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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背景、意义和目的 

编制背景 

 贯彻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立足于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古都文

脉的传承，着眼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

推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打造历史文化“金名片”的同时，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增强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的要求：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强化首都风

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传承城市历史文脉，深入挖掘保护内涵，构建全覆盖、

更完善的保护体系。加强对城市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等方面

的规划和管控，为市民提供丰富宜人、充满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 

 

 进一步指导街区更新与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在首都建设“四个中心”、疏解非首都功能和

中轴线申遗的背景下，有效推动街区更新，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落实蔡奇书记提出的“街

巷提升要从规划导则抓起，一条街区一条街区用心整理好”的要求，保护老城特色风貌，改

善空间环境品质。 



编制背景、意义和目的 

编制背景 

 解决历史文化街区在传统风貌保护、环境质量改善等方面长久以来存在的问题和挑战：落

实《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确定目标和要求，实现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有机更新，

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逐步走向政府主导、社会资金投入、居民参与的条件下，有效规范、

控制、引导其中的建设行为。 

 



编制背景、意义和目的 

编制意义 

 进一步明确北京市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各类保护要素及其保护方式、标准、方法，有助于加强

历史文化街区的传统风貌保护工作； 

 

 直接规范、引导北京市历史文化街区内各类建设行为，使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设计、建设

有章可循，合理推动有机更新； 

 

 为北京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整治确立相关准则，变“做加法”为“做减法”，有效管控、

杜绝违法建设及“建设性破坏”、“保护性破坏”、“过度设计”等行为； 

 

 作为北京市各历史文化街区进一步制定街区层面详细规划或设计导则的基础和参考依据，促

进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深化与落地实施； 

 

 积极推动对首都的历史名城保护工作与城乡可持续发展，并对全国其他历史文化名城起到 

        引领和示范作用。 



编制背景、意义和目的 编制目的 

编制目的 

       本导则的编制工作是在现行的国家和北京市相关法规、规范的框架下，在落实《总规》和现

有保护规划要求的基础上，通过大量实地调查，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分析北京市历史文化街区

的特点及其保护、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确定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保护主要思路，提出规范、

引导历史文化街区内各类建设行为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要求，能够有效支撑北京市历史文化街区的

风貌保护和有机更新工作。也为今后进一步制定相关地方标准，推动北京市各历史文化街区形成

符合各自特点的详细规划或街区导则，以及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的合理化、规范化、科学化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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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思路 

 承上启下、远近结合：对上承接中央及市级要求，对下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服务于北京历史

文化街区传统风貌保护和街区有机更新的长效管理和引导，同时立足近期现实需求。 

 

 政策梳理、多方协同：涵盖规划、设计、管理的基本要求，注重与现行国家和市级规范、标

准、导则，以及各区已、在编导则的衔接；各级、各部门共同协作，拓宽征求意见和实施渠道。 

 

 明确原则、重点引导：有效兼顾普适性与实操性，刚性要求和弹性要求并重，寻求广度和深

度上的平衡，满足引导全市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保护和街区有机更新的要求。 

 

 立足现状、分类控制：针对建成区的特点，尊重历史传承，从现状提炼类型，推广并适用于

类似街区。 

 

 注重表达、形式创新：创新表达形式，图文并茂，便于管理者、设计者、使用者及公众理解

互动，促进历史文化街区环境提升的“精治、共治、法治”。 

 

编制原则和主要特点 



编制思路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试行）》 

-《城市紫线管理办法》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 

-《北京旧城历史文化街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的若干规定》 

-《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编制标准和要求》 

-《北京第二批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基本编制标准和要求》 

-《北京旧城房屋修缮与保护技术导则》（京建科教

[2007]1154号） 

-《北京旧城历史文化街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的若干规定

（试行）》（京建住[2009]65号） 

 

编制依据 

-《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 

-《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 

-《北京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 

-《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 

-《城市景观照明技术规范》（DB11/T 388.1-2015） 

-《北京市城市道路公共服务设施设置与管理规范》

（DB11/T500-2016） 

-《历史文化街区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DB11/T 692） 

-《门牌、楼牌设置规范》（DB11T 856-2012） 

-《牌匾标识设置规范》（DB11/T 1183-2015） 

-《北京市居住区办公区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理设施配套建设标准

（试行）》 

-《北京市地下空间规划设计技术指南》（市规划国土发

[2016]102号） 

- 《北京市牌匾标识设置管理规范》（京管发[2017]140号） 

-《北京市建筑物牌匾标识设置导则》 

-《北京市建筑物牌匾标识设置导则——老字号篇》 

-《北京市建筑物牌匾标识设置导则——连锁企业篇》 

-《北京市人行道桩设计实施导则》 

-《自行车停放区设置技术导则》 



编制思路 

-《北京四合院建筑要素图》（08J14-4） 

-《北京市旧城房屋修缮与保护技术手册》 

-《东城区旧城平房翻改建标准、程序和实施细则（试行）》 

-《东城区“百街千巷”环境提升设计导则》 

-《百街千巷——东城区街道环境提升十要素设计导则》 

-《北京市东城区园林绿化导则》 

-《东城区历史文化街区胡同及不可移动文物等标牌设计导则》 

-《传统民居（四合院）建设要素指导手册》 

-《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风貌保护管控导则（试行）》 

-《皇城历史文化街区风貌保护管控导则（试行）》 

-《东四三条至八条历史文化街区风貌保护管控导则（试行）》 

-《东四南历史文化街区风貌保护管控导则（试行）》 

-《新太仓历史文化街区风貌保护管控导则（试行）》 

-《东直门内大街（簋街）风貌保护管控导则》 

-《背街小巷绿化美化规划建设技术指导书》 

-《西城区街区整理城市设计导则——街道公共空间品质提升》 

-《西城区重点区域环境整治设计》 

 

主要参考资料 

-《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 

-《浙江省传统民居类文物建筑保护利用导则（试行） 》 

-《浙江省传统民居类文物建筑保护利用图则（试行） 》 

-《平遥古城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及环境治理管理导则》 

-《平遥古城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及环境治理实用导则》 

 

-《北京四合院建筑》，马炳坚著 

-《北京四合院传统营造技艺》，赵玉春著 

-《古都北京五十年演变录》，董光器著 

-《中国· 天津· 五大道》，朱雪梅主编 



编制思路 

条文结构 

条文 

说明 

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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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导则适用于北京市老城内的历史文化街区，中心城区范围内其他需要成片保护的地区可参

