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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1世纪前 10年，我国城市

交通及交通规划理论与技术方法

发展迅速，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探索和创新。从城市发展战略调

整、国家综合交通运输网络转型与

发展、城市交通运行状况与居民出

行特征等方面回顾新世纪城市交

通规划的发展背景，并介绍新世纪

前 10年交通规划在理论与技术方

法上的转变及创新，包括：交通规

划目标的转变、交通系统与城市空

间及土地利用的整合、技术手段与

模型理论，以及交通规划编制体系

与方法等。最后，对城镇密集地区

城市交通规划、公共交通规划、高

铁枢纽规划、综合交通枢纽规划、

城市中心区交通规划、街区交通规

划，以及大型活动交通规划等典型

规划示例进行了简评。

Abstract： Parallel to the rapid de-

velopment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systems, the fundamentals and

methodologies of urban transporta-

tion planning have advanced quick-

ly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century

due to the tremendous innovative

research activities in this area. This

paper reviews urba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development in 21st cen-

tury in several aspects: the adjust-

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strate-

gies, the huge changes in the nation-

al intermodal transportation net-

work, urban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resi-

dents travel demand. The paper dis-

cusses the evolu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theo-

ries and methodologies, the re-

newed objectives of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the integration of trans-

portation and land-use, planning

techniques and modeling theories,

and the procedures of transporta-

tion planning. Lastly, the paper

evaluates several typical planning

cases , such as urba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for large metropolitan ar-

eas with high density of small com-

munities, public transit planning,

high-speed rail station planning,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plan-

ning for intermodal terminal, trans-

portation planning for CBD, local

community transportation plan-

ning, and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for large special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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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前新世纪前1010年城市交通规划发展回顾年城市交通规划发展回顾

在21世纪已经过去的十年里，无论是国家经济发展，还是城市和

城市交通发展都在改革开放20年的基础上出现了质的飞跃，城市与城

市交通变化的实际需求也带动了城市规划、交通规划理论与方法的快

速发展。可以说，新世纪前10年，以国家和城市快速发展为背景，我

国城市交通规划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

1 新世纪城市交通规划发展背景

1.1 城市发展战略调整

从跨入新世纪开始，我国城市为适应新的快速发展需要进入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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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空间与职能调整阶段。从东到西，从南到

北，几乎所有的大城市为了谋求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空间、提升产业与经济发展水平、丰富城市职

能，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战略性

调整要求。空间结构调整成为新世纪前10年城市

总体规划的主旋律；多中心、新城、都市区(圈)

等成为城市空间扩展的新模式。与此同时，城镇

密集地区和特大城市发展也摆脱了我国传统城市

发展的模式，城市空间与城市功能超越了传统的

主城区范围，按照社会经济活动组织的规律在更

大的空间范围内重新进行空间组织与功能定位。

1.2 国家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的变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也

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国家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布

