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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1.1前言
Preface

街道是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最基本的公共产品，也是城市历史、城市文化的重要

空间载体，理应成为城市发展控制的重点。近年来，国际上对街道建设关注度持续提升，国内对行

人优先、街道场所功能回归的呼声也愈发高涨，以人为核心的精细化建设逐渐成为发展趋势。未来

的街道建设，应探讨符合新时代城市发展趋势的方法，弥补现有不足。编制街道建设导则，对于推

动人性化街道建设、街道回归公共空间属性具有重要意义。

本导则在编制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并得到各级主管部门、专家学者和群众的共同

参与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主编单位：同圆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编制人员：张红岩、王晓瑜、臧海晓、张嘉、赵亚茹、李红扩、赵晓旭、姜振、李辉、郑敏、焦玉

亮、高绍腾、韩枫、李亚洲、孙旭、宋永记、许荣刚、郭瑞卿、陈展展、王荣春

1.2应用指南
Guidelines

读者对象

适用范围

本导则适用于山东省城市街道及周边环境设计建设，包括新建城市街道的建设和既有城市街道的改

造和整治提升。

本导则主要面向城市规划、市政、交通、园林、城市管理等部门及基层政府的管理人员，街道沿线

单位、开发主体和市民公众，以及城市规划师、建筑师、交通规划师、道路工程师、景观设计师等

相关技术人员。同时本导则也是普通市民认识并了解城市街道的资料性读物。

设计单位

审查机构

管理部门

市民

高品质的街道设计先进理念，高要求的街道设计标准，
精致化的街道设计参考工具，细节化街道设计实施方
案。

审查方案时的精细化、标准化、全面化的工具，
审查施工时的数据化、标准化、品质化的工具。

明确的管理职责分配和具体的分工细则，相互统筹、掌
握进度、把控品质的运营维护方法。

市民认识、了解城市街道的资料性读物，体验感悟城市
的科普性资料。

山
东
省
城
市
街
道
建
设
导
则

建设方 设计方 施工方 管理方 沿线业主 设施提供方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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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编制依据
Preparation basis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城市绿化条例》

《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

《山东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

《山东省无障碍环境建设办法》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51328-2018

《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GB50647-2011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2018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

《城市道路空间规划设计规范》DB11/1116-2014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GB50337-2018

《城市快速路设计规程》CJJ129-2009

《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37-90

《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51038-2015

《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GB14886-2016

《道路交通信号倒计时显示器》GA/T508-2014

《道路交通危险警示灯》GA/T414-2018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GB25280-2010

《城市景观照明技术规范》DB11T 388-2015

《城市照明自动控制系统技术规范》CJJ/T227-2014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45-2015

《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163-2008

《城市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CJJ89-2012

《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50420-2007（2016年版）

《民用建筑设计细则》GB50352-2019

《快速公共汽车交通系统设计规范》CJJ136-2010

>相关法规规章

>技术规范

>相关政策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
意见》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城市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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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1.4街道要义
Street design elements

在阐述街道的概念之初，需要将“街道” 同“道路” 进行简单的辨析。从字面上看，将街道拆分

成两部分，即看成是“街”与“道”的组合。“街” 体现了街道城市中重要的文化、商业、社会活

动的场所，“道”则表达了街道具有“通”和“达”的交通功能。“道路”通常指的是交通流通过

的路径，即只强调交通性；而相比于此，“街道”则是在交通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具有生活性的社

交与公共空间功能。

街道全要素：

交通功能设施包含：慢行空间、车行空间、过街设施、交叉路口；

环境功能设施包含：市政绿化、无障碍设施、街道家具；

沿街建筑界面包含：街道立面、建筑底层、附属设施。

街道特征：

安全

Safe

活力

Vitality

绿色

Green

Humanities

人文

Intelligence

智慧

设计理念

人行优先

便利畅通 机动车弱化

空间活化

街道设施 功能复合
肌理延续

文化注入 视觉丰富

智行辅助

便利服务 安全保障

韧性城市

百年工程 管理维护

S·V·H·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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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街道分类
Street classification

用地功能

不同功能区域的街道往往承载着不同类型的出行与活动，例如同一条街道由于所处地段的功能不同，

街道的活动与环境氛围也会存在差异。按照街道与沿线用地和建筑的功能关系来分类，可以分为生

活型街道、交通型街道、景观型街道和产业型街道。

功能类型 使用属性 空间需求

生活型

街道

沿街以商业设施、文化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为主，市民公共生活和活动较

为集中的街道。

可以分为主要服务于本地居民的社区

生活街道和主要服务于地区和城市范

围的城市生活街道两类。

宁静安全：营造适合漫步的宁静安全街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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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环境宜人、亲和、富有魅

力的街道空间，增加富于人性关怀且与环境相

协调的家具设施等。倡导当地居民参与街道设

计，凸显街道文化。

交通型

街道

各类型的交通是交通型街道的主要活

动内容。对于交通干道而言，机动车

交通构成了交通的主要部分。

应根据步行交通、公共交通、非机动车交通、

私人机动车交通的需求对空间进行统筹分配，

并对优先级较高的交通方式进行优先保障。

交通型街道应优先保障机动车交通空间，应尽

量进行机非分隔。

街道功能分类

景观型

街道

景观休闲街道的沿街活动以漫步、跑

步、骑行等休闲活动为主，结合空间

节点可以进行健身、休闲等活动。

对于景观休闲街道而言，营造独特的

景观特色并非目标，通过优美的景观

激发街道活力才是此类街道的设置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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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学品质突出：强调街道个性、可识别性和美

学品质，与当地景观特色相结合，注重自然生

态和人工艺术的结合，形成城市标志性景观文

化街道。

产业型

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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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的慢行空间：通过隔离设施，保障行人与

非机动车的通行安全。路口设置盲区警示区，

提醒行人与非机动车躲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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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道建
设目标2





2.1 慢行优先的安全街道

2.2 多元复合的活力街区

2.3 特色鲜明的人文街道

2.4 集约高效的智慧街道

2.5 低碳健康的绿色街道





2.1 慢行优先的安全街道
Slow & Safe Streets

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合理划分人、机、非

机的通行空间，统筹协调不同出行方式在空间上、

优先级上的关系，减少交通冲突，保障畅通出行，

安全有序。





畅通安全的慢行环境

可靠美观的街道设施

以人为本的优先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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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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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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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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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以人为本的优先等级
People oriented priority

为了满足所有使用者的安全需要和通行需要，明确除交通型街道类型外人行——公共

交通——非机动车——汽车的通行优先等级，通行优先等级的明确可以促使街道的有

序运行，能在设计中引导所有交通参与者的需求。

设置人行天桥与中心岛公交站相连

（1）行人

人行道的建设要满足畅通、安全、舒适等多方面的要求。设置阻车柱、安全护栏等设施，防止机动

车占用人行道停放。明确划定非机动车停车空间。禁止沿街商户违法占道经营。对悬挂在人行道上

空的牌匾、灯箱等街道设施，加强安全管理。合理安排市政地下管线的建设，避免施工长期占用人

行道。定期对人行道设施进行巡查和管理养护，保持人行道路面的平整与洁净。对路面的闲置和废

弃设施要予以拆除。人行道路面铺装要选择耐磨、透气、防滑的材料。

公交站无障碍上车设施

（2）公交车

公交站点的设计要考虑到通达性和无障碍的设计，保证行人能够方便快捷的到达公交站点，同时也

要考虑残疾人的需要，如无障碍通道等，为行人提供舒适的等车环境。如果站点设置在街道的中心

岛上，要考虑行人过街时的安全问题，保证信号灯的时间满足行人的过街速度，使行人能够方便快

捷的通过街道，避免危险的发生。另外公交站点应设置在交叉口停止线一侧，避免对机动车的正常

行驶造成干扰。

非机动车有序停放保证人行空间 人行道与机动车道设置安全防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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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机动车

非机动车具有灵活便捷的特点，但也是相对脆弱的出行方式。在街道中设计非机动车道时，首先就

要关注非机动车使用者的安全性问题，比如在交叉口等易发生冲突的地方，运用彩色的路面，强调

非机动车路面，创建足够宽敞的非机动车道。

（4）机动车

机动车是街道设计中需要得到针对性引导的要素，如根据街道的类型确定街道中机动车行驶速度，

明确行车道，避免其对公交专用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侵占，明确交叉路口控制机动车的通行

