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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treet Construction Based on Compact City: A Case Study on Streets of Lyon, France

基于紧凑城市理念的街道建设探析 
——以法国里昂城市街道为例

张磊  陈宇
Zhang Lei, Chen Yu

从传统城市的街道生活，到工业

城市汽车对街道的侵蚀，再到新城市

主义倡导的城市街道人性的回归，街

道一直是理解城市发展的重要方面。

传统的欧洲城市大多秉承“紧凑城

市”的理念，强调城市应当边界清晰，

用地高密度，功能混合，社会和文化具

有多样性，并以保持安全的步行环境、

安宁的生活质量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目

标。在这一背景下，欧洲城市普遍采用

小尺度、窄路幅的一块板街道作为主要

断面形式，法国历史古城里昂即是这样

一个典型。里昂是法国第二大城市，市

区居民约 120 万人，汽车约 50 万辆。

为满足现代城市的交通需求，里昂在通

过城市街道引导城市紧凑化建设和土

地复合功能利用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

索。如今在里昂城区，基于一块板的道

路系统，已发展有地铁、公共汽车、有

轨电车以及公共自行车等多种公共交通

形式，较好地实现了城市街道在引导紧

凑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1  紧凑的街道布局

作为典型的紧凑城市，里昂城市

特征显著：保留欧洲传统城市的小尺

度街区，适宜步行的高密度路网结构，

完善的轨道交通系统，混合布局的城

市功能。所有这些紧凑性结构的骨架

便是典型的一块板街道，它在城市整

体建设和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性

作用（表 1）。

1.1  一块板街道断面
由表 1 可以看出，里昂的城市街

道在一块板断面基础上发展出多种差

异化形式，以适应各地段空间限制和

交通方式的需求差异。在街道尺度上，

根据新城和老城不同开发密度的交通

需求量，适当调整一块板街道的车道数

量，通过对每条街道空间的精细考量，

在满足交通需求的同时，节约城市土

地，提高城市紧凑度，实现现代交通方

式对城市的缓和有机介入，避免城市化

过程对城市原有紧凑格局的剧烈冲击。

正是通过小街区尺度和一块板街

道宽度的控制，构建形成了紧凑的街

道布局，交通方面提供了多路径选择，

提高了城市交通的运行效率。而小街

区形成了更多的临街界面，丰富了街

道功能，有利于重塑街道活力。

1.2  街道布局与交通管理
里昂富维耶山角老城区以及半岛

区一直较好地保护着原有城市的肌理

结构（图 1），保持着典型的欧洲城市

一块板的街道模式。罗纳河右岸的新城

区在城市开发建设中，虽然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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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街区与街道尺度对比