局进行了调整，加强城镇密集地区与大城市地区

的对外辐射，扩大了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的覆盖

面；其次，国家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的高速化迅速

推进，通过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网络建设，调整

运能分配、实现客货分流，逐步达到分层组织；

第三，通过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正在实现国家综

合交通运输网络组织方式上的根本转变。

1.3 城市交通运行状况与居民出行特征

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城市经济和居民

收入大幅度提升。新世纪以来，城市私人机动车

拥有率迅速提高，城市交通步入了机动交通快速

发展阶段。例如，北京在2000年城市机动车保有

量才刚刚超过100万辆，到2009年末则突破了400

万辆；其中私人机动车的比例从2000年的50%提

高到近 80%。另外，城市经济水平的提升也大大

提高了城市政府在交通基础设施上的投资能力。

如上海在1998年城市交通投资约为98亿元，而到

2009年城市交通投资总额提高了近20倍。大规模

投资使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迅速改善，许多城

市的快速道路(包括高速公路)、轨道交通、公共

汽车交通、交通枢纽等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硬件建

设已经迈入世界一流水平。在城市快速扩张与空

间结构调整、机动化与交通设施水平不断完善的

共同作用下，城市居民出行特征和城市的交通运

行状况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出行距离大幅度增

加、机动化交通出行比例迅速提高(如北京在2000

年小汽车出行约为总出行的 1/5，到 2009年则超

过 1/3)、自行车交通出行比例下降、公共交通出

行在多种措施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回升、交通拥堵

在特大城市交通运行中逐步演变为“常态”等。

1.4 城市与交通发展政策

城市与交通发展与以往相比不仅内部结构发

生了转变，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根本性变

化。从 1993 年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后，石

油进口一直没有超过2 000万 t。而2000年后，从

2 000万 t到2004年迅速突破1亿 t，再到2007年突

破2亿 t，其中高速机动化使交通运输在全国能源

消耗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是一个重要原因。因

此，城市交通政策开始成为国家能源安全战略中

的重要环节，从而直接促成了“优先发展城市公

共交通”上升为国家战略。同时，城市发展和工

业开发中土地消耗的迅速增加，也促使国家制定

了比较严格的土地政策，要求城市集约开发。

2 交通规划理论与技术方法的转变及

创新

2.1 交通规划目标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市交通规划的核心目标

是适应城市快速发展要求，提高城市交通基础设

施的供给能力，满足城市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日益

增长的交通需求。在交通规划中主要采取以需求

为导向的规划目标，规划内容以道路交通为主

导，并以快捷和畅通为重要衡量指标。

而进入21世纪后，城市交通运行、交通发展

环境的变化促使城市交通规划目标开始转向集

约、绿色、一体化，并提高了土地利用与交通规

划协调的力度。首先，机动车交通不再是一家独

大的规划对象，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成为国

策，轨道交通、地面公共汽(电)车交通成为交通

规划的重点；同时步行、自行车等低碳、绿色的

交通系统也成为城市交通规划的重点内容；提高

公共交通出行比例也作为应对环境、能源、土地

制约的核心指标写入了城市总体规划的指标体

系，成为城市交通规划的主要目标。其次，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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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地区区域联系交通在构成与总量上逐步趋向

于城市交通，以及国家综合交通网络布局对城市

空间布局的影响，促进城市交通与区域交通、城

市交通与对外交通规划开始打破部门藩篱，逐步

走向一体化规划。第三，交通系统与城市空间、

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也在交通规划中被提到前

所未有的高度，作为城市交通规划的一个重要

目标。

2.2 交通系统与城市空间、土地利用的结合

新世纪城市规模扩张的同时谋求空间结构转

变是我国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在城市活动

组织上，通过多中心布局实现城市范围的大规模

扩张，进而达到城市活动组织的高效。在空间范

围上，城市化地区超越了传统的中心城区，城镇

密集地区的城市甚至扩展到整个市域，如珠三角

城镇群内的广州市，其城市化发展范围从南到北

超过 150 km。在空间形态上，中心城区之外出现

了新城、副城或城市发展组团，如北京在中心城

外围规划的11个新城，杭州在中心城外围形成的

三个副城与六个组团等。城市空间结构的转变对

延续了上千年的城市交通网络形态也提出了相应

的结构调整要求，以支撑和引导新的城市空间

结构。

首先，目前使用的城市交通组织模式与交通

设施功能等级划分的依据是20世纪中心城区的交

通联系尺度和组织方式。在城市交通联系范围大

幅度扩展下，城市交通网络需要在更大的城市空

间尺度上进行构建，并根据新的城市联系尺度进

行城市联系交通的组织和设施规划。在目前的规

划中，多数特大城市采取了独立的联系交通网

络，并且根据联系交通的尺度提高联系交通设施

的功能等级，以提高超大尺度城市联系交通的效

率。如广州市在综合交通规划的道路分类中加入

了城市高速公路；北京、上海等城市也把高速路

作为中心城与外围新城的联系交通设施；北京中

心城外围规划了运营速度为 50~70 km·h-1的市郊

铁路[1]；上海、深圳、武汉、广州等城市在中心城

区外围规划的轨道交通快线等。见图1、图2。

其次，城市内部交通网络要求以多中心为依

托进行城市交通网络结构的改造。我国城市在 20

世纪基本上都是单中心运行，并形成了与之对应

图 1 北京市区道路网络规划方案

Fig.1 Road network planning in Beijing

图例
高速公路
城市快速路

城市次干路
城市支路

比例尺

城市主干路

7.5 km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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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放路网与单中心放射的公共交通网络。进入

