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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心区街道开放的路权分配适度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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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总结我国城市中心区的街道路权分配标准的主要问题及开放街区建设的人本需求，提出街道路权分
配适度化的概念和理论。基于《阿布扎比街道设计手册》中关于城市中心区路权分配设计标准与我国的对比
分析，设计出街道路权分配的适度化标准与街道活力之间的影响关系模型。结合案例研究证明，适度化的路
权分配才能提升街道的活力，实现真正以人为本的街区开放。本文对以后城市中心区街道开放的相关研究和
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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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ppropriate allocation of road rights in the street
opening of urban ce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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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summarizing the main problems of road right allocation standards of street in urban central
areas of China and the human needs of open block construction, the concept and theory of appropriate
allocation of road rights in the street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Abu Dhabi Street Design Handbook”,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design criteria for road right allocation in urban central areas and China, the
impact relationship model between the appropriate standard of road right allocation and street vitality is
designed. Combined with case studies, it is proved that appropriate allocation of road rights can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the street and realize the opening of a truly people-oriented neighborhood, which will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related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he street opening in the central area of the
cit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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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6 年 2 月 2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其

中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
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该《意见》为我国城市街区
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所提出的街区开放理念既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也反映了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内
在要求。由此，各地开始积极思考如何建设开放街区，合理落实新政策。
城市中心区作为城市的核心区域，具有人口密度大、就业岗位密集、用地紧凑等特点，交通拥堵造
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居民生活品质的降低，限制了城市的发展，因此城市中心区成为城市规划建设的首
作者简介：雷雨田（1994—），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城市与交通互动机制
通信联系人：肖艳阳，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城市与交通互动机制. E-mail: xiaolaoshi2004@163.com

第12 卷 第5 期
2019 年 10 月

雷雨田等：城市中心区街道开放的路权分配适度化研究

770

要开放对象。
“小街区、密路网”的方法能够对城市交通产生积极影响，可以疏解交通拥堵，缩小的街区
尺度、高密度的路网有利于发展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然而，在实施后以机动车优先的路权并没有得以
转变，道路两侧的步行道宽度得不到保障，所建设的开放街区不仅不利于慢行交通的发展，也难以提升
街道空间活力。
街区开放尤其是城市中心区的街道开放，应当优先考虑人的出行和活动需求，而不仅是考虑机动交
通的疏解需求。在开放街区的交通规划中，建立以人为本的适度化路权分配，保证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
的优先路权，这成为我国城市开放街区成败的关键。
同样深受交通拥堵困扰的国际化大都市——阿布扎比，为寻求可持续的交通发展，颁布了《阿布扎
比街道设计手册》[1]。该手册以步行优先为前提，以体现多元需求平衡为特色，按照行人-公共交通-自
行车-机动车顺序划分通行优先权等级。该《手册》旨在全面提升城市和社区的步行友好性，通过加密路
《阿布扎比街道设计手册》在街道功能划分
网为市民营造一个安全、舒适和有吸引力的街道步行环境[2]。
及标准城市中心区道路横断面设计方面独具特色，其诸多创新和亮点对我国城市中心区街道开放的路权
分配适度化具有借鉴意义。
本研究基于我国城市中心区路权分配的现存问题及开放街区建设的人本需求，提出路权分配适度化。
通过《阿布扎比街道设计手册》中关于城市中心区路权分配设计标准与我国的对比分析，设计街道路权
分配的适度化标准与街道活力之间的影响关系模型。本文旨在为城市中心区街道开放的相关研究提供一
定的借鉴。

1

城市中心区路权分配的现存问题

1.1

机动车道尺度过大
目前，在我国城市道路建设过程中，尤其是城市中心区的建设过程中，存在道路设计标准过度化的

现象，即过度地考虑道路容量。以机动车车道宽度的相关标准及其执行情况为例，按照现有的道路工程
标准，城市中心区主干路的机动车道最小宽度为 3.50 m，而实际建设中甚至达到了 3.75～4.00 m. 机动
车道的总宽度越宽，机动车使用者的行车速度越快，导致对步行者和非机动车使用者的安全威胁变大，
我国每年死于道路交通事故的人数在 6 万人以上。道路成为仅供机动车快速通过的空间，传统街道的生
活功能与道路的宜人尺度不断遭到破坏，街道的活力和魅力逐渐丧失，居民失去良好的交往场所，生活
品质也逐渐降低。
1.2

