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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目的

为贯彻落实“中优”的战略思想，提升成都城市形象，建设特色鲜明的国家中心城市，特制定成都市成都市特色风貌街道规划

建设技术导则（以下简称本导则）。通过形态控制与建筑导引，强化街道特色、提升街道活力，升级城市魅力。

1.2  适用范围

本导则适用于指导《成都市中心城区特色风貌街道专项规划》中确定的特色风貌街道范围内的各项建筑项目的设计指导。

前言一

前言

本导则适用于指导《成都市中心城区特色风貌街道专项规划》中确定的特色风貌街道范围内的各项建筑项目的设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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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特色风貌街道内涵

本导则中所述特色风貌街道由《成都市中心城区特色风貌街道专项规划》确定，其内涵定义为“城市中能够反映城市文化内涵

的街道或街区，即：历史建筑集中成片，建筑样式、空间格局和自然、人文景观能较完整地体现城市某一时期地域文化特点的街道

（街区）”。



特色风貌街道是成都市城市特色空间的重要构成要素，也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应坚持先保护后利用的基本原则。

特色风貌街道规划建设中的核心内容包括：延续空间尺度、丰富业态活力、强化风貌特征、

提升步行环境、优化景观品质、美化配套设施。

总体要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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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规划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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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廓走向3.1.1 

特色风貌街道的街廓格局原则上应维持现状，不应对街道走向

等进行较大的调整。

规划通则/延续空间尺度三

道路红线3.1.2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6

特色风貌街道的道路红线宽度应维持现状，不予拓宽。

有条件的可以恢复其历史上的红线宽度。规划道路红线可以结

合沿街优秀历史建筑、交通、绿化、行道树等因素予以适当调整。

3-1 特色风貌街道空间尺度示意图



街道宽度与临街建筑高度比值宜控制在1:1~1:1.5之间。

规划通则/延续空间尺度三
D:H值3.1.3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7
3-2 临街建筑高度意向图



临街建筑应维持现有高度，新增建筑应严格控制其高度，建筑

高度不宜超过24米。

规划通则/延续空间尺度三
临街建筑高度3.1.4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8
3-3 临街建筑高度意向图



特色风貌街道周边建筑高度，采用分区控制方式，划定高度控

制分区。

规划通则/延续空间尺度三
周边建筑高度3.1.5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9
3-4 周边建筑高度意向图



鼓励在特色风貌街区、街道内植入与之相契合的体验式业态。

特色街区应突出不同的天府文化内涵，植入相应的传统文化类、艺

术设计类、时尚创意类等业态，如特色主题餐厅、书店、画廊、设计展厅、

规划通则/提升业态活力三
特色业态植入3.2.1 

调整业态层次，引入高端业态，植入新兴业态，以业态调整引导特色街区发展业态。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10

术设计类、时尚创意类等业态，如特色主题餐厅、书店、画廊、设计展厅、

私人博物馆等，形成差异化发展。

3-5  特色业态及活动示意图

鼓励结合街道空间开展特色公共活动。

可利用街道空间进行临时性艺术展览、街头文艺演出、公共艺术活

动等，丰富文化内涵。



规划通则/提升业态活力三
业态功能复合3.2.2 

鼓励在特色风貌街区、街坊、建筑尺度进行功能业态复合利用，集文化、艺术、休闲、商业于一体，形成功能

业态混合布局。

产业规划应与街区规划同步进行，避免同质化发展。“开放街区”模式有利于促进功能业态深度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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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

