿化形式可有变化。

根据街道实际情况选择行道树种植方式:

小树高密度种植 大树低密度种植 东西向街道南侧连续界面时可只在北侧种树

商业步行街中央种两排树 骑楼可以不种植行道树 特别狭窄的街道可以不种植行道树

分类 树种

常绿乔木 香樟、桢楠、桂花、天竺桂、广玉兰、松类、棕榈类

落叶乔

（灌）木

乔木类
银杏、栾树、悬铃木、国槐、朴树、

无患子、黄连木、皂角

花树类

蓝花楹、羊蹄甲、樱花、紫薇、红叶

李、二乔玉兰、木芙蓉、海棠类、紫

荆、梅花、多花黄花风铃木

色叶类 鸡爪槭、红枫、红叶李

分车绿带树种适应品种推荐表

分车绿带的植物高度引导要求（单位：米）

分车绿带

分车绿带不得布置成开放式绿地。

中间分隔带应使用有色灌木，0.3米≤高度≤0.9米，不得种植高大乔木。

两侧分隔带的植物配置形式应根据不同分车道宽度配置。

小于等于3米的两侧分隔带植物配置宜为规则式。植物搭配以花乔为主，规模化栽植，树下可搭配灌

木及草花。灌木宜选择修剪整齐、具有丰富视觉韵律感的花灌木，形成大色块模纹绿带。

大于3米的且小于5米的两侧分隔带植物配置宜为不规则式。采用常绿乔木与花乔（花灌木）结合的

方式营造植物群落景观。以乔木单排栽植为主时，选择主干分枝点在2.5米以上的乔木。规格较小的

花乔可单排或双排栽植。

植被

类型
分车带

类型 

地被植物 灌木 小乔 大乔

中间分隔带 H≤0.3 H≤1 — —

主辅分隔带 H≤0.3 H≤1 H≤3 —

机非分割带  H≤0.3 H≤1 H≤3 分枝点≥2.5



植物天际线

路侧绿带

路侧绿带形式应适当考虑路旁用地类型及周边环境，对设计风格进行整体把控，营造乔灌草层次丰富

的植物群落景观，形成相对稳定的生态结构，使绿化和街景融合形成统一风格。乔木种植时应控制密

度，留出足够的生长空间。乔木林垂直投影采光率不小于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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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绿化

通过多种途径增加形式丰富的街道立体绿化，全面提升街道绿化水品。

采用桥梁绿化，街道立面绿化，墩柱绿化，多种形式的立面绿化。

植物品种以耐阴、生长速度快的藤本为主。可选择植物品种有：爬山虎、五叶地锦、凌霄、常春藤等。

序号 设计形式 设计要点

01 自然式

02 规则式

03 复合式

景观绿化以自然组团形式布局

景观绿化以图案形式构图

除景观绿化外,布置游步道和场地，形成开放式游园空间

序号 路侧绿化形式 设计要点

01 规则式绿化 
乔木：①行列式规律栽植；②标准段形式出现； 

 灌木：①整形灌木；②以标准段形式出现；③色彩明朗，搭配合理。

02 自然式绿化 

疏林

①乔木、灌木、地被复层搭配；

②上层乔木稀疏，郁闭度在0.4~0.6之间；

③下层采用多年生花卉与灌木结合，可使用缀花草坪。

密林 

①有隔离、防护功能所需；

②灌木、地被选择耐荫性良好品种；

③林缘点缀开花乔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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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绿地空间布局模式引导

倡导合理集约的绿地空间模式。人行道绿化宜结合路侧公园绿地统筹设计；地块周边散布

的绿地空间，可整合形成集中开放的社区公园。

2.5.2 生态集约的绿化空间
Ecological,intensive,green space

（2）营造街头绿地、微型公园

依托小游园微绿地，营造微型公园场景。

街头绿地的绿地率不宜小于75% ，硬质铺装场地面积不宜大于15% 。

街头绿地应注重按植物群落结构进行科学配置，以乔木为主，力求形成上层大乔木、中层小乔木

和灌木、下层地被植物的复层结构，以取得单位绿地面积内的最大绿量，原则上乔木栽植覆盖面

积宜大于绿地面积的70%。应以常绿树为主，常绿、落叶乔木比例宜达到6:4以上，乡土树种数量

占城市绿化树种使用数量的70%以上。
重点栽植观花、观叶类植物，花树和彩叶树不宜低于乔木总栽植量的30%。

将街道景观与绿地开放空间一体化打造，营造开放共享，绿色便捷的街道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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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绵城市技术应用

采用透水铺装。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鼓励采用透水铺装，机动车道可采用透水沥青路面。

采用带状树池及开口路缘石。有条件做带状树池的，可采用带状树池并设置开口路缘石

（或采用平缘石），使相邻硬化路面雨水径流引入消纳及净化。

鼓励沿街设置下凹式绿地、植草沟、雨水种植池。

道路中分、侧分带宜选用下凹式绿地、植草沟、生物滞留设施和雨水种植池。

行道树树池宜采用雨水种植池。

道路两侧绿带宜选用生物滞留设施、雨水花园、雨水湿地等低影响开发设施。

透水混凝土透水、防滑整体性好
下凹式绿地

带状树池及开口路缘石

植草沟

慢行道推荐铺装

透水砖透水、防滑彩色多样纹样丰富

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砖
防滑、耐磨、易装配、缝隙透水

2.5.3 加强街道海绵功能
Enhancing sponge function in street

（2）雨水收集与景观一体化设计。

空间较为充裕的街道，可进行雨水收集与景观一体化设计。可设置较宽的雨水湿

地，暴雨时形成“城市河流”，或设置地沟作为开敞式径流输送设施，在满足海

绵城市要求的同时，形成较好的景观效果。

采用绿色的施工工艺和技术。 鼓励应用绿色施工工艺如预制装配式、3D打印技术

等，减少施工过程产生的垃圾、粉尘等，降低噪声污染。
鼓励应用橡胶沥青路面、隔声板等措施降低交通噪声；鼓励应用能够吸收分解汽车

尾气的路面材料；鼓励采用非吸热式地面降低城市热岛效应。

采用耐久、可回收的材料。鼓励应用预制拼装材料；鼓励采用木材、钢材和玻璃，

通过一定防腐处理或喷涂加工，增强其耐久性能。

耐久的铺装与座椅 环保美观的街道材料示意

雨水收集与景观一体化设计示意

2.5.4 鼓励使用绿色材料
Encouraging to use green materials

采用街道海绵设施，推广绿色材料和绿色施工工艺。



集约高效的智慧街道
Intense and efficient, Smart street2.6

结合国际智慧城市的建设经验，通过对街道设施智能化、集约化，以服务于出行、生活

方便，增加出行的辅助工具、智能监控设施、信息交互系统，加强街道环境智能治理，

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智慧城市的新生态系统，构建集约交互

的智慧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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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便捷的街道服务