交通功能偏向过度
城市中心区街道应具有交通功能与服务功能两个功能。前者是指为车辆与行人提供通行空间的功能，

后者是道路为两侧地块的居民和行人提供服务，包括车辆的停放，并为居民提供商业休闲、交往沟通、
休息游憩等场所；承载着丰富的步行活动及街道生活。然而，随着机动交通的急速增长，在“以车为本”
思想下的道路设计标准越来越重视机动车的高速通行，过度强调机动车的速度与畅通，人行道和非机动
车道被挤压得越来越窄，导致街道的服务功能难以实现，城市发展活力也逐步降低。再者，机动车道越
来越宽，促使私人小汽车数量不断增加，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小汽车保有量达 2.4 亿辆，导致道路陷入刚
拓宽又拥堵的恶性循环，城市交通问题难以解决。
1.3

机非混行程度严重
街道路权分配不明确、人车分离不健全是造成道路通行能力低的主要原因。许多城市中心区未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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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车设立专用车道，导致小汽车、自行车与公交车严重混行，公交车的运输速率降低，给使用公共交通
的居民造成困扰。据统计，我国多数城市公交出行分担率不足 40%，远低于 60%的理想水平[3]。另一方
面，城市中心区的低等级道路尤其是支路，人车分离往往被忽视，路权分配不适度，步行道和自行车道
的宽度得不到保证，导致大量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交通汇集于支路上，相互干扰从而产生交通拥
堵，造成了道路通行能力的降低与交通事故发生率的升高。

2

城市中心区街道开放的人本需求
良好的开放街区环境离不开人性化的街道塑造，因此要实现真正的街道开放，需要切实考虑人本需

求。面对机动化的不断提高、城市街道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遭到破环，美国开始提出“完整街道”的
理念。完整街道是一种交通政策和设计方法，通过对街道、公路和桥梁进行合理的规划设计、运营和维
护，来保障街道上所有交通方式出行者的通行权，满足出行需求和安全要求[4]。完整街道政策有助于交
通安全、健康改善、低碳经济和环境改善，其主要目标所体现出的正是街道开放的人本需求，主要有以
下三个方面。
1）安全街道：确保行人、自行车和汽车各行其道，提高街道的安全性。
2）绿色街道：减少硬化路面面积；减少因小汽车造成的气体排放和空气污染；减少能源消耗；最大
限度地促进雨水渗透和再利用；鼓励人们多采用绿色的交通方式（包括步行、骑自行车和公共交通），少
开私人小汽车，改善自身健康。
3）活力街道：创建宜居社区，增加公共活动空间，增进人的相互交流，增强街道吸引力，提高街道
两侧土地价值。

3

路权分配适度化及其模型构建
从城市中心区路权的现存问题及街道开放的人本需求中不难得出，当前城市中心区街道建设的关键

在于合理适度的路权分配。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需要增加其宽度和道路占比得以保障，机动交通需要缩
减其宽度和道路占比得以限制。为此，本文提出“路权分配适度化”的概念，适度本意是指程度适当，
事物的变化保持在适当的量的范围内。路权分配适度化是针对现存问题中的“过度”现象而提出的，强
调在城市中心区的道路设计中，各路权设计宽度及道路占比应该适当，且合理灵活，能够满足不同城市
空间环境和民众需求。同时，这一概念也符合城市的属性，从城市“非标准化”属性和避免标准脱离本
源的动因来说，“适度化”是保证城市规划设计合理性及城市多样化的重要前提[5]。
开放而富有活力的街道应该是功能多样、环境舒适、交通可达、安全性高的空间，而影响街道空间
活力的要素复杂多样，本文着重选取与路权分配相关的要素以及对街道空间有影响的关键要素作为研究
对象，包括空间尺度系数、公交车道总宽度、步行道总宽度、自行车道总宽度、机动车道总宽度等，并
根据《阿布扎比街道设计手册》设计一系列修正系数，定义出相应的函数关系，对现有街道各路权分配
的宽度和比重加以改进，得出基于路权分配宽度和比重对街道活力的影响关系模型：
A=δ·(WgK1,WbK2,WzK3,WcK4)=δ·WnKn，
其中，A 为街道活力；δ 为空间尺度系数；WgK1 为公交车道总宽度；WbK2 为步行道总宽度；WzK3 为自行
车道总宽度；WcK4 为机动车道总宽度。
城市中心区的街道活力由空间尺度系数、公交车道总宽度、步行道总宽度、自行车道总宽度、机动
车道总宽度以及其他街道空间要素等同时决定，当各要素均达到适度的状态时，街道活力评价高；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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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活力评价低（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表1
Tab. 1

