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保护模式下的道路交通功能分析
——以苏州人民路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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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城作为人类历史文化的载体成为全世界宝贵的文化遗产，其内部道路网络是历
史长期形成的结果。本文从古城保护的角度出发，分析古城内部道路功能的特殊性。进而对苏
州人民路这一贯穿古城的交通干道进行道路交通功能分析，指出其成功与不足指出，对国内其
他类似城市的道路功能定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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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与城市各种建筑的布局、土地利用的分布相辅相成，并对城市的景观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般城市中，道路网络由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和支路等构成，功能不同，服务于不同的交
通及城市功能。但是在具有历史文化保护价值的古城中，道路体系往往是长期形成的脉络，在
古城保护的模式下，改造的空间有限。古城内很难按照主、次干道和支路的体系分析其路网功
能与结构。本文从古城保护的模式出发，对道路功能进行分析，并且以苏州人民路为例，分析
了其作为贯穿古城南北方向交通干道的特性，指出其成功与不足之处，希望能对类似城市出现
的问题提供一个参考。

1

古城的保护

1.1 古城保护的内容
古城保护的内容经历了一个从局部到整体，从物质到精神的发展过程：从对象上看，由仅
对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建筑进行保护发展到重视因时光的流逝而获得文化意义的一般建筑的
保护；从范围上看，由建筑本身拓展到对周围建筑环境，自然环境，历史环境，相关的街区和
城市；从深度上看，由单纯物质保护延伸到城市精神文明的延续。
不难看出，作为古城主要脉络的道路街巷是古城保护的重点内容之一。在古城保护的模式
下，道路和街巷除应具备最为基本的交通功能之外，还需要与古城整体的历史环境相适应，在
道路走向，红线宽度和断面布置等方面应该注意把握与周围环境的协调，不能仅以满足交通需
求为唯一的目标。

1.2 古城保护的原则
古城本身特征明显，是城市最具特色的地区。佛罗伦萨大学的教授将古城的保护概括为以
下三个原则：一是限定原则，即确定保护目标、范围；二是特征原则，即对古城特征的保护；
三是归属原则，即保护社区的特征。三条原则给予古城保护宽泛的空间，而不是把保护古城的
措施紧紧局限为原封不动的“博物馆式”的保守方式。
《华盛顿宪章》指出，“保护历史城镇与
城区，意味着这种城镇和城区的保护、保存和修复及其发展应和谐地适应现代化生活所需的各
种步骤”，这里的“发展”与“适应现代化”就包括了进行适当的改造与更新。对交通需求明显，

周边环境急需改善，两侧市政设施需要加强的道路进行合理的改造是古城有机更新的重要手段
之一。但应该注意到，道路的拓展不能一味追求“笔直而宽阔”，而是应该在不违背三原则的前
提下，从古城的实际情况出发，谨慎进行。

1.3 苏州的古城保护
苏州市按照“重点保护、合理保留、普遍改善、局部改造”的方针对古城进行保护和更新
的实践。首先从城市总体规划上确定了“古城居中、东园西区、南吴北相、五区组团”的格局，
为古城减负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其次在古城内部对街坊进行重新的梳理和规划，逐步更新。
“五区组团”的城市格局，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古城沦为各组团交通中心的状况。古城虽然
面积不大，但是在外部道路不健全，内部对机动车车辆不设防的条件下，大量的通过行交通严
重加重了古城道路的负担，对先天不足的道路系统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2

道路的分类与基本功能

2.1 道路的分类
一般而言，城市道路可以分为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和支路几种类型的道路，各种道路
各司其职，在路网系统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的说明中对各种道
路的作用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快速路和主干路在城市交通中起‘通’的作用，要求通过车辆快
而多。次干路兼有‘通’和‘达’的作用，其上有大量沿街商店、文化服务设施，主要靠公共
交通对居民服务。支路主要起‘达’的作用，其上有较多的公交交通线路行驶，方便居民集散。
在古城中，道路和街巷为构成了历史沉积的城市脉络，由于在建造时多为满足如人、马车、
轿子等一类的通行需求，因此普遍存在着宽度窄、建筑临路近的特点。随着保护古城要求的不
断加强，对这些道路改拓的空间越来越小。部分古城对交通需求大的主要道路进行了有限的整
治和拓宽，并根据规范的要求对古城内部的道路进行了分级，但古城内部的主干路、次干路一
般红线宽度较窄，车道数量有限。以苏州为例，绝大部分主干路均为双向 4 车道，次干路也以
双向 2 车道的道路为主。因此，在保护古城的要求下，主干路往往不能，也不应该满足规范要
求的“通”的要求，对于其交通功能应结合古城的实际情况加以分析。