智能高效的交通服务 

智能集约的街道设施

智能安全的街道监控  

智能合理的管线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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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智能便捷的街道服务

（1）街道交互服务开放平台
提供街道交互服务开放平台。在街道重要开放空间节点设置智慧公共艺术装置，扩展声音、
图像、气味、触觉等传播媒介。

（2）智慧导游、交互设施
增加智能旅游设施。通过扫码或多媒体展示街道历史和景点介绍等旅游信息；深化智慧旅游

信息化应用，完善网上订票、景点预约等功能，拓展景区门票、地方特产的电子商务销售渠

道；打造街道手机智能导航系统APP等。

增加智慧文化互动装置。在历史街区等游人较多的街道增设智慧文化互动装置，给人以沉浸

式体验，提高参与乐趣。

增加智能环保设施、智能照明、智能环境监控系统、智慧座椅等。普及设置环境检测传感器，

对沿街噪声、空气质量、温度进行实时检测。鼓励智能环保设施融入环卫系统，设置智慧垃

圾桶，在街道上对垃圾进行初步处理，避免对环境的污染。

（3）环境智理
智能旅游设施展示

街道环境监控设施

社区多媒体服务设施

智慧垃圾桶示意

2.6.2 智能集约的街道设施

（1）设施集约化
轨道交通地下车站的冷却塔、通风井等大型公共设施宜结合周边街道用地和既有建筑集约设置。

交通标志杆、信号灯杆、路名牌、果屑箱、路灯杆、公交站牌等小型公共设施宜紧凑集约、统

一设置于综合设施带内。综合设施带宜结合侧分带、行道树设置。设施小型化、集约化。公共

设施采用“多杆合一”、“多箱合一”、“归并结合”的方法对公共设施进行整合。控制智能

设施占地面积，引导街道智慧管理。

  

 

  

（1）以路灯杆为合杆平台，整合现状路灯杆周边原则上距

离5米内的小型（一般为柱式支撑）交通设施、市政设施以

及科技便民设施。   （2）以既有交通杆（柱式、悬臂式、

门架式）为合杆平台，整合现状平台周边距离5米内的交通

设施、市政设施以及科技便民设施。（3）以现状信息牌为

合杆平台，整合现状平台周边5米以内的行人导向、信息发

布和智能科技等便民设施。

（4）“多箱合一”:将通信箱和电箱整合在一个固定的箱体中。

（5）“归并结合”:通信箱、广电箱、交通箱和路灯箱宜集中

设置，并与周围景观风貌相协调。

（2）设施智能化
鼓励现有设施进行智能改造，提升城市服务水平。鼓励沿街界面智能化，促进城市立面与智能设施整合。

多箱合一

多杆合一

建立智慧街道服务平台，集成智慧服务设施。

采用“多杆合一”，“多箱合一”，集约集成市政公用设施。

Smart and convient,street service

Smart and intensive, street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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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and reasonable, pipeline arrangement

2.6.3 智能合理的管线布设

采用城市综合管廊将给水管、燃气管、电力管及通信管等各类市政管线布设在同一空间内 实现集中管理。缆线管廊

（微型管廊）宜设置在规划绿带、建筑退距（建筑退距可用于管线布设）和人行道以下。

，

（1）管线入廊

1.燃气管道、热力管道（采用蒸汽介质时）应独立成舱；

2.110kV及以上等级电力电缆宜独立成舱；

3.热力管道不应同电力电缆同舱敷设；

4.当舱室采用上下层布置时，燃气舱应位于上层。

管线入廊的原则：

优化管线布置，合理集约的布设市政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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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区原直埋管线布置示意

新城区新建道路管线布置示意

（2）优化管线布置

新城区 旧城区

旧城区改造道路管线布置示意

旧城区原直埋管线布置示意

（1）旧城区市政管线可采用综合管廊、直埋等型式，统筹设置于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分隔带、机动车道和绿化带下。

（2）综合管廊通风口等高出地面的设施宜布置于设施带内。

（1）新城区道路两侧有规划绿带，建筑退距利用纳入土地出让条件时，市政管线采用综合管廊、直埋等

          型式，优先设置于规划绿带、建筑退距区域。

（2）综合管廊通风口等高出地面的设施宜布置于规划绿带、设施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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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and efficient, transport service

 

2.6.4 智能高效的交通服务

智慧交通
提升交通信号灯智能化水平，提高道路使用效率。构建全市智联的信号控制系统，实施动态调整，

同时结合重要的公交走廊建立公交专用信号系统，保障公交车辆优先通行。

提供具有时效性的交通信息发布。完善公交信息发布系统，增加智能慢行诱导系统、智能停车诱导系统。

  

 

  

Smart and safe, street monitor

 

2.6.5 智能安全的街道监控

城市中心区及重要风景旅游区的城市街道中心110kV和220kV高压电网应采用地下电缆。

中心城区街道内的中压电网应采用地下电缆。

鼓励老城区现状架空线入地，促进街道容貌整洁有序。结合城市道路扩建、改建，实施沿途架空线

入地改造，及时清理废弃架空线和架空线杆架。

（3）优化电力架空线

用智能地井监控系统，实时监控网络覆盖范围内的所有地井异动，对井盖进行智能化的管理与维护。

减少非机动车道及机动车道下的管线布置，避免路面井盖对机动车及非机动车的影响。

市政检查井地面井盖的设计应与地面铺装、标高等协调一致，确保通行舒适、安全。

市政井盖应与周围环境相融合，小型化、隐形化，富有设计感。

（4）优化街道井盖布设

建立完善的地下管线监测系统及信息管理系统，提高市政管线管理效率。

（5）市政管线智能化

地下管线检测系统

智能监控
监控分析智能化，维护城市安全。安全设施智能化，关注弱势需求。电子预警实时化，辅助治安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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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街道分类矩阵，分别按照街道的交通属性和功能属性进行

