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江评：微循环理论与支路交通

摘要：为了探寻微循环理论对交

通规划、支路网规划的借鉴意义，

在定义微循环、支路、支路网之后，

回顾了以微循环和交通规划为主

题的中、英文学术文献，讨论了微

循环理论作为支路网规划指南的

适用性以及支路网规划应遵循的

指导原则。研究结果表明，支路网

交通具有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这

些规律决定了微循环理论对交通

规划、支路网规划只能起到有限的

作用；一个科学理性的支路网规

划，应基于对其内在规律的客观、

科学研究，而不是简单套用微循环

等外来理论。基于此，给出了支路

网规划的7条原则。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applica-

tion potential of microcirculation

theory to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especially local road network plan-

ning,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ast

studie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

lish) on the subject, defines the

terms of microcirculation and local

road network, and discusses the ap-

plicability of the microcirculation

theory to local road network plan-

ning as well as the principles for lo-

cal road network planning. The re-

sult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indi-

cat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road network follows its own pat-

terns. These endogenous develop-

ment patterns limit the application

of microcirculation theory to trans-

portation and local road network

planning. A rational local road net-

work planning should be based on

its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at-

terns, not on the exogenous micro-

circulation theory. Having said that,

the paper presents seven principles

for local road network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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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从1954年美国微循环研究会成立算起，微循环理论被广泛认可已

经 50 多年。各类作者、学者，尤其是医学领域，在经验式调查

(empirical investigation)和实验的基础上，对该理论的方方面面发表了

大量作品。在藏书量居全美图书馆前十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

以“Microcirculation”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找到 100 多种书籍、

杂志。粗略地说，微循环理论的核心要点是认为直径为 10-4 m以下的

血管，在血液循环中担负着运输血细胞、营养物质以及调节体温的功

能，这一功能对于肌肉组织乃至人体健康具有重大意义。那么，主要

针对人体的微循环理论对于道路系统尤其是支路网的规划是否有借鉴

意义？如果有，意义何在？

在定义微循环、支路、支路网之后，本文回顾了以微循环和交通

规划为主题的中、英文文献，讨论了微循环理论作为交通、支路网规

划指南的优劣以及支路网规划在整个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中的地位和

作用。

Theory of Microcirculation and Traffic on Local Roads

微循环理论与支路交通微循环理论与支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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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几个定义