可利用建筑前区设置休憩或临时性商业设施。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11

3-6  特色业态及活动示意图

沿街建筑 沿街建筑步行道 步行道

居住

零售

办公

餐厅

在街道允许的情况下，可结合设施带、街面微空间设

置休憩或临时性商业设施，如增设商业外摆区，以增加街

道活跃度。



商业与生活服务街道的首层应设置积极业态功能，形成相对连续的活力界面。

在建筑连续沿街界面，首层宜形成以中小规模餐饮、零售、生活服务、产品展示及公共服务等业态为主的空间界面，可以让公众进入，增加人的

驻留。当积极业态较少时，优先布置在街角。

业态组成： 咖啡店

商务办公 百货

餐厅

规划通则/提升业态活力三
积极业态设置3.2.3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12

前广场、开敞 围合式、紧凑 围合式、内院 半围合式

画廊

书店 书店

超市 服装售卖

影音娱乐

3-7 积极业态设置示意图



规划通则/强化风貌特征三
建筑风格3.3.1 

保留和传承特色风貌街道的建筑风格

特征要素。现状建筑应维持原有的传统风

貌建筑风格，新增建筑鼓励采用现代中式，

建筑屋顶宜采用坡屋顶。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13
3-8 建筑风格意向图



新增建筑体量应与传统风貌建筑体量相协调。严格控制特色风

貌街道内的建设容量，避免无序的高强度的建设开发。

规划通则/强化风貌特征三
建筑体量3.3.2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14
3-9 建筑体量意向图



延续传统风貌建筑的色彩与材质，新

建建筑应与传统风貌建筑相协调。

建筑色彩宜清新淡雅，建筑材质宜采

规划通则/强化风貌特征三
建筑色彩与材质3.3.3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15

建筑色彩宜清新淡雅，建筑材质宜采

用传统建筑材料。

建筑色彩与材质处理在满足整体统一

的同时可增加局部变化，避免单调，增加

街区的可识别性，活跃空间。

3-10 建筑色彩与材质意向图



建筑底部宜采用细腻的设计手法来形

成一个安全的、友好的、绿色的公共空间，

以此来丰富行人的城市感受，最终达到提

升街道空间品质的目的。

建筑底部的材料、颜色、质感、肌理

等方面应重视人的感受。处理应当丰富、

细腻。

规划通则/强化风貌特征三
建筑底部3.3.4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16

细腻。

3-11 建筑底部意向图



建筑顶部宜采用丰富的处理方式，不

宜为单一形式的平屋顶。

规划通则/强化风貌特征三
建筑顶部3.3.5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17

3-12 建筑顶部意向图



沿街建筑宜不设围墙，形成开放式街

区。若因安全等需要确需设置围墙的，则

围墙造型设计应与传统风貌建筑相协调，

形式以通透式为主。

规划通则/强化风貌特征三
围墙3.3.6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18

3-13 围墙意向图



店招牌匾、楼标、排气口、风亭、广告等建筑附属设施的设计宜纳入建筑整体设计之中，整体协调。

规划通则/强化风貌特征三
附属设施3.3.7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19
3-14 附属设施意向图



应结合周边的轨道交通站点、公交车站，形成连续、便捷的

换乘路径。

强化特色街道与轨道交通站点、公交站点的连接，强化无障碍与可达

性，便于各种绿色交通方式换乘。

规划通则/提升步行环境三
公共交通衔接3.4.1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20

3-15 公共交通衔接示意图



具备条件的人行道应对其进行分区，形成步行通行区、设施带与建筑前区，分别满足步行通行、设施设置及与建筑紧密联系

的活动空间需求。

步行通行区是供行人通行的有效通行空间；设施带是指人行道上集中布设沿路绿化、市政与休憩等设施的带形空间；建筑前区是紧邻临街建筑

的驻留与活动空间。

步行通行区宽度应与步行需求相协调。综合考虑道路等级、

规划通则/提升步行环境三
步行道3.4.2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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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混合程度、界面业态、公交设施等因素，因地制