 排水体

制
老城区及半岛区 新城区

城市街区

尺度

街区尺度多样，多为 30 m×50 m、

30 m×100 m、40 m×50 m、70 m×100 m、

100 m×100 m

70 m×100 m 或 50 m×50 m

一块板街

道尺度

多为 6~10 m，少数主要街道为 15~20 m 多为 10~12 m，较多街道为 18~22 m，仅少数街

道为 8 m

街道形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调研数据绘制，街景来自谷歌地图

受到现代城市快速膨胀的影响，但新城

街道仍然延续着老城区传统的一块板

街道断面，并未盲目修建多块板的宽

路幅道路，而是通过高密度路网提高

了各种交通方式，尤其是慢行交通和

公共交通的可达性，实现城市的紧凑

性。考虑到小街区路网结构造成过多

的交叉口冲突问题，在里昂城区范围

内实行整体性的单行道交通组织模式，

以减少过多交叉口造成的交通冲突，

保证一块板道路的通行效率，以此也

为路边停车创造了可行性条件。同时，

通过各类静稳化措施保证了街道安全，

大大提高了路网的通行效率和街道空

间的使用效率。由此可见，一块板街

道断面和尺度对于保持城市整体的紧

凑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前提

是需要结合交通管理模式及交通设施

进行整体性的布局才能充分发挥紧凑

街道布局的优势与潜力。

2  复合的街道功能

里昂不仅有紧凑的街道整体布局，

其紧凑城市功能更多体现在对街道空

间的复合利用方面，尤其是发展成熟的

街道停车系统和完善的公共空间，为

城市节约了大量的土地资源。

2.1  高效的街道停车空间
（1） 路边停车

路边停车作为一种集约利用土地

的停车方式，由于大多未能实现路网

结构、交通模式与停车方式的契合，

而被认定为有碍城市交通。而在里昂，

布局合理的单行交通模式为路边停车

创造了良好条件，使路边停车优势得

以完美体现。

图 1  里昂城市肌理（上），里昂街道图底关
系（下）

资料来源：上图来自谷歌地图，下图为作者绘制

室外咖啡台室外咖啡台 步行道 街边停车道

街边停车道 街边停车道街边停车道

人行道

人行道 人行道

人行道       街边停车道  单行道     有轨电车专用道      人行道

人行道       街边停车道   单行三车道   公共汽车、自行车混行道      人行道

人行道       街边停车道     机动车单行道        自行车专用道      人行道

人行道      街边停车道    机动车单行道     公共汽车专用道     人行道

人行道        街边停车道        混行双向车道        街边停车道        人行道 人行道     街边停车道    公共汽车自行车混行道    单行两车道   自行车专用道     人行道

人行道

人行道 人行道

单行道

自行车、机动车单行道 混行双向道

实践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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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昂典型的一块板城市街道上，

路边停车充分发挥了其在整体停车系统

中的两大作用：1）交通上实现昼夜不

同时段停车需求的互补。在城市功能混

合的街区模式下，白天时段满足城市生

活的临时停车需求；夜间时段则被在此

区域居住的人群继续使用，提高了停车

空间的全天时段的使用效率。2）更重

要的是，路边停车可以作为步行的安全

屏障。通过停车自然分割步行与车行空

间，形成“多块板”的功能区，不仅使

一块板的街道空间更加紧凑，而且隔断

步行人流与车流的直接接触，提高步行

和自行车的安全性（图 2）。
（2） 地下停车

对于主要商业及人流密集区，除了

结合一块板的城市街道停车，里昂还大量

发展地下停车系统，满足了区域的停车需

求，同时也把城市土地归还给公共空间及

城市街道生活。具体措施如下：在里昂，

对于有地下停车设施的区域，均禁止地面

停车，地下停车也多结合城市广场，步

行街等设置，并配合有完善的公交系统，

提高了公共空间的使用效率和商业活力

（图 3）。通过地面停车地下化及停车楼

集中化，把更多的地面空间转化为公共空

间，实现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充分发挥

土地的价值（图 4, 图 5）。
无论是路边停车，还是结合公共空

间的地下停车，由于基于出行目的地就

近停车，每一条街道的停车位及地下停

车位都被全天各时段充分利用，极大提

高了城市停车设施用地的使用效率。

2.2  多功能的线性公共空间
一块板道路作为欧洲“共享街

道”理念的产物，通过把步行活动和汽

车行使统一在一个共享层面上，形成了

连续的表面，强化了街道空间整体感

（图 6）。在此基础上，里昂主要通过

以下两种方式实现了街道的多重用途，

使街道成为一个混合用途的公共领域。

（1）街道作为广场及开放空间的延

续，成为线性的公共空间。沿街的室外

咖啡吧及商业橱窗作为点源式的公共空

间，把整个街道的公共生活串联起来，

保证街道活力的线性连续（图 7）。
（2）重视街道交通枢纽的公共空

间功能。例如，里昂新城区交易所广场

通过街心广场整合了被多条交叉街道分

割的零散空间，利用地铁站口带来的步

行人流，采用空间的完形设计手法，巧

妙聚集街道节点的公共空间活力（图 8,
图 9）。经过这样的空间设计，公共交

通枢纽不仅能满足单一的交通功能，还

通过合理的复合功能组织及空间分流，

把消极的交通空间转化为聚集活力的街

头活力场所。

为保证街道复合功能的切实利用，

里昂建立了基于使用需求的多方考虑机

制和完善的管理措施，以避免各功能主

体之间的冲突，如对于路边停车，里昂

建立了完善的路边停车管理自助系统；

对于街边商业对街道空间占用时间、方

式等，都做出了细则规定，保证街道空

间的高效有序利用。

图 2  路边停车使一块板街道空间更紧凑
资料来源：李迪华摄

图 5  滨水驳岸停车楼
资料来源：李迪华摄

图 3  广场与地下停车场结合
资料来源：李迪华摄

图 6  街道与广场形成一个整体

图 7  精美的橱窗和室外咖啡座将街道串联
起来

图 4  停车场改造为街心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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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道路交叉口汇集的交易所广场
资料来源：谷歌地图