1.1 微循环

对于微循环，可以给出两个定义，即医学上

的定义和交通上的定义。在医学上，上述提及的

微循环理论要点，其实已经很好地定义了微循

环。可以看出，医学上的微循环强调了场所、尺

度、功能和全局影响几个要素。但这些要素并不

全面，未涉及下述两点：

1) 微循环的流量、速率和运输载体特征。在

常温、正常湿度和空气压力的情况下，即人体未

发生病变、未进行剧烈运动时，因为要维系人体

的基本生理机能，单位时间通过人体某血管截面

的血液流量大致是恒定的。但在非常规情形下，

例如人体高速运动后急需散热，微循环的流量、

速率可能剧烈变化。这和每天有着相对规律的早

晚高峰和季节性特点的交通流，有一定差异。微

循环所使用的运输载体，是人体具有一定固定形

态、相对均质的血细胞，与交通系统里不同形

态、操作特性、线路要求和质量的交通工具也有

很大不同。

2) 人体如何调节微循环。尽管和50多年前微

循环研究刚刚兴起时相比，科学家对微循环的各

个方面已经知道更多，但是依然没有取得像当初

细胞学说那样具有突破意义、甚至是跨学科的进

展。相对而言，通过假定出行个体总是选择经济

代价最小或个人感觉效应最大的路径出行以及利

用“四阶段”交通规划模型，交通模型和规划人

员反倒可以在一定的精度范围内，预测交通流的

产生、空间分布、方式划分和各路段流量。在新

加坡、伦敦、斯德哥尔摩等地实施的交通拥挤收

费政策则告诉人们，通过经济手段，城市政府已经

可以很好地治理局部时空内的交通拥挤，并获得大

多数市民的政治支持 [1 － 3]。经济学家 McFadden、

Vickrey等提出或者发展了支撑上述交通模型和政

策的核心理论，例如微观经济学－出行行为

(Microeconomics-Travel Behavior)理论和交通经济－

公 共 经 济 学 (Transportation Economics-Public

Economics)理论等，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

奖。希腊雅典、中国北京等地的机动车单双号限

行措施表明，来自交通系统外部的行政命令可以

对交通流的产生、方式划分产生重大影响。因

此，医学上的微循环和交通微循环有着显著不同。

把医学上的微循环要素借鉴到交通规划里，

可以认为交通的微循环是发生在支路上的人、车

流动。但交通微循环的根本目的，是人、货的高

效、安全和低污染地流动，而不是车辆本身的流

动。支路是道路网中尺度最小的道路(一般路宽≤

12 m)，所承担的功能是沿线居民的出行、休憩、

交往和消防救护、辅助灾难逃离等。在干路容量

不足或特殊情况下，支路可以临时承担部分干路

运输功能。支路网容量不足或者支路与次(主)干

路衔接不当时，可能发生交通流溢出，影响到所

连接的次(主)干路乃至整个道路系统的效率和正

常功能。

在流量、速率方面，部分支路上的交通流具

有明显的早晚高峰和季节性特征，即居民上下班

高峰或者节假日出行高峰。这些特征在有些支路

则不明显，例如社区、中央公园周边的支路，高

峰期可能在天气晴好的节假日和居民一天中的茶

余饭后，或者有大型社区集会时。

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和地域特点等对支路交通

流的构成有很大影响。例如，发达国家可能以行

人和小汽车为主，出行方式相对简单；发展中国

家，则可能行人、摩托车、小汽车、畜力车和自

行车混杂。由于社会目标、文化、习俗和法律等

不同，不同交通方式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也可能享

有不同的优先权。例如，无论在支路或是主、次

干路上，西方国家都普遍给予行人和非机动车辆

优先权，在交叉口行人和非机动车辆也优先通

过，这一优先权体现了人员安全是交通规划、管

理的第一要素。对于违反规则、践踏前述优先权

的人员，往往受到舆论谴责和高额罚款。如美国

加州，机动车驾驶人若在设置有六边形停止标志

的支路交叉口与行人抢道，初犯将被罚 200~250

美元，再犯将逐级加重处罚乃至吊销驾照。在社

区内部道路上，行人和非机动车辆也享有道路优

先权，减速带(humps)的使用非常普遍。这些人为

规定或习惯及其对人们交通行为的影响，是支路

交通和细胞微循环明显不同的又一个方面。

医学上的微循环是人体与生俱来的基本功

能，与其不同的是，出行本身往往不能带来直接

42



周江评：微循环理论与支路交通

的益处，出行需求通常是由于人们要达到其他目

的而发生的，是一种衍生 (derived)需求[4]，例如人

们为了上学、访友、上班或购物才出行，而不是

因为出行本身能带来愉悦。因此，研究交通和出

行，需要同时研究人们为何出行，即理解人们的

基本生活和工作需求。减少出行需求，特别是带

来空气污染、噪音、振动和拥挤的私人机动化出

行而不妨碍人们达成其他目的(例如休憩、环境保

护和经济发展等)，一直是城市规划师和交通规划

师追求的工作目标之一。然而，支路上的交通

流，在部分时段、部分路段也很有可能是人们为

了出行而出行，例如晚饭后的散步和早晨的跑步

锻炼。对此，规划师们也要特别考虑。

1.2 支路

依据美国规划师 Perry 提出的经典社区单位

(neighborhood unit)规划示意图(见图1)，支路是指

除高速公路(main highway)、主干路(arterial street)