照执行。 

导则编制框架和主要内容 

适用范围 

       本导则规定了北京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保护的原则及做法，用于规范和引导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与更新过程中的规划、设计和建设行为。 

       本导则共分为6章，包括：总则、术语、街区整体风貌保护与更新、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

街巷空间及附属设施、实施管理等。另附有引用标准名录。 

编制框架和主要内容 



1. 总则 

2. 术语 

3. 街区整体风貌保护与更新 

    3.1 基本要求 

    3.2 保护要素和整治要素 

         3.2.1 保护要素 

         3.2.2 整治要素  

    3.3 整体保护与更新措施 

         3.3.1 保护街区天际线、整体形态特征和色彩  

                  基调 

         3.3.2 延续街区功能 

         3.3.3 保持、延续人口构成和社区结构 

         3.3.4 整体保护街道、胡同肌理 

         3.3.5 整体保护景观视廊和街道对景 

         3.3.6 整体保护有保护价值的水域 

         3.3.7 保护古树名木及大树 

         3.3.8 保护、传承传统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3.3.9 整治和管控违法建设 

         3.3.10 管控和引导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3.3.11 转变出行方式和优化出行环境 

4.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 

    4.1 各类建筑的保护和整治方式 

         4.1.1 基本要求 

         4.1.2 基于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院落）分类  

         4.1.3 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 

         4.1.4 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建筑修缮 

         4.1.5 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和建筑改善 

         4.1.6 其他建筑的建筑更新、整饰或保留 

    4.2 建筑修缮、改善 

         4.2.1 建筑修缮、改善的基本要求 

         4.2.2 建筑修缮的具体要求 

         4.2.3 建筑改善的具体要求 

         4.2.4 旧材料的选用 

         4.2.5 建筑修缮、改善中的防火要求  

         4.2.6 私有房屋翻建的风貌保护和控制 

    4.3 建筑更新、整饰、保留 

         4.3.1 建筑更新中的风貌控制 

         4.3.2 建筑整饰中的风貌保护和控制 

         4.3.3 建筑保留的风貌控制 

    4.4 建筑管线设施、节能与无障碍改造 

         4.4.1 建筑现代化设施、设备和管线的风貌控制 

         4.4.2 建筑节能的风貌控制 

         4.4.3 建筑无障碍改造的风貌控制 

    4.5 院落绿化与装修、装饰 

         4.5.1 院落绿化 

         4.5.2 装修、装饰的控制 

5. 街巷空间及附属设施 

    5.1 街巷空间风貌总体控制 

         5.1.1 街道、胡同空间形态和尺度关系的保护 

         5.1.2 街道、胡同整体风貌的保护 

         5.1.3 街巷空间内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 

         5.1.4 消防与安全疏散 

5.2 公共空间与绿化景观 

         5.2.1 公共空间营造 

         5.2.2 街巷绿化 

         5.2.3 地面铺装的风貌保护和控制 

         5.2.4 景观设施的风貌控制 

         5.2.5 公共艺术的风貌控制 

         5.2.6 城市家具的风貌控制 

    5.3 市政设施与无障碍设施 

         5.3.1 市政设施改造 

         5.3.2 街巷空间无障碍设施的风貌控制 

    5.4 标识与牌匾 

         5.4.1 标识系统 

         5.4.2 牌匾、广告和公益宣传的风貌控制 

    5.5 建筑外挂设施 

         5.5.1 室外家用设备的风貌控制 

         5.5.2 室外公用设施的风貌控制 

         5.5.3 雨棚和雨搭 

         5.5.4 卷帘门和防盗门 

         5.5.5 防盗窗 

    5.6 照明控制 

         5.6.1 街道、胡同照明 

         5.6.2 景观照明 

6. 实施管理 

引用法规、规范、标准名录 

 

 

 

 

导则编制框架和主要内容 

目录 



导则编制框架和主要内容 

1. 总则 

       总则确定本导则的编制目的、适用范围、共性要求、基本内容、实施措施、与相关法律法规

标准的协调等。 



导则编制框架和主要内容 

2. 术语 

       对本导则中出现的专用术语进行定义与解释，包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要素、整治要素、

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其他建筑、传统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筑修缮、

建筑改善、建筑更新、建筑整饰、建筑保留、街巷空间、附属设施、翻建等。 



导则编制框架和主要内容 

3. 街区整体风貌保护与更新 

       本章指出了北京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整体保护的基本要求、各类保护要素和整治要素，以

及在街区层面需要进行整体风貌控制的各项要素及控制措施。 

    3.1 基本要求 

    3.2 保护要素和整治要素 

         3.2.1 保护要素 

         3.2.2 整治要素  

    3.3 整体保护与更新措施 

3.3.1 保护街区天际线、整体形态特征和色

彩基调 

3.3.2 延续街区功能 

3.3.3 保持、延续人口构成和社区结构 

3.3.4 整体保护街道、胡同肌理 

3.3.5 整体保护景观视廊和街道对景 

3.3.6 整体保护有保护价值的水域 

3.3.7 保护古树名木及大树 

3.3.8 保护、传承传统文化及非物质文化

遗产 

3.3.9 整治和管控违法建设 

3.3.10 管控和引导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3.3.11 转变出行方式和优化出行环境 



导则编制框架和主要内容 

3. 街区整体风貌保护与更新 



导则编制框架和主要内容 

4.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 

 本章对建筑（院落）层面的各项风貌保护和控制措施做出了具体规定。 

    4.3 建筑更新、整饰、保留 

         4.3.1 建筑更新中的风貌控制 

         4.3.2 建筑整饰中的风貌保护和控制 

         4.3.3 建筑保留的风貌控制 

    4.4 建筑管线设施、节能与无障碍改造 

         4.4.1 建筑现代化设施、设备和管线的风貌控制 

         4.4.2 建筑节能的风貌控制 

         4.4.3 建筑无障碍改造的风貌控制 

    4.5 院落绿化与装修、装饰 

         4.5.1 院落绿化 

         4.5.2 装修、装饰的控制 

    4.1 各类建筑的保护和整治方式 

         4.1.1 基本要求 

         4.1.2 基于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院落）分类  

         4.1.3 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          

         4.1.4 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建筑修缮 

         4.1.5 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和建筑改善 

         4.1.6 其他建筑的建筑更新、整饰或保留 

    4.2 建筑修缮、改善 

         4.2.1 建筑修缮、改善的基本要求 

         4.2.2 建筑修缮的具体要求 

         4.2.3 建筑改善的具体要求 

         4.2.4 旧材料的选用 

         4.2.5 建筑修缮、改善中的防火要求  

         4.2.6 私有房屋翻建的风貌保护和控制 

 