图 11  点式栏杆强调自行车道与步行道边界
资料来源：李迪华摄

图 10  车站站台和交叉路口的“可探知警
示”铺装

资料来源：李迪华摄

图 9  整合交通节点为完形的公共空间

图 12  通过铺装及石材分割出过街通道 图 13  车行道与人行道之间的卵石铺装

实践综述 

3  人性的街道感知

从宏观层面的紧凑街道结构，到微

观层面的人性街道设施，紧凑的街道空

间理念在里昂街头无处不在。

3.1  街道的安全——现世关怀的盲

道设施
盲道是无障碍设施的重要组成部

分，盲道系统注重寻路系统的作用，但

如果缺乏相应的辅助设施，其基本无法

实现设计功能，反而因大量占用街道

地面，导致街道整体环境品质的降低，

也给轮椅使用者和老年人对街道空间

的使用造成影响。因此，欧洲城市注重

盲道的警示指引作用及无障碍通道的

实际功能，并非机械式的连续盲道铺

设，而是在一些可能对视残者造成危险

的地带（交叉路口、火车站台）用 “可

探知警示”来加以提醒（图 10）。
里昂虽然没有修建遍布城市每条

街道的盲道系统，却通过道路交叉口点

式栏杆、不同的地面铺装等强调步行

道的边界（图 11），以无障碍的水平通

行来保障所有人的安全步行环境（图

12），街边停车也一定程度强化了这种

街道的安全性。经过训练的视残者只

要进入步行系统，借助步行边界进行

辅助定位和引导，就可以保证基本的

安全通行；当然还可借助便利的残障

人士服务中心完成长距离的出行需求。

里昂乃至欧洲城市的这种“通用”的

街道设计提高了街道空间的使用效率，

节约了街道空间，是紧凑城市设计细

节的完美体现，是基于功能使用的现

世关怀。

3.2  街道的秩序——无处不在的街

道边界
凯文 · 林奇认为边界是构建城市意

向的关键要素之一，边界在里昂统一的

一块板街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是根据街道功能的不同，里昂每条

街道都以不同的方式强调了各种边界

（自行车道与步行道，人行道与机动

车道，机动车与有轨电车道等），使得

一块板的街道演绎出多样的断面结构。

清晰的街道空间是良好秩序的保证，提

高了交通效率和安全性，甚至明确的

空间关系还为植物的生长赢取了适宜

的空间与环境，形成高效、紧凑的城

市空间。

边界作为设计语言极大地丰富了

街道空间的细节。车行道与人行道边

界处的卵石铺装，既有利于雨水下渗，

也发挥了交通静稳化的功能（图 13）；

通过步行街地面的抬升自然形成台阶

作为街道与广场的边界，边界明确且

空间过度自然。点式的栏杆分割出车

行道边界，较好地保证了广场空间的

整体性（图 14）；自行车道和人行道

虽处同一慢行板块，但利用铺装和行

道树加以分割的手法（图 15），很好

地形成不同的边界，协调了行人、自

行车与机动车的冲突，真正实现了快

慢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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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台阶作为街道与广场的边界

图 18  河道对岸教堂的独特造型丰富了沿街
城市立面

图 17  街道末端的小教堂增强街道空间亲和力

图 15  利用铺装和行道树加以分割的自行车
道和人行道

图 16  山顶教堂作为街道对景制高点

3.3  街道的灵魂——让人感动的城

市对景
教堂作为欧洲城市发展的主要建

筑，在营造街道空间上起到重要的作用。

一块板的街道断面，复合的街道功能是

紧凑城市的物质空间要素；而控制街道

对景的教堂及其他可以构建城市意向的

标志物，则从心理感知的层面实现了城

市空间的紧凑。

欧洲城市形态较为均质，街道对

景是在紧凑的街道格局中强化街道感

知的重要手段，形成了城市独特的空

间秩序。虽然里昂街道是单一的一块

板结构，街道立面统一，街道空间均

质化，但街道却不显乏味，反而处处

有不经意的感动，这正是利用街道对

景而非壮观的街道本身形成了强烈的

街道感知（图 16—图 18）。

4  结语

紧凑的城市是以紧凑的街道结构作

为基础，里昂正是以城市街道诠释了一

种紧凑的生活态度。无论在延续传统街

道格局，强化街道空间的复合利用，还

是在基于现世关怀的人性街道认知方

面，里昂都用一种紧凑、谨慎的精神在

实践紧凑城市的理念。

城市街道的生态、安全及舒适并不

需要以土地为代价进行补救，更需要对

待街道空间精细、谨慎的规划模式的转

变。因此，本文从城市街道角度进行里

昂紧凑城市建设的经验的讨论，在若干

方面提供了“可能性的参考模式”。在

进行国内紧凑城市实践的过程中，更需

要针对地区的独特性进行进一步的可行

性研究，制定相应的紧凑策略。

注：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图片均为作

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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