新世纪后，多中心的城市活动组织与单中心下形

成的交通系统矛盾越来越大，新规划的城市中心

缺乏交通支撑、中心区之间的联系交通成为城市

活动组织的主要瓶颈。为此，全国许多城市都探

索在继承既有交通系统的情况下，进行多中心交

通网络的改造。如在北京、天津等城市，公共交

通、轨道交通网络与道路网络统一规划，利用轨

道交通与道路交通互补的特征形成支持多中心发

展的多方式、高等级城市联系交通网络。重庆在

交通规划中结合多中心空间结构的转变，利用轨

道交通与快速道路建设刚刚起步的有利时机，调

整轨道交通与城市快速道路系统结构，形成与新

的城市空间结构契合、以多中心为依托的轨道交

通与快速道路系统。北京中心城区轨道交通规划

中，为适应城市多中心发展而道路网络改造余地

不大的情况，通过几次轨道交通网络的修编，加

强对新城市中心的轨道交通服务，以弥补新城市

中心区道路网络服务不足的缺陷[1]。

再次，城市空间结构大规模调整的同时，城

市土地利用也在进行相应调整。城市经过20世纪

90 年代大规模的工业外迁、人口疏散和旧城改

造，在功能上相容性差的土地利用方式已逐步分

离，城市土地利用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某些

特定功能的土地利用逐步聚集在一起，如金融、

商业、办公、居住等，形成功能鲜明的城市功能

区。这些功能区的鲜明交通特征不同于20世纪我

国城市在混合土地利用下的交通特征，传统的规

划指标和规划方法下形成的交通系统已不能很好

地适应这些特定功能区的交通活动需求。由此，

如工业区、中心区等针对特定城市功能区的规划

探索也就应运而生，根据特定地区特定的交通需

对外联系主通道

对外联系次通道

主干路—组团间联系通道
次干路—组团内联系通道

支 路—组团内辅助通道

图 3 北京市大兴新城道路网络结构示意

Fig.3 Beijing Daxing Road network
for new urban area

图 2 上海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Fig.2 Rail transit network planning for Shanghai

市域快速线
市区地铁
市区轻轨
大型换乘枢纽
换乘枢纽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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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特征，制定与交通活动特征契合的交通系统，