 



导则编制框架和主要内容 

4.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 



导则编制框架和主要内容 

5. 街巷空间及附属设施 

         本章对历史文化街区的街巷空间的风貌保护及其中各类附属设施的风貌控制措施作出了具体规定。 

     5.3 市政设施与无障碍设施 

         5.3.1 市政设施改造 

         5.3.2 街巷空间无障碍设施的风貌控制 

    5.4 标识与牌匾 

         5.4.1 标识系统 

         5.4.2 牌匾、广告和公益宣传的风貌控制 

    5.5 建筑外挂设施 

         5.5.1 室外家用设备的风貌控制 

         5.5.2 室外公用设施的风貌控制 

         5.5.3 雨棚和雨搭 

         5.5.4 卷帘门和防盗门 

         5.5.5 防盗窗 

    5.6 照明控制 

         5.6.1 街道、胡同照明 

         5.6.2 景观照明 

    5.1 街巷空间风貌总体控制 

         5.1.1 街道、胡同空间形态和尺度关系的保护 

         5.1.2 街道、胡同整体风貌的保护 

         5.1.3 街巷空间内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 

         5.1.4 消防与安全疏散 

     5.2 公共空间与绿化景观 

         5.2.1 公共空间营造 

         5.2.2 街巷绿化 

         5.2.3 地面铺装的风貌保护和控制 

         5.2.4 景观设施的风貌控制 

         5.2.5 公共艺术的风貌控制 

         5.2.6 城市家具的风貌控制 



导则编制框架和主要内容 

5. 街巷空间及附属设施 



导则编制框架和主要内容 

6. 实施管理 

       从规划管理、城市管理、房屋管理、违法建设管控、责任规划师制度、公众参与、奖惩机制、

部门协调、规划保障等方面提出推动本导则实施的策略建议。 



导则编制框架和主要内容 

引用法规、规范、标准名录 

      本导则参考引用的国家及地方规范、标准、导则等。 

1. 《城市景观照明技术规范》（DB11/T 388.1-

2015） 

2.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3.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4. 《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 

5. 《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 

6. 《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 

7.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试

行）》（建规[2012]195号） 

8. 《城市景观照明技术规范》（DB11/T 388.1-

2015） 

9. 《北京市城市道路公共服务设施设置与管理规范》

（DB11/T 500-2016） 

10. 《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工 程 管 线 综 合 规 划 规 范 》

（DB11/T 692） 

11. 《门牌、楼牌设置规范》（DB11T 856-2012） 

12. 《牌匾标识设置规范》（DB11/T 1183-2015） 

13. 《北京市居住区办公区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理设施

配套建设标准（试行）》 

14. 《北京旧城房屋修缮与保护技术导则》（京建科

教[2007]1154号） 

15. 《北京旧城历史文化街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的

若干规定（试行）》（京建住[2009]65号） 

16. 《北京市地下空间规划设计技术指南》（市规划

国土发[2016]102号） 

17. 《 北 京 市 牌 匾 标 识 设 置 管 理 规 范 》 （京 管 发

[2017]140号） 

18. 《北京市建筑物牌匾标识设置导则》 

19. 《北京市建筑物牌匾标识设置导则——老字号篇》 

20. 《北京市建筑物牌匾标识设置导则——连锁企业

篇》 

21. 《北京市人行道桩设计实施导则》 

22. 《自行车停放区设置技术导则》 

23. 《北京四合院建筑要素图》（08J14-4） 

24. 《北京市旧城房屋修缮与保护技术手册》，北京

市文物局、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编 



一、编制背景、意义和目的 

二、编制思路 

三、导则框架和主要内容 

四、重点及创新点 



重点及创新点 

分层级保护 

街区整体风貌的控制 

 

街区天际线、整体形态特征和色彩基调 

街区功能 

人口构成和社区结构 

街道、胡同肌理 

景观视廊和街道对景 

有保护价值的水域 

古树名木及大树 

传统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违法建设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出行方式和出行环境 

建筑风貌的控制 

 

基于保护价值的建筑分类 

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 

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建筑修缮 

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和建筑改善 

其他建筑的建筑更新、整饰和保留 

建筑管线设施、节能与无障碍改造 

院落绿化与装修、装饰 

街巷空间及附属设施风貌的控制 

 

街道、胡同空间整体风貌 

公共空间与绿化景观 

市政设施与无障碍设施 

标识与牌匾 

建筑外挂设施 

街巷照明和景观照明 



重点及创新点 

分要素控制 

保护要素 

 

1. 历史形成的街区天际线、整体形态特征和色彩基调 

2. 历史形成的街区功能 

3. 街区的人口构成和社区结构 

4. 街道、胡同肌理 

5.  历史形成的景观视廊和街道对景 

6.  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以及其他建

筑中有保护价值的部分 

7.  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特定构筑物或建筑构件 

8.  有保护价值的水域 

9.  古树名木及大树 

10. 传统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重点及创新点 

分要素控制 

整治要素 

 

1. 整治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建筑，或现有建筑中与传统风

貌不协调的部分 

2. 治理各类违法建设 

3. 限制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 

4. 推动出行方式转变和出行环境优化，改造相应的交通设

施 

5. 改善和优化市政设施及无障碍设施 

6. 营造和提升街区公共空间 

7. 规范和改善街区绿化及街巷空间内的地面铺装、景观设

施、公共艺术与城市家具 

8. 规范标识系统及牌匾、广告和公益宣传 

9. 整治和规范建筑外挂设施 

10.规范街区照明 



重点及创新点 

街区整体风貌保护与更新——延续街区功能 

3.3.2 延续街区功能 

延续各历史文化街区的传统城市功能，因地制宜地保持、优化或恢复街区传统的功能结构，明

确居住功能与非居住功能的比例和分布，提升公共服务设施品质，严禁过度的商业开发与商业

化行为，有序引导街区活力提升。 

 

