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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中轴线千年规划空间变迁及其保护分

析 
 

北京中轴线，是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国都的中

轴线，是中国古代都城通过空间规划所体现出国家政治制

度的唯一“活化石”，是中国古代都城建筑规制最高（纵

贯五重城）、规划最为完美的中轴线，是彰显中国古代“天

人合一”哲学思想的载体，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独特的人类

文化遗产。 

北京作为“帝都”始于辽南京，至今已有逾千年的历

史。随着千年来北京城池规划的变迁，北京出现了两条中

轴线，一条是辽南京城和金中都城的中轴线，一条是元大

都城和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这两条中轴线都有着逾千年

的规划史。辽南京城和金中都城的中轴线是延续前代规划

而为之的。元大都城和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也是在沿用前

代规划离宫中轴线的基础上形成的国都中轴线。 

辽南京大城与皇城中轴线因沿用唐幽州子城中轴线，

故偏于大城西部，南北长约 4050 米，北起拱宸门（约在

今广安门外滨河路与北线阁北口、小马厂东西一线交汇

处），南至丹凤外门（约在今广安门外西滨河路与凉水河

北岸东西一线交汇处）。辽南京中轴线，规划为准“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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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和“南宫”“北市”组成的“前朝后市”格局。  

1957 年 5 月考古调查发现：在广安门外桥南约 700

米护城河西岸，因新修一条南北方向的滨河公路，连续打

破三座夯土高台，遂形成三段夹谷状断崖，这里的夯土高

台，呈正方形，长、宽各约 60 米，夯层厚 8 厘米，夯土

高台高出新修公路路面约 3.5 米[1]，为辽、金时期宫城宫

殿基座遗址。结合史料记载，得知辽南京和金中都的城市

中轴线就在今广安门外西滨河路南北一线。 

史载辽南京中轴线上规划的建筑有：皇城丹凤门、宫

城南端门、外朝元和门、元和殿、内廷弘政门、弘政殿、

紫宸殿、宫城北门子北门、大城北门拱宸门等。 

金中都大城是在辽南京大城向西、南、北三面扩充而

成的，因沿用辽南京皇宫和中轴线，故金中都中轴线仍位

于大城略偏西部，南北长约 4520 米，北起通玄门（约在

今广安门外西滨河路与头发胡同东西一线交汇处），南至

丰宜门（约在今广安门外西滨河路与凉水河北岸 

交汇处）。金中都中轴线，规划为准“四重城”和“南

宫”“北市”组成的“前朝后市”格局。 

金中都以宋汴京为蓝图，依“帝京规制”将中轴线规

划为准“四重城”（宫城、皇城、内城、大城）建制。在

宫城以南的南皇城中轴线空间里，规划有千步廊和“左祖

右社”，在皇城以北的中轴线通衢空间里，规划有“后市”。 

史载金中都中轴线上规划的建筑有：丰宜桥、外城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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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门之瓮城前门、外城丰宜门、周桥、皇城宣阳门、宫城

应天门、外朝大安门、大安殿、大安殿后门、内廷宣明门、

仁政门、仁政殿、紫宸殿、内廷北门、宫城北门、皇城北

门拱辰门、内城北门拱宸门、大城北门通玄门、大城北门

通玄门之瓮城门等。 

辽南京城中轴线和金中都城的中轴线，因元代修筑大

都城而退于次要地位，后又因明北京增筑外城而废弃，特

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因修筑北京外城西护城河西侧公路时

而拆除了辽金时期宫城宫殿基座遗址，使辽金时期的国都

中轴线大部分为西滨河路所覆盖。 

元大都城和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规划空间基本保存

完好，成为中国古都中轴线规划的“活化石”，具有世界

文化遗产的性质。因此，保护好元明清三代规划的北京中

轴线历史空间，就成为北京中轴线申请世界遗产必须高度

重视和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北京中轴线的原始前身，是春秋战国至东汉时期，位

于古永定河[2]渡口[3]以北的一条“商道”，是该时期在

“燕市”经商的商贾将位于渡口东北地势较高的区域作为

货物仓储点，通过“渡口”正北的这条南北方向的“商道”，

将仓储点的货物运往“渡口”以西的“燕市”[4]，从事

日常的商业经营活动（图 1）。 



 —6— 

 