以外，主要服务于社区单位内居民的道路，通常

宽 12 m。但是也并不绝对，例如，考虑到家长或

者访客的临时停车需求，中小学出入口附近，道

路宽度可以放宽至 25 m，甚至设立小型停车场；

为容纳小区内步行商业街高峰季节高峰小时的客

流，商业街也可以放宽至 30 m；社区内预留的地

震、火灾等紧急情况下的疏散支路则可更宽[5]，而

为了社区安宁，支路也可缩减至3.5 m甚至以下。

1.3 支路网规划

基于上述支路定义和微循环概念，可以认为

支路网规划是在一定空间(例如城市或居住区范围

内)对区内所有支路的具体位置、走向、尺度、功

能、全局影响、交通量、道路衔接等进行综合研

究或统筹安排。

支路网有很强的地域性、时代性和文化特

征。例如，国外部分城市、尤其是美国比较早期

的城市，基本是从零开始规划，加上美国多平原

并深受欧洲大陆特别是英、法文化的影响，支路

网基本是横平竖直。支路分割出来的地块一般是

方格状的，宽度通常是100 m，见图2。由于当时

小汽车尚未出现，规划师们如此设计并不是考虑

到几十年后小汽车的通行效率问题，主要是经济

上的原因，方格状的道路设计能方便地块的丈

图 1 社区单位规划示意图

Fig.1 Demonstration of neighborhood community planning

图片来源: http://noisetank.com/hugeasscity/images/
Perry_Neighborhood.jpg

在 160英亩(约 0.65 km2)的开放
地块内，任何情形下都应能容纳
一所小学的人口数量，地块的形
状并不重要，但地块的每一边应
与地块中心等距

购物区也可在地块边
缘，临近主要道路交
叉口，最好集中设置

教堂用地也可
改为购物区

到
市
中
心
的
主
要
高
速
公
路

只有社区级的机构
才能安排在中心区

到商业中心的主干路

内部道路宽度应该
小于连接商店和社
区中心的道路宽度

10%的地块面积应该
作为休憩和公园用地

半 径
里英1/4 (约 430 m)

图片来源：http://www.planetware.com/map/
chicago-downtown-map-us-ilchgo_n.htm
(此图为美国芝加哥市中心部分老城区地图)

图 2 美国 18 世纪城市典型的支路网

Fig.2 A typical local road network in a U.S. city
in the 18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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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开发、私人购买与出售。然而到了当代，美

国城市，尤其是 20世纪 60年代以来的新兴城市，

其惯用的支路网规划手法和最初流行的方格路网

又有很大不同，例如强调曲线、景观性、尽端路

(只有一个出入口的道路，是小区规划中常用的道

路设计方式)、功能分割等，见图 3。此时，小汽

车已出现多年，在规划设计支路时，规划师有意

识地利用曲线、减速带、减小路幅宽度等手段降

低小汽车的行驶速度，确保社区的交通安全和相

对宁静。

在国外，尤其是美国，除了上述提及的社区

安宁、交通模型和经济学理论外，与交通规划、

支路网规划有密切关系的另外一些重要概念是：

新 城 市 主 义 (new urbanism)、 公 交 导 向 发 展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交 通 需 求 管 理

(travel demand management)、 精 明 增 长 (smart

growth)、工作-居住平衡(job-housing balance)等概

念。现有讨论支路网规划的中文文献[6－10]，对这些

概念基本没有说明。表 1对这些概念的要点及其

对交通规划、支路网规划的启示进行了扼要小结。

从表 1 可以看出，为了达成各类社会目标，

例如城市街道(包含支路)的场所感、舒适度，以

及降低私人机动化出行，国外的规划师提出了一

系列策略和手段，涵盖了人文、社会、经济、规

划、行政和环境可持续性等方面。这些策略和手

段为交通规划师提供了支路网规划的宏观理论框

架。依据这个框架，支路的容量，尤其是停车场

的容量，很可能因为要平衡居住和就业，而需要

额外加大。公交导向发展，则有可能要求部分支

路能更好地考虑公共汽车、自行车和步行交通以

及限制小汽车通行等问题。

1.4 社区、住区和居住区

谈到支路网规划时，常常会涉及社区、住区

和居住区三个词汇。在本文中，这三个词含义略

有不同。社区(Neighborhood)更多的是沿用美国规

划学家Perry所倡导的社区规划的概念，例如人车

分离、以小学为单位组织居住组团设计等。住区

(Residential area) 泛指一般的以居住为主的地理单

元。居住区(Residential district)是我国规划界比较

通用的一个说法，源于前苏联的一个概念。居住

区强调的是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在居住规划、

设计和管理中，对基础和社会设施采取综合配套

的做法。当然，单纯从空间的管辖区域，本文不

图片来源：http://maps.google.com/
(美国加州 Irvine市局部地图)