宜，合理确定步行通行区宽度。

开发强度和功能混合度较高的地区会形成较多的步行人流；公交车站、

轨道交通出入口和商业设施将进一步增加人流，步行通行区需相应加宽。

步行道类型 宽度建议

主要商业街、以及轨交站点出入口周边 不宜小于5米

沿主要公交走廊沿线 不宜小于3.5米

其余特色风貌街道 不宜小于2米

主、次干路两侧人行道 加宽0.5~1米

（注：建议有条件的特色街道按此标准执行，不具备条件的在此基础上可适当下浮）



步行道应保障连续、无障碍通行。

设置人行天桥、过街地道、轨交站点出入口等设施时应保障步行通行畅通。

避免机动车违章占用人行道停放。

使用花坛、栏杆、路桩等设施在空间上对步行区

规划通则/提升步行环境三
步行道3.4.2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22

进行隔离，栏杆路桩等应按人性化尺度设施，色彩

醒目。

3-16 人行天桥设置示意图



确保自行车道路权，保障骑行安全、连续、便捷。

具备空间条件的特色街道，自行车道鼓励采用独立设置或划线设置的方式。独立设置时与机动车道采用分车带硬质隔离，宽度宜大于3米及以上，

最窄不低于2米；划线非机动车道路宽度宜大于2米及以上，最窄不宜低于1.5米。

规划通则/提升步行环境三
自行车道3.4.3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23

3-17 确保路权示意图



合理布局街道绿化，通过多种方式增加街道绿量，发挥遮荫、滤尘、减噪等作用。

街道绿道包括行道树、沿街地面绿化、垂直绿化、街头绿地、退界区域地面绿化、盆栽、立面绿化、结合隔离设施及隔离带形成的绿化等。

鼓励有条件的街道连续特色高大乔木，形成林荫道，提升休憩空间品质。

规划通则/优化景观品质三
绿植3.5.1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24

3-18 街道绿化示意图



沿街道绿化宜选择有色花木及色叶植物，增加色彩多样性和街道识别性。

规划通则/优化景观品质三
绿植3.5.1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25

3-19  林荫道绿化示意图



沿线建筑鼓励增设屋顶绿化、阳台绿化、立面绿化，增加景观层次性。

规划通则/优化景观品质三
绿植3.5.1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26

3-20 立体绿化效果示意图



鼓励地面铺装、街道家具与其他环境设施设计艺术化。

街道环境设施应注重艺术品质与细节设计，提升街道家具设计品质。人行道铺装可作为公共艺术的展示面进行多样化设计。

鼓励在街道空间内设置公共艺术作品。

街道空间鼓励采用雕塑等艺术品进行装点，设置喷泉、

规划通则/优化景观品质三
公共艺术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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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空间鼓励采用雕塑等艺术品进行装点，设置喷泉、

灯光装置等设施，从而增强空间环境吸引力。

3-21  林荫道绿化示意图



3-22 公共厕所设置示意图

规划通则/美化配套设施三
公共厕所3.6.1 

结合特色风貌街道内实际情况增设公共厕所点位。鼓励设置

无性别公共厕所；鼓励增设无障碍设施。鼓励采用绿化掩映或半

覆土等方式进行生态景观化处理。鼓励结合沿街商业建筑、公共

建筑设置公共厕所，或利用地下空间设置公共厕所。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28

结合特色风貌街道内实际情况增设垃圾箱点位。垃圾箱造型

应简洁大方，立面设计融入街道特色主题元素。

3-23 垃圾箱设置示意图

垃圾箱3.6.2 



市政设备箱应尽量集中布置，现状无法迁改的配电箱、变电器

及电讯箱等设施应进行美化隐蔽处理。

3-24 市政设备箱设置示意图

规划通则/美化配套设施三
市政设备箱3.6.3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29

共享单车停放点建议布局于街口位置，不宜在历史建筑门口

设置共享单车停放点。

3-25 自行车租赁点设置示意图

共享单车停放点3.6.4 



室外休憩设施宜结合花坛、矮墙、绿篱等设施组合设计。

3-26 室外休憩设施设置示意图

规划通则/美化配套设施三
公共厕所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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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灯形式应美观大方，与建筑风貌协调统一。

3-27 路灯设置示意图

垃圾箱3.6.6 



轨道交通风井等确需设置于地面的设施应进行美化隐蔽

处理。

3-28 轨道交通地面设施设置示意图

规划通则/美化配套设施三
轨道交通地面设施3.6.7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31