分类。据交通属性划分为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和巷

道，根据沿线建筑功能和场所活动可分为生活型街道、商业型

街道、景观型街道、产业型街道、交通型街道和特定类型街道。

为突出街道空间设计的人本导向，在街道分类设计中，强调以

场所及活动为主要设计引导依据，综合考虑道路交通功能和周

边业态进行分段设计。

对于兼具以上两种类型特征、街道功能与界面类型混合度较高

的街道设计，应兼顾多种街道类型特征，进行分段个性化设计。

生活型街道
街道活动:
生活服务，邻里交流

街旁用地:
居住用地主导

场景特质:
宁静安全、温馨舒适

产业型街道
街道活动:
慢行通勤，物流运输

街旁用地:
工业仓储用地主导

场景特质:
简洁大方，绿色生态

景观型街道
街道活动:
漫步骑行，健身游乐

街旁用地:
景观绿地为主导

场景特质:
景观丰富、绿意盎然

特定类型街道
街道活动:
文、娱、旅、商一体

街旁用地:
商业文化用地为主导

场景特质:
活力缤纷、文化丰富

商业型街道
街道活动:
消费购物， 休闲娱乐

街旁用地:
商业商务用地主导

场景特质:
业态多样，空间紧凑

交通型街道
街道活动:
各类交通 通勤同行，

街旁用地:
各种类型用地

场景特质:
高效安全，绿色便捷

街道分类
Street classification design

3.1

街道分类
Street classification 3.1
街道场景
设计引导
Street scene design3.2

 街道场景分类设计引导
叁

Street classification design



定义：生活服务型街道是两侧以居住用地为主，沿线以服务本地居民的公共服务设施（社区活动

中心等）和生活服务型商业为主的街道。

3.2街道场景设计引导
Street scene design

成都成都

Living street

生活型街道
街道场景设计

街道活动：

 基本情况

街道需求： 

宁静安全。营造适合漫步的街道环境。

满足交往需求。营造符合人际交往需求的适宜尺度的围合界面。

彰显社区文化。户外环境宜人、亲和、富有魅力，家具设施等设计富于人性关怀与环境相协调。

                          倡导当地居民参与街道设计，凸显街道文化。

考虑特殊群体。充分考虑老年人、幼儿等特殊群体的行为需求和特征，为其提供舒适的空间环境。

设计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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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目标：为居民创造生活娱乐、休闲交流的公共空间，塑造宁静安全，温馨舒适的街道场景。

设计重点：营造宁静安全的街道环境、满足邻里交往需求和彰显社区文化、考虑特殊群体人文关怀。

沿街布置日常生活服务设施、橱窗展示 邻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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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机动车管理

机动车车速宜限制40公里/小时以内；

通过小转弯半径、交叉口异化设计、

铺装交叉口、线位偏移、立体减速标

线等稳静化措施减小车辆速度。次干

路以下等级道路，可缩减小型车车道

宽度至3米。

安全的过街设计

过街设施间距不宜大于250米；

人行横道局部抬高。可结合全宽式路

缘石坡道，局部抬高人行横道。交叉

口整体抬高。可采用特殊材质或人行

道铺装整体抬高。

Living street

生活型街道
街道场景设计

立体减速标线

便捷的非机动车出行

独立的非机动车道宽度不宜小于2.5米，

串联社区绿道。结合街道设施带集约放

置非机动车停车位。

宽敞舒适的步行空间

保障步行空间，步行道宽度宜大于4米。

旧城区：临街建筑无退距或退距空间较

小时，可在统筹交通条件的情况下，适

度压缩车道宽度，保障宽敞的步行空间。

新城区：应充分利用退距空间拓宽步行

空间，采用相同标高，统一铺装，限制

设置台阶、停车、不可进入的消极绿化

等，保证空间的联通与灵活使用。 宽敞舒适的步行空间

设施带设置非机动车停车带

非机动车道串连周边绿道

交叉口整体抬高

1.宁静安全的街道环境

 设计引导

Living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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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优化道路断面增加街头广场

丰富多样的开敞空间

通过减小转弯半径、利用建筑退距或绿化带等方

式，增加街头广场、集散广场等社区开敞空间。

街道空间有限时，可采用非对称道路断面形成活

力空间。

多元便捷的社区设施

结合开敞空间设置儿童设施、健身设施、休憩设施、

文化设施等。

增加公共艺术品、临时艺术装置等，为社区提供丰

富的文化体验。

2.满足邻里交往需求，彰显社区文化

社区配套设施和无障碍设计

充分考虑老年、儿童、孕妇及残障人士的特殊需求，设置体现人文关怀的无障碍设施。

3.考虑对特殊群体的人文关怀

Living street

生活型街道设计
示例

一体化采用
透水防滑材
质铺装

利用街角空间
设置休闲设施

一次转弯
智能步行
诱导设施

非机动车
骑行区域

人非共板
一体化慢行
空间打造

街边小广场
提供集体活
动空间

街边小广场
提供集体活
动空间

多杆合一

采用人行道
专用智能照
明灯杆

街道小品
设置建筑
挑檐、雨棚

Living  street



设计导则 
Design guidelines

PAGE101 设计导则 
Design guidelines

PAGE 102Co er lmm cia   street

定义：商业型街道是街道周边以商业、商务用地为主导，沿线具有一定服务能级或者业态特色的

以零售、餐饮、商务办公为主的街道。

街道活动：

Commercial  street

商业型街道
街道场景设计

街道需求：

功能多样。街道空间兼具购物、交通、休闲、旅游、文化等功能。

空间紧凑。保持空间紧凑，强化街道两侧活动联系，营造商业氛围；

内容丰富。适当增大环境信息量，促进消费者产生积极的消费意愿，丰富街道内容；

注重细节品质。注重艺术品质和细节设计，强化街道空间的识别性、引导性和美学品质。

不定期开展活动。有条件的区域可设置展览空间或表演空间等。

设计目标：满足多样化消费、休闲、娱乐和体验需求，塑造业态多样、活力独具的街道场景。

设计重点：提升步行舒适性、增加活动多元性、打造街道识别性。

以商业业态为主的街道 以商务办公业态为主的街道

宽敞的步行空间

鼓励沿街建筑开放退界空间，与红线内人行道进行一体化设计，统筹步行通行区、设施带与建筑

前区空间。综合考虑商业街道路等级、功能混合度、界面业态等因素，合理确定步行区宽度。

保证开放式建筑退界与道路红线内人行道空间的联通与灵活使用。

1.提升步行舒适性

TOD一体化的立体过街

结合TOD一体化开发的立体过街。TOD一体化开发时，考虑设置与其相结合的地上二层连廊和地

下过街通道。

宽敞舒适的步行空间

建筑入口结合轨交出入口 结合TOD开发的立体过街设计

基本情况 设计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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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的沿街场所