图 1 东汉中后期改道前的古永定河“渡口”以北“商道”空间示意

图 

7 世纪初，隋炀帝为远征高句丽，诏修驰道与大运河至涿

郡，并在涿郡东北郊规划修建了远征高句丽的大本营——

临朔宫[5]，又因为涿郡地处北方枢纽，自古就有着十分

重要的战略地位。故临朔宫应为隋炀帝在全国所修建的

40 多所离宫中，规制应属于最高等级的行都。隋临朔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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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轴线规划，是北京中轴线千年规划变迁中的第一个里程

碑（图 2、图 3）[6]。 

 

图 2 隋临朔宫泛中轴线与大运河永济渠及涿郡空间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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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隋临朔宫泛中轴线空间规划示意图 

12 世纪中，金世宗在位于金中都东北郊的前代离宫

空间遗址上规划修建了离宫大宁宫[7]。因此，金大宁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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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轴线的空间区域规划，几乎完全同于隋临朔宫中轴线。

但金代将大宁宫中轴线往南延伸至另一座离宫建春宫（即

南苑），使大宁宫中轴线的空间长度超越了隋临朔宫。金

大宁宫中轴线的规划是北京中轴线千年规划变迁中的第

二个里程碑，为元大都中轴线的前身（图 4）。 

 

图 4 金大宁宫泛中轴线空间规划示意图 

元大都中轴线，是在沿用金大宁宫（前为隋临朔宫）

宫城[8]及其中轴线规划的基础上，在中轴线北端规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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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鼓楼和钟楼市，使国都中轴线规划体现出周礼所规

定的“面朝后市”的国都规制。又在国门以南七里稍东空

间位置规划天坛[9]。元大都中轴线将金大宁宫泛中轴线

之三重离宫中轴线改为“帝京规制”的准“五重城”[10]

的国都中轴线规划格局，由钟楼北街至丽正门，全长 2595

元步，约合 4080 米，可谓是北京中轴线千年规划变迁中

的第三个里程碑，为明北京中轴线的前身（图 5、图 6）。 

 

图 5 元大都中轴线在大城空间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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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元大都中轴线空间规划示意图 

由于刘秉忠规划元大都时，沿用了 650 年前隋临朔宫

中轴线的规划走向[11]，所以使得元大都中轴线出现了南

端点较北起点向东偏离约 2 度的现象。因为元大都中轴线

的原始规划要早于元上都中轴线的规划，所以认为元大都

中轴线是指向元上都中轴线，或认为是元上都中轴线的向

南延伸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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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朝迁都北京时，继承了元大都中轴线准“五重

城”的规划格局[12]，但将中轴线上“三朝五门”的空间

南移，因端门、承天门、大明门的规划而“南拓”皇城南

垣和大城南垣，使中轴线向南延伸了约 450 明步（约 712

米）至新丽正门（正统朝改称“正阳门”），全长约 3029.5

明步（约 4792 米），可视为北京中轴线千年规划变迁中

的第四个里程碑（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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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元大都和明北京中轴线空间规划变迁示意图 

明嘉靖朝规划修建了北京外城（南郭），使北京城中

轴线从正阳门又向南延伸了 1959.5 明步（约 3100 米）至

永定门[13]，形成了北京中轴线准“六重城”的规划格局，

由钟楼北街至永定门，全长 4989 步（约 7892 米），可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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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北京中轴线千年规划变迁中的第五个里程碑（图 8-图

11）。 

 

图 8 明北京中轴线两次空间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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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元大都和明北京中轴线之“中心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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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元大都和明北京中轴线之“黄金分割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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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明代北京中轴线空间规划示意图 

1644 年，清朝迁都北京，完全继承了明北京城池和

中轴线的规划。乾隆 14-16 年（公元 1749-1751 年），重

新规划了大内禁苑中轴线：第一，在景山主峰之巅建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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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亭中置大佛一尊；第二，将景山南麓原山前殿改建为

绮望楼；第三，在景山山后的禁苑北部建寿皇殿[14]。第

一、第二点属于中轴线上的原有规划建筑的原地改建，第

三点属于中轴线上的新规划建筑（图 12）。 

 