图 3 美国新兴城市的典型支路网

Fig.3 A typical local road network in a newly developed U.S.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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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在某些情况下，社区等于住区等于居住区。

2 有关文献

2.1 文献来源

为梳理和小结已有的关于微循环理论和交通

规划的重要学术文献，作者使用了两个大型科技

文献数据库：中国知网和美国国家交通图书馆

TRIS数据库。使用表 2所列方法，共找到中文文

献5篇，英文文献0篇。以下的讨论，中文部分基

于这五篇文献，英文部分则另用他法查找有关文献。

2.2 中文部分

现有针对交通微循环和支路网规划的学术文

献总计有5篇，包含三大类信息：1)强调改善我国

交通微循环和加强支路网规划的必要性以及我国

城市在这方面走过的弯路[6]。2)指出了交通微循环

是一个涵盖经济、文化、交通等因素的综合体，

交通微循环不是为了单纯地提高道路的可达性[7]。

同时指出极端的“改善”交通微循环和支路网规

划建设，给支路(胡同)沿线的居民带来了严重的

汽车尾气、振动和噪音污染。因此，有关作者反

对将机动车出行引到支路，同时强调了本地居民

对支路网规划应有发言权[8]。3)把交通微循环上升

到理论高度进行一般性研讨，并以案例研究佐证

有关理论[9－10]。在5篇文献中，提及最多的城市案

例是北京，其他城市案例例如上海、合肥、深

圳、昆明等也有提及。从总体上看，5篇文章的作

者还未建立起一套关于交通微循环的有效理论，

即还没有相对统一的研究对象、明确的研究目

的、稳定的研究方法和广泛认可的研究成果。例

如，对于交通微循环，文献[9]认为是城市干路以

外的交通；文献[10]认为是宽度小于3.5 m的道路

上的交通。

2.3 英文部分

依据上文提到的搜索方法，居然没有一个学

者在英文文献中使用“microcirculation”为题讨论

微循环和交通、交通规划的关系。但是，如果把

问 题 延 伸 到 “ 社 区 安 宁 ” (neighborhood

calming)、“ 邻 里 规 划 和 设 计 ” (neighborhood

planning and design)，即大致等同于国内支路网规

划和居住区规划的概念，相关文献则数不胜数。

例如，以“neighborhood calming”做关键词，利

概念

新城市主义

通过合理规划、设计，促进新的城
市生活方式，这一方式关注环境的
可持续性、场所感(sense of place，
即给人以亲切感、归属感的地方特
色)和给人以便利及舒适感

有力支持交通规划、支路网规划
中的人文关怀及两个规划对新
的城市生活方式的合理研究

http://www.newurbanism.org/；
http://www.cnu.org/

公交导向发展
利用公交系统促进城市的宜居性，
公交发展配合人的居住、工作和生
活需求

公交优先发展；支路和公交线
路安排、服务强度、服务质量等
的关系

http://www.transitorienteddeve
lopment.org/；
http://www.denvergov.org/TOD

交通需求管理
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手段，鼓励
更多人采取高效率、环境友好型的
出行方式

交通规划应该是平衡的、多方式
的；支路应考虑平衡区内外交通
和不同交通方式

http://www.vtpi.org/tdm/

精明增长
新的发展，应该首先考虑使用已开
发的、成熟的和现有的基础设施

既有设施的高效使用，以及新
设施的扩容弹性

http://www.smartgrowth.org/
Default.asp?res=1600

工作－居住平衡
通过规划、经济、行政等手段，缩短
人们的出行距离，特别是工作出行
距离

交通规划要尽可能做到居住-就
业平衡，促进混合土地开发；部
分支路功能要多样化，如部分支
路可兼做居民休憩之用

http://www.atlantaregional.com/
documents/JOBS_HOUSING_
BALANCE_TOOL.pdf；
http://www.uctc.net/papers/
133.pdf