商业街道的首层应设置积极功能，形成相对连续的

积极界面。

在不影响通行需求的前提下，鼓励沿街设置商业、

文化等设施。鼓励结合街道空间开展公共艺术活动，

如临时性艺术展览、街头文艺演出等。

鼓励因地制宜采用非对称断面增加活动空间。

分时共享的活动空间

精细化管理街道空间，通过合理的分时交通管制措

施和活动组织，利用街道空间开展多样活动，满足

多元需求的街道场景塑造。

2.增加活动多元性

舒适宜人的街道尺度

通过建筑控制线与贴线率管控，形成与街区功能、

街道活动需求相适应的街道空间界面。商业型街道

两侧建筑贴线率宜为60%~80%。

视觉丰富的街道空间

沿街建筑底部高度6米至9米以下部位宜采用细腻的

设计手法，在材料、颜色、质感、肌理等方面重视

人的感受，同时对建筑入口进行重点设计，丰富步

行体验。

构建文化标识与景观体系，强化市民对现代新兴文

化的感受感知。

3.打造街道识别性

建筑控制线和贴线率控制的有序街道

城市主题节庆活动

创意街道小品 创意景观标识

建筑底部近人尺度采用细腻的设计手法

建筑底部近人尺度采用细腻的设计手法

Commercial  street

商业型街道设计
示例

底层通透
标识整齐

公共交通接驳

建筑前区设置临时艺
术展览丰富街道活动

利用街角广场
设置雕塑

非机动车
停靠点

多杆合一
多样化休憩设施与
智慧服务设施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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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景观型街道是沿线分布有公园绿地、防护绿地、滨水绿地等城市开放空间用地，或历史风貌特色突

出的街道。

街道活动：

街道需求：

安全实用优美：展示城市景观风貌和容纳市民休闲活动并重；

绿地可进入可参与：增加沿线绿地可进入性，设置多元活动设施

增加可参与性；

多类群体需求：考虑各年龄段不同人群使用需求，尤其老年儿童

及其他特殊群体；

服务设施便捷：因地制宜，灵活设置休憩节点等活动与服务设施；

美学品质突出：强调街道个性、可识别性和美学品质，注重自然

生态和人工艺术的结合。

Landscape  street

景观型街道
街道场景设计

设计目标：提供安全、舒适的慢行环境和休闲空间。

设计重点：营造慢行畅通、景观优美、开放通透设施便捷的街道场景。

传统式慢行空间打造（封闭绿地空间）

红线、绿线、建筑退距线缺乏有机联系，空间形态固化、呆板；

慢行空间参与度不高、空间缺乏活力。

特色型慢行空间打造（开放绿地空间）

统筹三线，使用特色设计语言打造景观慢行空间，形态活泼多变、

景观效果佳；慢行空间参与度高，空间具备活力。

绿道融入的慢行空间

统筹考虑红线、绿线、建筑退距线三线空间，绿道系统与慢行系统有机整合。

保障慢行空间的连续、贯通、衔接平顺。

将天府绿道融入街道空间，营造可通过、可休憩的景观慢行空间。

独立型绿道的步行不宜小于2.5米，骑行不宜小于1.5米，若合并设置宽度不宜小于3.5米。

融合型绿道宽度一般不小于3米，主干路及以上的融合型绿道不宜小于4米 。

1.慢行畅通

传统式慢行空间打造（封闭绿地空间）

特色型慢行空间打造（开放绿地空间）

基本情况 设计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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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型街道设计
示例

设置服务驿站
融入文体商旅

游园绿地空间
结合特色绿地
空间设置景观
型城市家具

慢行系统与建筑退距空间、道路绿带、
天府绿道统筹考虑，采用透水防滑铺装

慢行空间与绿道
     融为一体

二次过街安全岛 雨水花园

设计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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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丰富的街道绿化

丰富街道绿化天际线，形成高低有别，错落有致的植物形态。街道林荫化率不小于50%。形成街道多样的绿化形式。

街道海绵设施一体化设计

鼓励利用绿地、绿化带设置智慧雨洪管理设施，如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植草沟等，形成带状或块状布局。