在交通网络的布局与指标上也都打破了传统的规

划模式与指标。如在北京大兴新城的规划中[2]，针

对不同功能区的交通活动特征规划了不同构成的

道路与公交系统，道路网络结构示意见图3。

此外，在当前城市快速发展时期，城市交通

规划也把城市发展远景与城市发展过程作为两个

同样分量的对象进行研究，通过把握交通发展与

城市发展的过程，从发展时序和远景规划两方面

规划城市交通系统，引导城市形成合理的空间结构。

2.3 技术手段与模型理论

新世纪以来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为交通调

查与交通模型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交通调查

方面，研究人员利用目前我国城市居民手机拥有

比例高的特征，正在研究利用手机移动数据获取

交通出行特征，用此方法获取数据简便、快捷、

样本量大，可降低交通调查的成本与时间，能获

得以往交通调查方法难以企及的样本量。同时利

用GPS等手段进行的车辆移动调查，也获得了很

好效果，并逐步用于交通规划实践中。

交通模型方面，改良和创新从未停止。一方

面，城市交通分析模型、交通数据库、交通信息

平台不断得到完善，上海、广州、北京、深圳等

地都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交通分析模型、交通数据

库。另一方面，我国城市发展速度快，现状调查

所确定的出行距离、交通分布、交通运行状况等

参数通常在规划期会发生较大变化且不易把握其

规律，造成交通规划模型难以准确描述规划期城

市交通活动的特征。近年来，规划研究人员也开

展了相关研究与探索，试图解决城市快速发展中

交通模型参数易变的问题，如出行时耗预算的提

出及其在交通模型中的应用等，提高了交通模型

在城市快速发展阶段预测的可靠性。

2.4 编制体系与方法

新世纪10年来，在探索、创新城市交通规划

理论与方法的同时，也在对城市交通规划编制体

系进行相应改进。规划编制逐步改变了以往城市

规划与交通规划脱节、在城市相同范围内出现两

种交通系统规划(城市规划中的交通规划、综合交

通规划)并存的局面。多数城市在《城乡规划法》

和《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的指导下，城市总体规

划与综合交通规划、轨道交通规划统一编制，尤

其是把对于城市土地利用布局影响较大的城市轨

道交通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结束了土地利用

规划编制完成后再补充交通规划的编制模式。同

时，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中把干路、轨道交通、枢

纽作为规划的强制性内容，也达到了强化城市交

通规划的法定地位、促进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协

同发展的目的。

在探索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编制体系的同

时，根据城市交通发展规律，交通规划体系的自

身构成也得到了相应发展，在以往比较单一的城

市综合交通规划基础上向战略与详细交通规划延

伸。如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城市交通发展

战略规划和交通发展白皮书的编制，深圳提出的

城市交通规划设计技术体系构架等。

3 交通规划进展述评

3.1 城镇密集地区的城市交通规划

新世纪10年里，城镇密集地区大规模发展并

成为我国经济、交通、城镇发展与规划的重点。

国家在近年来陆续批准了长三角、京津冀、珠三

角、北部湾、海峡西岸、长株潭、大武汉、成

渝、关中、辽宁沿海等城镇密集地区区域规划，

城镇密集地区也成为国家城镇化、工业化、技术

创新发展的核心地区和综合交通布局的重点。城

镇密集地区城市扩张形成的城镇空间连绵和经济

一体化组织，打破了我国自有城市以来城、郊二

元的发展模式。区域内的城镇化在城镇的全境推

进，城市之间的关系不再独立，相互依存增加，

并在经济、社会、空间、交通组织上逐步趋于一

体。在城镇密集地区的交通联系与组织特征上，

区域色彩越来越浓，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的界限

越来越淡化，城市中区域交通联系的比重也逐步

提高。为此，广东与浙江等省份，由于其大部分

城市全境都位于城镇密集地区，正在尝试市域全

境的总体规划和城市交通规划编制。

城镇密集地区的城市交通规划成为新世纪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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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一个全新领域。针对城

镇密集地区城镇的交通特征，其研究重点主要是

跨界的交通衔接与一体化组织、区域交通与城市

交通一体化规划、区域交通设施共享、以交通构

成划定交通标准、按照职能分布在全境进行分区

交通组织，以及按照交通联系要求确定城市交通

设施等级功能等方面。这些规划研究把区域交通

从传统规划的对外交通中分离出来，把公路、城

市道路、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进行统筹考虑，

按照交通特征与构成整合不同部门的规划；用新

的交通系统功能层级、职能分区和交通标准选取

来应对全市域城镇化下，超大尺度的城市交通联

系；并用跨界衔接、交通同城规划、设施共享来

应对连绵发展下城镇间活动和空间重叠。

如珠三角的广州与佛山(广佛)编制了两市的

综合交通衔接规划，其道路、轨道交通网络(见图

4[3])密切联系。2009年，两市又签订了《广州市佛

山市同城化建设城市规划合作协议》，“要将广佛

作为一个城市来规划”，两地将共同探索广佛跨行

政区域城乡规划的合作模式，以“区域同城、产

业融合、交通一体、设施共享、环境齐治”为目

标进行规划开发，注重广佛规划的“整体性”，把

综合交通衔接作为同城规划的重点，并确立了广

佛同城化规划体系的法律地位 [4]。2009 年年底，

编制完成了全国首个跨市界的《广佛同城化发展

规划(2009—2020年)》。同样，上海与昆山、深圳

与东莞的交通规划衔接，苏锡常都市圈交通规

划，长株潭地区交通规划等都在跨界交通规划上

进行了探索。在杭州与珠海等城市的综合交通规

划中，按照市域城市职能的分区，分别组织区域

与对外交通联系。而在东莞的轨道交通规划中，

按照市域城镇联系的特征，来确定轨道交通等级

与功能，见图5。

3.2 公共交通规划

随着机动车拥有量的迅速增长，在能源、土

地和环境的限制下，城市决策者开始认识到交通

拥堵已经不可能通过大规模道路建设来解决，可

图 4 广佛城市轨道交通衔接规划

Fig.4 Urban rail transit planning for transfer between Guangzhou and Foshan

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规划方案汇总表

线路 起始点 长度/km

1号线(广佛线)