模型因子与街道活力的影响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l factors and street vitality

模型因子

功能多样

环境舒适

空间尺度系数

√

√

公交车道总宽度

交通可达

街道安全

√

√

√

步行道总宽度

√

√

√

√

自行车道总宽度

√

√

√

√

√

√

√

机动车道总宽度
注：“√”表示有影响

表2
Tab. 2

模型因子的修正结果

Correction result of model factor

模型因子

丰富街道空间

增强视觉感受

空间尺度系数

√

√

公交车道总宽度

疏解交通拥堵

减少环境污染

减少交通事故

√

√

√

√

步行道总宽度

√

√

√

√

√

自行车道总宽度

√

√

√

√

√

√

√

√

√

机动车道总宽度
注：“√”表示有修正

3.1

空间尺度系数 δ
街道富有活力首先是以街道空间舒适为基础的，而街道空间是否舒适是由街道的宽度（D）、建筑外

墙的高度（H）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空间尺度系数（δ=D/H）决定的。通过对芦原义信[6]的街道理论
的总结，“当 D/H＜1 时，道路两侧的建筑之间存在着极强的亲和力，有利于形成热闹的街道氛围；当
D/H=1 时，街道空间既不压抑也不内聚，空间具有良好的均衡感；当 D/H=2 时，街道空间的边界可以感
知，成为一个节点类型的空间；当 D/H=3 时，围合空间开始出现分离，道路两侧建筑具有远离感；当
D/H 继续增大，街道空间产生空旷感直至尺度感消失。因此，适宜的街道空间尺度系数 δ=D/H 基本控制
在 1～2 之间，且若 D＜H（即 D/H＜1）反复出现，街道空间就会越舒适，街道活力越高。”可以得出，
空间尺度系数 δ 在 1～2 之间为适度取值，而且假设在同一建筑高度（H）的环境下，街道宽度（D）较
小时更容易吸引市民亲近，街道的活力提升，市民步行和活动的空间环境也更加舒适，因此街道的总宽
度不应过大，应随着周边城市空间环境的变化适度取值。
3.2

各路权的总宽度
我国现存城市中心区道路设计中“以车优先”的设计模式亟需修正，为推动开放街区建设，实现真

正以人为本的街道开放，必须将行人和非机动交通优先路权重视起来，适度分配各路权的总宽度。在国
际化大都市中，阿布扎比为追求可持续交通所颁布的《阿布扎比街道设计手册》有诸多的创新和亮点，
尤其是其中关于城市中心区道路要素尺寸控制（如图 1[1]所示），以及针对城市中心区四种等级的标准横
断面设计（如图 2[1]所示）对我国中心城区路权分配适度化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
1）公交车道总宽度（WgK1）
在我国现有的道路设计规范中，对公交专用道的重视还不够，针对城市中心区的公交路权宽度的保
障规定更为缺乏，公交专用道宽度得不到保证，导致公交车和小汽车在道路中混行，造成交通拥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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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车运输效率降低。因此，道路路权分配中应给予公交车明确的道路宽度和占比，以减少快慢交通之间
的相互干扰，提高公共交通运输效率，给市民提供更为低碳的出行方式。

图1
Fig. 1

图2
Fig. 2

城市中心区道路要素尺寸控制（m）[1]

Road element size control in the urban central areas (m)[1]

城市中心区四种等级的标准横断面示意图（m）[1]

Schematic diagram of standard cross-section of four levels in the urban central areas (m)[1]

a—标准城市中心区主干路（有临街车道）；b—标准城市中心区辅路；c—标准城市中心区次干路；
d—标准城市中心区支路
a-Standard main road in the urban central areas (with temporary lane); b-Standard auxiliary road in the urban central areas;
c-Standard secondary road in the urban central areas; d-Standard branch road in the urban central areas