优先级，保障非机动车能够快速通过。车行道的宽度以及转弯半径在保障紧急救援车辆通行的情况

下，缩小转弯道路宽度和缩小转弯半径以减低车速。设置街边停车位，避免停车空间侵入步行道的

同时也保证了路内停车不影响城市交通。

醒目的非机动车道 交叉口非机动车过街指引

有效的转弯半径 确立层次分明的道路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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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畅通安全的慢行环境
Smooth and safe slow traffic environment

保障慢行空间的规模，维持街道的慢行尺度与速度，社区内部街道宁静共享。

（1）合理设计车道数量、宽度与类型

为慢行空间设计合理的规模，合理控制机动车道规模。

城市建成地区慢行空间不足时，通过缩减机动车道数量和宽度的方式，增加慢行空间；城市新建地

区应结合路网规划，合理安排机动车道数量与慢行空间的尺度，必要时设置单向交通等保障慢行空

间的宽度。

除交通型街道、产业型街道外，为避免无意识的超速和双排停车占用其他车道空间，不建议设置超

过3.5米宽的车道。

生活型街道和景观型街道建议应用3.25-3.5米的机动车道，为促使驾驶员谨慎行驶，路口进口可进

一步缩减至3.25米。

公交车道设置位于机动车道外侧，设计宽度略宽于小汽车道，控制在3.5-3.75米之间。同时，对该

车道实施限行，即高峰时段为公交车专用车道，非交通高峰时段或者在交通警察的指挥下其他车辆

可以混行。

缩减机动车车道宽度前

机动车道缩减路宽示意图

缩减机动车车道宽度后，慢行空间得以扩宽

类型 主干道 次干道
支路

（双向）
支路

（单向）
备注

车道宽度 3.5-3.75米 3.25-3.5米 3.25-3.5米 不小于3.25米
选择窄车道，
减缓机动车

行驶速度

公交专用道宽度 3.5-3.75米 3.5-3.75米 3.5米 3.5米

街
道
建
设
目
标
任
务



Shandong Urban Street Construction Guidelines 16

（3）车速控制

根据不同路段道路沿线设施及周边情况设置限速要求。

交通干道经过商业区、学校、医院等不同设施时，应提高相应路段的限速要求。

建议非穿越性的城市商业和生活集中区域街道车速设计应保持在60km/h以内，在最密集的城市地

区，且与非机动车共用街道时，车速应保持在30km/h以内。当与行人共用街道时，车速应该在

20km/h以内，道路经过闹市区、学校和医院路段时，限速应该在20km/h以内。

通过设计手段强化街道的公共空间属性，提供安全、舒适的慢行环境。

对于路网较为密集的公共活动中心、居住社区和产业社区，可对支路以30公里每小时作为设计限速，

并对慢行交通及其他街道活动较为密集的路段和交叉口综合运用缩窄车道、水平线位偏移、全铺装

道路等道路设计措施，与管理措施相结合，对路段车速进行进一步限制。

车速控制建议图

（2）保障步行空间

步行空间根据不同类型街道的功能需求建议采取不同的宽度。

街道类型 推荐值（m） 最小值（m）

生活型街道 5.0-6.5 2.5

交通型街道 3.5-5.5 2.5

景观型街道 4.0-5.5 2.0

产业型街道 4.0-5.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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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行道分区

形成人行通行区、沿街设施带、建筑前区的人行道分区模式。

人行通行区为行人提供有效通行空间；沿街设施带主要用于布设沿街绿化、市政与休憩等设施；建

筑前区是与建筑紧密联系的临街建筑的驻留与活动空间。

（5）人行通行区

人行通行区在满足步行需求的同时，应综合考虑街道等级、功能混合程度、沿街业态、开发强度以

及公交设施等因素，合理确定通行区宽度。

主、次干路两侧人行道应适度加宽，减轻快速通过的机动车给行人带来的不安全感；开发强度和功

能混合程度较高的地区行人流量较大；公交车站、轨交出入口和商业设施将进一步增加人流。

人行通行区宽度推荐值

人行道类型 人行通行区宽度建议

临围墙、建筑街墙的人行道 2-3米

主要公交走廊沿线人行道 4米

主要商业街，以及轨交站点出入口人行道 5米

主、次干路两侧人行道 加宽0.5-1米

人行道分区设计指引

街
道
建
设
目
标
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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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设施带

各类设施集约布置在设施带内，避免市政设施妨碍人行通行。

将设施沿路缘石布置，其余空间作为人行通行区的补充。

设施带一般设置在人行通行区与机动车道之间。

利用设施带在行人与车辆之间形成缓冲区域。较宽的人行道可在人行通行区中设置独立的间断性的

设施带，控制每一段设施带的长度与最小宽度，避免妨碍两侧人行和活动区域的通畅。

设施带形式和设施配置应与街道宽度以及两侧功能类型相匹配。

设施带宽度一般为1.5-2米。

（7）建筑前区

临街建筑底层应合理设置建筑前区，提供积极的服务功能，避免与人行通行区产生干扰。

建筑前区宽度应统筹考虑人行道空间条件与沿线功能需求。对于无退界的临街建筑，应建立协商平

台，在保护行人通行的前提下，规范沿街商户借用人行道。

沿街建筑首层功能 建筑前区宽度建议

以展示橱窗为主 0.5-1米

以贩卖窗口、室外商品展示和室外餐饮为主 1.5-2米

特色商业、餐饮街道 3-5米

展示橱窗 贩卖窗口 沿街餐饮

设施带集约利用示意图 设施带多杆合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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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合理的设计，为行人提供直接、便捷的过街通道与设施，缩短过街距离，保障行人安全、舒适

的通过路口或道路。

过街设施设计原则：

安全原则：过街区的实线不能被街道设施、绿化植物或者运行车辆所影响，并应设置醒目标志；在

急转弯处不应设置平面过街，因此处可能存在驾驶视野盲点。

连续性原则：人行道、人行天桥、人行地道的规划，应与居住区的步行系统、车站、建筑出入口、

城市游憩集会广场等步行系统紧密结合，构成一个完整、连续、贯通的城市步行系统。

人性化原则：注重立体过街设施的便捷性和人性化，如无障碍设计、坡度放缓等，有条件的地方尽

量加装电梯、遮阳棚等，以方便特殊人群。

美观原则：设计应考虑周边建筑设施及环境，对过街设施区的构成要素采用高素质的造型和美观性

的设计，以增加美感和提供一个悦目安全的行人环境。

根据街道属性，合理控制过街设施间距，保障人行就近过街。

人流集中处应设置路中过街设施，例如大型公共服务设施和居住小区出入口等。除交通性干路以外，

一般街道过街设施间距建议控制在200米以内，最大不超过250米。

过街设施设置间距示意图

（8）过街横道

道路及交叉口优先保障人行过街的安全性，通过过街连廊和地下通道构建立体过街系统

连廊与地下通道是平面过街设施的重要补充，更能保障人行过街的安全性。立体过街应与街道两侧

的建筑进行互联互通，加强与公交、轨道交通等相关规划的协调，并选择合理的位置与规模。连廊

的设计应与周边城市风貌和景观相协调。

通过信号灯保障行人过街安全性。

行人过街信号灯周期不宜过长，一般红灯等候时间不宜超过60秒，绿灯时间也要考虑行动不便的人

的过街时长需求。

街
道
建
设
目
标
任
务



Shandong Urban Street Construction Guidelines 20

路口人行横道偏离期望过街路径，造成绕行

人行横道应与人行通行区连接，宽度宜大于人行通行区，连接处应保持通畅。

人行横道与人行通行区保持在一条直线上，保障步行空间的连贯性，避免了绕行。人行横道宽度宜

大于与其连接的人行通行区，能够预留充足的过街空间，为人群交汇提供空间。避免在人行横道与

人行通行区连接处种植行道树及设置灯杆等设施，保持过街步行空间通畅。

通过不同的人行横道形式，与路口行人流量及过街特征相适应。

人流量较大的路口应加宽人行横道宽度，必要时设置全相位人行横道，满足斜穿交通较多的路口需

求。

路口标识与信号设置应避免直行行人和非机动车、机动车产生冲突。

信号控制交叉口应设置左转相位，避免转向机动车与直行行人和非机动车发生冲突；当直行与转向

车辆共用信号时，应增加标志牌或信号灯，提醒转向机动车避让直行过街行人。行人较多的路口应

控制机动车红灯右转。

全相位人行过街设计

连接处禁止设置设施

人行横道宽度大于人行通行区，且在连接处保持空旷

人行横道宽度

人行通行区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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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路缘石半径