图 12 清代北京中轴线空间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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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顺治、康熙两朝对明北京中轴线的主要建筑进行

的修葺、重建，基本做到了“修旧如故”，算是比较成功

的；而乾隆朝对明北京中轴线主要建筑进行的修葺、重建

和重新规划，则显得比较失败和无知： 

第一，修葺故宫北部的道教宫殿钦安殿时，却要在宝

顶的金瓶里安放佛经，没有遵循“修旧如故”的原则；第

二，在大内禁苑中轴线上规划修建寿皇殿，破坏了“天衢”

的风水。 

史载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除寿皇殿宫门、寿皇殿戟

门、寿皇殿为清代的新规划外，其它区域建筑多为明代规

划，万宁桥为元代规划。 

北京中轴线上元明清三代规划的建筑自北至南依次

为：钟楼、鼓楼、万宁桥、北安门、（元厚载红门）、北

中门、寿皇殿、寿皇殿戟门、寿皇殿宫门、万春亭、绮望

楼、景山正门、北上门、神武门、顺贞门、承光门、钦安

殿、天一门、坤宁门、坤宁宫、乾清宫、乾清门、云台门

（清代已无）、保和殿、中和殿、太和殿、太和门、内五

龙桥、午门、端门、（元千步廊）、承天门、外五龙桥、

（元丽正门、丽正门瓮城前门、丽正桥）、明千步廊、大

明门、正阳门、正阳门瓮城前门、正阳桥、天桥、永定门

（2004 年复建）、永定门瓮城门、永定桥。（注：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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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北中门、北上门、明千步廊、大明门、正阳桥、天桥、

永定门、永定门瓮城和永定桥为 20 世纪拆除。括号内的

元代建筑为明代拆除。） 

进入 20 世纪，北京中轴线千年规划变迁出现了一个

拐点：一改历史上继承与重建为继承与拆除——民国初年

拆除了北中门、千步廊、正阳门瓮城；50 年代拆除了永

定门及瓮城、天桥、正阳桥、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千步

廊外红墙、地安门、北上门、中华门。  

进入 21 世纪，随着“人文北京”的建设，北京中轴

线古规划和古建筑受到国内外人士的高度重视，永定门得

以复建，中轴线规划向北延伸至奥林匹克公园之仰山，北

京中轴线进入了申遗名单。然而，钟楼北街以北的元代古

规划却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甚至出现过“打通

钟楼北街至北二环路”的规划方案。针对这一规划方案，

笔者为保护中轴线北端点的元代规划，曾特意致函罗哲

文、徐苹芳等政府文物保护顾问，又在《北京日报》刊文，

呼吁“要完整地保护钟鼓楼区域的古规划”，提出“恢复

元大都钟楼市”的具体建议，特意指出规划师不得有意破

坏、改动古规划和古建筑。笔者还在《北京日报·古都版》

发表过关于保护北京中轴线古规划的多篇文章，有如何复

建北上门的建议方案，有如何保护景山西街的具体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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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对西城区复建地安门南燕翅楼的不同意见，有对前门

外大街和永定门内大街规划的建议。 

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政府将北京中轴线列入申遗目

录，作为北京城池变迁史和北京古都中轴线规划变迁的研

究者与北京中轴线申遗的首倡者，笔者愿借《北京规划建

设》这一平台，就保护北京古都中轴线规划和建筑等问题

抒发自己的一些浅见，谨供各级主管单位领导、规划师和

读者参考。  

北京古都中轴线经历了辽、金、元、明、清五代上千

年的发展历程，产生过两条中轴线，其规划、建筑及遗迹，

都应该得到切实保护；不能只保护元、明、清三代古都中

轴线规划与建筑，而忽视保护辽、金两代古都中轴线规划

及其遗迹。位于今广安门外西滨河路南北一线的辽、金两

代古都中轴线，还残存着宫城应天门、外朝大安门、大安

殿、鱼藻池、内廷仁政殿等规划空间遗迹、遗址，特别是

与蓟城、蓟门有着密切的关联，应该引起市政府和文物、

规划等有关单位的高度重视并得到切实保护。保护的方法

是：第一，保护原有地貌及地面以下的建筑基址；第二，

不宜在原有地貌上规划、修建旅游景观和楼堂馆所；第三，

在相应的古规划和古建筑的遗址、遗迹的空间位置上，树

立图文“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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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元明清三代古都中轴线古规划和古建筑，是中

