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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1949



北京从传统都城迈向近代化城市是历史的进步，其间虽充

满艰辛，缓慢而痛苦.但这段发展历程以积极、科学和务实的

探索，包括城市规划建设的思想和实践得来的成果，为以后北

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从这个角度看，这一时期

是北京以及中国城市规划建设史的重要阶段，期间的北京城市

规划建设是有所作为的。

1900-1949北京城市建设概要





民国初年(1912年)至1928年的北洋时代，是北京近现代意义的市政体制

的初创时期。当时成立的京都市政公所承担了北京城市建设、维护和管理

事务。1913年朱启钤任内务总长并担任京都市政公所的首任督办，主持起

草了《京都市政条例》。在他的带领下，在基础信息调查、基础测绘、城

市改造、新区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相继完成正阳门改造和京师

铁路建设、香厂新市区建设、道路沟渠整修等城市建设项目，进行了旧城

区的整理、电车计划、开辟街市和道路计划、整修市内和郊区的道路等。

将北京的城市规划建设水平向近现代化大大推进了一步。这些重要的城市

改造和建设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北京城市空间格局的变化

北洋时期



1918北京内外城马路系统图 1924-1937年北京有轨电车线路图



1930年北平内外城重要街市及水平石地标图 改造后正阳门



日伪时期

日本侵略者占领北京后，为达到长期占领华北地区的目的，把北京

经营为侵略华北以及中国更广大地区的军事经济基地，在近现代城市

规划理论影响下，对北京的各项事业进行了详细调查，由左藤俊久与

山崎桂一提出了规划草案，伪政府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比较完备的城市

规划《北京都市计画大纲》。并对规划进行了部分实施。规划编制基

本采用整套近现代城市规划编制理论、方法和步骤，连文本框架和结

构都与现在的模式基本相似。



 《大纲》规划在北京西部开发建设“新街市”，并以“容纳枢要机关及

与此相适应的住宅商店”为主要功能，从现在看可理解为新行政文化中心。

东部“新街市”位于旧街市东南地区和通县的西部，以工厂区为主要功能，

并从长远目的出发，在规划区域内配置一部分商业地区，预备将来使东郊

外成为卫星市。

 《大纲》对西郊“新街市”区域定义的范围是“东距城墙约4公里，西至

八宝山，南至现在京汉线附近，北至西郊区机场。全部面积约65平方公里，

其中主要计画面积约占30平方公里，余为周围绿地带”。规划所选择的这

个新行政文化中心区，以颐和园佛香阁为标志点划出一条南北中轴线，这

条中轴线位置大约在今天的西四环一线。这样不仅使新城区的正北方有了

一座“靠山”，附合“背山面水”的风水理念，而且在新城中轴线上，利

用了现成的水域(昆明湖和长河)。

日伪时期



日伪时期北京新城规划



日本规划北京示意图



日伪时期北京西郊新市街地图



日伪时期东郊工场地带都市计划图日伪时期西郊新市街中心地区



内战时期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接收北平，由于日本殖民者对北平城市的建设和

管理遗留了大量殖民痕迹，1947年5月29日，北平成立都市计划委员会，为制定

新的北平都市计划做基础准备工作。

 何思源市长提出了规划原则：表面要北平化，内部要现代化。北平市工务

局对全城进行实地调查，在日伪时期的建设计划基础上，制定了新的《北平都

市计划大纲》，其计划的基本方针包括规定市界、交通设施、分区制、公共卫

生、游憩设施、住宅建设等 8项专题设想。

 然而在内战连连的情况下，限于当时的国情、财力，北平市政建设的新发

展难以实现。此外，北平还拟定了新的都市计划——《北平新都市第一期计划

大纲》，分为针对旧城区的5年短期计划，及针对新市区的10年中长期计划。计

划内容包括清除脏土垃圾， 以便疏通交通，美化市容；对旧城区分区整理，划

定区域，改定房基线；划定马路系统，将现有柏油路划分三等，重新整修，构

成分级交通网络；明确新旧城分区等等。



内战1946年都市计划简明图



内战1946年铁路总站计划草图



内战北平市新市界计划略



1949-1953



1949年至1953年，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初步形成阶段。先是

各方提出方案（包括梁陈方案），然后由华揽洪、陈占祥两

位专家领衔，编制综合方案，即甲乙方案，最后，市委决定

由市委常委、秘书长郑天翔牵头成立小组，组织专业技术人

员在畅观楼以甲乙方案为基础进行综合，于1953年提出了第

一个规划方案上报党中央。这个方案上报后，由于北京市和

国家计委意见不统一，未获中央批复。但是，第一个五年计

划期间首都的建设是在这个方案指导下进行的。