2.景观优美

空间类型 空间特点 选用植物 适用范围 空间感受

开敞空间
人的视线高于四周的景观，
视线通透，视野辽阔

低矮的灌木、地被植物、
花卉、草坪

开放式绿地、城市公园、广
场等入口处

轻松、自
由

半开敞空间
四周不完全开敞，
部分视线被植物遮挡

高大的乔木、中等灌木
开敞空间到封闭空间的过渡

区域
若即若离、

神秘

闭合空间
四周植物高过人的实现，人的
视线向上、向四周均受到制约

高灌木、分枝点低的
乔木和高乔木

小庭院、森林公园、风景游
览区、防护林带

亲切、宁静

林下覆盖空

间
植物遮挡住人仰视的视线

攀援类植物、冠大
荫浓的高乔木

花架、树阵广场
温馨、活

泼

垂直空间
植物种植在两侧，遮挡人左右的
视线，不遮挡前后和向上的视线

分枝点低、枝叶茂密、塔形、
柱形、长卵形树冠的乔木

纪念性园林、陵园主干道
庄严、肃

穆

人性美观的服务设施

结合开敞空间设置便利、人性、美观的城市家具。

城市家具可结合周边环境进行特色化设计，体现文化性和可识别性。

绿地内沿慢行道配置文体旅商，设置文化互动设施、运动健身设施、自动贩卖机、无人商店等，通过

绿道串联周边旅游景点，有效带动旅游。

文化融入的景观标识

通过丰富多样的景观标识，传达历史文化渊源、介绍民俗文化和生活的发展，促进创意文化的碰撞、

推广和营销。

3.设施便捷

文化融入的景观标识



安全便捷的过街设施

合理的过街间距，尽量设置较少的交叉口，可根据需求设置过街

天桥、地下通道；TOD一体化开发时，考虑设置与其相结合的地

上二层连廊和地下过街通道。

合理控制路缘石半径，一次转弯，缩短过街距离；

设置二次过街安全岛，为骑行者、行人提供驻足空间。

便捷的街道设施

交通功能性设施以车行交通服务为主，路灯、分隔设施、公交站

等设施需简洁明快，突出功能，避免对驾驶者产生干扰。

结合街道情况和客流需求科学设置公交专用道、BRT车道。

公交站宜岛式站台为主，需配套设置非机动车停车位以便接驳。

1.慢行安全

合理的空间分配

根据需求合理分配车道、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宽度，建议非机动

车道宽度不低于3.5米，步行空间宽度不低于2.5米；

慢行空间宜结合道路两侧绿化带一体打造；

宜采用物理隔离的方式实现机非隔离，人非隔离。

2.高效通行

适宜的景观设计

街道林荫化率不小于40%；

行道树树种及其他植物的选择，应考虑植物的抗逆性、适应性和

降噪除尘能力；

沿线的设计以非开放式界面为主，需通过绿化的隔离、屏挡、通

透等控制景观效果，形成有层次感、节奏感和韵律感的景观生态

走廊。

3.降污减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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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交通型街道是主要交通为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过性交通，两侧以非开放式界面为主，非交通性活动

较少的街道。

街道需求：

车行高效。设置立体过街的方式减少交叉口以利于机动车穿行，

在设置信号灯的交叉口之间允许机动车以更高的速度行驶。

慢行连续、安全。在主要交叉口，提供安全、方便、足够的行

人和非机动车停留空间。

减噪、降污。通过采取特殊材料等降低交通带来的环境影响。

traff ic-type  street

交通型街道
街道场景设计

设计目标：在保障慢行安全和公共交通接驳的前提下，实现机动车高效通行，塑造高效
安全、绿色便捷的街道场景。

设计重点：慢行安全、高效通行、降污减噪。

各类交通通行、通勤

街道活动：

基本情况 设计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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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f ic-type  street

交通型街道 设计
示例

一次过街，小转弯
半径减小行人过街距离

非机动车
骑行区域

二次过街安全岛 多杆合一 人非共板

多箱合一 智能步行
诱导设施

立体过街设计 采用人行道专用
智能照明灯杆

I n d u s t r i a l  s t r e e t

产业型街道
街道场景设计

先进制造业产业功能区街道场景示意

下沉式绿地 体现企业文化的公共艺术品

运输通行 慢行通行

先进制造业产业功能区街道

定义：

产业型街道两侧以工业用地或产业类用地为主，包括先进制造业产业功能区街道和现代服务业产业功能区街道

街道活动：

1基本情况

Industrial  street



设计导则 
Design guidelines

PAGE113 设计导则 
Design guidelines

PAGE 114Industrial  street

先进制造业产业功能区主要街道效果示意

种植较强吸附能力植物
     净化空气和雨水

人非共板一体化
  慢行空间打造

通过街道设施和公共
 艺品彰显企业文化

非机动车停车空间
采用人行道专用
  智能照明灯杆

多箱合一

设计目标：

保障物流运输车辆通行的同时，通过打造生态环保的景观绿化和体现企业文化的街道设

施，营造简洁大气，绿色低碳的街道场景。

设计重点：

1.完善的的慢行系统 ：保障行人的基本通行宽度，保障非机动车的通行安全。

生态环保的景观绿化种植：种植具有较强吸附能力的植物，设置下沉式绿地、植草沟、

蓄水池等设施。

3.融入企业文化的街道景观：公共设施提升员工的生活体验和归属感，体现本土企业文

化意蕴。

2.

I n d u s t r i a l  s t r e e t

产业型街道
街道场景设计

现代服务业产业功能区街道场景示意

开放共享的慢行系统 休闲创意的街道设施

现代服务业产业功能区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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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服务业产业功能区主要街道效果示意

设计目标：
充分整合开放共享的慢行系统、功能复合的沿街建筑，打造休闲创意的环境氛围，营造

清新活泼，创新创意的街区场景。

设计重点：
1.开放共享的慢行系统 。保证园区内慢行步道、开敞空间与街道环境景观、绿道有序衔

接，营造开放共享的慢行系统。

2.休闲创意的街道环境氛围。丰富沿街休闲活动场地和休闲设施，鼓励立体绿化，通过

屋顶花园提供休闲娱乐空间。

3.多元复合的楼栋功能。鼓励街道沿线土地复合开发和建筑首层功能复合利用，打造多

元复合的楼栋业态和功能。

体现创意的公共艺术品

一体化设计的步行空间

   多元复合的
楼栋业态和功能

街道需求：

富有节奏变化的步行空间。为各类活动

人群提供个性化的街道空间。

合理的步行流线组织。

结合周边功能业设置符合消费者习惯的

步行路径。

丰富多样的街道服务设施。

人性化的街道家具及景观环境设施设计。

Speci f ic-type street

特定类型街道
街道场景设计

商业中心步行街

商业中心步行街是在城市商业中心设置的步行专用道，原则上限制或禁止机动车通行。

1
定义：

街道活动：

设计目标：以人性化的街道环境设计，突出活力缤纷、丰富有趣的街道场景。

设计重点：连续和富有变化的步行空间、美丽的街道界面、完善的街道服务设施。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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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街景观艺术品设计通透商业界面和橱窗