地下停车场出入口需结合绿植作美化处理。

3-29 地下停车场出入口设置示意图

地下停车场出入口3.6.8 



四 分类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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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街道历史内涵突出，街名或街址不曾更改，有成片

或集中的历史建筑，是承载城市历史记忆的空间，具有较高

的保护价值。

通过分析这类街道的历史价值，重点对历史建筑、空间

尺度、环境小品等进行引导。

分类导引/历史型特色风貌街道四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33

以保护为主，不随意拆除或新建，从街道的完整性出发，最大

限度地保护历史环境。

对重要历史建筑，做到修旧如故。一般历史建筑，在外观坚持

原样修复的原则下，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功能置换。

其他建筑宜根据周边建筑环境进行协调。

建筑的保护与更新4.1.1 

4-1 历史型特色风貌街道示意图



对道路红线宽度、转弯半径、建筑红线、两侧建筑高度、

行道树进行严格控制，尽量保持原有空间尺度。

分类导引/历史型特色风貌街道四
街道空间尺度4.1.2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34

结合与街道相关的历史人文背景，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为

线索，通过雕塑、座椅、标志牌等多种景观小品形式加以展示，

丰富街道内涵。

环境小品4.1.3 

4-3 环境小品示意图

4-2 街道空间尺度示意图



这类街道体现了成都独有的地域特征，是历史、民俗、

近现代文化的载体，文化内涵浓厚。

通过挖掘街道的文化内涵，分析街道的特色文化价值，

有针对性地进行保护改造。

分类导引/文化型特色风貌街道四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35

延续原有邻里关系和街巷生活，通过保留传统院落、凝聚当地

居民宗教信仰和民俗风情的传统建筑物（如宗祠、集市等）、旧

时基础设施（如水井等）、街道两旁历史悠久的古树、特色公共

空间，传承传统居住型街道的文化内涵。

增加现代生活必需的服务设施，包括供水、供电、排水、垃圾

清理等，以改善当地居民的基本生活。

以传统居民生活文化为特色的街道4.2.1 

4-4 传统居民生活文化特色风貌街道示意图



保留原始业态，延续“前店后宅”或“下店上宅”的住

商混合模式。对老字号店铺进行政策支持，通过维护修缮重

现昔日生机。对沿街两侧的商铺牌匾规格、形状、颜色等做

统一规划，保证连续、整洁的沿街立面。

同时，改善街道基础设施，营造安全、舒适的购物、餐

饮环境。

分类导引/文化型特色风貌街道四
以传统商贸文化为特色的街道4.2.2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36

突出特色内涵，保存原有文化载体，如古字招牌、建筑物构件、

墙体、雕塑、文化墙等。

通过修缮路面、美化街道环境，增添代表街道文化的特色铺装、

展示墙、雕塑、座椅、路灯等基础设施，展示特色文化内涵，形

成宜人的体验环境。

4-6 音乐文化特色风貌街道示意图

4-5 商贸文化特色风貌街道示意图其他特色文化街道4.2.3 



这类街道有着独特的景观环境，尺度宜人、舒适。

以修复场所空间为主，保证街道界面的连续性，保持原

有街道宽度和空间尺度。

分类导引/景观型特色风貌街道四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37

保护古树木，保存原有种植格局，丰富绿化层次。

提升绿化环境4.3.1 

4-7 绿化环境提升示意图



地面铺装做到界面划分，区分车行道、人行道和院落，

提高可识别性。人行道以古朴、防滑材质为主，小尺度铺装，

色彩与周围环境协调。

分类导引/景观型特色风貌街道四
美化地面铺装4.3.2 

特色风貌街道导则 38

合理设置景观小品，控制如座椅、电话亭、路灯、垃圾箱等设

施的位置及数量，注意街道的次序和整洁。

4-9 设施小品示意图

4-8 地面铺装美化示意图增添设施小品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