建国初期国家单位分布图

1949年5月即成立了都市计划委员会，
先后由叶剑英、聂荣臻任市长兼主任。
当时，市政府一方面邀集分别在美国、
英国、法国、比利时、日本留学的专家
梁思成、陈占祥、华南圭、朱兆雪、赵
冬日等研究规划方案；另一方面还邀请
了以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
为首的苏联专家组协助研究北京的城市
规划。

从开始研究总体规划时，对历史城市保
护更新问题就成为确定总体规划方向的
首要问题被提出。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如
何看待与利用旧城的价值，行政中心应
当放在旧城还是在西郊另立中心。此外，
在如何对待古建筑的存废、未来建筑形
式等问题上都存在着不同意见。这些争
论大体持续了三年左右，才陆续由党中
央和北京市委做出结论。但是，官方的
结论不能代替学术界的争论，这些争论
一直延续了半个世纪，至今尚不能说都
有定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北京城的城墙、城楼、牌楼都完整存在的时候，建
筑学家梁思成竭力主张：要完整保留北京古城。他遇到知音——曾留学英国
的著名建筑家陈占祥。1950年，梁思成、陈占祥二人联手提出了《关于中央
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将自己的观点变成了具体的规划，也就
是后来北京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

 此方案的核心是：由于旧城布局系统完整，难以插入庞大的工作中心区。
因此为疏散旧城压力，行政中心西移，在西面建立新城。具体建议是：展拓
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地为政府行政工作
开辟行政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

 后来，陈占祥在专著中对方案进行了解释，新市区主要在复兴门外，长安
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坟，以西郊三里河作为新的行政中心，把钓鱼台、八一湖
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同时把南面的莲花池组织到新行政中心的规划中
来。方案明确提出要疏散旧城区的人口。《方案》的规划草图中，行政中心
区以南还规划了一个商务区，大致位于今天的北京西站及周边地区。这样一
来，北京将拥有三个相互联系又功能区分的中心区域，行政、商务、文化功
能区分离，各自组团式发展。

梁陈方案











苏联方案

 1949年，在聂荣臻主持的城市规划会议上，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提出
一份《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是以天安门广场
为行政中心。苏联专家们还作了一份详细报告，对巴兰尼克夫的计划进行
了论证，强调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城内的经济性问题，“在旧城内已有文化
和生活必需的建设和技术的设备”，“但在‘新市区’是要新建这些设备
的”。

 苏联专家支持行政中心设在旧城的另一个理由是借鉴莫斯科的经验，
“当讨论改建莫斯科问题时，也曾有人建议不改建而在旁边建筑新首都，
苏共中央全体大会拒绝了这个建议，我们有成效的实行了改建莫斯科。”
报告还对梁思成主张的建设西郊新市区的设想予以反驳，指出这是“放弃
新建和整顿原有的城市”。

 巴兰尼可夫认为：“北京是足够美丽的城市，有很美丽的故宫、大学、
博物馆、公园、河海、直的大街和若干其他贵重的建设，已是建立了装饰
了几百年的首都。建筑良好的行政房屋来装饰北京的广场和街道，可增加
新中国首都的重要性。”阿布拉莫夫认为：“北京是好城，没有弃掉的必
要，而且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能将新市区建设得如同北京市内现有的故宫、
公园、河海等的建设规模。”







朱赵方案

 使“梁陈方案”完全陷入了孤立境地的，是1950年北京市建设局工程师
朱兆雪、赵冬日提出的《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他们明确赞成“苏联方
案”，大力肯定了行政中心区域设在旧城的计划。

 该方案中说：“北京旧城是我国千年保存下来的财富与艺术的宝藏，它
具有无比雄壮美丽的规模与近代文明设施，具备了适合人民民主共和国首都
条件的基础，自应用以建设首都的中心，这是合理而又经济的打算。”建立
新城和保护旧城的成本都太高，朱赵与苏联专家一样，同样认为经济原因是
“梁陈方案”不可行的重要理由。朱兆雪、赵冬日认为：“北京旧城是我国
千年保存下来的财富与艺术宝藏，它具有近代文明设施与无比雄壮美丽的规
模，具备了适合人民民主共和国首都条件的基础，这是合理而又经济的打算，
是保存并发挥中华民族特有文物价值，顺应自然发展的趋势。