参照《阿布扎比街道设计手册》有关中心区要素的规定，总结出不同道路等级下公交车道宽度及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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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表 3 所示）。本文将公交车道总宽度的修正系数设计为 K1=(Wg2/Wg1)×[(Wg2/D2)/(Wg1/D1)]，表示在
同一等级道路中，Wg1 为阿布扎比的公交车道总宽度，Wg2 为我国的公交车道总宽度，D1 为阿布扎比该
等级道路的总宽度，D2 为同等级下我国道路的总宽度。K1＜1，当道路等级为主干路时，Wg1 取 7.0 m 为
参照值，(Wg1/D1)取 0.13 为参照值，Wg2 值越大，K1 越大。当 K1 越趋近于 1 时，街道活力越高。
表3
Tab. 3

阿布扎比城市中心区公交车道宽度及占比情况

Width and proportion of bus lanes in urban central areas of Abu Dhabi

道路等级

公交车道宽度/m

公交车道总宽度/m

公交车道占比

主干路

3.5

7.0

0.13

次干路

3.5

7.0

0.16～0.19

支路

3.0

6.0

0.28～0.29

辅路

—

—

—

2）步行道总宽度（WbK2）
在我国现行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7]中，对人行道的宽度规定过于统一，规范上指定各
级道路的人行道最小宽度为 2.0 m，这个规定完全不能满足在城市中心区的市民出行和活动的需求，街道
上无法布置有趣的公共设施和供人们休憩的场所，导致人行道不仅缺乏安全感，同时街道的活力也逐渐
降低。因此，道路路权分配中应给予步行道更多的道路宽度和占比，为市民提供更多的休闲、交往、游
憩空间。
参照《阿布扎比街道设计手册》有关中心区要素的规定，总结出不同道路等级下步行道宽度及占比
（如表 4 所示）。本文将步行道总宽度的修正系数设计为 K2=(Wb2/ Wb1)×[(Wb2/D2)/(Wb1/D1)]，表示在同一
等级道路中，Wb1 为阿布扎比的步行道总宽度，Wb2 为我国的步行道总宽度。K2＜1，当道路等级为主干
路时，Wb1 取 13.2 m 为参照值，(Wb1/D1)取 0.25 为参照值，Wb2 值越大，K2 越大。当 K2 越趋近于 1 时，
街道活力越高。
表4
Tab. 4

阿布扎比城市中心区步行道宽度及占比情况

Width and proportion of walking paths in urban central areas of Abu Dhabi

道路等级

步行道宽度/m

步行道总宽度/m

步行道占比

主干路

6.6～7.8

13.2～15.6

0.25～0.28

次干路

3.8～7.3

7.6～14.6

0.21～0.34

支路

5.0～5.6

10.0～11.2

0.49～0.51

辅路

2.3

4.6

0.43

3）自行车道总宽度（WzK3）
在我国现有的道路设计规范中，对自行车道没有进行单独的划分，而将其纳入了非机动车道中，简
单规定了单条自行车道的宽度为 1.0 m，这个规定并不能保证骑行者的路权，而且在开放街区建设目标中，
绿色低碳的慢行出行方式地位逐渐提高，亟待建设自行车专用绿色通道。因此，道路路权分配中应给予
自行车道更多的道路宽度和占比，为市民提供更舒适、绿色、美好的出行环境。
参照《阿布扎比街道设计手册》有关中心区要素的规定，总结出不同道路等级下自行车道宽度及占
比（如表 5 所示）。本文将自行车道总宽度的修正系数设计为 K3=(Wz2/Wz1)×[(Wz2/D2)/(Wz1/D1)]，表示在
同一等级道路中，Wz1 为阿布扎比的自行车道总宽度，Wz2 为我国的自行车道总宽度。K3＜1，当道路等
级为主干路时，Wz1 取 4.8 m 为参照值，(Wz1/D1)取 0.09 为参照值，Wz2 值越大，K3 越大。当 K3 越趋近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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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街道活力越高。
表5
Tab. 5