合理控制路缘石半径，缩短行人过街距离，引导机动车减速右转。

交叉口降低机动车的设计转弯速度能够使缘石转弯半径大幅缩减。建议路缘石半径依据实际需求，

比相关规范值减少20%以上，来缩短行人过街距离

（10）安全岛

合理设置安全岛，缩短单次过街距离。

城市道路人行横道长度超过16米，双向机动车四车道及以上的应在人行横道中央设置安全岛。计算

人行横道长度时，应将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合并计算。有中央分隔带的道路，可结合分隔带设置

安全岛；无中央分隔带的道路，可通过压缩机动车道宽度增加安全岛，同时引导车辆减速通过。设

置分次过街安全岛，将行人与右转车辆隔离，减少冲突，增强行人过街安全性。

安全岛应为驻留行人提供安全、舒适的庇护。

安全岛宽度宜不小于1.5米，以容纳更多的行人，最窄不得低于0.8米，满足自行车、婴儿车及轮椅

的停放需求。安全岛驻留区长度宜不小于相连的人行横道宽度。路口的人行安全岛应设置岛头并延

伸至人行横道外，配置路缘石、护柱和绿化，保护等候在安全岛上的行人并促使转弯车辆减速。

过街安全岛

安全岛宽度宜不小于1.5米，最窄不得低于0.8米

增加行人过街距离

减小半径，缩短行人过街距离

街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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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交叉口异化设计

车流量较小、以慢行交通为主的支路汇入主、次干路时，交叉口宜采用连续人行道铺装代替人行横

道。

通过增加视觉效果的特殊处理方式，路面外观会有所改观，如彩色或图案冲压的沥青、混凝土或混

凝土铺路石，让驾驶员更容易进行减速处理。也可以对人行横道和交叉路口设置为全铺装交叉口,全

路面可采用人行道或是小方石铺装，突出交叉区域。

全铺装的交叉路口可通过视觉和触觉吸引机动车驾驶者的注意力，使其减速，增加道路的安全指数，

为过街行人提供安全的过街环境。

全铺装交叉路口

（12）地块出入口

沿街地块出入口与街道衔接时，应协调进出车辆与过路行人关系。

沿街地块出入口设置应充分考虑所接入道路的等级，车行通道优先选择设置在较低等级的道路上。

地块车行出入口处应与人行道路面和铺装自然衔接，或采用全铺装形式，并设置相应标识提示行人

注意进出车辆，限制车辆速度。机动车出入口处的人行道应沿机动车行驶轨迹外侧设置阻车桩。医

院、商业综合体等大型服务设施出入口应考虑人行与机动车分离的流线规划，减少人行与机动车的

冲突。设置单向地块流线，保障车行顺畅。出入口处应设置标识，指引机动车与人行活动。

地块出入口运用全铺装，阻车柱等措施保障行人安全地块出入口设置在较低等级道路上

设置地下机动车出入口，实现人车分离 设置停车指引，保障车流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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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非机动车道

（13）骑行网络

确保骑行网络完整、连续、便捷。

应尽量避免设置禁止非机动车通行道路（禁非道路）。禁非道路周边200米范围内应有满足服务要

求的非机动车通道，并提供清晰的导引系统。严禁占用非机动车道设置停车带。

根据非机动车使用需求及道路空间条件，合理确定非机动车道行驶与宽度

非机动车道的形式包括独立非机动车道、划线非机动车道、混行车道及非机动车专用道四类。独立

非机动车道与机动车道之间采用分车带等硬质隔离，一般宽度在2.5米至4米；划线非机动车道通过

路面标线划示与机动车道进行隔离，一般宽度在1.5米至2.5米；混行车道中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

非机动车道路以非机动车交通为主，紧急情况下允许机动车借用。

道路交叉口设计应适应骑行特征，满足安全要求。

交叉口应强调非机动车道的可识别性，鼓励设置非机动车专用信号灯和引导自行车过街的标识标线。

混行车道

划线非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专用道

可识别的交叉口非机动车空间 非机动车专用信号灯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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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路权保障

车流量较大的道路应对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进行硬质隔离。

硬质隔离包括绿化带、简易分车带、栏杆等。具备用地条件的可采用绿化带进行隔离，其它宜选用

较矮的栏杆或路桩，避免对视觉通透和步行穿越街道造成障碍。

鼓励单车道支路在路口后置机动车停车区，扩大非机动车停车区

前置与扩大非机动车停车区，既可以为非机动车提供更多的停车空间，又可以使非机动车先于对面

左转的机动车通过路口。

鼓励设置非机动车道路。

鼓励机动车交通量较小的低等级道路作为非机动车道路进行管理，赋予非机动车高于机动车的路权。

非机动车道应采用地面标识、标线、彩色涂装等方式，提醒机动车避让非机动车，避免机动车占用

非机动车停车。

鼓励非机动车道采用彩色铺装或石材等其他具有识别性的铺装材质。采用彩色铺装时，应符合颜色

的警示性要求，如红色、绿色等。

应避免人非共板。非机动车道、自行车专用道与人行道直接相邻时，应设置路缘石且不小于5厘米

的高差作为分隔。

设置高差可以避免非机动车与行人相互干扰。

交叉口非机动车等候区 交叉口非机动车穿行指引

非机动车专用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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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公交车站与非机动车道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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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机动车流量较大的道路设置路侧式公交站台时，宜在非机动车道外侧设置较宽的岛式站台。岛式

站台应满足候车亭建设及乘客候车和上下车的空间需求，宽度一般不小于1.5米。人行道与岛式站台

之间的非机动车道可通过划示斑马线、特殊铺装、抬高等方式，提示非机动车避让行人。

非机动车流量较小的道路设置公交站台时，可采用直接路边停靠方式或非机动车借用人行道绕行。

应通过地面铺装和划示，明确公交车停靠位置，提示非机动车避让，避免非机动车与行人相互干扰。

公交车占用非机动车道停靠时，应通过地面铺装和划示，明确公交车停靠位置，提示非机动车避让。

岛式公交车站台

设置立体骑行道，保障非机动车出行安全。

当生活型街道与交通型街道（如高速公路、高架桥、立交桥）等设计速度过快的道路相交时，可以

利用上层空间，设置立体骑行道，将非机动车与行驶速度较快的机动车分离，保障非机动车出行安

全的同时，避免影响机动车正常行驶。

街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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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可靠美观的街道设施
Reliable and beautiful street facilities

通过可靠的街道设施，为行人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附属功能设施及建筑附属设施应坚固可靠，不得妨碍行人活动及车辆通行安全。

进入步行空间的交通标志牌、店招等各类设施净空应大于2.5米，避免妨碍行人的正常通行。斜拉索

应通过色彩鲜艳的索套进行警示。

人行道铺装应满足防滑要求。

人行道宜采用现浇混凝土、透水沥青、混凝土砌块砖等摩擦系数较大的铺装材料。

街道，特别是人行道应提供充足的夜间照明。

路灯的数量、形式和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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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结合沿街建筑物或围墙设置壁灯。

步行街铺装

人行道夜间照明

应对卸货活动提供空间、时间引导，规范卸货设施，避免干扰其他街道活动。

卸货活动原则上应在地块内部进行，或在道路设置专用卸货车位；应避免在步行活动密集的街段设

置地下车库出入口与卸货区域。建筑沿街卸货区及卸货入口未使用时应保持关闭。可在夜间等车流

量较少的时间或车流量较少的路段，利用道路进行装卸货，但不得占用人行道装卸货。

店招等设施净空大于2.5米 通过色彩鲜艳的锁套进行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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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行通行区设置无障碍设施。