2.2 道路的功能
城市道路功能不仅仅局限于最为基本的交通功能。同济大学徐循初教授认为，城市道路网
络应当具备如下 7 种功能：1、交通功能，即满足车辆和行人的“行”和“停”的要求；2、市
政公用设施的埋设空间；3、城市的骨架，建筑物的依托；4、反映城市历史文化风貌的场所；5、
商贸、休闲活动场所；6、防灾避难的场所；7、日照、通风、绿化。以上功能之间会有矛盾之
处，需根据不同的道路等级和所处城市环境，对不同功能进行取舍，综合协调。
对于古城内部而言，道路的交通功能往往会和保持古城历史文化风貌的要求相矛盾。一方
面，原有道路系统设施不完善，很难满足居民现代化出行需求，如果不予改善，会导致古城失
去活力而逐渐衰败；另一方面，如果一味从满足个体机动化出行需求的角度出发而修建现代化
的道路，必定导致风貌的严重破坏，道路宽度与周边建筑尺度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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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苏州人民路的道路功能分析
在满足交通需求和保持古城风貌的二者的关系上，苏州的人民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

了宝贵的经验，对其历史发展和现状交通特征进行分析，可
以为解决面临类似问题的古城提供一条解决的思路。

3.1 历史沿革
人民路贯穿古城南北，北通苏州火车站，南接吴中区，
是古城内部唯一一条贯穿南北方向的交通干道。历史上人民
路名为“护龙街”，20 世纪以前的历史中，苏州古城的结构
虽然不断发生着变化调整，但是护龙街的线位基本维持，其
道路断面的宽度也保持在 3 米左右。
随着 1908 年沪宁铁路和苏州火车站的投入使用，观前
街商业区的快速发展，二
者之间人员沟通，货物往

图1

苏州古城宋平江图

来的需求逐渐加大，促进
了平门桥的建设，护龙街向北延伸至平门桥，并跨越护城河直
接联系到火车站。伴随着新的交通技术的应用，为满足机动车
（含公交，1938 年苏州公交运营线路 4 条 14 辆车）、三轮车
和人力车的需要，护龙
街拓宽为 32 尺。
解放后，人民路在
古城中的地位和作用被
图2

1916 年苏州地图

继续加强，不断在纵向
上延伸，而且在横向上
也得以拓展。1957 年，

人民路向南跨过古城，1963 年到达眉长河，1973 年跨过
眉长河，直至京杭大运河。道路红线不断拓宽，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逐渐由 32 米，拓宽为 36 米，最终至
今日的 40 米。2002 年，人民桥改造为双向 6 车道，人民
路南段为双向 4 车道，2004 年“三纵四横”工程，古城内

图3

1973 年苏州城区图

的人民路断面被调整为双向 4 车道，两侧为公交专用道。
现代的交通方式（铁路和机动车）的出现是人民路变化的起源，观前商业区，南门和吴中
地区的发展是人民路纵向延伸的诱因。在现今古城保护的模式下，在不断加大的出行需求的压
力面前，人民路已经没有进一步拓宽改造的空间，如何在有限的道路空间资源下，合理控制和
有限满足交通需求，同时又不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是亟需解决的难题。

3.2 现状交通功能剖析
正如前文所述，人民路虽然被定位为城市主干道，但是由于地处苏州古城这个特定的环境
内，从道路的宽度，断面的设置和担负的交通功能而言，都和一般意义上的主干路区别很大。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现状人民路的交通功能主要体
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集散沿线交通

人民路道路两侧集中了大量的交通吸引源，该
路连接苏州观前与南门两大商业区，包括苏州一百
在内的众多商业建筑沿人民路鳞次栉比，怡园、文
庙、北寺塔等一批文化旅游景点和苏州图书馆、苏
州中学、苏州大学南校区、苏州科技学员平门校区
等大量文化教育设施也散布在人民路两侧。大量建
筑直接面向人民路开口，车辆可以从人民路上很方
便的进出这些单位。
除众多建筑和单位面向人民路直接开口之外，
人民路还和多条街巷相连接。理论上主干路应该尽
量避免和支路、街巷等等级较低的道路直接相连通，
以减少对主干路交通流的干扰与影响。但是实际上，
古城内，仅人民路西侧，就有接近 20 条支路或街巷
与之直接相连，尽管部分街巷通行车辆较少，但是
图4