阿布扎比城市中心区自行车道宽度及占比情况

Width and proportion of bicycle lanes in urban central areas of Abu Dhabi

道路等级

自行车道宽度/m

自行车道总宽度/m

自行车道占比

主干路

2.8

4.8

0.09

次干路

2.0

4.0

0.09～0.11

支路

1.0

2.0

0.09～0.10

辅路

1.0

2.0

0.19

4）机动车道总宽度（WcK4）
在我国现有的道路设计规范中，车道宽度标准考虑的前提条件是多辆大车并排以计算行车速度行驶，
各级道路的机动车道宽度过于统一，常以 3.50 m 和 3.75 m 设计为一条机动车道的宽度。但按照实际尺
寸，小型车车身宽度仅为 1.8 m，而大型车车身宽度为 2.5 m，所有的车行道都以大型车为基础来确定其
宽度并不合理，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区，很多道路由于机动车道过宽，驾驶员借机见缝插针，导致车
辆跨线挤占车道，加剧了交通拥挤，严重影响交通安全并造成资源的浪费。因此，机动车道的宽度和占
比应当适度压缩，这既能保证通行能力的提高，也能给行人和自行车留出更多的道路空间。
参照《阿布扎比街道设计手册》有关中心区要素的规定，总结出不同道路等级下机动车道宽度及占
比（如表 6 所示）。可以发现，其一般采用 3.0 m 或 3.3 m 为一条车道宽度。因此，本文将机动车道总宽
度的修正系数设计为 K4=(Wc1/Wc2)×[(Wc1/D1)/(Wc2/D2)]，表示在同一等级道路中，Wc1 为阿布扎比的机动
车道总宽度，Wc2 为我国的机动车道总宽度。K4＜1，当道路等级为主干路时，Wc1 取 19.3 m 为参照值，
(Wc1/D1)取 0.36 为参照值，Wc2 值越小，K4 越大。当 K4 越趋近于 1 时，街道活力越高。
表6
Tab. 6

4

阿布扎比城市中心区机动车道宽度及占比情况

Width and proportion of motor vehicle lanes in urban central areas of Abu Dhabi

道路等级

机动车道宽度/m

机动车道总宽度/m

机动车道占比

主干路

3.3

20.2

0.36～0.38

次干路

3.3

18.6

0.43～0.51

支路

3.0

10.6

0.49～0.51

辅路

3.0

6.0

0.57

模型验证案例
本文针对长沙市中心区选取了两条不同等级的街道作为案例对模型进行验证。通过对现状中两条街

道的 5 个模型因子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再与实地调查问卷的结果进行比较，得出街道活力较低和较高
两种情况下，模型最终的街道活力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
4.1

长沙市中心区某主干道案例
本文选取长沙市中心区的某一条主干道——韶山路（如图 3 所示）进行研究，道路红线宽 51 m，横

断面为两块板，中央绿化隔离带宽 4 m，机动车道 8 条，单条机动车道宽 3.75 m，两侧绿化带各 3.5 m，
人行道宽 5 m. 交通功能极强，但其缺乏对公交车和自行车的路权保障，街道活力和安全感较低。
该主干道根据模型计算所得到的街道活力评价如表 7 所示。由表 7 中 5 个模型因子叠加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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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该街道活力总体评价较低。为验证模型评价结果的可靠性，通过实地调研和问卷对该主干道进行
了街道活力满意度调查，最终收回调查问卷 50 份，其中市民 45 份，专家 5 份。在调研数据统计中，为
避免市民的主观印象而对 5 个模型因子不能作出客观判断，因此赋予专家评价较高的比重，以对街道活
力作出科学的评判。调查统计结果如表 8 所示。可以发现，模型的评价结果与调查问卷的结果一致，均
表明了该主干道的安全感和舒适度较低，空间尺度感较差，街道的整体空间活力不够理想。

图3
Fig. 3

长沙市韶山路现状照片

Status photo of Shaoshan road, Changsha city
a—情形 1；b—情形 2
a-Situation 1; b-Situation 2
表7

Tab. 7
模型因子
空间尺度系数 δ

公交车道总宽度 Wg

步行道总宽度 Wb

4.2

街道活力模型评价（韶山路）

Street vitality model evaluation (Shaoshan road)