7号线

2号线

3号线

4号线

6号线

5号线

8号线

路洲—沥滘

滘口—葛岸

大良—广州莲花山

西安—新广州站

狮山—容桂

张槎—平胜

九江—平洲

佛山西—三水

19.2(佛山段)

34.0

13.1(佛山段)

49.1(佛山段)

60.7

16.6

41.1

18.9

佛山市城际轨道交通网络规划方案汇总表

线路
广佛珠城际
广佛珠城际

广佛环线

广珠环线

肇庆—南沙线

起终点
广州—肇庆
广州—珠海

广州机场—佛山北站—高平新城
—广州新客站—天河—广州机场

广州—珠海

肇庆—南沙

长度/km
51.8(佛山段)
50.8(佛山段)

60.7(佛山段)

29.3(佛山段)

66(佛山段)

区域城际轨道线

市域城市轨道线 轨道一般站

轨道换乘站 机场

铁路枢纽

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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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东莞市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Fig.5 Rail transit network planning in Dongguan City

线路名称 经过镇区数/个

R1(麻涌—黄江) 59.44 9 13

站点数/座长度/km

R2(石龙—长安) 59.91 9 20

R3(长安—谢岗) 50.85 6 14

R4(黄江—清溪) 24.17 3 8

合计 194.37 21 55

北

靠的城市交通系统建立和城市交通的集约发展必

须依赖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在进入新世

纪后，也终于在国家各个层面达成共识，2004年

原国家建设部出台了《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

通的意见》 (建城[2004]38号)，提出以明确目标、

加强规划、完善设施、优先政策、推进改革、提

高服务、健全标准等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十

个方面内容。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原国家建

设部等部门《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意

见》 (国办发[2005]46号)，并通过中国城市公共交

通周与无车日等行动推进、落实。在国家和城市

政府层面的重视下，公共交通规划迅速增加，其

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随着城市扩大和城乡公交的纳入，城

市公共交通服务范围迅速扩张，原来按照同等级

线路布局的公共交通网络不断延伸，长线路越来

越多，在交通拥堵的情况下，公共交通运行的可

靠性大幅度降低，服务水平下降，运营成本迅速

提高。为此，北京公共交通线网规划中提出了

“分区分级”的新运营组织模式，将公共交通网络

划分为干线、普线与支线，并把传统的公共交通

场站划分为客流集散中心和车辆运营服务两类。

客流集散中心以乘客换乘与服务为主，车辆运营

服务以停车、保养等为主[5]，见图6。公共交通分

级组织模式适应了城市扩大后高效率公共交通组

织的要求，同时，通过公共交通换乘枢纽衔接各

级公共交通网络，在枢纽规划和设计中提出“零

距离换乘”的理念，大幅度降低公共交通换乘距

离和换乘成本，提高换乘效率。

其次，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前政府办公交的

纯公益发展和90年代公共交通大规模市场化、无

序竞争的反复后，在新世纪，公共交通逐步确立

了公益性地位，并实行政府管理下的有限市场竞

争。近年来，城乡公交也开始逐步纳入公共交通

体系。随着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政策实施的深入和

公共交通功能的明确，城市也开始对公共交通体

制、票制、投融资机制、补贴机制等问题进行深

入研究，以形成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公共交通体

系，解决公共交通发展中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公

共交通在新的城市发展阶段出现的跨界运营、城

乡一体等相矛盾的体制障碍。对公共交通票制、

票价、补贴机制以及公共交通专营权等问题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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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在各城市交通发展白皮书中均有所体现。