商业店招与建筑景观一体化设计示意

保证连续商业界面 路牌指引

注重步行街景观遮阴

Speci f ic-type street

特定类型街道
街道场景设计

商业中心步行街

沿步行街界面可设置连续的骑楼或檐廊，建筑临街界面可采

用通透的橱窗，形成店铺与行人的视觉互动。

步行街应保证连续的商业界面，沿街建筑贴线率应大于等于

70%。商业店招应简洁大方，宜与建筑景观一体化设计，富

有标识和文化特色。

设置信息丰富的导引系统，完善路牌指引，提高行人出行效

率。适当增加公共服务性设施和公共艺术品，提升步行街的

文化品位和吸引力。

加强植物的种植尤其高大通透乔木的种植和景观水体设置，

改善街道热环境和景观品质。

保障残障人士与老年人的无障碍设计。

3.完善的街道服务设施

商业中心步行街

通过限制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交通，保障连续的步

行空间。街道空间富有节奏和变化，整个步行系

统有收有放，张驰适度，吸引行人体验。

1.连续和富有变化的步行空间

2.美丽的街道界面

2基本情况

Specific-type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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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水步行空间

滨江观景平台

景观桥梁设计 景观铺装设计

定义：滨水步行街是指沿着河流设置的景观步行专用道，原则上限制机动车通行。

设计目标：以人性化的街道环境设计，突出清新活泼，丰富多彩的街道场景。

设计重点：连续的步行空间、美丽的街道界面、缤纷多彩的景观设计。

丰富滨水功能及业态，营造多样化的滨水空间环

境。注重滨水景观界面设计，通过高低错落的建

筑界面和层次丰富的景观设计，形成优美的滨水

天际线。

按照锦江公园的规划理念，通过交通分流，释放

滨水道路空间，将滨江绿道、人行道和步行空间

进行一体化设计，形成“骑行+步行+休闲活动”

的复合化滨水空间。

1.连续的步行空间

2.美丽的街道界面

在满足河道防洪安全的前提下，结合用地情况与

可利用空间对河流的部分岸线进行生态化和景观

化改造，通过退台设计形成河滨景观平台。

注重跨河桥梁的景观化、艺术化设计，形成滨水

步行街特色景观节点。滨水景观铺装应自由灵动，

体现流动性和连续性，与河道流向相适应。

丰富滨水植物搭配。

3.缤纷多彩的景观设计

Speci f ic-type street

特定类型街道
街道场景设计

滨水步行街 街巷

街道需求：

限制机动车车流速度。为各类活动人群提供个性化的街道空间。

提供体现文化特色的景观铺装。结合周边功能业设置符合消费者习惯的步行路径。

照明良好，空间安全舒适。人性化的街道家具及景观环境设施设计。

交流交往 室外健身 日常活动玩耍

定义：街巷是宽度在7米以下，车流量较少，周边以生活型社区为主的小尺度街道。

街道活动：

设计目标：以人性化的街道环境设计，营造亲切宜人、闲适安逸的街道场景。

设计重点：慢行友好的街巷空间、美观的建筑界面、人性化的街道设施

设计引导

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

Specific-type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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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装修、涂鸦等方式对巷道提升街区文化、风貌。

除采用沥青、混凝土砖等现代化铺装，亦可视情况采用传统铺装，如青石、卵石等;

生活服务性设施考虑与社区文化、环境的协调性；慎用高大行道树，以免遮挡光线；巧用

花池等小型绿化。

鼓励打造纯慢行空间，受条件限制的可混行。设置限制警示牌、抬高式路口、设置路障

等稳静化措施。

1.慢行友好的街巷空间

2.美观的建筑界面

3.人性化的街巷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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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引导

Specific-type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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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设计工作模式
Design Work Mode

构建成都市街道“1+N”的技术管理体系

形成“分类引导、分级管控”的工作模式

各级相关部门应根据《成都市公园城市街道 一体化设计导则》，

制订和修订街道相关技术规范，构建“1+N”的公园城市街道一

体化技术规范体系。

按照“分类引导、分级管控”的要求，重点街道编制街道一体化

设计方案；一般街道在一体化设计理念指导下开展街道设计工作。

新建城市街道严格执行一体设计要求；旧城街道贯彻一体化设计

理念，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设计和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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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各专业详细设计以街道为中心的一体化设计