人行通行区应保持连贯、平整，避免不必要的高差；如有高差时，应设置斜坡等无障碍设施。步行

通行区内必须设有安全、连续的盲道，保障盲人无障碍出行。

人行过街设施

通过过街天桥、地道、轨交站点出入口等设施，构建顺畅的步行通行系统。

天桥上下行楼梯、过街地道和轨道交通站点的出入口结合沿街建筑或退界空间集约设计。

避免机动车违章占用人行道停放。

使用花坛、栏杆、路桩等设施设置非机动车停放区，与人行通行区进行隔离。隔离设施应按人性化

尺度设置，外观醒目。

无障碍通行设施

非机动车停车区域

街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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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沿路绿化、停车遮挡视线。

避免设置过高、过于密集的沿路绿化，确保机动车与慢行交通之间的安全视距。路口视距三角形内

不得种植大灌木、乔木等会对行车视线造成遮挡的植物。交叉口、地块出入口等区域应设置禁止停

车标识，防止乱停乱放，对转弯车辆造成视线遮挡。可掉头路口的中央分隔带，应降低植被高度，

保证掉头车辆实现不被遮挡。机动车路幅宽度小于5m时，单侧设置行道树或者不设置行道树，以

保证视线通透。

当人行通行与其他区域需求产生冲突时，优先保障人行需求。

通过划线、标识和停放架明确允许非机动车停放的区域，人流量较大的路段应压缩非机动车停放区

域，或取消非机动车停放。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满足非机动车停放需求，保障人行通行区：1.斜向停放的方式，限制非机动车停

放区域规模；2.设置集中停放场库；3.协调周边地块提供停车等方式，满足非机动车停放需求，保

障人行通行区；4.通过立体停车，缩减非机动车区域面积。

非机动车立体停车非机动车隔离出入口

可掉头路口应降低中央隔离带植被高度

视距三角形内禁止种植遮挡视线的高大植物

视
距
三
角
形

过窄机动车道取消一侧行道树

路口设置禁止停车标识



2.2多元复合的活力街道
Diverse and complex vibrant str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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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复合的功能用地

尺度有序的街道空间

视觉丰富的街道界面

便利舒适的环境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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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多元复合的功能用地
Multi-functional land

增强沿街复合功能，形成丰富的空间界面。

（1）鼓励在街区、街坊和地块进行土地复合利用，形成水平与垂直功能混合。

街区、街坊尺度和地块的功能混合是指相邻街坊和街坊内部的不同地块设置商业、办公、居住、文

化、社区服务等不同的使用功能，以及将不同功能设置在建筑的不同部位和不同楼层。通过多种功

能可以在步行便利可达的范围内提供出行目的地，从而提高步行出行比例与街道活动强度。小地块

开发模式有利于促进功能深度复合。对于大尺度街坊和较长的街道，应注重沿街设置不同的功能设

施。

功能复合的街道空间

（2）积极界面鼓励尺度与业态多样性。

沿街中小型的商铺建议商业、餐饮、文化、社区服务等业态混合搭配，在街道的端头设置大型商场

的出入口，小规模的店面则设置在街道的中间区段。

街道业态的多样性增强街道活力

立体停车楼公园

街头零售

大街

中转站和广场景观缓冲区

公路可见度

车库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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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在步行街道增设临时性设施，满足行人需求。

在不影响通行需求的前提下，可在步行街道沿街设置商业、文化等临时设施，包括食品、饮料、杂

志售卖亭及信息咨询等设施。可结合设施带、街边绿地设置，设置后留出的步行空间应满足通行

需求。相关部门应对临时性设施的位置、样式、规模、经营内容与时间等进行审批和规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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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各类人行出入口应当易于识别，大小及形状与人流大小相适应。

商业型和生活型街道的沿街建筑应将主要建筑出入口临街设置。大型商业综合体应沿街道设置中小

规模商铺，并设置临街出入口。同时鼓励商业型街道沿线提供非商业用途的建筑出入口，以延续街

道在非商业活动时段的街道活力。

出入口设置行人停留的空间。鼓励入口结合周边情况形成凸出或收进，鼓励宽窄入口交替变化，

以增加街墙界面的多样性。

街道空间的移动售卖亭

步行街道采用收进的手法设置人行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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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尺度有序的街道空间
Reasonable priority of slow traffic environment

营造尺度有序、宜人的界面空间。

（1）街道应通过行道树、沿街建筑和围墙形成有序的空间界面。

在道路两侧种植相同规格的行道树，打造街道界面的第一序列的空间秩序。街道界面的第二层则是

沿线建筑高度、面宽、方位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协调和关系。在街道没有条件形成连续行道树种植时，

建筑界面的秩序性作为街道的第二层次尤为重要。

（2) 通过建筑退线与贴线率管控，形成与街区功能、街道活动需求相适应的街道空间

界面形态，塑造整齐有序或者富有节奏和韵律感的空间界面。

由沿街建筑界面形成的街墙，在垂直向应保持人性化的界面高度，在水平向应通过贴线率控制来保

证建筑界面的连续。贴线率是指建筑物紧贴建筑界面控制线总长度（允许多层建筑进行5米以内的

后退来保证采光和通风，或首层进行2米以内的后退）与建筑界面控制线总长度的比值。可根据地

区建筑界面控制要求确定重要街道及其贴线率指标：

贴线率（P ）

= 街墙立面线长度（B ）/ 建筑控制线长度（L ）×100%

B

L

街道界面第一序列—行道树 街道界面第二序列—建筑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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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重点片区和生活型街道的单体建筑改造项目应保持原有沿街建筑退界关系，且建筑退让距离不

宜大于10米，建筑贴线率不宜小于70%。

公共活动中心区、一般地区中的商业、商务功能地区、邻近公共活动中心区的居住社区街道两侧应

设置贴线要求，保持建筑界面连续。一般地区的居住社区道路两侧鼓励建筑界面连续。鼓励在南北

向街道两侧设置东西向建筑，加强建筑界面的连续。

贴线率指标通过城市设计研究确定，一般不宜低于下表的规定。没有建筑界面连续要求的路段只划

定建筑控制线，不设定贴线率指标。

地区分类 支路、次干路两侧 步行街与公共通道两侧
以休闲活动为主的公共

绿地、广场周边

公共活动中心 70% 80% 80%

一般地区中的商业、
商务功能地区

60% 70% 80%

（3）街道应保持空间紧凑。支路的街道空间宽度以16-25米为宜，不宜大于28米；次

干路的街道界面宽度宜控制在40米以内。

街道两侧的街墙檐口高度宜控制在16~25米，最高不宜超过28米，以维持良好的街道空间尺度。檐

口以上部位宜按照1.5:1的高退比进行退台，避免对街道空间形成压迫感。

街墙檐口高度控制

特殊区段贴线率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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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塑造尺度宜人的界面高度及空间高宽比。

街道空间的高宽比介于1.5:1~1:2之间较为宜人；商业街道空间可适度紧凑，较窄的商业街高宽比可

达到3:1；交通性与综合性街道两侧可适度开敞，高宽比宜控制在1:1~1:2以内。

当沿街建筑所临街道的宽度小于等于24米时，沿街建筑的街墙高度宜大于等于6米；所临街道宽度

大于24米时，沿街建筑的街墙高度宜大于等于10米。

居住区南北向的生活性街道宜通过街墙高度大于等于6米的建筑形成连续界面；鼓励在相应界面设

置办公等对朝向不敏感的功能，将街墙高度提高至12~15米。

塑造适宜的街道高宽比

现状照片1.5:1 现状照片1:1

现状照片1:2 现状照片1:3

1.5

1

1

1

1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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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便利舒适的环境设施
Orderly street space

增设街道两侧的环境设施，体现人性化设计。

（1）生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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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交通型街道及步行空间总宽度 5 米以下的街道，其他街道沿路应结合人流量设置公共座椅。座

椅包括正式座位和可供坐靠的高度合适的花坛、台阶等。

空间允许的商业型与生活型街道可结合设施带、分隔带、停车带设置固定或移动座椅形成休憩节点，

宽度宜在 2 米以上，长度宜在 5 米以上。

（2）允许沿街设置商业活动空间，鼓励结合街道空间开展公共艺术活动。

在街道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商业街道与生活服务街道沿线可结合设施带、界面微空间设置商业活动

区域，增加街道活跃度。规范沿街商业活动区域，避免小贩占路影响交通。

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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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城市文化。

（3）根据地区功能类型及街道活动需求，提供信息等活动设施。

在道路交叉口、轨道交通出入口等步行交通密集区域鼓励设置公共地图、导向标识、公共钟表等为

行人提供各类指引信息的公共标识。景观休闲街道宜设置跑步道与自行车专用骑行道，并提供相应

路径指引设施与饮水设施。

沿街设置公共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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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视觉丰富的街道界面
Visually rich street interface