注：按功能划分，北京的历史文化街区可分为两类：居住类街区和混合类街区。前者以居住功能为主，兼有少

量的公共服务、商业、办公等非居住功能；后者的非居住功能比例相对较高，但居住仍是街区的主导功能之一。

从分类情况看，历史文化街区均不以商业功能为主，且各街区中商业性质的建筑比例有限。过度增加商业功能

将改变街区原有功能和环境，干扰居民正常生活，影响人口结构和文化传承，不利于街区传统风貌保护。因此，

历史文化街区的风貌保护和有机更新应以延续原有街区功能为基础，保持、优化或恢复街区的传统功能结构，

明确街区内居住、公共服务、商业等各类用地性质及其比例，有序推动街区活力提升，限制旅游等商业设施的

无序、过度开发，引导非居住功能向便民服务、文化事业等方向发展，保留和发展历史形成的特色商业。 



重点及创新点 

街区整体风貌保护与更新——保持、延续人口构成和社区结构 

3.3.3 保持、延续人口构成和社区结构 

保持并延续历史文化街区已形成的、混合型的人口构成和社区结构，优先保证常住居民的居住

权益并改善其居住条件，严格管控房屋转租、转借，推动社区营造和文化传承工作，增强社区

归属感、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实现街区活态保护，促进混合型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注：北京老城的历史文化街区总体上已经形成了包括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混合型社区人

口结构，具有较强的社区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优先保证实际居住的常住居民居住权益、维持混合型的社区结

构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一项重要任务。应积极推进街区活态保护，留住原住民和历史记忆，改善居住条件，

避免在保护更新过程中造成人口构成和社区结构的较大幅度变化，并进一步推动社区营造和文化传承工作，增

强社区归属感、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营造“我要保护”的社会氛围，为历史文化街区的风貌保护和有机更新

提供有利条件。 



重点及创新点 

街区整体风貌保护与更新——转变出行方式和优化出行环境 

3.3.11 转变出行方式和优化出行环境 

在不影响街区传统风貌的前提下，推动历史文化街区出行环境的优化，倡导以步行、自行车、

公共交通为主的绿色出行方式，保障步行和自行车路权，具体措施包括： 

1. 宜结合街区整体交通组织，设置自行车和行人专用道、步行区，街区内部宜采用宁静化的交

通设计，推动步行街区建设，形成儿童和老人友好的步行环境。 

2. 合理组织胡同交通，原则上远期取消胡同停车，近期广泛征求周边居民及驻地单位意见，形

成停车施划和管理方案。具备条件时，可划定机动车禁（限）行、禁（限）停区，采用设置路

口、街边人行道桩等方式，限制胡同内机动车的通行与停放，营造慢行优先的交通环境。人行

道桩的设置应符合《北京市人行道桩设计实施导则》的相关规定。 

3. 具备条件时，可在历史文化街区边缘或相邻地段设置地面、地下机动车停车场（库），并通

过完善停车收费和管理制度等方式，减少街区内机动车使用量。机动车停车场（库）的选址和

规模应经过规划国土部门和交通部门的论证。地面立体机械式停车设施应满足街区传统风貌保

护和建筑高度控制的要求。 



重点及创新点 

街区整体风貌保护与更新——转变出行方式和优化出行环境 

3.3.11 转变出行方式和优化出行环境 

在不影响街区传统风貌的前提下，推动历史文化街区出行环境的优化，倡导以步行、自行车、

公共交通为主的绿色出行方式，保障步行和自行车路权，具体措施包括： 

4. 具备机动车通车条件的胡同，可组织机动车单向交通。各类交通设施不得影响行人通行，胡

同内禁止设置交通护栏，鼓励通过地面划线、标识标牌引导行人。严禁私自安置地锁、地桩

（或类似功能的物品）等占用街巷空间、私设机动车停车泊位的行为。 



重点及创新点 

街区整体风貌保护与更新——转变出行方式和优化出行环境 

3.3.11 转变出行方式和优化出行环境 

在不影响街区传统风貌的前提下，推动历史文化街区出行环境的优化，倡导以步行、自行车、

公共交通为主的绿色出行方式，保障步行和自行车路权，具体措施包括： 

5. 在地铁、公交站点附近及街道、胡同两侧有条件的地段，应按照小规模、高密度的原则设置

自行车停放区或停车设施。自行车停放区或停车设施应符合《自行车停放区设置技术导则》的

相关规定，且不得影响街区传统风貌和日常生活，不得影响交通、消防和安全疏散。自行车停

车设施宜与街区内的建筑、街巷绿化、景观设施、城市家具等结合设置。 

 

注：由于可用空间有限，历史文化街区街道、胡同两侧应优先设置自行车停放区。如需设置自行车停车设施时，

宜与建筑、街巷绿化、景观设施、城市家具等结合设置，并应满足道路交通的视距要求和通透性要求，不得影

响行人和车辆的正常通行，不得影响街区传统风貌。 



重点及创新点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分类保护和整治 

4.1.1 基本要求 

1. 历史文化街区的建筑风貌保护和控制应遵循“古今有别、新旧有别”的原则，按照不同建筑

的历史文化价值确定处理方式，尊重建筑原样和时代特色，既不宜刻意仿古，也不宜刻意求异。 

2. 建筑风貌保护应与历史文化街区的居住条件改善有机结合，在保护传统风貌的前提下提升街

区的宜居度，实现有机更新。 

3. 鼓励采用传统工艺保护或恢复建筑传统风貌，使历史文化街区成为传统营造工艺的传承基地。 



重点及创新点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分类保护和整治 

4.1.2 基于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院落）分类 

对历史文化街区内的现有建筑，应根据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分类确定不同的保护或整治措施。

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评估及分类须遵循以下原则： 

2. 根据历史文化价值的不同，历史文化街区内的现有建筑分为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

风貌建筑和其他建筑。不可移动文物应严格按照文物保护的要求予以保护、修缮；历史建筑应

进行保护，采取建筑修缮措施；传统风貌建筑应视情况采取建筑改善措施，鼓励采取建筑修缮

措施进行保护；其他建筑可根据情况分别采取建筑更新、整饰、保留等措施进行整治，具备条

件时可按照建筑修缮或改善的技术要求恢复历史原样。 

 