重点
街道

一般
街道

成都市
街道一体化
设计导则

各部门
相关技术
标准修订

加强组织领导

明确职责范围

制定相关配套政策

成立市区(市、县)两级公园城市街道一体化工作领导机制。

实行市级重点街道和区级街道两级管理体系。 市级相关部门负责

牵头组织市级重点街道（包括快速路网及主干路网，见附表4、5）

一体化设计方案审查、实施建设和维护管理工作。各区 （市）县政

府、管委会负责本辖区内区级街道的方案审查、实施建设和维护管

理工作。

市级相关部门按照街道一体化理念要求，探 索制定机动车街道空

间停车、街道分时段使用、 街道共享单车、街道市政设施、建筑

后退空间土地利用、街道社区治理、街道建设资金保障等相关配

套政策。

4.2实施策略建议
Strategy Recommendations



序号 街道名称 类型 级别 序号 街道名称 类型 级别

1 玉泉街 景观型 二级 113 慈慧堂街 景观型 二级

2 小官庙街 文化型 二级 114 和平街 景观型 二级

3 城隍庙街 景观型 二级 115 方正东街 文化型 二级

4 玉皇观街 景观型 二级 116 方正街 景观型 二级

5 昭忠祠街 景观型 二级 117 兴禅寺街 景观型 二级

6 蓥华寺街 文化型 二级 118 东通顺街 文化型 二级

7 马镇街 文化型 二级 119 正通顺街 景观型 二级

8 燕鲁公所街 景观型 二级 120 通顺桥街 文化型 二级

9 武城门大街 景观型 二级 121 灶君庙街 景观型 二级

10 天涯石西街 历史型 一级 122 北东街 景观型 二级

11 天涯石东街 景观型 二级 123 酱园公所路 文化型 二级

12 福字街 文化型 二级 124 西珠市街 文化型 二级

13 书院东街 文化型 二级 125 珠宝街 文化型 二级

14 如是庵街 文化型 二级 126 楞伽庵街 文化型 二级

15 藩库街 景观型 二级 127 白家塘街 文化型 二级

16 华兴东街 景观型 二级 128 文殊院巷 历史型 一级

17 华兴正街 景观型 二级 129 新开寺街 景观型 二级

18 下汪家拐街 景观型 二级 130 铜丝街 景观型 二级

19 下汪家拐街 景观型 二级 131 桂王桥南街 景观型 二级

20 文翁路 景观型 二级 132 桂王桥北街 景观型 二级

21 琴台路 历史型 一级 133 庆云南街 景观型 二级

22 新生路 文化型 二级 134 庆云北街 景观型 二级

23 水津街 文化型 二级 135 五世同堂街 文化型 二级

24 双槐树街 文化型 二级 136 商婴堂街 景观型 二级

25 丝管路 景观型 二级 137 北书院街 文化型 二级

26 群众路 文化型 二级 138 水东门街 景观型 二级

27 十二南路 文化型 二级 139 天涯石北街 景观型 二级

28 龙江路 文化型 二级 140 天涯石南街 景观型 二级

29 林荫街 景观型 二级 141 福寿街 历史型 一级

30 大学路 文化型 二级 142 毛家拐 文化型 二级

31 校西路 文化型 二级 143 四圣祠北街 历史型 一级

32 小天竺街 文化型 二级 144 四圣祠南街 历史型 一级

33 黉门后街 文化型 二级 145 书院西街 历史型 一级

34 武侯祠大街 历史型 一级 146 书院南街 历史型 一级

35 倒桑树街 历史型 一级 147 惜字宫南街 文化型 二级

36 锦里西路 景观型 二级 148 爵版街 景观型 二级

37 文庙西街 景观型 二级 149 双栅子街 景观型 二级

38 文庙前街 文化型 二级 150 梓潼桥正街 历史型 一级

39 文庙后街 文化型 二级 151 马家巷 历史型 一级

40 陕西街 景观型 二级 152 城守街 文化型 二级

41 梨花街 景观型 二级 153 走马街 景观型 二级

42 染坊街 景观型 二级 154 三圣街 景观型 二级

43 东御街 景观型 二级 155 义学巷 景观型 二级

44 西御街 景观型 二级 156 大唐坎街 文化型 二级

45 金家坝街 景观型 二级 157 小淖坝街 文化型 二级

46 平安巷 景观型 二级 158 老半边街 文化型 二级

47 东华正街 景观型 二级 159 青莲上街 景观型 二级

48 大有巷 景观型 二级 160 磨房街 景观型 二级

49 字库街 文化型 二级 161 油篓街 景观型 二级

50 小河街 文化型 二级 162 笔帖式街 文化型 二级

51 西华门街 景观型 二级 163 东顺城南街 文化型 二级

52 东华门街 景观型 二级 164 东顺城中街 景观型 二级

53 上翔街 景观型 二级 165 玉成街 历史型 一级

54 东御河沿街 景观型 二级 166 东胜街 历史型 一级

55 西御河沿街 景观型 二级 167 和巷街 历史型 一级

56 东二巷 景观型 二级 168 北糠市街 历史型 一级

附表3：中心城区特色风貌街道名录附表1：市域历史文化街区名录

附表2：中心城区历史文化风貌片区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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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少城历史文化街区 

大慈寺历史文化街区 

文殊院历史文化街区 

水井坊历史文化街区 

三县衙门历史文化街区 

客家历史文化街区

西街历史文化街区 

文庙街历史文化街区 

桂湖历史文化街区 

宝光寺历史文化街区 

大同街与北街历史文化街区 

兴贤街历史文化街区 

小东街历史文化街区 

正东街历史文化街区 

所在区（市）县

青羊区

锦江区

青羊区

锦江区

双流区

龙 泉驿区

都江堰市

都江堰市

新都区

新都区

邛崃市

邛崃市

崇州市

崇州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序号 

耿家巷-崇德里历史文化风貌区 

名称  

青羊宫历史文化风貌片区    

杜甫草堂历史文化风貌片区   

皇城历史文化风貌片区   

祠堂街历史文化风貌片区  

北书院历史文化风貌片区  

武侯祠历史文化风貌片区   

华西坝历史文化风貌片区  

望江历史文化风貌片区  

蜀都历史文化风貌片区  

铁路历史文化风貌片区  

金沙三国历史文化风貌片区  

园林历史文化风貌片区  

明蜀历史文化风貌片区  

驿道历史文化风貌片区  

暑袜北历史文化风貌片区  

四圣祠历史文化风貌片区  

东郊记忆历史文化风貌片区  

望丛历史文化风貌片区  

家珍历史文化风貌片区 

新繁东湖历史文化风貌片区  

文庙历史文化风貌片区  

广都历史文化风貌区  

苏码头历史文化风貌片区  

太平历史文化风貌片区  

籍田历史文化风貌片区  

苏码头历史文化风貌区  

太平历史文化风貌区  

面积（公顷） 

35.45  

104.79  

63.40  

21.27  

5.5  

16.34  

62.71  

185.54  

44.93   

93.27  

135.74  

153.44  

230.25 

135.84 

7.18  

7.21 

15.73   

15.89  

184.82  

35.07  

7.16  

6.41   

540  

1.6  

14  

60  

14  

60  

价值特色

崇文重教

崇文重教

兴商富民

多元包容

崇文重教

崇文重教

崇文重教

崇文重教

多元包容

开拓创新

崇文重教

多元包容

多元包容

多元包容

多元包容

多元包容

多元包容

开拓创新

崇文重教

开拓创新

多元包容

崇文重教

崇文重教

兴商富民

开拓创新

开拓创新

兴商富民

开拓创新

区市县

青羊区

（5处）

武侯区

（3处）

金牛区

（6处）

锦江区（3处）

成华区（1处）

郫都区（1处）

青白江区（1处）

新都区（1处）

温江区（1处）

天府新区（4处）

双流区（1处）

龙泉驿区（1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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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街道名称 类型 级别 序号 街道名称 类型 级别