沿街建筑设计应满足人的视角和步行速度视觉体验需求。

（1）沿街建筑底部6-9米以下部位应进行重点设计，提升设计品质。

沿街建筑底部 9 米以下范围（人行道较窄的街道为 6 米以下范围）是行人能够近距离观察和接触的

建筑立面区域，其设计品质对行人的街道视觉体验有重要的影响，应进行重点设计，提升建筑立面

设计质量。街道沿线不连续种植行道树时，应当特别注重沿街建筑与围墙的整齐、有序。

（2）建筑沿街立面底层设计应注重虚实结合，避免大面积实墙与高反光玻璃。

商业型街道首层街墙透明界面占界面总面积的比例应达到 60% 以上，鼓励设置展示橱窗；生活型

街道首层街墙透明界面占界面总面积的比例应达到 30% 以上（窗户上缘距离人行道地面高度小于

1.5 米的地下室窗户，以及窗台距离人行道地面高度超过 1.5 米的高窗不计入透明界面的有效面

积）。同时应避免设置大面积连续单调的高反光玻璃界面，其长度不宜超过 50 米。

橱窗设计增强行人的视觉体验

商业型街道立面底层 生活型街道立面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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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沿街围墙宜保持通透、美观。

沿街围墙宜应保持通透、美观。高度大于 0.9 米以上的围墙通透率须达到 80%，其建筑后退道路红

线距离内应设置一定宽度的绿化带。实墙应进行艺术化装饰，增强街墙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与

行人的互动。应避免设置大面积连续单调的零通透实墙界面，其长度不宜超过 50 米。

（4）鼓励沿街建筑提供精美、丰富的细节，对建筑入口进行重点设计。

鼓励尺度较大的街区形成多样化的街道立面。沿街面宽超过60米的大型建筑应通过立面的分段设计、

增加细节等方式化解过大的尺度，强化街道的丰富性。

位于道路交叉口和对景位置的建筑应进行建筑立面的重点设计，强化街道空间的引导性、识别性与

美学品质。

（5）店招与户外广告设施应满足相关规定的基本要求。

街道招牌与广告应遵守山东省住建厅发布编制的《山东省城市精细化管理标准--户外广告管理》。

商业型和生活型服务街道鼓励对店铺招牌及广告进行整体设计，与街道或所在片区风貌相协调；骑

楼的商铺应享有在骑楼通廊与二层之间外立面设置广告的优先权，以减少骑楼对店铺招牌、广告遮

挡带来的负面效应。

通透围墙界面 实体围墙采用艺术墙绘

丰富的建筑入口细节增强识别性



2.3特色鲜明的人文街道
Distinctive humanistic street

依托街道传承城市历史文化，延续区域特色与人

文氛围，展示特色风貌，保留历史街区的空间肌

理，提炼历史符号，强化齐鲁文化特色，注重特

殊人群的人文关怀。



空间肌理的传承延续

齐鲁文化的底蕴彰显

生活文化的交互融合

特殊群体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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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空间肌理的传承延续
Inheritance and continuation of spatial texture

保护并传承街道历史空间特征。

济南·曲水亭街

历史街道的人文情怀通过街巷格局、原真生活状态等历史街区元素来实现的。

历史街区是空间秩序的延续、空间场所的营造以及景观风貌的控制三者形成的整体的风貌格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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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街道建设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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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保持原貌的原则。

青岛·鱼山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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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街道进行街道空间精细化设计，促进街道的品质提升。

街道空间品质是城市的核心关注对象，强化历史街道的空间营造活力对老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尺度适宜，行人感受良好，生活气息浓厚是街道空间的良好品质。从历史建筑、公共空间、环境要

素三方面切入，通过分析历史街道空间品质要素，思考历史街道与建筑保护和城市设计的关系，研

究街道的可持续更新策略。

街道是人感受城市特色的载体，能直观感受整个城市的特色文化。

行人身处街道可感受到城市所有的物质意象。另外，反映地方城市传统风貌的节日活动、人们交流

交往方式、穿着与习俗等，皆在街道上演绎。行走在一个城市的街道上，不停地感受整个城市的文

化氛围。所以，街道是组成城市的主体骨架，是人们活动的主体场所，也是人们感受城市特色的主

体空间。

突出城市文化的特色街道

历史街道空间的精细化设计

人行空间

非机动车空间

机动车空间

居
民
空
间

生
态
空
间

游
客
空
间

烟台朝阳街 济南百花洲威海火炬八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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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齐鲁文化的底蕴彰显
Revealing the inside information of Qilu Culture

通过街道景观风貌塑造，展现“齐鲁大地、孔孟故里、国际风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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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整体环境相协调。

历史城区街道应突出 “齐鲁文化” 的城市风貌特征。

建筑立面：保留或改建的立面构件元素，应保留原有的建筑特色，杜绝不伦不类的建筑立面构成。

街道色彩：街道建筑立面及设施尽可能保留或还原原有的色彩，如需给街道提质，也在不打破原有

街道色彩的基础上进行美化。

绿化景观：历史街道的绿化主要以加强对古树名木的保护和现状树的养护及修剪为主。如需新增种

植，可摆放小型的带状花箱，增色添彩。

街
道
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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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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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齐鲁文化特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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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街道为载体，推动齐鲁文化与城市文明碰撞中的传承发展，构建文化标识与景观体系，强化市民

对文化的感受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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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大众的美学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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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街区氛围的艺术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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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生活文化的交互融合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lif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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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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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
道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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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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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特殊群体的人文关怀
Humanistic care of special groups

邻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如幼儿园、社区医院等）的街道，，应考虑老年、儿童、孕妇及

其他残障人士人文关怀。方便特殊人群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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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强安全管制。

老人辅助行走设施 学校路段提示标语

语音播报公交站无障碍坡道



2.4集约高效的智慧街道
Intensive and efficient intelligence streets

结合国际智慧城市的建设经验，通过对街道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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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



智敏共享的系统平台

智慧高效的出行服务

智能集约的街道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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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智慧高效的出行服务
Smart and efficient travel service

建立智慧街道服务平台，集成智慧服务设施。应用智能出行辅助手段，倡导共享出行
方式。

（1）智慧公交—打造智慧公交站台一站式服务出行。

通过公交到站电子提示器、电子地图等智能设施，提供具有时效性的信息发布。

（2）智慧慢行—通过智能手段推动共享自行车和共享电动车的有序发展。

打造智享单车、智能站点和智慧云端的三位一体闭环服务，实现对共享电动车和共享自行车的智能

停放管理，为车辆投放、调度和运维提供智能指引。

在沿街的租赁点设置提供综合交通信息与周边公共服务信息的查询系统，在终端可对各类出行相关

信息进行查询，使没有手机的使用者也可以获取相应服务。

用户手机自动接
入最近智能站点

与公共交通更好
地接驳线路推荐

共享单车
服务信息

公交到站电子提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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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慧车道——绿波车道、潮汐车道。

绿波车道。设置智能交通灯，形成绿波交通带，根据实时交通情况或特殊情况的通行需求，调控绿

波通道，保障通行高效。

潮汐车道。高效利用道路空间，避免拓宽车道，在早晚高峰车流潮汐特征明显的路段，设置潮汐车

道。

路侧电子报数器 用户可利用手机APP检查到
附近未被占用的停车位

（4）智慧停车——协调供需矛盾。

通过手机APP等智能工具实时显示共享停车信息，在居住区和商业办公楼、居住区和文化体育场馆

之间形成错时停车位互补共享。

通过路侧电子报数器，实时播报周边地区地面及地下停车场剩余停车位数量，并设置清晰的引导标

识，避免不必要的地面交通压力的产生。

设置智能收费设施，逐步实现路侧停车电子收费。

通过智慧停车云平台提供准确停车信息，提升便利度。

交通信息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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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智能集约的街道设施
Intelligent intensive street furniture

建立智慧设施交互系统，集成智慧服务设施。

(1) 设施集约化—推广多功能于一体的街道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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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杆合一：将道路照明、交通标识牌、信息牌杆、监控杆、信号灯杆进行整合。鼓励尝试更具创新