 虽然旧城内现有人口过密，但会因经济之发展，无业与专业人口之迁出
就业而自然解决；同时因人口之减少，拆掉已失健康年龄与无保留价值的房
屋改建行政房屋自无问题，并且有足够的面积。同时更可使旧城免于衰落而
趋向繁荣。至于其他各区则环设在旧城四周，以与市中心取得紧密联系，并
避免了不必要的交通通过城区危害文物古都的安静。”











华南圭方案

 在关于完整保留北京的问题上，“梁陈方案”同样遭到反对。很多

人认为北京旧城不必全保，完整保留北京太过保守，该保留的保留，不

该保留的就应摒弃。

 留法回国、我国工程学先驱的华南圭是反对者之一，他的观点颇具

代表性：“对待遗产应区别精华与糟粕，如(故宫)三大殿和颐和园等是

精华应该保存，而砖土堆成的城墙则不能与颐和园同日而语。”

 1949年，华南圭提出了《北京新都市计划第一期计划大纲》，在示

意图中可见北京城是个密集的网状结构：原有的建筑与格局被改变，城

墙被拆除修筑环路，市区内除故宫、天坛、地坛、天安门广场等少数地

点外，其余均被道路横平竖直地切割成密密麻麻的小方块。梁思成将之

批评为“纯交通观点”。





1953-2004



1953年《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提出首都应
该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要把它建设
成为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20年左
右达到500万人）

1958年《北京城市规划初步方案》提出北京是我国的政
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我们还要迅速的把它建设成一
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使它站在我国
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最前列。（50年左右达到1000万
人）

1973年《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提出多快好省地把
北京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
和现代城市设施的清洁的社会主义首都。

1983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提出是全国的政
治中心和文化中心。（2000年1000万人）

1993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北京是我们伟大社会
主义祖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是世
界著名的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提出了城市建设重点
“两个战略转移”的目标。（2000年1360万人，2010年
1500万人）

2004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
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2020年1800万人）

市区市域



1953年总体规划

 1953年的城市规划按照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工业

基地)的城市性质，确立了以旧城中心为城市的中心、改建与扩建

北京城的建设方式。













1958年总体规划

 1958年的城市规划确立了一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的空间格局，

构建了“子母城”和“分散的、集团式的”布局形式，奠定了未来

50年城市发展的远景框架。









1972年总体规划

 1972年城市总体规划针对“文革”后期北京城市建设的混乱状

态，分析了当时城市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核定了

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提出解决城市规模过大、工业过于集中、住

宅生活服务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欠账过多的问题,高度重视“三废

问题”和环境建设。



1982年总体规划

 1982年城市总体规划实现了城市性质的重大调整，放弃了经济

中心的发展定位，但在计划经济的窠臼下，仍提出严格控制市区人

口规模，延续30年来形成的城市布局。









1992年总体规划

 1993年城市总体规划确立了建设现代国际城市的目标。城市规

划适应对外开放和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延续单中心的城市格

局，大幅度扩展和加密城市空间，同时强化城市内部功能调整，增

加第三产业发展用地，现代商业和商务功能区开始形成。









2004年总体规划

 2005年城市总体规划确立了“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格

局，提出建设多中心城市。奥运场馆等设施建设全面提速基础设施

和公共设施的建设进程，北京进入中心城功能优化和新城加速建设

的新时期。



“两轴—两带—多中心”

的城市空间结构：

疏解城市功能

推动城乡统筹

促进区域协调

实现集约发展



首都生态涵养重地

国际旅游休闲名区

现代生态宜居新城

科教创新基地

人文生态景区

和谐宜居新城

西部生态屏障

综合服务基地

生态宜居山城

首都西南枢纽

友好产业新区

山水文化名城

战略发展节点

新兴产业基地

京南绿色新城

生态休闲怡游胜地

研发创意产业新区

怀山柔水宜居名城

现代国际空港

区域产业引擎

绿色宜居新城

强化水源涵养功能

发展绿色休闲产业

打造生态宜居新城

京东发展门户

绿色产业基地

生态休闲绿谷

山水宜居新城

区域服务中心

文化产业基地

滨水宜居新城

高新技术产业中心

高端产业服务基地

国际宜业宜居新城



http://www.beijingcityl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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