注：不可移动文物应严格按照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规范等进行保护、修缮。历史建筑应按照《北京旧

城历史文化街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中对于保护类建筑的要求进行保护，采取建筑修缮

措施。传统风貌建筑应按照《北京旧城历史文化街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中对于改善类

建筑的要求，采取建筑改善措施；具备条件时鼓励采取建筑修缮措施、进行保护。其他建筑可根据建筑风貌、

建筑质量等实际情况，按照《北京旧城历史文化街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中对于更新类、

整饰类、保留类建筑的要求，分别采取建筑更新、整饰、保留等措施进行整治；具备条件时可按照建筑修缮或

改善的技术要求恢复历史原样。 



重点及创新点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分类保护和整治 



重点及创新点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分类保护和整治 



重点及创新点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的风貌保护和恢复 

4.1.3 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 

历史文化街区内的不可移动文物应严格按照文物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规范等进行保护和修

缮。 

 

4.1.4 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建筑修缮 

1. 历史建筑应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相

关要求进行保护，采取建筑修缮措施，采用传统结构、做法、材料，原址保护、维持原样，不

得违法拆除、改建、扩建。 

2. 历史建筑的建筑修缮应取得规划国土部门会同文物部门的批准，具体要求应符合本导则

4.2.2条的规定。 



重点及创新点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的风貌保护和恢复 

4.1.5 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和建筑改善 

1. 传统风貌建筑未经许可不得拆除、改建、扩建。 

2. 不具备建筑修缮条件时，传统风貌建筑应采取建筑改善措施，保证建筑（院落）格局、位置、

高度、体量、朝向、形态、色彩、材料、装饰、门窗形式和尺寸等基本信息与历史原样一致。

传统风貌建筑的建筑改善应取得规划国土部门的批准，具体要求应符合本导则4.2.3条的规定。 

3. 采取建筑改善措施时，应对传统风貌建筑进行详细的历史文化价值评估，原址保护院落中保

存状况较好、保护价值较高的房屋建筑物、构筑物或建筑构件等建筑遗存，进行修缮并维持原

样，保存历史文化信息。 

 

注：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遗存包括：保存较为完整的房屋建筑物、各式传统街门、垂花门和屏门、店铺门脸、

影壁、叠石假山、上马石、拴马桩、石敢当、围墙、铺地、台阶、门窗、门墩、砖雕等。 

 

4. 具备建筑修缮条件时，传统风貌建筑宜参照历史建筑采取建筑修缮措施，恢复历史原样。建

筑修缮的具体要求应符合本导则4.2.2条的规定。 



重点及创新点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的风貌保护和恢复 

4.2.1 建筑修缮、改善的基本要求 

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建筑修缮时，应严格按照

文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范等执行。对历

史建筑进行建筑修缮，或对传统风貌建筑进行

建筑修缮、改善时，应以测绘或房屋原始登记

数据为依据，维持历史原样或按照原样恢复，

不得出现与传统规制、样式不符的建设行为。

基本要求如下： 

8. 按照原有形式、结构、材料、做法修缮传

统街门，不得改变街门形制，不得采用硬山

搁檩等混合结构。 

 

注：传统街门是四合院建筑的重要标志，其保护价值

不仅在于街门外观，还包括门道内部的构造、做法，

应采取建筑修缮措施，予以整体保护或复原。 



重点及创新点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的风貌保护和恢复 

4.2.1 建筑修缮、改善的基本要求 

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建筑修缮时，应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范等执行。对历史

建筑进行建筑修缮，或对传统风貌建筑进行建筑修缮、改善时，应以测绘或房屋原始登记数据

为依据，维持历史原样或按照原样恢复，不得出现与传统规制、样式不符的建设行为。基本要

求如下： 

9. 油漆彩画应遵照原有样式和色彩，不得过度装饰；若能保存、修补或恢复的，应采取合理措

施保存、修补或恢复。其中涉及传统街门油漆彩画的，宜按照符合传统规制要求的样式进行修

缮或恢复。 

 

注：北京历史文化街区四合院建筑的外部油漆彩画传统上较为低调、朴素，极少出现大量绘制苏式彩画等装饰

性过强的做法。因此，应对建筑修缮或改善进行严格控制，不得将原本用于院内装饰的油漆彩画用于建筑外部。

对已产生的过度装饰，应按照传统样式和色彩复原。 

作为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四合院建筑文化特色的传统构筑物，街门的油漆彩画亦形成了惯用的规制。传统上，仅

有王府大门、广亮门等街门可较多采用明亮鲜艳的朱红油或紫朱油（俗称“二朱红”），而如意门、墙垣门等

一般街门的色彩只能以较灰暗的红土烟子油、烟子油（即黑色油）或黑红相间的油饰（即“黑红净”）为主。

宜在建筑修缮中对传统街门的原有油漆彩画进行详细考证，并尽量按照传统规制进行恢复。 



重点及创新点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的风貌保护和恢复 



重点及创新点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的风貌保护和恢复 

4.2.1 建筑修缮、改善的基本要求 

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建筑修缮时，应严格按照

文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范等执行。对历

史建筑进行建筑修缮，或对传统风貌建筑进行

建筑修缮、改善时，应以测绘或房屋原始登记

数据为依据，维持历史原样或按照原样恢复，

不得出现与传统规制、样式不符的建设行为。

基本要求如下： 

10. 墙体、屋面、台明、台阶、散水等的形式、

材料、做法应与传统形式、材料、做法相符。 



重点及创新点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的风貌保护和恢复 

4.2.1 建筑修缮、改善的基本要求 

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建筑修缮时，应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范等执行。对历史

建筑进行建筑修缮，或对传统风貌建筑进行建筑修缮、改善时，应以测绘或房屋原始登记数据

为依据，维持历史原样或按照原样恢复，不得出现与传统规制、样式不符的建设行为。基本要

求如下： 

10. 墙体、屋面、台明、台阶、散水等的形式、材料、做法应与传统形式、材料、做法相符。 



重点及创新点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的风貌保护和恢复 

4.2.1 建筑修缮、改善的基本要求 

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建筑修缮时，应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范等执行。对历史