性的合杆设备，做到高效设计，精细化管理。

多箱合一：在城市公共地带设置一个固定弱电多合一箱体，将通信、广电、监控等线缆集中在一个

箱子内，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从而实现城市道路空间的综合利用和资源共享。

多杆合一 多箱合一

街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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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施智能化—提高智慧设施交互体验。

① 利用智慧设施交互实现信息实时收集、整合与发布，协调好公共服务配置、停车供需关系等。

智慧监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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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智能报刊亭 公共艺术装置

② 鼓励街道家具的智能化与交互化，对现状公共电话亭、书报亭、公交车站、废物箱、井盖等设施

进行功能整合与智能化改造，设置交互式信息系统，提供各类信息、自助零售、休憩娱乐、 WIFI、

充电桩位等服务。

③ 通过街道家具及公共艺术装置，扩展声音、图像、天气、触觉等传播媒介，提升使用者交互体验。

鼓励智能化的信号灯时间控制，在行人过街频繁的区域宜设置行人可控信号灯，考虑行动不便的人

的过街需求；鼓励在人行过街处设置红外感应提示装置。

（3）管线布设智能合理—优化管线布置，合理集约的布设市政管线。

②优化电力架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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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街道井盖布设

逐步推广智能井盖，实时监控网络覆盖范围内的窨井盖异动，对井盖进行智能化的管理与维护，保

障“脚底下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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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管线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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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全运行水平。

①优化管线布置

• 市政管线可采用微型管廊、缆线管廊等形式，有规划绿带则设置于规划绿带内，无规划绿带，

则设置于建筑退距区域或人行道下；

• 综合管廊通风口等高出地面的设施，有规划绿带宜布置于规划绿带内，无规划绿带则宜布置于

设施带内；

• 无条件进入微型管廊的市政管线，有规划绿带则宜布设于规划绿带、分隔带下，无规划绿带则

宜布设于建筑退距、 人行道下，尽量避免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道下管线的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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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照明综合信息管理平台 智能绿化

② 智能环保设施融入环卫系统，在沿街人流密集处设置智能感应环卫设施；监测数据应通过分析平

台与交通、安防数据整合，提升数据挖掘效益。

（4）环境智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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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通过智能环境监控提升街道环境水平，设置环境监测传感器，对沿街噪声、空气质量、温度进行

实时监测。

智慧环卫系统

③ 城市功能照明建设完善“三遥”（遥测、遥控、遥信）控制系统，逐步建设运行路灯单灯控制系

统。与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等协同共享，提升智慧化、精准化管理水平。城市景观照明推行使用

集中式、智能化景观照明控制系统，按照平日、一般节假日和重大节日等不同等级运行；

对街道绿化进行监测，根据湿度对灌溉时间和水量进行智能调节。

地下管线信息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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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智敏共享的系统平台
Smart shared system platform

打造智慧综合管理平台，提高信息管理效率。

(1)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实施“互联网+城市管理”行动构建智慧城市管理新体系。

整合多方街道数据，建立数据监测管理平台，建设综合智慧管理平台，服务街道管理运营决策。加

强街道环境智能感应与监测保护，通过智能分析平台，开展终端数据分析并自动识别特殊情况和突

发事件。

(2)智能监控—实现街道监控设施全覆盖、呼救设施定点化，提高安全信息传播的有效

性。
监控分析智能化维护城市安全，提升街道监控覆盖率。

安全设施智能化关注弱势需求，设置针对行动不便人群（如老人、残疾人、儿童）的通行安全设施。

电子预警实时化辅助治安防范，设置电子信息屏。

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街道监控设施 街道电子显示屏



2.5低碳健康的绿色街道
Low carbon healthy green street

倡导市民绿色出行，加强对雨水径流的控制，建

设公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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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丰富的生态景观

通畅便捷的绿色出行

循环持续的海绵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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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通畅便捷的绿色出行
Ensure priority green travel

倡导绿色出行，鼓励步行、自行车与公共交通出行。

（1）分配道路空间时，应优先保障绿色交通空间与相关设置需求。

加强轨道交通、公共汽车交通、步行与自行车交通之间的高效接驳，优先保障绿色交通换乘的空间

及设施需求。多种交通方式接驳时，优先排序为：步行＞轨道交通 ＝公交车＞非机动车＞出租车＞

小汽车。倡导绿色出行，减少机动车出行。在远郊地区的轨道站点首末站，应根据实际需要设置

P+R停车场/楼，并加强轨道站点与停车场/楼的衔接设计，为P+R出行模式提供良好条件。自行车

道设为红色，自行车道为自行车专用。慢行步道设为蓝色，供市民休闲散步使用。

（2）路侧非机动车停放区和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应按照小规模、高密度的原则进行设置。

非机动车停放区服务半径不宜大于50米；公共自行车租赁点服务半径以250米左右为宜，并结合轨

道车站、广场、重要公共建筑等人流集散地设置。

空间有限时，优先保障自行车停放和公共租赁设施的空间需求。沿街建筑应在地块内或结合退界空

间提供非机动车停放区域， 满足长时间停放需求。路内可设置少量非机动车临时停放设施。

在目的地、公交车站、商业区域增加非机动车停车，其中商业区停放区域应靠近非机动车道。

在道路空间较为紧张的情况下，可通过设置自行车专用车架等方式，优先保障自行车停放。

红色的自行车道 蓝色的慢行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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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将公交车站、轨交车站、非机动车停放设施与重要公共开放空间和公共服务设

施进行整合，方便不同交通方式相互衔接转换。

应结合公共开放空间、重要公共服务设施设置公交车站。结合轨交站点、公交车站、公共开放空间、

公共服务设施及其他主要出行目的地设置非机动车停放设施和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并配备相应遮蔽

设施。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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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加强交通标识的可见性，设置地图提供站位、线路及周边换乘信息。

（4）轨交站点周边应形成连续、便捷的换乘路径。

强化街道与轨交站点的连接，强化无障碍与可达性，便于各种绿色交通方式换乘。

临主次干道设置轨交车站时，应在道路两侧分别设置出入口；单侧设置出入口时，应提供舒适、安

全的过街设施。

（6）以容定量，优化共享单车停放。

以容定量，合理停放，基于交通供需分析，合理管控共享单车投放量；科学布点，顺畅接驳，按照

“流线安全、便捷取放、规模适宜”的原则，结合交通接驳节点设置自行车停放点。规范空间，智

能管理，多方参与，共管共治。

轨交车站和非机动车换乘 公交车站和非机动车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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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层次丰富的绿化景观
Rich layers of green landscape

提升街道绿化品质，兼顾活动与景观需求，突出生态效益。

（1）合理布局街道绿化，通过多种方式增加街道绿量，发挥街道遮阴、滤尘、减噪等

作用。

分隔带绿化包括中央分车带、两侧分车带、人行道绿带和路侧绿带。两侧分车带主要用来隔离机动

交通和非机动交通；人行道绿带是指用于隔离行人与车辆的绿带；路侧绿带是指布设在人行道边缘

至道路红线之间的绿带，包括一般路侧绿带、路侧滨水绿带、路侧护坡绿带。

中央分车带

自然式种植：适用于中央绿化带呈不规则式、有地形变化或规则式，但宽度在8米以上的分车绿带。

规则式种植：适用于中央绿化带呈规则式且宽度小于8米的分车绿带。

自然式种植中央分车带 规则式种植中央分车带

潍坊潍安路经十一路济南卧龙路

两侧分车带

宽度大于1.5米，以乔木种植为主，并应乔木、灌木、地被相结合。

宽度小于1.5米，以灌木种植为主，结合地被或草皮简洁处理。

苗木规格以胸径8-10CM为宜，灌木宜常绿。

乔灌草组合式两侧分车带 草皮灌木结合式两侧分车带

淄博南京路潍坊友爱路 临沂XX路济南经十路

潍坊潍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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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车带绿化宽度