再次，在城市快速发展进程中，城市交通需

求快速增加，对大容量公共交通需求也迅速提

高，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在资金和建设周期上的

限制，制约了城市大容量骨干公共交通线路快速

成网。因此，快速公交(BRT)以其建设灵活、成本

低、见效快的特点正好适应此时我国城市交通的

发展需要。2004年初全国首条BRT线路在北京开

始建设，紧随其后的重庆、广州、杭州、济南、

郑州、常州、大连、厦门等城市也都完成了BRT

线网规划，并开通运营。BRT发展时间虽然短，

但很快在公共交通线网规划与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BRT线网规划方法，

并与公共汽(电)车线网、轨道交通线网融合在一

起，分别承担不同的交通运输功能。另外，在借

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快速公交设计方法也

逐步形成了自身特色。如针对我国道路三块板、

四块板特征的BRT车站与专用道设计，厦门的高

架BRT等。

最后，城市交通投资能力的迅速提高，促进

了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的快速发展。新世纪10年里

逐步形成了与我国目前城市发展水平、阶段相适

应的轨道交通规划体系，以及规划理论与方法。

2003年为规范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强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管理的通知》

(国办发[2001]81号)出台，确定了轨道交通的建设

时机，并形成了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与轨道交通建

设规划两个层级的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编制体系。

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指导长远发展，规划年限以城

市远景发展为依据；轨道交通建设规划作为近期

建设规划，指导近期轨道交通建设。在规划体系

确立后，轨道交通规划技术快速发展，形成了以

规模论证、客运走廊分析、网络布局、线网评价

为核心内容的轨道交通规划。另外，《城市轨道交

通线网规划编制标准》 (GB/T50546—2009)已于

2009年11月正式出台，自2010年4月1日起实施。

3.3 高铁枢纽规划

新世纪 10年国家综合交通网络在交通组织、

系统布局与构成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

高速铁路系统建设，彻底改变了我国城镇体系的

时空格局。高铁枢纽成为影响城市空间和交通系

统构架以及城镇职能的重要因素，也就自然成为

国家和区域城镇体系规划中重点考虑的内容。同

时，高速铁路对城镇时空距离的影响反映在铁路

出行特征上，其与以往普通列车的出行构成、人

员构成差异巨大，特别是位于城镇密集地区的

“城际铁路”，更是城际高频率出行的主要载体，

正在成为城镇密集地区城镇联系的主导交通方

式。因此，高铁(包括城际铁路)枢纽(车站、交通

组织与周边用地)的规划和设计成为最近几年来城

市空间规划、交通规划、土地利用布局规划中的

一个要点。高铁站对城市空间的影响、高铁站点

客流特征研究、高铁枢纽交通设计，高铁枢纽地

区的土地利用与交通规划成为近年来城市交通

规划的一个新领域。到目前为止，围绕高铁网

络的建设，已经有近40个城市开展了相关的规划

研究。

高铁枢纽规划以枢纽的组织为核心，把枢纽

地区划分为枢纽核心区、影响区。核心区规划重

点为枢纽的交通组织，形成高铁与城市交通转换

以及城市内部交通转换的枢纽；影响区重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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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北京公共交通线网规划新旧场站对应关系

Fig.6 Comparison of old and new station classification in the Beijing transit network planning

线路到发、部分停车

乘客上下车

线路到发、乘客上下车、换乘

车辆夜间停车、低级保养

车辆保养

首末站

中途站

枢纽站

停车场

保养场

一级客流集散中心

二级客流集散中心

客流集散点

停车场

保养场

客流集
散中心

车辆运营
服务中心

承担客流集散、线路到发、
线路经过

承担车辆夜间停车、低级保养

车辆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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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于枢纽的用地开发，形成以交通枢纽规划为