建筑进行建筑修缮，或对传统风貌建筑进行建筑修缮、改善时，应以测绘或房屋原始登记数据

为依据，维持历史原样或按照原样恢复，不得出现与传统规制、样式不符的建设行为。基本要

求如下： 

12. 建筑修缮、改善应符合北京地区的传统建筑特点，不得出现与传统风貌不符或主观臆造的构

筑物和建筑（装饰）构件。 

 

注：建筑修缮、改善应尊重建筑原样，符合北京地区的传统建筑特点和本地做法，有效控制随意更改或添加建

筑装饰的行为。对已出现的与传统风貌不符或主观臆造的构筑物和建筑（装饰）构件，应移除或整治。 



重点及创新点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其他建筑的风貌控制 

4.1.6 其他建筑的建筑更新、整饰或保留 

1. 其他建筑未经许可不得拆除、改建、扩建。 

2. 对与传统风貌不协调、且不具有保护或保留价值的一般平房建筑（院落），处理方式如下： 

1）鼓励按照建筑修缮或改善的技术要求恢复历史原样。建筑修缮和建筑改善的具体要求应

分别符合本导则4.2.2条和4.2.3条的规定。 

2）不具备建筑修缮或改善条件时，可在取得规划国土部门的批准的前提下，进行建筑整体

或局部更新。 

3）其中暂时无法拆除并更新的建筑，可采取外立面整饰的方式进行临时改造。临时性建筑

整饰措施应符合本导则4.3.2条第4款的规定。 

4）一般平房建筑（院落）进行建筑整饰、更新时，应对现有建筑进行详细的历史文化价值

评估，原址保护院落中保存状况较好的、保护价值较高的房屋建筑物、构筑物或建筑构件等

建筑遗存，建筑遗存的保护和修缮按照4.1.5条第5款执行。 

3. 对与传统风貌不协调、但建筑质量较好的现代建筑，可在取得规划国土部门的批准的前提下，

进行外立面整饰，使之与历史文化街区的传统风貌相协调。 

4. 对与街区传统风貌比较协调的现代建筑（包括采用传统建筑形式的现代建筑），应予以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拆除、改建、扩建；并应在取得规划国土部门批准的前提下，对其中与街区传统

风貌不协调的部分进行局部整饰。 



重点及创新点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其他建筑的风貌控制 

4.3.1 建筑更新中的风貌控制 

进行建筑整体或局部更新时，应在满足相关规划要求及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法规、规范、标准的

基础上，符合以下的规定： 

1. 新建或改建建筑应控制在建筑控制线或现有临街（胡同）建筑基底线以内，且临街（胡同）

一侧不宜退后，以保证历史形成的街道、胡同界线的连贯性。 



重点及创新点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其他建筑的风貌控制 

4.3.1 建筑更新中的风貌控制 

进行建筑整体或局部更新时，应在满足相关规划要求及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法规、规范、标准的

基础上，符合以下的规定： 

2. 新建或改建建筑的建筑高度应符合所在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要求。与不可移动文物相邻时，

建筑高度应符合文物保护的相关要求。与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相邻时，新建或改建建筑未

经许可不得超过相邻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的建筑高度，其中沿街（胡同）部分的檐口高度

未经许可不得超过相邻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的沿街（胡同）檐口高度。 



重点及创新点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其他建筑的风貌控制 

4.3.1 建筑更新中的风貌控制 

进行建筑整体或局部更新时，应在满足相关规

划要求及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法规、规范、标准

的基础上，符合以下的规定： 

3. 新建或改建建筑的建筑形态应与历史文化

街区的传统风貌相协调，宜采用院落式布局，

不得出现建筑形态过于突兀张扬、与街区传

统风貌不协调的新建或改建建筑。 



重点及创新点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其他建筑的风貌控制 

4.3.1 建筑更新中的风貌控制 

进行建筑整体或局部更新时，应在满足相关规划要求及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法规、规范、标准的

基础上，符合以下的规定： 

4. 新建或改建建筑的外立面色彩应以青、灰色色系为主，不得大面积采用黑色、白色、金色、

银色及红色、橙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等过于鲜艳的色彩。 



重点及创新点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其他建筑的风貌控制 

4.3.1 建筑更新中的风貌控制 

进行建筑整体或局部更新时，应在满足相关规划要求及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法规、规范、标准的

基础上，符合以下的规定： 

9. 新建或改建建筑采用传统建筑形式时，须遵循以下原则： 

1）应依照北京历史文化街区中历史形成的传统建筑形式设计、实施，并应取得规划国土部

门的批准，其中传统四合院建筑的具体做法可参照《北京四合院建筑要素图》。 

2）不得出现在格局、位置、高度、体量、朝向、形态、色彩、材料、装饰、门窗形式和尺

寸等方面与传统建筑形式不符的做法，如建筑高度过高或体量过大、屋顶形式与传统样式不

符、彩色琉璃瓦、垂花门样式门头、外立面过度采用彩绘和墙雕（或软心）、汉白玉台明或

台阶、非北京地方风格或主观臆造的构筑物和建筑（装饰）构件等。 

 

注：新建四合院建筑应遵循历史形成的传统建筑形式。不得出现影响风貌的不规范、不恰当做法，如对传统建

筑格局和形态的不恰当变异、将原用于院内的做法或构件用于临街（胡同）外立面、采用不符合传统四合院民

居规制的建筑（装饰）构件、采用非北京地方风格或主观臆造的构筑物和装饰构件等。 



重点及创新点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的风貌保护和恢复 



重点及创新点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其他建筑的风貌控制 

4.3.2 建筑整饰中的风貌保护和控制 

建筑整饰应主要针对历史文化街区内与传统风

貌不协调的其他建筑，并须遵循以下原则： 

1. 对历史文化街区内的现有建筑进行外立面

整饰时，应对现有历史文化遗存和历史文化

信息加以甄别保护，不得覆盖和破坏。且不

得以建筑整饰名义随意改变不可移动文物、

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或与传统风貌比较

协调的现代建筑的外观。 

 

注：加强对建筑外立面整饰的管控和规范，避免出现

影响街区传统风貌的现象。进行建筑整饰时应首先对

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进行评估和甄别，避免对有保护

价值的外墙、街门、装饰构件等造成覆盖或破坏；也

不得出现以建筑整饰名义、未经许可改变与传统风貌

比较协调的现代建筑外观的行为。 



重点及创新点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其他建筑的风貌控制 

4.3.2 建筑整饰中的风貌保护和控制 

建筑整饰应主要针对历史文化街区内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其他建筑，并须遵循以下原则： 