靠车行道的行道树应满足侧向净宽的要求外，株距为4-10m。

中间分车带与路侧带上的行道树的枝叶不得侵入道路界限。

弯道内侧及交叉口视距三角形范围内不得种植高于最外侧机动车道中线标高1m 的树木。

绿化种植类型 绿化带净宽度（m）

单行乔木 1.5 - 2.0

双行乔木平行 5.0

双行乔木错列 2.5 - 4.5

灌木 0.8 - 1.5

草皮及地被 0.8 - 1.5

（2）行道树选择上宜选用树形整齐、冠大荫浓、枝下较高；生长迅速、耐修剪、易成

活、宜养护，病虫害少的乡土树种。选择花木及色叶植物，增加景观层次性、色彩多样

性和街道识别性。

建议优先考虑对环境适应性较强的行道树树种，行道树不仅考虑美观性，还应该考虑到它的功能性。

除了美化城市的功能还要净化城市空气，吸收车辆噪音。行道树适宜选择树干较直，花果叶无异味，

无毒无刺激等特点。对有害气体吸附强，树叶密实的树种是城市行道树的首选。绿化种植应利用不

同的形态特征进行对比和衬托，注意纵向的立体轮廓线和空间变换，做到高低搭配，有起有伏，并

对不同花色花期的植物相间分层配置，使植物景观丰富多彩。

（3）避免沿街绿化及停车遮挡视线。

避免设置过高、过于密集的沿路绿化，确保机动车与慢行交通之间的安全视距。交通流量较大的路

段禁止设置路边临时停车，交通流量较小的支路的路内停车带禁停中大型车辆，避免车辆对道路行

车视线的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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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树木与架空电力线路导线的最小垂直距离参考。

在分车绿带和行道树绿带上方不宜设置架空线。

必须设置时，应保证架空线下有不小于9m的树木生长空间。

架空线下配置的乔木应选择开放型树冠或耐修剪的树种。

电压（KV） 最小垂直距离（m）

1 - 10 1.5

35 - 110 3.0

154 - 220 3.5

330 4.5

（4）设置于人行道的树池应布局得当，不干扰行人通行。

应根据行道树的种类预留足够的树池，树池直径宜在1.2米以上。行道树土球应与地面保持合理的位

置关系，过高容易树根顶砖、过低树木不易成活。

人行道宽度足够时，宜尽可能预留较大的树池；

人行道宽度不足时，可对树篦子进行设计，使树篦子也可供通行；或者使树坑下沉，以缩小树池尺

寸，并用与地面铺装类似的树篦子覆盖树池。

树篦子提供一定通行空间

树篦子保障出行畅通窄路避免抬升式树池阻碍行人通行

未加树篦子的树池缩减通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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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循环持续的海绵设施
Sponge streets with continuous circulation

对雨水径流进行控制，降低环境冲击，提升自然包容度。

（1）人行道鼓励采用透水铺装，非机动车道可采用透水沥青路面或透水水泥混凝土路

面。

透水铺装按照面层材料不同可分为透水砖铺装、透水水泥混凝土铺装和透水沥青混凝土铺装，嵌草

砖、园林铺装中的鹅卵石、碎石铺装等也属于渗透铺装。鼓励步行通行区采用透水沥青混凝土铺装，

兼顾轮椅、婴儿车与拉杆箱通行需求。

（2）可结合实际需求，因地制宜沿街设置雨洪管理设施。

雨洪设施可以收集雨水并净化污浊的地表径流，从而缓解路面积水问题和保证地下水的洁净。空间

较紧张的街道可以设置雨水种植沟等下凹式景观空间；空间较为充裕的街道或拥有较宽人行道的街

道，可设置雨水花园等雨水收集与景观一体化设计的设施；也可设置较宽的雨水湿地。

渗 滞蓄

净 用 排

（3）下凹式绿地空间缓解路面积水。

建议街道绿地标高低于路面标高 100-200 毫米左右，道路坡度在 1.5% 左右，可使路面上的雨水流

向街道绿地。不仅可以缓解路面积水问题和减少雨水径流污染地下水等问题，还可以解决景观灌溉

用水匮乏问题。

海绵示意图





实施机制3





3.1 建设工作模式

3.2 实施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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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建设工作模式
Street Design Work Mode

组织阶段

由政府主导，根据本城市的发展目标，以及专家和公众的意见，确定需

要建设改造的街道，收集具体信息，挖掘存在的问题，并在街道建设过

程中起到牵头的作用。

设计阶段

由部门或业主单位牵头，组织多专业技术人员、专家和相关群众参与完

成，鼓励搭建交流平台，共享基础资料，提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建设策略

和方案，履行相关手续。

施工阶段

按照工程建设程序开展施工，施工过程中需要政府部门和建设单位、勘

察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相互协调配合，街道沿线单位

支持配合，强化建设质量和细节管理，保障街道建设能够高质量完成。

验收阶段
公众或者专家对街道建设实施后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对实施后实际使

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馈，总结设计经验，在以后的建设工作中提升。

3.2实施策略建议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suggestions

公众参与

街道建设导则是面向街道相关的管理者、设计师和相关市民，应当通过各种宣传途径，让公众认识

到街道属于公众，并采纳公众对街道建设的意见。

在项目立项前，应积极听取街道周边生活的城市居民的问题反馈，为居民提供信息交流平台，听取

居民的意见和建议，根据问题情况，明确哪些街道急需改造和问题急需解决，为下一步项目的立项

和组织提供参考。在建设过程中，将解决公众的问题作为基本的目标之一，在审查阶段要听取公众

的意见，施工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起到监督的作用。评估阶段，引入评价机制，通过反馈平台总

结当前项目存在的问题，为以后的工作提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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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实施

针对街道建设实施中涉及主体多、实施情况复杂的特点，应注重形成弹性灵活的建设实施机制，通

过分期实施、建设协调、临时性改造等方式，推动街道建设有序实施。

（一）分期实施

在街道建设与改造的实施过程中，资金、措施强度、土地权属等因素都可以决定建设措施的分期

统筹。地下管线、道路基础设施以及市政绿化部分可以先期、同步实施，资金依赖度强、产权复

杂、牵扯多房产权人等的改造措施可以视情况、分批弹性实施。

（二）人行道与退界空间建设协调

对于新建地区临开放式退界的路段，可在形成人行道与退界空间整体设计方案的前提下，结合道

路工程先期建设简易人行道；待地块开发时，可结合地块诉求，对原有整体设计方案进行优化完

善，结合建筑工程，对人行道与退界空间进行整体翻建。

（三）临时性改造

鼓励通过划线、盆栽等临时性方式对道路断面布置和路缘石、转弯半径进行调整，快速实现增加

慢行空间、设置休憩节点等目的，并对实施情况进行评估，为持久性改造方案提供参考。

保障机制

（一）强化责任落实

各责任部门要细化分解各自所属的街道领域任务，量化任务指标，明确责任；明确牵头单位，沿街

业主等各方职责，加强统筹协调，参与单位积极配合支持，形成工作合力。制定合理的建设分担规

则，形成一体化的管理机制。

（二）建立表扬机制

建立街道评价体系，鼓励符合设计导向的街道设计与建设。表扬对象应当包括相应部门、基层政府、

开发公司以及设计师。对提供开放地块内部公共通道、 开放退界空间并提供相应设施的沿路业主和

商户进行鼓励表彰。

（三）加强要素保障

优化城市建设管理领域财政资金投入结构，加大对街道建设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等公益性设施投入。

创新资金筹集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街道项目。在各类建设中，优先保障市政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

（四）注重氛围营造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媒体作用，采取专栏报道、政策解读等方式，加大宣传规范

街道公共场所的行为礼仪，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共同维护街道环境的积极性、主动性，联合社区开展

活动，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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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体系

目标层 子目标层 指标层 评价层

安全街道

优先等级
是否满足人行——公共交通——自行车——汽车

的通行优先等级

根据建设
情况逐一

赋分

慢行空间

机动车道最高限速是否符合街道等级标准

人行道功能设施配置情况是否合理

过街设施间距是否合理是否侵占人行道

过街信号灯周期是否合理

较宽十字路是否设置全相位人行道

安全岛设置是否满足要求

街道设施

人行道铺装是否满足防滑要求

人行道沿街设施是否进行警示

人行道夜间照明灯的数量与亮度是否符合标准

人行道无障碍设施是否满足要求

较宽路口是否设施人行天桥、过街地道等设施

是否划定足量的非机动车位

非机动车位是否侵占人行道

沿街绿化是否对转弯车流存在遮挡视线问题

连续通畅的骑
行网络

非机动车道与机动车道是否有设施隔离

非机动车道是否有独立铺装或明显指示牌

十字路口处非机动车是否有独立等待区域

非机动车道是否与上下公交车人流有冲突

活力街道

功能用地的复
合多元

沿街用地是否复合

根据建设
情况逐一

赋分

沿街业态是否多元

沿街出入口功能是否多样

出入口的标识性是否明显

街道空间的尺
度

由行道树、围墙所形成的界面是否有序

贴线率指标是否符合城市设计研究的规定

街道空间的高宽比是否合理

环境设施的舒
适便利度

生活型街道是否设置休憩设施

交叉口、出入口处是否提供公共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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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层 子目标层 指标层 评价层