主导，兼顾空间布局结构、土地开发、绿地系

统、景观风貌、地下空间等的综合性规划。如郑

州高铁枢纽规划[3]，以多种交通方式之间转换和衔

接设计确定枢纽竖向布局、对外交通与城市交通

的衔接以及枢纽核心内部人流、车流的组织方

案，在枢纽核心区形成集高铁、轨道交通、公共

汽车、长途客运、出租汽车、社会车辆等为一体

的综合性枢纽；并根据郑州城市发展和空间布

局，确定郑州高铁枢纽地区的功能定位和产业选

择，形成与综合交通枢纽一体的城市土地利用开

发，见图7。而上海的虹桥枢纽则形成集高铁、城

际轨道(铁路)、航空、城市轨道等为一体的大型综

合交通枢纽。

3.4 综合交通枢纽规划

新世纪10年来，大城市交通规划中最核心的

变化体现在交通组织方式转变上，城市交通系统

逐步向以综合交通枢纽为中心、交通网络分层级

组织的模式转化，不同层次的交通系统作为整体

交通系统的一部分，在自身的优势范围内发挥作

用，层次之间通过枢纽进行衔接和转换。近年

来，大城市快速交通系统的建设提速，多数城市

已经基本形成与城市规模相适应的快速道路系

统；公共交通系统则在传统公共交通的线路布局

模式基础上进行大规模改造，正在逐步形成与城

市尺度相适应的分级运营模式。

大城市交通规划也把交通组织模式转变与综

合交通枢纽规划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并且将交通

枢纽作为整体交通网络整合的重点。有的规划提

出以枢纽为中心，以点定线构建交通系统的规划

思想，如上海轨道交通规划中提出以枢纽作为整

体轨道交通线网的“锚固点”。鉴于在目前大城市

图 7 郑州高铁枢纽规划示意图

Fig.7 High-speed rail station planning in Zhengzhou

a 核心区机动车交通组织 b 枢纽地区总平面图

c 地面层交通设施布局 d 土地利用规划

机动车流线

进出地下停车场
流线

公交车流线
长途车流线
出租车流线
社会车流线

二层机动车流线

图例 ①铁路客运站
②公路客运站
③配套服务设施
④东广场
⑤西广场
⑥铁路轨道线
⑦邮政电信
⑧枢纽配套服务中心
⑨宾馆酒店
⑩居住区
中心商贸区
中小学
居住区公园
滨河游憩绿地
铁路线防护绿地
热电厂
王新庄污水处理厂
市政防护绿地
商务办公居住区
商务中央公园
电视塔
文化会展区
信息科技园

图例
莲湖
滨湖绿地

非市属办公用地

商业用地

贸易咨询用地

服务业用地

旅馆业用地

广播电视用地

图书展览用地

影剧院用地

游乐用地

教育科研用地

对外交通用地

道路广场用地

居住用地

居住区服务设施用地

居住区绿地

公共绿地

生产防护绿地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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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系统规划中枢纽对网络架构的影响，《城市规

划编制办法》把枢纽作为城市总体规划中交通系

统的强制性内容之一。

同时，综合交通枢纽也逐步从规划走向实

施，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为此专门建立了交通枢纽

规划建设的审查程序，交通枢纽在大城市交通系

统建设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从2001年深圳罗

湖枢纽规划开始，近年来，综合交通枢纽规划与

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交通规划一个新的组成部分，

部分城市把综合交通枢纽作为城市交通规划中的

一个新兴的专项规划进行编制。如北京结合区域

交通与对外交通，规划了 33 处交通枢纽 [5](见图

8)，并按照建设的时序，对各个交通枢纽的交通

组织与布局进行详细的规划研究。

3.5 城市中心区交通规划

进入新世纪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盛行的需

求导向式的交通规划模式在城市中心区交通规划

中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同时也逐渐意识到城市

中心区交通需求难以用道路扩张来满足。中心区

交通规划不再一味强调交通的畅通，而是开始越

来越多地考虑城市发展目标，拓宽道路逐步被交

通需求管理、公交优先、步行优先、环境优先以

及交通服从中心区繁荣、历史文化保护所代替。

一直以来，我国城市中心区解决交通问题的

主要手段是拓宽道路，特别在道路两侧城市活动

频繁的道路上实施的交通拓宽改造 (如商业道

路)，把交通改造的成功与城市活动延续割裂开

来，产生了许多交通上“成功”而城市活动因此

衰败的案例。1999年上海南京路、北京王府井步

行街开通后，由于在商业、环境、交通等方面取

得了巨大成功，步行街的规划成为全国大城市中

心区规划的一个亮点，一改过去中心区道路以汽

车为核心的规划，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步行街规划

建设的高潮，中心区作为交通出行端点的特征和

中心区交通资源利用得到重新认识。此外，中心

区交通规划中，还确立了对外、区内交通联系以

公共交通为主，街区活动中以步行为主的规划思

图 8 北京市中心城区交通枢纽分布示意图

Fig.8 Distribution of transportation terminals in the urban area of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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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如上海人民广场地区和北京二环以内旧城区