2. 建筑整饰应与违法建设的管控和治理相结合，不得利用建筑整饰方式造成现有违法建设的永

久化或新增违法建设。 

 

注：建筑整饰中应严格区分违法建设，不得造成现有违法建设的永久化、合法化，不得在建筑整饰过程中形成

新的违法建设。建筑整饰应与历史文化街区内的违法建设治理结合进行。 



重点及创新点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其他建筑的风貌控制 

4.3.3 建筑保留中的风貌控制 

历史文化街区内与传统风貌比较协调的现代建筑应及时维护，保持外部清洁、美观，处理方式

须遵循以下原则： 

2. 应尊重建筑建成时的原样，未经许可不得随意改变与传统风貌比较协调的现代建筑的外立面

形式。 

 

注：对历史文化街区内与传统风貌比较协调的现代建筑，应尊重其建成时的原样，予以保留并加强日常维护，

及时进行清洗、粉刷或整修。不得以整饰、装修、维修等名义，未经许可改变保留建筑的外观。 



重点及创新点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现代化设施与无障碍改造 

4.4.1 建筑现代化设施、设备和管线的风貌控制 

在保护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可通过引入厨房、卫生间、水、电、暖、燃气、消防、邮政等设施

和设备，使得修缮、改善或更新后的建筑达到现代化标准。上述现代化改造须遵循以下的原则： 

1. 现代化设施和设备及各类管线的建设安装不得破坏有保护价值的历史文化遗存和历史文化信

息，不得影响建筑或街区的传统风貌，不得新增违法建设或造成现有违法建设的永久化。 

2. 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进行建筑修缮或改善时，新增厨房、卫生间等应设 



重点及创新点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现代化设施与无障碍改造 

4.4.1 建筑现代化设施、设备和管线的风貌控制 

在保护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可通过引入厨房、卫生间、水、电、暖、燃气、消防、邮政等设施

和设备，使得修缮、改善或更新后的建筑达到现代化标准。上述现代化改造须遵循以下的原则： 

3. 各类管线应埋设或在隐蔽部位线槽敷设，消灭院内飞线。线槽敷设时，线槽应采用与周围墙

面相同或近似的色彩，进行隐蔽处理。 



重点及创新点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现代化设施与无障碍改造 

4.4.3 建筑无障碍改造的风貌控制 

在不影响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且具有可逆性的前提下，可为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

统风貌建筑和其他建筑中有保护价值的房屋建筑物或构筑物设置无障碍坡道、扶手。设置无障

碍坡道、扶手时须遵循以下的原则： 

1. 无障碍坡道、扶手的设置对有保护价值的建筑本体或构筑物（如墙体、台阶、铺地等）造成

影响时，应采取可拆卸或可移动等非永久性的做法，不得对原有建筑本体或构筑物造成任何破

坏或形成永久性覆盖。 

2. 无障碍坡道的设置可优先满足自行车推行的需要。在空间条件具备且符合传统风貌保护要求

的情况下，应考虑满足轮椅通行的需要。 

3. 无障碍坡道、扶手的形式、色彩、材料等应与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相协调。 



重点及创新点 

建筑风貌保护与更新——装修装饰 

4.5.2 装修、装饰的控制 

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各类建筑内外装修、装饰行

为应纳入街区传统风貌的管控范畴，并须遵循

以下的原则： 

1. 历史文化街区内应严格控制各类装修、装

饰行为。不得以外立面装修、装饰的方式，

未经许可私自改变建筑外观，破坏街区传统

风貌。不得以室内装修、装饰的方式，未经

许可私自改变建筑结构，破坏各类保护要素。 

 

注：应将装修、装饰纳入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控制

的范畴，杜绝出现影响街区传统风貌保护、破坏建筑

风貌的装修、装饰行为。不得利用外立面或室内装修、

装饰名义私自改变建筑外观和结构，破坏各类保护要

素。 



重点及创新点 

街巷空间及附属设施——街道、胡同整体风貌保护 

5.1.2 街道、胡同整体风貌的保护 

1. 保护和延续历史形成的街道、胡同整体风貌，已发生改变的应予以恢复。按照主要功能区分

居住类和商业类街道、胡同，保持各自的风貌特色，沿街（胡同）立面不得出现违规开墙打洞

等影响风貌完整性的行为。 



重点及创新点 

街巷空间及附属设施——街巷绿化 

5.2.2 街巷绿化 

历史文化街区的街巷绿化应符合街区传统风貌特点，采取分散、多点、小规模的方式，并须遵

循以下原则： 

5. 应选择具有北京地方特色的传统植物种类和绿化形式。常见乔木种类包括槐树、枣树、海棠、

丁香、石榴、玉兰等，灌木种类包括牡丹、月季、榆叶梅等，陆生草本植物种类包括芍药、大

丽花、菊花、草茉莉、凤仙花、牵牛等，水生植物种类包括荷花、睡莲等。 



重点及创新点 

街巷空间及附属设施——市政设施  

5.3.1 市政设施改造 

在不影响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对街区内的市政设施进行改造和完善。市政设施改

造须遵循以下原则： 

2. 街道、胡同内布置市政管线时，原则上不得改变原有胡同的尺度和走向。街巷空间具备入地

条件时，现有架空线应逐步实现入地。不具备入地条件时，应对无法入地的架空线进行梳理，

梳理后的架空线应整齐、有序，且梳理方式不得对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以

及街巷空间内的其他历史文化遗存造成破坏。 



重点及创新点 

街巷空间及附属设施——市政设施  

5.3.1 市政设施改造 

在不影响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对

街区内的市政设施进行改造和完善。市政设施

改造须遵循以下原则： 

3. 电力变压器、电力派接箱、电信交接箱、

有线电视分配箱、燃气调压箱等市政箱体应

鼓励实现小型化，优先设置在街道、胡同沿

线建筑内部或院内。如需设置在街巷空间内

时，应安排在隐蔽且不影响街巷胡同正常通

行或居民安全的位置，并应进行隐蔽处理。

对于目前影响街区传统风貌和居民日常生活

的市政箱体，应采取迁移、遮蔽、修饰等隐

蔽措施予以改造。 

 

