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丹：上海世博会停车换乘交通组织

摘要：为实现上海世博交通集约

化组织目标、降低自驾游客出行比

例，建设世博停车换乘设施并组织

引导自驾游客采取P+R模式前往

世博园区最有效措施之一。借鉴

日本爱知世博会等大型公共活动

停车换乘组织经验，提出上海世博

会P+R交通组织基本思路，将服务

对象划分为一日往返自驾游客和

本地化自驾游客两类。分析 P+R

泊位需求的影响因素，并进行规模

预测，得到两类游客的泊位需求总

体规模和空间分布。最后，提出分

三个层次设置P+R设施以及完善

世博P+R配套设施和政策的具体

建议。

Abstract： In order to reduce travel

by individual vehicles and fully uti-

lize the mass transit services during

the World Expo, constructing Park

& Ride facilities and encouraging

individual vehicle users to utilize

P+R travel pattern is one of the ef-

fective methods to control and man-

age traffic during the World Expo

2010 Shanghai. Learning from the

mass transit experience with P + R

traveler for large special events in

Aichi Expo, Japan, this paper pres-

ents the basic traffic control

scheme of P+R travel for the World

Expo 2010 Shanghai, which targets

two types of car traveler; day-trip

visitors and local travelers. By ana-

lyzing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 + R

demand for parking spaces, the pa-

per predict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eneral parking demands from

both types of travelers.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a three-level imple-

mentation plan of P + R facilities

and the policies that supports the P+

R systems.

关键词：交通规划；交通组织；世博

交通；P+R交通组织

Keywords：transportation plan; traf-

fic management; Expo traffic; P+R

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U491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09－10－05

作者简介：邵丹(1978— )，男，江苏

南通人，工程师，世博交通研究中

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世博交

通、交通政策。

E-mail:sd_nt@163.com

城市交通 第8卷 第2期 2010年3月
■ 文章编号：1672-5328（2010）02-0021-04 Urban Transport of China, Vol.8, No.2, March 2010

邵 丹
（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上海 200040）

SHAO Dan
(Shanghai City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Institute, Shanghai 200040, China)

停车换乘(Park & Ride, P+R)系统在上海刚刚起步，近期开通的中

环线淞虹路P+R停车场已经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益，停车换乘理念正

日益得到小汽车使用者的认同。2010年上海世博交通鼓励集约化交通

组织理念 [1]，若对自驾游客不加引导，可能导致集约化规划目标落

空，并对世博园区周边及全市交通造成较大冲击。借鉴日本爱知世博

会等大型公共活动停车换乘组织经验，开展上海世博会P+R交通组织

研究，希望通过世博会的示范效应进一步扩大P+R交通组织的影响力。

1 世博P+R交通组织思路

考虑对两类游客进行停车换乘组织，第一类是来自长三角地区的

一日往返自驾游客，第二类是本地化自驾游客，包括上海本地游客及

部分外地自驾住宿游客。P+R组织思路是：1)分层截留不同出发地的

自驾游客。首先，结合高速公路出入口设置P+R换乘点，截留江苏、

浙江一日往返自驾游客；其次，结合中环线和轨道交通枢纽规划设置

P+R换乘点，截留本地化自驾游客，内环线内原则上不鼓励 P+R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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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2)一日往返游客宜集中设置大型换乘点，本

地化自驾游客分散设置中小型换乘点。江苏、浙

江自驾游客流向相对集中，建议集中设置大型换

乘点(泊位超过1 000个)，便于游客寻找及驳运组

织；本地化自驾游客流向分散，建议分散设置中

小型换乘点，便于就地消化自驾车流。

2 P+R泊位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世博P+R泊位需求涉及三个影响因素：1)游

客自驾出行比例，与游客出行习惯、世博交通组

织政策等紧密相关；2)平均载客数，与游客的出

行行为紧密联系，即以家庭、朋友出行为主还是

以个体出行为主；3)停车场泊位周转率，与园区

运营时间、游客平均参观时间密切相关。

1) 游客自驾出行比例。

① 一日往返游客。依据上海市第三次综合交

通调查数据，2007年来自江苏、浙江的一日往返

游客自驾出行比例约为55%(见图1)，随着城际铁

路、省际世博专线的开通，以及园区周边限制小

汽车停放的交通管制政策的实施，世博期间这一

比例可能下降至30%。

② 上海本地游客。自驾出行比例主要参照休

闲活动的出行特征资料，参考2007年“五一”黄

金周游客出行方式调查数据，自驾出行比例约

为 10%。

③ 外地住宿游客。开车来上海的外地住宿游

客，一般将车辆停放在宾馆等住宿地，受园区周

边限制停车政策的影响，预计进行停车换乘的比

例较低。

2) 平均载客数。

平均载客数是影响 P+R 泊位需求的重要参

数。根据日本爱知世博会 2005年 9月 18日(星期

日)的观测数据(见表 1[2])，P+R出行游客以家庭、

朋友出行居多，平均载客数为 3人·车-1，部分停

车场的平均载客数达到5人·车-1。

根据世博局《上海世博会国内参观者意向调

查报告》，上海世博游客以家庭、朋友等组合出行

为主，个人出行的比例不足4%。在组合出行中，家

庭出行比例最大，约占组合出行的55%，见表2[3]。

综合考虑个体、家庭、朋友等出行方式，可知平

均出行规模约为 3~4人。出于保障能力考虑，在

计算P+R泊位需求时，平均载客数取3人·车-1。

3) 停车场泊位周转率。

停车场泊位周转率是反映P+R设施泊位利用

效率的重要指标。根据日本爱知世博会停车换乘设

施的使用特征调查数据，爱知世博会周边6个P+R

大型停车场的泊位周转率约为1.1~1.3车次·d-1，平

均泊位周转率为1.23车次·d-1。

预测上海世博会平均滞园时间达到8 h，自驾

车以家庭出行为主要特征，因此泊位周转率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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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江苏、浙江一日往返游客出行方式预测