(2004年北京总体规划中确定旧城区内的道路不再

拓宽，改为以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为中心区

的主导交通方式)等。近年来进行的许多中心区交

通规划中，针对中心区有限的道路资源和高强度

的城市活动，均加密了中心区公共交通车站，改

善中心区交通的微循环，把中心区公共交通集散

距离缩短到步行范围内，形成了集商业、环境、

交通为一体的中心区交通改善规划模式，如深圳

中心区、南京新街口地区的交通改善均是如此。

另外，2002年上海交通发展白皮书提出了中

心区停车位控制上限，把停车作为中心区交通需

求管理的重要手段。这一做法很快在全国各大城

市的中心区交通规划中推行，大城市中心区大规

模交通需求管理都首先从停车位规划和停车收费

管理开始着手。

3.6 街区交通规划

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建设，城市交通网络的

骨架已基本成型。进入新世纪后，更高要求与标

准下进行的城市改造以及城市新中心建设加速，

城市政府在关注城市交通网络骨架的同时，也开

始把眼光更多地放在以街区为尺度的内部活动网

络建设上，与大规模的城市设计一起，把街区尺

度的交通规划作为塑造城市活动、改善城市服务

的重点。

随着城市快速交通网络的密度不断增加，如

“X分钟”可以从街区进入快速交通网络的规划目

标已经在一些城市的中心城区实现。城市交通组

织逐步演化为小尺度的街区内部与大尺度的城市

交通组织两部分。街区交通组织的尺度在缩小，

重点放在内部交通组织以及与城市骨架网络交通

的衔接上。街区交通规划按照人们在街区活动的

尺度进行交通设施布局与设计，并与城市土地利

用融合在一起，“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真正成为

街区规划的主线，步行成为街区内部交通的主

导。如在近年来完成的天津生态城规划中，提出

步行 200~300 m 可到达基层社区中心，步行 400~

500 m 可到达居住社区中心，80%的出行可在 3

km范围内完成，并实施快慢交通系统分离，把城

市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融合起来，形成生态细胞、

由生态细胞组合成为生态社区、片区，见图9[6－7]。

图 9 天津生态城的交通与土地利用规划

Fig.9 Transportation and land use planning in Tianjin Ec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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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大型活动交通规划

新世纪前10年是我国有史以来举办世界级大

型活动最密集的时期，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

2002年底上海世博会和2004年广州亚运会申办也

相继成功。2008 年北京奥运会成功谢幕，9 年

来，成功申办大型活动的三个特大城市举国内外

交通研究之力，进行了细致、完善的大型活动交

通规划研究，丰富了大型活动交通组织规划的理

论与实践，同时也为国内外其他大城市交通规划

建设提供了成功经验。

如奥运交通组织中按照客流层次和服务要求

组织交通，以及车辆需求管理、高强度客流冲击

下的公共交通组织与人流组织、专用车道管理、

居民交通信息服务等；上海世博会中以公共交通

特别是轨道交通为主导、交通缓冲区设置、分层

引导社会交通与世博专线系统换乘、城市交通与

区域交通衔接等[8]。

4 结语

新世纪 10 年来，城市的快速发展，以及国

家、区域和城市交通网络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我

国城市交通规划在理论与方法上的创新，在学习

和借鉴国际经验教训的同时，也积累和形成了自

己的经验。可以说，这10年是我国城市交通规划

发展最快的10年，也是交通规划在理论与方法上

成就最大的10年。同样，10年的交通规划探索也

让我们逐步认识到，城市交通规划的理论、方法

与城市发展实践密不可分，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

段，需要根据城市空间、城市活动、交通特征的

具体表现采用适宜的规划理论和方法进行交通规

划，而非生搬硬套。可以预见，在今后我国城市

与交通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探索不会间断，交通

规划的理论与方法也将随着城市的发展而逐步走

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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