人文街道

空间肌理的传承延续

街道建设是否对具有历史价值的街道空
间有严重破坏

根据建设
情况逐一

赋分

街道设施是否有体现城市特色的元素

齐鲁文化的底蕴彰显
历史街区的空间设计与立面设计，是否

有彰显“齐鲁文化”的元素

生活文化的交互融合
街道是否具有供社区使用的独立的文化

宣传空间与居民活动空间

特殊群体的人文关怀

特殊群体行走辅助设施是否完善

学校周边是否有安全警示设施

学校周边车辆最高限速

智慧街道

街道设施
设施建设情况及集约程度

根据建设
情况逐一

赋分

设施智能化及交互体验感

交通服务

智能公交设施和停车系统是否完善

智慧慢行是否便捷

智慧车道是否高效

市政环卫

环卫系统建设情况是否满足要求

智能照明绿化建设情况

综合管线入廊情况

系统平台

城市综合管理平台是否完善

监控设施是否全覆盖

环境监测情况是否实时

绿色街道

绿色交通

绿色交通空间是否满足要求

根据建设
情况逐一

赋分

多种交通换乘衔接是否合理

换乘节点标识信息是否完善

出入口的标识性是否明显

景观绿化
道路绿化的覆盖率是否满足

种植效果是否美观

海绵街道
街道建设是否符合山东省《海绵城市设

计规程》





附则4





4.1 山东省地势特征

4.2 设计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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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境内中部山地突起，西南、西北低洼平坦，东部缓丘起伏，形成以山地丘陵为骨架、平原盆

地交错环列其间的地形大势。泰山雄踞中部，为全省最高点。境内地貌复杂。平原主要分布在鲁西

北地区和鲁西南局部地区。山地丘陵主要分布在东部和鲁中地区。滨海地区是临渤海和黄海的地市。

根据各地市特色划分平原、滨海、山地/丘陵三大地区。

4.1山东省地势特征
Characteristics of cities and prefectures in Shandong Province

平原地区

平原地区

山地/丘陵地区

山地/丘陵地区

滨海地区

滨海城市·烟台 山地 丘陵城市·临沂

平原城市·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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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城市：

平原地区的街道限定因素较少，路网街区的呈现基本以棋盘方格网的布局为主，老城片区明确路权，

保障行车有序，新城区域避免较大的街阔比，较为规整的棋盘格交通网络，因北方的气候特征，行

列式的建筑及点式高层是建筑的主流形式，这种肌理极易形成单一重复的街道界面，大量的山墙面

向东西向，在街道建设过程中，应综合考虑街道类型和街道等级，避免出现“孤岛式” 的城市肌理。

设计原则

滨州市道路网

东营 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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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城市：

滨海城市的道路网向心和向海特征较为明显，需结合地区特定的地理、气候条件和历史文化背景。

道路在满足通达要求的前提下，应更注重慢行体验，滨海城市应尊重和适应场地原有的生态自然条

件，降低机动性交通，以慢行交通为主。

避免过大的街廓尺度，以人的尺度替代车的尺度，形成良好的街道空间。

滨海路的设计避免海洋与内陆的割裂，增加生态绿化景观，结合休闲步行与健身漫步的需求，形成

连续而富有特色景观体验的漫步道、健身跑道和非机动车道。

青岛 威海

青岛市道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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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丘陵城市：

山地丘陵城市传统的街道空间多依据地势而曲折回转，道路宽度、坡度等根据地形变化而变化，街

道空间形态变化有序、尺度宜人、与建筑联系紧密。

街道线位结合自然要素：山地城市由于受到自然地形条件的限制，主要街道往往呈带状发展。同时，

山地城市常常有河流经过，水系对街道形态产生重要影响，根据地形的限制而长短不一，易形成鱼

骨状的街道体系。

结合等高线：在充分调查和了解场地原始地形特征的基础上，顺应其特征，因地制宜地规划布局，

形成自然、流畅的街道线型。

山地城市顺应地形布局，经过长时间的演化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街道空间形态。与平原城市相比，

不同点在于街道的高低起伏和坡度变化。

街道设计应结合现有地形，减少土方搬运，避免不必要的资源和能源浪费。街道空间应适应场地特

征，做适当的弧形、起伏和转折，塑造街道特色景观和以步行为主的自然景观型通道。

鱼骨道路

泰安

泰安市道路网

淄博博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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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界面

沿线分布有居住社区、商业商务、学校等城市生活功能空间，建筑界面较为围合的空间。

空间需求

宁静安全：营造适合漫步的宁静安全街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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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环境宜人、亲和、富有魅力的街道空间，增加富于人性关怀且与环境相协调的

家具设施等。倡导当地居民参与街道设计，凸显街道文化。

推荐街道断面

合理划分路权，重塑街道秩序；设置交往、交流与休憩
活动空间；增设商业外摆，活跃建筑前区。

缩短绿化带长度，营造休憩空间；增设商业外摆，
活跃建筑前区。

附
则

4.2设计引导
Design guidance

生活型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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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图

设共享停车带，明确步道空间；路口紧凑设计，
保证过街安全；道路中段设置安全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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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界面

主要为城市主干道，沿线分布有商务办公、文化体育设施等城市空间，或者道路两侧为防护绿地等

开敞空间。

空间需求

应根据步行交通、公共交通、非机动车交通、私人机动车交通的需求对空间进行统筹分配，并对优

先级较高的交通方式进行优先保障。

交通性街道应优先保障机动车交通空间，应尽量进行机非分隔。

减噪、降污。通过采取特殊材料降低交通带来的环境影响。

推荐街道断面

合理的空间分配，优先保障路侧分带宽度，种植行道树进

行机非隔离；设置便捷的街道设施，保障过街安全。

采用较矮的栏杆进

行机非隔离，提供

三条机动车道。

设置路中人行横道

时，利用停车带空

间设置路缘石突起，

缩短行人过街距离，

并提高行人的可见

性。

附
则

交通型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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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图

设置两条机动车道，保障双向行驶与机非分离。 中央设置慢行车道，允许机动车单向行驶，

单侧种植行道树，保证基本步行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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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界面

沿线分布有公园绿地、防护绿地、滨水空间等城市开放空间，或者道路两侧历史风貌特色突出。

空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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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学品质突出。强调街道个性、可识别性和美学品质，与当地景观特色相结合，注重自然生态和人

工艺术的结合，形成城市标志性景观文化街道。

推荐街道断面

结合开敞空间设置便利、人性、具有特色的城市家具；

非机动车道两侧种植两排行道树，提升骑行的景观体验。

两侧人行道结合建筑退界进行设计，增加休闲设施，增强街道

活力；中间设置景观活动带，提供休憩与外摆空间。

附
则

景观型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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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图

降低机动车交通

性，以慢行交通

为主，增加生态

绿化景观，结合

休闲步行与健身

漫步的需求，临

公园、绿地设置

漫步道、跑步道；

局部可设置路侧

停车。

采用非对称断面，

一侧形成较宽的

活动区域与水平

线位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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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界面

沿线分布有工业建筑或产业类建筑，建筑界面较为封闭，建筑高度较低矮。

空间需求

完善的慢行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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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植草沟、蓄水池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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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街道断面

意向图

人非共板一体化慢行空间打造；通过街道设施和公共艺术品彰显企业文化；采

用人行道专用智能照明灯杆；设置非机动车停车空间。

附
则

产业型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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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界面

沿线分布有工业建筑或产业类建筑，建筑界面较为封闭，建筑高度较低矮。

空间需求

完善的慢行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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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植草沟、蓄水池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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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街道断面

意向图

人非共板一体化慢行空间打造；通过街道设施和公共艺术品彰显企业文化；采

用人行道专用智能照明灯杆；设置非机动车停车空间。

附
则

产业型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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