国古都中轴线规划的“活化石”，是北京、乃至中国最为

重要的历史规划和历史建筑遗产，可谓是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文化遗产。笔者以为，保护好北京古都中轴线规划和建

筑，就要处理好其与城市发展和城区改造的矛盾，因此保

护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目前有

几项涉及保护的前提工作要做。  

一是应该明确需要保护的北京中轴线古规划和古建

筑的空间范围，是狭义的中轴线规划空间，还是广义的中

轴线规划空间。这一点，不仅申遗需要，而且还应成为今

后北京城市发展和城区改造需要进行新规划时的“禁区”。  

二是应该按区域保护和复原北京中轴线的古规划空

间。如钟鼓楼区域（可以复原元大都钟楼市）、什刹海区

域、锣鼓巷区域、北皇城区域、景山四周区域（北可复建

北中门，南可复建北上门）、天坛区域、先农坛区域。  

三是应该复建那些客观条件允许复建但已经拆除的

中轴线上古建筑，如北上门、北中门、正阳桥、天桥，以

尽可能完整地展示北京古都中轴线规划的空间节点和整

体原貌。  

四是切忌“借建设之名，行毁坏之实”的所谓以新规

划取代、改动、掺入中轴线古规划原貌、改变古规划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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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破坏古建筑的悲剧重演。 

 
注释 
[1]《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燕山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3 页。 
[2]流经今积水潭、北海、中南海、人民大会堂西南、正阳门、天坛东北、龙潭湖、十里河一线。 
[3]在今正阳门处。 
[4]位于正阳门以西的和平门至西便门东西一线，即考古发现有春秋战国至东汉时期的 151 座陶井

的区域，笔者综合史料记载分析，第一个推断此区域即为历史上著名的“燕市”区域。 
[5]《旧唐书》和《新唐书》及《资治通鉴》均记载：故隋临朔宫，在唐幽州蓟县界。唐幽州城郊

由两个县组成：西为幽都县，东为蓟县。结合史料记载和北京历史地理变迁的史实，笔者在《隋

临朔宫空间位置考辨》一文中论证了隋临朔宫位于涿郡东北郊的古永定河畔，其中心在明清北京

故宫、景山一带。 
[6]参见拙著《北京中轴线变迁研究》，学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5-91 页。 
[7]笔者通过梳理史料和实地踏查，论证了金大宁宫宫城系沿用昔日隋临朔宫宫城之空间规划，后

又为元大都宫城和明北京宫城所沿用。论证了金大宁宫空间规划是以宫城为中心，而非传统主流

观点认为的“以北海为中心”的观点。参见拙著《北京中轴线变迁研究》，学苑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92-98 页。 
[8]笔者通过 56 个论据论证了元大都宫城系沿用和改造金大宁宫宫城规划而成，后为明北京宫城

所继承和改建，但空间位置始终如一，始终未变。参见拙著《北京中轴线变迁研究》，学苑出版

社 2012 年版，第 109-143 页。 
[9]笔者在研究金中都规划时发现：金中都规划的日坛空间，后为元代改建规划为天坛，即在金代

规划的日坛祭坛南，规划祭天的圜丘，后为明清两代沿用为天坛。 
[10]从内到外依次为：宫城、卫城（宫城夹垣）、禁城（宫苑禁垣）、皇城、大城。 
[11]万宁桥西北的“火德真君庙”为唐代所建，其山门东向，正对万宁桥以北的南北道路。 
[12]元大都宫城及宫城夹垣、宫苑禁垣“三重城”的空间规划为明北京宫城所沿用，明北京皇城

是在元大都皇城规划空间基址上外扩而成的，又因“三朝五门”规制而南拓皇城南垣和大城南垣。 
[13]正阳门至永定门的外城中轴线，其前身是金代规划的大宁宫中轴线通往南苑建春宫的道路，

元代沿用为丽正门通往天坛的道路，明代因之。 
[14]明代规划的寿皇殿在景山东北，即中轴线东侧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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