案例取值/m
D=51；
H1=54（高层建筑）；
H2=18（多层建筑）；
0

2×5=10

自行车道总宽度 Wz

0

机动车道总宽度 Wc

8×3.75=30

系数对比

街道活力评价

δ1=D/H1=0.94
δ2=D/H2=2.83
与 1～2 之间对比，空间尺度感较差，舒适度较低
与 7 m、0.13 对比，
K1=(Wg2/Wg1)×[(Wg2/D2)/(Wg1/D1)]=0
K1 远小于 1
与 13.2 m、0.25 对比，
K2=(Wb2/Wb1)×[(Wb2/D2)/(Wb1/D1)]=(10/13.2)×[0.20/0.25]= 0.61
与 4.8 m、0.09 对比，
K3=(Wz2/Wz1)×[(Wz2/D2)/(Wz1/D1)]=0
K3 远小于 1
与 20.2 m、0.38 对比，
K4=(Wc1/Wc2)×[(Wc1/D1)/(Wc2/D2)]=(20.2/30)×[0.38/0.59]=0.43

表8

长沙市中心区某次干道案例
本文选取了长沙市中心区的某一条次干道——

城南东路（如图 4 所示）进行研究，道路红线宽 30 m，
横断面为两块板，机动车道 6 条，单条机动车道宽

Tab. 8

低

低

较低
低

较低

街道活力满意度调查（韶山路）

Street vitality satisfaction survey (Shaoshan road)
评分

专家（5 人）

市民（45 人）

分值（满分 10 分）

7.36

8.25

最终得分

7.72

3.5 m，自行车道 1 m，人行道宽 3.5 m. 街道尺度感
较好，建立独立的自行车道，虽然没有划分独立的公交车道，但机动车占用公交车道的现象较少，街道
整体安全感和舒适度较高。
该次干道根据模型计算所得到的街道活力评价如表 9 所示，满意度调查如表 10 所示。通过对模型各
因子的分析可以发现，其比值都比前一个案例的结果更接近模型的适度区间，模型评价结果为街道活力
较高。而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也显示，市民对该次干道的街道氛围较为满意，专家评价也表明该次干道
活力较高，与模型分析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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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城南东路现状照片

Status of Chengnan East road, Changsha city
a—情形 1；b—情形 2
a-Situation 1; b-Situation 2
表9

Tab. 9
模型因子
空间尺度系数 δ

公交车道总宽度 Wg

案例取值/m

系数对比

街道活力评价

D=30；
H1=54（高层建筑）；
H2=18（多层建筑）；
0

δ1=D/H1=0.56
δ2=D/H2=1.67
与 1～2 之间对比，空间局部高楼地段有点压抑，整体舒适度较高

高

步行道总宽度 Wb

5

街道活力模型评价（城南东路）

Street vitality model evaluation (Chengnan East road)

2×3.5=7

自行车道总宽度 Wz

1×2=2

机动车道总宽度 Wc

6×3.5=21

较高

与 7 m、0.13 对比，
K1=(Wg2/Wg1)×[(Wg2/D2)/(Wg1/D1)]=0
K1 远小于 1，但公交车道被占用较少
与 7.6 m、0.21 对比，
K2=(Wb2/Wb1)×[(Wb2/D2)/(Wb1/D1)]=(7/7.6)×[0.23/0.21]=1.0
与 4.0 m、0.09 对比，
K3=(Wz2/Wz1)×[(Wz2/D2)/(Wz1/D1)]=(2/4)×[0.07/0.09]=0.39
与 18.6 m、0.43 对比，
K4=(Wc1/Wc2)×[(Wc1/D1)/(Wc2/D2)]=(18.6/21)×[0.43/0.7]=0.54

结论
开放街区的建设并不是简单地增加路网

表 10
Tab. 10

密度就能够推动城市良性发展的，评价城市交
通水平的标准不再是城市机动交通的效率，而

高
较高
较高

街道活力满意度调查（城南东路）

Street vitality satisfaction survey (Chengnan East road)
评分

专家（5 人）

市民（45 人）

分值（满分 10 分）

8.23

9.15

最终得分

8.60

是城市道路空间活力提升的一套综合性指标。
我国城市规划尤其是城市中心区应当一改以往“车本位”的规划方法，适度地分配街道各路权的尺度和
比重，更多地考虑人性化需求，才能保证为人们创造舒适、便捷、安全的街道空间。本文探讨的有关街
道路权分配适度化的修正系数及其与街道空间活力的关系，以及借鉴国外成功的城市中心区街道设计标
准，均旨在为城市未来中心街区开放建设提供一种完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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