注：对市政箱体进行遮蔽、修饰时，应以实现隐蔽效

果为目的，采用简洁、低调的样式及与传统风貌协调

的色彩、材料，不得明显增加市政箱体占用的空间，

不得采用装饰性强的遮蔽、修饰措施。 



重点及创新点 

街巷空间及附属设施——标识系统 

5.4.1 标识系统 

历史文化街区街巷空间内的历史文化街区标识、门牌和楼牌、胡同牌和街牌、文物标识、历史

文化资源说明牌、步行者导向牌等标识系统应统一规范设置，并须遵循以下原则： 

1. 标识系统应在易于辨识的位置有序设置，且不得影响街区传统风貌、居民日常生活及交通、

消防和安全疏散，不得破坏各类历史文化遗存。标识系统的规格、样式、色彩、材料等应与街

区传统风貌相协调；文字和图示应规范、清晰、方便识读；标识和说明内容应准确、可靠、真

实。 

 

注：历史文化街区内应对标识系统进行统一规范，避免出现标识样式过多、数量过滥或设置不规范等现象。在

方便居民日常生活、彰显街区文化价值的同时，严禁私设标识或未按标准设置标识、同类标识重复设置、标识

设计过于突兀张扬、标识内容存在商业信息等不恰当做法。并可对其中的历史文化资源说明牌、步行者导向牌

等进行集约化设计。 



重点及创新点 

街巷空间及附属设施——标识系统 

5.4.1 标识系统 

历史文化街区街巷空间内的历史文化街区标识、门牌和楼牌、胡同牌和街牌、文物标识、历史

文化资源说明牌、步行者导向牌等标识系统应统一规范设置，并须遵循以下原则： 

5. 历史文化街区内可设置历史文化资源说明牌，对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具体说明。历史文化

资源说明牌应统一规范设置地点和位置，实行一处一牌，统一设计、易于识读，外观简洁、雅

致且能体现北京历史文化街区的特色。 

 

注：历史文化资源说明牌主要承担历史文化展示和说明功能，对街区内的历史街道和胡同、河湖水系、不可移

动文物和历史建筑、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构筑物和建筑构件、传统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进

行具体说明。历史文化资源说明牌应避免同一地点重复设置，并根据位置和功能统一确定规格、样式、色彩、

材料。 



重点及创新点 

街巷空间及附属设施——室外家用设备 

5.5.1 室外家用设备的风貌控制 

历史文化街区内的空调室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电视天线、固定晾衣架等室外家用设备应在隐

蔽部位有序安装，不得安装在坡屋面上，不得影响街区传统风貌、居民日常生活及交通、消防

和安全疏散，并须遵循以下原则： 

1. 坡屋面建筑的空调室外机应在檐口之下统一高度、有序布置。确有需要时，临街（胡同）一

侧的空调室外机可采取遮蔽、修饰等措施进行隐蔽处理。如采取外罩遮蔽时，外罩的尺寸、样

式、色彩、材料等应达到隐蔽效果，且不得影响空调室外机的正常使用。空调冷凝管不得随意

搭设，且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隐蔽处理。 

 

注：历史文化街区内应避免空调室外机的无序安装。空调室外机应优先置于街巷空间可视范围以外的隐蔽部位，

不得设置于坡屋面上，且安装位置不得对居民日常生活形成干扰。如需设置在坡屋面建筑临街（胡同）一侧时，

空调室外机应安排在檐口之下同一高度集中、有序设置，如无必要不建议大规模采取外罩遮蔽措施。如确需采

取外罩遮蔽时，应以实现隐蔽效果为前提，样式简洁、低调、轻盈，采用与背景墙面相同的色彩和亚光不锈材

料，体量尺寸不得明显突兀。外罩不得影响空调室外机的正常使用。 



重点及创新点 

街巷空间及附属设施——室外家用设备 

5.5.1 室外家用设备的风貌控制 



重点及创新点 

街巷空间及附属设施——室外公用设施 

5.5.2 室外公用设施的风貌控制 

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建筑外挂市政箱体、雨水管、旗杆座等室外公用设施应在隐蔽部位有序安装，

不得影响街区传统风貌和居民日常生活，不得影响车辆、行人通行及消防和安全疏散，并须遵

循以下原则： 

1. 确有需要时，建筑外挂市政箱体可采取遮蔽、修饰等措施进行隐蔽处理。如采取外罩遮蔽时，

外罩的尺寸、样式、色彩、材料等应达到隐蔽效果。 

 

注：建筑外挂市政箱体不建议大规模采取外罩遮蔽措施。如确需采取外罩遮蔽时，应以实现隐蔽效果为前提，

样式简洁、低调，采用与背景墙面相同或近似的色彩和亚光不锈材料，体量尺寸不得明显突兀。 



重点及创新点 

街巷空间及附属设施——卷帘门和防盗门 

5.5.4 卷帘门和防盗门 

1. 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外部不得设置任何形式的卷帘门、防盗门。传统街门外部不得安装

卷帘门、防盗门。 



重点及创新点 

街巷空间及附属设施——景观照明 

5.6.2 景观照明 

1. 历史文化街区内的重要建筑和构筑物、广场、公园、绿地等可设置景观照明，景观照明应与

街区传统风貌相协调，并应符合《城市景观照明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 

2. 严禁大面积连续采用户外广告屏、霓虹灯、投射灯等影响街区传统风貌和居民日常生活的商

业性照明设施，不得出现尺度过大、亮度过高、色彩过于鲜艳的景观照明。 



重点及创新点 

实施管理——基层治理 

6.0.5 建立和完善责任规划师制度。积极推动责任规划师制度与历史文化街区风貌保护和有机更

新工作相结合，引入责任感强、业务精湛的责任规划师团队，加强街区传统风貌的日常管控，

增强基层技术力量，搭建专业部门、基层政府与社会公众沟通共治的桥梁。 



重点及创新点 

实施管理——基层治理 

6.0.6 推动社会共治，加强公众参与制度化建设。倡导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保护与社区营造、

社区建设相结合，构建面向全社会的公众参与平台，建立全过程公众参与制度，积极引入社会

力量，提高街区内居民、驻地单位对街区历史文化价值的认识，鼓励和引导居民、驻地单位参

与风貌管控、规划设计、实施监督和日常维护工作，培养保护意识、加强群众监督、实现共治

共享，营造“我要保护”的社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