要点 对交通规划、支路网规划的启示 更多信息

表 1 与交通规划、支路网规划有关的一些概念

Tab.1 Concepts related to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nd local road network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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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Google 搜索引擎就能找到多达 637 000 条信

息。对部分信息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社区

(neighborhood)层面，国外的交通规划师在进行交

通规划、支路网规划时，更加关注交通安全、环

境质量、多种交通方式的可达性，而不是交通的

畅通和效率。这点与部分中文作者暗合[7]，也与西

方经典的、尤其是美国社区规划理论所强调的社

区道路(大部分即为支路)应该通而不畅，应以满

足居民生活便利和强化交通安全为主要目标相符

合[11]。 美国Bucknell大学的师生对社区安宁做了

较好地总结[12]。他们指出社区安宁的目标，某种

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国外支路网规划的目标，

包括：

1) 降低车辆行驶的速度，确保社区人员安全；

2) 减少交通事故的频率和严重程度；

3) 增加非机动车出行者的安全感；

4) 减少交通管理所需的人力、物力；

5) 增强街道的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

6) 增加所有交通方式的可达性(特别强调残障

人士的可达性)；

7) 减少穿越社区的过境交通。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师生们也提出了落实措

施：

1) 社区路网规划必须考虑提高综合的生活环

境质量(quality of life)而不是简单的交通效率；

2) 在社区路网规划中，社区居民应该能够充

分表达自己的喜好和要求；

3) 要把街道的安全性和对公众的吸引力作为

评价路网规划的重要指标；

4) 减少机动车带来的尾气排放、振动和噪音

等污染；

5) 社区路网规划应该能促进非机动化交通方式。

3 微循环理论与支路交通、交通规划

的关系

基于上述对几个定义和已有文献的讨论，可

以得出如下认识：

1) 医学上的微循环和交通上的微循环(支路交

通)尽管有很强的可比性 [9－ 10]，但依然有很大差

异。因此，两者可相互直接借鉴之处并不多。

把上文提及的所有异同归纳起来，可得到表

3。可以看出，医学上的微循环和交通微循环或支

路交通在可调节性、多方式配合、出行链、出行

分布、决策机制、功能衍生性和负面效应等方面

有很大不同，甚至根本不具备可比性，而这些正

是交通微循环或支路交通最重要的一些特征。针

对这些特征，应该发展出一套专门针对交通微循

环或支路交通及支路网规划的理论，而不是简单

的移植医学上的微循环理论，甚至只是套用“微

循环”这样一个词汇来笼统概括支路网交通的特

点。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在西方国家的支路网规

划或建设里，所谓的“交通微循环理论”其实并

不流行；相反的，在满足人们基本出行需求的基

础上，社区安宁、新城市主义、交通需求管理等

概念得到广泛认可和应用，以降低机动化交通的

负面影响、提高居民的生活环境品质。鉴于此，

人们甚至应该反思是否值得提出和沿用“交通微

循环”这样一个说法。毕竟，医学上大量使用的

文献数据库
中国知网

(http://www.cnki.net)
美国国家交通图书馆TRIS数据库
(http://ntlsearch.bts.gov/tris/index.do)

文献年代 1994年至今 不限

搜索方法 使用下列词汇在关键词和题名内进行搜索

使用的关键词 微循环(题名)和交通(关键词) microcirculation

搜索结果 5 0

中文 英文

表 2 文献来源

Tab.2 Sources of literature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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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循环”一词，已经带来了很多潜台词。这些潜