仍然引发大量行人与非机动车穿越人民路。

人民路沿线主要单位及交通量

就在车辆方便进出单位和人们穿越人民路的同
时，南北主方向的交通的顺畅程度收到一定影响，削弱了该路作为交通大通道对机动车辆的吸
引力。
从对人民路各段的流量调查结果可以印证上述的分析。现状古城内交通流量呈波浪型分布，
流量的变化与道路两侧的用
地布局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人民路沿线中，南门地区和观
前商业区流量最大，这与这两
块地区密集的商业和相对较
高强度的土地开发强度有很
大关系。

图5 人民路各段机动车流量

（2）沟通古城内外

从对环绕苏州古城的 15 座跨越护城河的桥梁进行的机动车流量观测的结果上看，古城内人
民路南端的人民桥和北端的平门桥均有较高的流量，特别是人民桥，高峰小时流量在 15 座桥梁
中，仅次于流量最大的相门桥（2504PCU/H），达到 1940PCU/H。古城北侧设有两个出入口，
平门桥和齐门桥，分别对应的人民路和临顿路两条南北方向的道路。调查结果显示，在和城北
地区（古城以北）和火车站地区的交通联系中，人民路起到了绝对主要的作用，齐门路的作用
相对较小。
从人民路分段流量调查结果也可以看出，人民桥和平门桥附近的流量较大，表明古城内外

443

的交通置换需求在这两个路段较为集中，说明人民路作为向南连接吴中，向北连接火车站和城
北地区的重要通道，沟通古城内外交通的作用明显。
（3）公交走廊

古城内人民路大部分路段均设置公交专用道，利
用绿化和护栏将公交车与社会机动车辆和非机动车隔
离开来。设置专用道以来，人民路沿线公交线路车辆
的行驶速度得到提高，车辆的延误减少，提高了沿线
出行使用公交的比例。日前，通过对观前地区顾客进
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接近 30%的顾客选择公交作为到
达观前地区的交通工具（2000 年全市出行调查结果显
示公交分担率尚不足 7%），显示了公共交通做为集约
化运输方式所显示出的强大吸引力。
从现状苏州古城的公交运能图上可以明显直观的
看出，人民路是目前苏州古城内最为主要的公交走廊。
现状人民路通过公交线路最多的断面位于人民路北
段，共 18 条公交线路。纵观古城内人民路，共有 6 条
公交线路贯穿古城。高峰小时公交车流量达到 300 辆，

图6 现状古城公交运能
空间分布间分布

约占人民路总机动车流量的 30%。
（4）过境通道

相对于前三种人民路承担的交通功能而言，过境通道的功能最为薄弱，且有和公交走廊趋
同的发展态势。从目前调查的情况看，全古城范围内高峰小时过境交通流量仅占总流量的 10%
左右。
对于社会车辆而言，随着环古城道路的修建和完善，越来越多的车辆选择经路面更为宽阔，
等级更高的外围环路绕过古城。苏州古城本身面积不大，且为东西窄南北宽的长方形，对于南
北方向行驶的机动车车辆而言，选择城外道路绕行距离不长，且能获得较快的车速和更少的干
扰。一旦北环路能够按照快速路标准实施改造完毕和东环路和南环路立交的贯通，将使整个苏
州古城被快速道路系统围绕。根据路网模型预测的结果显示，有穿越古城需求的绝大部分的社
会车辆将改走外部环路，届时人民路作为过境通道的功能将进一步被削弱，公交车辆占过境流
量的比例将会进一步提升。

3.3 道路功能评价
总体而言，尽管现状人民路在古城内并没有完全体现出出一条城市主干道的“通”的特点，
但是在古城保护这个特定环境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该路的定位复合苏州古城的特殊需要，交
通功能较为合理，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基本满足沿线单位进出集散交通需求

古城范围内，人民路两侧的企事业单位多达 95 个，占整个古城内企事业单位总量的 37.5%。
如此众多的单位聚集在人民路沿线是历史形成的结果，现状人民路基本能够满足这些单位产生