Fig.1 Travel mode forecasting on day-trip visitors
from Jiangsu and Zhejiang

年
份

比例/%

停车场

长久手

长久手南

尾张旭

三好

藤冈

名古屋空港

停车总数/(辆·d-1)

2 457

3 285

1 630

2 406

4 039

2 091

总载客人数/人

12 212

9 225

4 222

6 756

12 375

6 750

平均载客数/(人·车-1)

5.0

2.8

2.6

2.8

3.1

3.2

表 1 爱知世博会停车设施使用情况

Tab.1 Parking facilities utilization at the World Expo in Ai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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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出于保障能力考虑，可不考虑停车周转率。

3 P+R泊位需求规模及分布

1) 外地一日往返游客。

① 总体规模。上海市第三次综合交通调查中

流动人口停留时间特征显示，目前在沪停留时间

小于 1天的流动人口比例约为 18%，考虑世博会

将派生其他的旅游计划，因此一日往返的比例可

能略有下降，将世博会外地一日往返游客的比例

设定为15%。考虑30%的自驾比例、3人·车-1的平

均载客数，在世博会60万客流日，外地一日往返

游客的自驾规模约为9 000辆。

② 空间分布。世博自驾车辆主要从高速公路

进入上海，因此世博一日往返自驾车流的分布与

高速公路车流特征相关。参考2010年对外高速公

路出入口车流规模分布特征，得到一日往返自驾

车流的空间分布：江苏、浙江方向的小汽车出行

量比例约为 2:1，即江苏方向需要提供 6 000个泊

位，浙江方向需要提供 3 000个泊位，其中，沪

宁、沪杭、沪嘉浏是自驾车规模最大的方向，日

均自驾车泊位需求分别达到 2 600辆、2 000辆和

1 670辆，见表3[4]。

2) 本地化游客。

① 总体规模。依据世博交通组织引导政策，

内环线内道路交通压力大，轨道交通网络覆盖率

高，原则上不考虑P+R交通组织。根据世博游客

空间分布特征，内环线以外的本地游客占 70%，

约10万人，按10%的自驾比例集散，上海本地游

客P+R泊位需求规模约为3 400个。此外，内环线

以外的外地住宿游客自驾车规模约为 1.3 万辆，

85%停放在宾馆等住宿地，采用P+R方式前往园

区的比例不高(5%~10%)，泊位需求约为600个。因

此，本地化游客P+R泊位需求规模约为4 000个。

② 空间分布。2007年上海市小汽车出行总量

为 275万车次·d-1，从空间分布看，中心城集中了

75%的小汽车出行，近郊区(如闵行、松江、嘉

定、宝山、川沙等地区)承担 14%的小汽车出行，

远郊区比例仅为 11%。2010年小汽车出行总量增

长至370万车次·d-1，较2007年增长35%，小汽车

出行空间分布总体态势呈现由中心城向外围扩张

的趋势，但中心城和近郊区依然承担了 86%的小

汽车出行。依据市域小汽车出行强度分布，预测

本地化游客P+R泊位需求分布为：郊区 1 700个，

内外环间2 300个。

4 建议

1) 分层次设置P+R设施。

设置三层次的P+R设施。第一层次主要结合

高速公路设置大型P+R换乘点，重点截留江苏和

浙江方向的自驾车流，争取每条高速公路均对应

一个换乘点[5]。综合考虑路网条件及用地空间，江

苏方向考虑设置 F1 赛车场、虹桥枢纽 2 个换乘

组合类型

单独前往

与配偶+父母+子女(5~6人)

与配偶/恋人+父母(3~4人)

与配偶+子女(2~3人)

与父母+子女(4~5人)

与配偶/恋人(2人)

与父母(2~3人)

与子女(2~3人)

与
家
庭
成
员
同
行

与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同行

其他混合组合(团体等)

比例/%

4.1

2.2

23.4

0.6

17.8

1.1

5.4

13.9

28.1

3.4

表 2 上海世博会参观者组合类型

Tab.2 Types of Expo visitors' company

高速公路

沪嘉浏高速

沪宁高速

苏州绕城高速

沪青平高速

沪杭高速

机场高速

莘奉金高速

沿江

南京

苏州

湖州

杭州

嘉兴

宁波

方向

100

比例/%

18

29

10

8

22

6

7

P+R泊位需求/辆

1 670

2 600

900

700

2 000

510

620

9 000合计

表 3 高速公路出入口车辆分担率

Tab.3 The percentage of vehicles from different directions
at entrance and exit of express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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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约提供6 000个停车泊位。浙江方向考虑在松

江设置换乘点，约提供3 000个停车泊位。第二层

次主要结合中环线设置若干小型P+R换乘点，重

点考虑在北部、南部、西部设置换乘点，截留本

地化自驾游客出行。第三层次在园区周边2~3 km

范围设置应急 P+R停车场，作为最后一道屏障，

避免自驾车游客直达园区造成园区周边交通拥堵。

2) 完善世博P+R配套设施和政策。

首先，设置完善的交通标志系统。在高速公

路出入口、相关地面道路均应设置诱导指示牌，

并考虑动态发布泊位使用信息。

其次，完善接驳工具。原则上应包括直达轨

道交通或世博直达专线。考虑到高速公路P+R设

施距离园区较远，若通过世博直达专线接驳，应

考虑设置专用车道，将接驳时间控制在1 h内。

最后，进一步提高P+R的吸引力。应考虑P+R

费用与世博票务的优惠捆绑，通过经济杠杆吸引

自驾游客使用P+R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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