台词描述和强调的是表 3第二列的有关信息，而

不是第三列专门针对支路交通特点的信息。相对

而言，表 1中所列的各种概念及启示，应该对一

般性的交通规划研究和支路网规划更有参考价

值。而简单地用等级、功能辅助等来研究微循环

和支路交通问题，似乎指导意义不大。

2) 如果把交通微循环当作一种可以发展的理

论对象，那么交通微循环理论还远未成熟，更鲜

有成功应用该“理论”的现实案例。

对中、英文两个科技文献数据库的搜索只能

发现 5篇文献证明了上述结论。相对于交通微循

环理论，微观经济学－出行行为理论、交通经

济－公共经济学理论、个体出行链、个体出行的

决策机制等更有助于人们认识和解决交通问题，

进行合理的交通规划和支路网规划。例如，基于

交通经济－公共经济学理论，即交通出行者尤其

是私人小汽车出行者必须承担其所带来的全部社

会成本的原理。有国外城市利用交通拥挤收费，

提高了现有多方式交通系统的使用效率，成功减

缓了道路交通拥挤。有关实践也证明，交通拥挤

收费，也有助于鼓励人们使用公交出行、减少不

必要的出行和重新安排出行时间等。对比把私人

机动交通引入支路网络，利用支路网络分担主、

次干路交通的做法，交通拥挤收费带来了更多的

社会收益、环境效应和较小的负面效应[1－3]。个别

文献中提到的支路网规划模型，其实更多地依赖

于经典的“四阶段”交通规划模型[9]。这也从另一

个角度说明，交通微循环理论——如果它客观存

在的话——给交通规划师的指导意义尚不明显。

特征

恒定性

突变及其可控制、调节性

早晚高峰

季节性

可调节性(规模、流量、流
速、流向、优先权和功能等)

功能可移植性

多方式配合

个体出行链
(trip chain)

个体出行分布

决策机制(单位)

运输载体

功能、需求衍生性

外部影响因素

负面效应

成熟化的模型和理论

正常情况下，流量相对恒定

不可人为调控，如剧烈运动后的微循
环，不能人为抑制

有，但幅度很小

有

具有天然规律，人们只能依据规律调节

微细血管不能执行大动脉、静脉的功能

不存在

与支路、城市交通可能不具有可比性

具有天然规律，不受个体血细胞控制

人体中枢神经系统

单一并相对均质，血细胞

人体基本功能、需求，非衍生

温度、湿度、压力等

正常情况下无负面效应

微观理论很多，但是宏观的一般性的
理论有待进一步发展

医学上的微循环

局部时空上的相对恒定

可人为调控，例如可利用支路组织
救援、应急交通和单向交通

明显，具有一定的重复性

有

可人为调控，例如社区安宁和交通
信号对交通的调节

特殊情况下，支路可部分执行次干
路、主干路功能

需要，例如步行、自行车和机动车的
相互配合

常见，如单位-菜场-小学-公园-住所

主要与个人生活、工作、休憩需求及
习惯有关

个体出行者依据其个性化需求

多样化，相互间有冲突，如机动车和
自行车

常常作为其他活动、需求的衍生物

社会、经济、文化、法律、习俗、管理、
技术等

拥挤、噪音、尾气排放、事故和振动等

“四阶段”交通规划模型、微观经济
学－出行者行为理论和交通经济－
公共经济学理论等

交通微循环(支路交通)

表 3 医学微循环、交通微循环(支路交通)比较

Tab.3 Comparison between microcirculation in medical sciences and microcirculation in traffic (traffic on local r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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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支路网规划的目标和原则