100 镗钯街 文化型 二级 212 九里提北路、九里提西路九里堤文化街 景观型 二级

101 红石柱横街 文化型 二级 213 北大街民俗文化街 景观型 二级

102 龙王庙正街 景观型 二级 214 育苗南路-茶文化特色街 景观型 二级

103 东升街 景观型 二级 215 同和路-蜀汉文化街 景观型 二级

104 都院街 景观型 二级 216 永陵文化街 景观型 二级

105 学道街 景观型 二级 217 枣子巷-中医文化街 景观型 二级

106 古卧龙桥街 景观型 二级 218 郫都区创业大道 景观型 二级

107 青年路（顺九龙街） 景观型 二级 219 石板滩镇正兴街、和平街 历史型 一级

108 锦华馆 文化型 二级 220 永兴街道丹土村丹土地街 历史型 一级

109 华兴上街 景观型 二级 221 新繁镇外西街 历史型 一级

110 永兴巷 景观型 二级

111 干槐树街 景观型 二级

112 布后街 景观型 二级

57 西二巷 景观型 二级 169 南纱帽街 文化型 二级

58 上升巷 景观型 二级 170 北纱帽街 文化型 二级

59 包家巷 景观型 二级 171 正科甲巷 文化型 二级

60 蜀华街 景观型 二级 172 春熙北路 文化型 二级

61 方池街 历史型 一级 173 福兴街 景观型 二级

62 横通顺街 景观型 二级 174 纯阳观街 景观型 二级

63 祠堂街 历史型 一级 175 署袜北一街 文化型 二级

64 将军街 景观型 二级 176 竹林巷 景观型 二级

65 东胜街 景观型 二级 177 七家巷 景观型 二级

66 斌升巷 文化型 二级 178 福德街 景观型 二级

67 桂花巷 文化型 二级 179 石马巷 景观型 二级

68 仁厚巷 文化型 二级 180 小关庙后街 景观型 二级

69 多子巷 文化型 二级 181 马王庙街 景观型 二级

70 柿子巷 历史型 一级 182 鼓楼北街 景观型 二级

71 井巷子 历史型 一级 183 银丝街 景观型 二级

72 窄巷子 历史型 一级 184 北打铜街 景观型 二级

73 宽巷子 历史型 一级 185 白云寺街 文化型 二级

74 支叽石街 历史型 一级 186 头福街 文化型 二级

75 泡桐树街 历史型 一级 187 文殊院街 历史型 一级

76 下同仁路 文化型 二级 188 金丝街 景观型 二级

77 中同仁路 景观型 二级 189 金马路 历史型 一级

78 小通巷 文化型 二级 190 西府北街 景观型 二级

79 奎星楼街 文化型 二级 191 老城根下街 景观型 二级

80 黄瓦街 文化型 二级 192 西府南街 景观型 二级

81 长发街 文化型 二级 193 铁箍井街 景观型 二级

82 吉祥街 文化型 二级 194 洛阳路 文化型 二级

83 东马棚巷 景观型 二级 195 白下路 景观型 二级

84 西马棚巷 景观型 二级 196 西马道街 历史型 一级

85 红墙巷 景观型 二级 197 肖家河巷 文化型 二级

86 焦家巷 景观型 二级 198 玉林北路 文化型 二级

87 九思巷 景观型 二级 199 玉林东路 文化型 二级

88 中市街 景观型 二级 200 玉林中路 文化型 二级

89 大墙西街 景观型 二级 201 玉林南路 文化型 二级

90 兴隆街 景观型 二级 202 芳草街 文化型 二级

91 东糠市街 文化型 二级 203 芳草东街 文化型 二级

92 西糠市街 文化型 二级 204 倪家桥路 文化型 二级

93 锦江街 文化型 二级 205 高翔路 文化型 二级

94 江南馆街 文化型 二级 206 城厢镇西街 历史型 一级

95 小科甲巷 文化型 二级 207 新都状元街、西街 历史型 一级

96 大科甲巷 文化型 二级 208 天回大观文化街 景观型 二级

97 耿升巷 文化型 二级 209 川陕路 -古蜀道文化街 景观型 二级

98 春熙路西段 文化型 二级 210 凤凰山明蜀文化街 景观型 二级

99 南府街 文化型 二级 211 川建路西南金属结构厂工业文化街— 景观型 二级

附表4：中心城区快速路网一览表

附表5：中心城区市级主干路网一览表

蓉北商贸大道-金丰高架-成彭快速路（二环路至新都区边界）

二环路

三环路

五环路

科华南路-梓州大道（南二环路至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边界）

益州大道（武汉路至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边界）

剑南大道（南二环路至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边界）

创业路-成雅高速城内段（二环路至四环路）

益新大道-大件路（四环路至双流区边界）

武侯大道-成新蒲快速路（二环路至双流区边界）

草金路-成温邛快速路（三环路至双流区边界）

成温路-日月大道（二环路至四环路）

成温崇快速路（四环路至温江区边界）

西芯大道（三环路至四环路）

沙西线-西华大道（三环路至郫都区边界）

凤凰山高架-金芙蓉大道-货运大道（二环路至新都区边界）

府青路-成绵高速入城段（二环路至四环路）

成华大道（三环路至四环路）-青金快速路（五环路至青白江区边界）

成金简快速路（四环路至青白江区边界）

杉板桥路-城南高速入城段（二环路至四环路）

成洛大道-五洛快速路（三环路至龙泉驿区边界）

迎晖路-成渝高速入城段（二环路至四环路）

成龙大道-成龙简快速路（三环路至龙泉驿区边界）

一环路

中环路

南北中轴线：成德大道-人民北路-人民中路-人民南路-天府大道

东西中轴线：蜀都大道（西二环路至东二环路）

益州大道（中环路至武汉路）

新成仁路-中和大道（南二环路至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边界）

东大街-驿都大道（盐市口至龙都南路）

蜀龙大道（东二环路-鸿运大道）

川陕路（北二环路至青白江区边界）

金牛大道-红光大道（西二环路至郫都区边界）

金辉路-IT大道-西源大道（中环路至郫都区边界）

光华大道（西二环路至南熏大道）

交大路-沙湾路-新华大道-双庆路-槐树店路（西三环路至东三环路）

大石东西路-滨江路-龙舟路-龙兴大道（西三环路至东三环路）

北站西二路-五丁路-东城根街-武侯祠大街-高升桥路-佳灵路（北二环路至南三环路）

府青路-红星路-科华北路（北二环路至南二环路）

成自泸高速入城段（三环路至四环路）

1

23环

21射

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名称 

名称 

序号 

序号 

1
2环

2轴

8射

1井字

2

1

2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项目情况

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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