交通的集散需求，对于提升古城活力，方便居民出行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2）通过性社会车辆较少，公交走廊优势突出

随着公交专用道的设置，部分资源被公交车辆占用，使得社会车辆能够使用的空间更为有
限，一定程度上会造成部分沿线部分路口和路段的拥挤现象，但是从整体上看，降低了对通过
性社会机动车车辆的吸引力，减少了过境交通对于古城道路系统的压力。
另一方面，公交专用道的实施对于保障公共交通在古城内部的优先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人民路上的公交运行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公交车辆运营速度提高、延误降低、准点率上升，
城市公交的吸引力明显提升，稳定了公交客源，也为沿线的商业设施等带来旺盛的人气。
（3）红线宽度适宜，和周边建筑保持了合理的尺度
40 米的红线宽度使人民路成为古城内最为宽阔的道路之一，但是两侧建筑的高度适宜，仍

然使建筑与道路宽度保持了合理的比例。此外，通过绿化、立面处理等手段，使人民路及其两
侧建筑仍然基本符合古城整体的风貌特色。人民路两侧已经是古城内开发最为完善的地区，道
路使用者既可以拥有开阔的视野，又避免了街道过宽导致的空旷乏味。
综上所述，人民路在满足沿线的出行需求的同时，避免了大量通过性交通给古城带来的压
力，在公交优先和与周围建筑环境相协调方面处理较为得当。但同时，必须看到，现状的人民
路在如下几方面的处理还不够完善，可以在今后的道路改造的过程中逐步改善：
（1）非机动车空间较为局促
2000 年进行的全市居民出行调查显示，苏州非机动车出行比例为 54.33%（人力自行车
41.78%、电动自行车为 12.55%）
。现今非机动车出行比例依然维持在 50%左右，不同的是，人

力自行车的比例不断下降，同时电动自行车的比例不断走高，通过对人民路部分断面调查的结
果发现，现状传统的人力自行车与电动自行车的比例已经接近 1:1。
从目前人民路的道路断面布置行驶看，相对于公交车辆和社会车辆而言，非机动车的空间
较为局促。电动自行车速度较快，较传统自行车而言需要更大的道路空间，人民路上原有本不
宽裕的非机动车道对于电动自行车而言显得更为狭小。苏州地势平坦，气候温和，适于非机动
车的出行。在古城保护的模式下，不应该在提倡公交优先的时候忽略对于非机动车的保护。
（2）公交车辆在路口缺乏优先权

公交车辆的延误主要来自于路段和路口两方面，目前人民路路段上基本通过隔离的专用道
方式给予公交车辆优先路权，但是在路口处仍然和普通车辆一同排队等候，交叉口既没有设置
专门的公交专用进口道，同时也没有公交优先信号装置。没有路口优先通行权的公交优先系统
比较脆弱，因为城市道路交通的拥堵往往发生在交叉口，一旦交通流量接近饱和，公交专用道
往往起不到提升公交车辆的运行速度减少延误的目的。

4

结语
相对于一般的建城区道路而言，古城的道路街巷往往是历史沉积的结果，工整的布局，清

晰的脉络，其中蕴涵着宝贵的文化遗产。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机动化交通的迅猛发展，难
免需要对一些交通需求明显的道路进行改造。应该从古城的实际出发，对拟改造的道路进行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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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定位，确定其应有的交通功能。
古城内的道路应当首先满足公交优先的发展需求，对于公交车辆的运营给予优先的考虑；
道路的断面应与周边的建筑相适应，切记追求笔直宽阔的形态，应配合外部环路的建设和完善，
将通过性的交通给予适当的限制（苏州有关部门正在筹划观前地区人民路下穿的规划方案，方
案显著提高人民路的通行能力，易吸引更多机动车辆沿人民路穿越古城，应该仔细斟酌考虑）
。
大部分古城的道路和街巷适于非机动车通行，在改拓道路时，应该给予非机动车适当的空间，
并充分考虑电动自行车的行驶特性。
苏州人民路历史悠久，几经修缮改造成为今日苏州古城最为主要的交通干道，其交通功能
特征明显，特别在与周边建筑相协调，提供公交优先发展空间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经
验值得国内面临类似问题的城市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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