结合表 3以及国内城市现有支路的一些具体

情况，可进一步归纳、提炼支路网规划的目标和

原则。

1) 目标。

规划目标应该充分体现城市居民对新型生活

方式的追求，而不是个别交通规划师或政府官员

的主观意愿。理想状态下，专业人员或官员应通

过调研，了解和提炼居民的追求，并将其转换为

支路网规划的合理目标。而机动化交通的效率，

将仅仅是一部分居民在支路网规划过程中所追求

的主要目标[8]。从提及的国外经验看，生活环境质

量、交通安全、场所感、多方式交通的平衡等目

标，都可能比交通效率目标更为大多数居民所

青睐。

2) 原则。

① 支路网规划从属于更高层次的交通规划、

城市规划，有关工作应该体现这些规划共同追求

的目标。

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共同追求的目标包括提

高生活品质、促进社会公平、强化交通安全、增

进交通可达性和环境的可持续性等。表 1中提及

的各种概念，是国外规划师们为实现这些目标提

出的各种具体策略和手段。

② 支路网规划既要考虑支路交通的一般性特

点(参考表 3)，也要考虑当地的地理、历史、风

俗、法律和文化等对居民出行和生活方式的影响[7－8]。

例如，不少城市因为单位大院的缘故，有的

支路根本无法满足整个城市基本的消防、人员疏

散和防震减灾等要求。对这些支路，可按其紧迫

性分阶段进行治理。而另外一些支路除承担少量

内部交通外，基本等同于公众户外的“活动大

厅”，是中老年和小孩的另外一个“家”。对这些

支路的改造，除了保证当地居民的出行需求，还

需要考虑支路的规划、建设如何配合社区公园的

建设，以满足居民不同的休憩需求。

③ 支路网规划必须做到技术分析和公众参与

相互配合。

一方面，支路网主要为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和出行服务，如何让支路更好地服务当地居民，

居民最有发言权[8]。另一方面，支路网在特殊情况

下，也可能承担部分次干路、甚至主干路的功

能，需要保证一定的连通性和通行效率，这可能

涉及利用复杂的交通模型对特殊情况，例如消防

疏散、大型社会活动疏散等进行模拟，是一项技

术性很强的工作[9]。因此，支路网规划应做到技术

分析和公众参与相互平衡。

④综合配套。

表 1提到的各种概念，可以帮助交通规划师

综合考虑支路网规划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同时，

支路网规划不能只考虑道路设计，因为道路本身

并不能带来人员的有效流动。例如，只有综合考

虑支路上的公交服务供给、服务频率和服务质

量、自行车－公交换乘、交通信息供给等，才能

真正实现人员有效、安全、舒适地流动。否则，

图面效果再好的支路网规划也只是一张白纸。换

言之，提高服务水平，确保多种交通方式的有效

配合，才是支路网规划、建设、改造和营运等工

作的核心。

⑤反馈跟踪。

支路的工程设计一般有技术规范可参考，然

而支路上的交通流却变化多端。因此，支路网规

划不能只考虑一种终极状态的路网，也不能一味

参考技术规范，而应该考虑如何在规划、管理中

给上述变化以适当的活动空间。例如，部分建成

的支路，可根据居民的反馈，通过交通管理措施

调整为纯步行空间。反馈跟踪也包含规划师必须

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自我批判、自我借鉴和自我总

结。如上文提到的新城市主义，其实也是美国个

别建筑师、规划师根据一系列规划案例总结出

来的。

⑥ 弹性规划，即支路的规划，应考虑尺度和

功能的灵活性、可变性。

以部分承担防震减灾任务的支路为例，路面

宽度不必固守12 m的宽度，而是可以加宽到30 m，

甚至更宽。平常，这些支路可以作为居民锻炼和

小孩课余活动的空间；紧急情况下，则可将有关

路面转换用作救急场所或疏散场地。

⑦管理和规划的协调配合。

“三分规划，七分管理”，要让支路网发挥最

大效用，达成既定的规划、建设目标，一个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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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的环节是交通管理。例如，停车管理不当的

支路，将很难起到分流交通的作用；上下班高峰

期间个别商贩的活动，也将降低大众的通行效

率；驾驶人的遵章守法意识以及交通信号灯的设

置，也对个别交叉口、路段的交通效率有明显影响[6]。

5 结语

交通规划、支路网规划有自身独特的规律，

一个好的交通规划、支路网规划人员，应该挖掘

和遵循这些规律。在现有知识、实践的基础上，

微循环理论对交通规划、支路网规划只能起到很

有限的作用。例如，帮助人们理解交通发生的不

同场所及其可转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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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数值范围表示方法说明

从A到B (A≤X≤B)：A~B；

超过A到B (A<X≤B)：>A~B；

至少A不足B (A≤X<B)：A~<B；

超过A不足B (A<X<B)：>A~<B。

以年龄为例的连续性数据表示方法：0~10，

>10~20，…，>50~60，>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