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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缓解中心城区交通压力、促进城市交通良性发展，

厦门市于1994—2009年持续开展了交通改善工作。首先回

顾了厦门市中心城区 3次交通改善历程。针对不同时期交

通特征和存在的问题，从优化交通结构、道路建设、交通组织

等方面总结各个时期的主要交通改善对策，阐述交通改善的

工作重点和主要内容，并分析采用的交通改善措施的作用及

效果。最后指出，城市交通改善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时限

性，应结合城市各个发展阶段的交通特征，紧紧围绕公交优

先政策，从交通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共同采取措施。

Abstract：To alleviate traffic congestion and promote sustain-

able urban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Xiamen government

constantly made effort to improve traffic flow from 1994 to

2009. Through reviewing the three large traffic improvement

projects in the Xiamen central distri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ffic flow under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 over the years, and summarizes the improvements in trav-

el mode optimization, road construction, and traffic manage-

ment strategies. The paper also presents the details of key im-

provement projects and evaluates the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traffic improvement measures. Finall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raffic improvement should be based on local traffic char-

acteristics and focus on the transit priority as well as the sup-

ply and demand side of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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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机动

化水平的不断提高，2009年机动车总量为

64.07万辆，其中汽车总量(不含摩托车)为

32.07万辆，城市道路交通量持续加大。厦

门市中心城区为厦门岛，总面积 133 km2，

约占全市总面积的 8.5%，而汽车总量却约

占全市的 70%，交通压力尤为明显，2009

年中心城区主要拥堵路段及节点分布见图

1，西南片区为最拥堵区域，并有逐渐向全

岛蔓延的趋势。为了实现交通服务于经济

发展，厦门市持续开展了中心城区交通改

善，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使得中心区

交通状况处于较好的水平，连续6年获“全

国一等交通模范管理水平城市”。实践证

明，根据不同时期的交通问题，采取合理

的交通改善对策，有助于实现交通的可持

续发展。

1 厦门市中心城区交通改善历程

1990年以前，厦门市中心城区由于机

动车拥有量较低，道路交通运行状况基本

处于良好状态。随着中心城区规模扩大、

出行距离增加，城市交通经历了机动化起

步期、发展期及私人小汽车快速发展期，

机动车出行比例不断提高，交通供需矛盾

逐步显露，交通拥堵现象也呈不断加剧的

趋势。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厦门市从 1994

收稿日期：2010–10–09

作者简介：张升(1972— )，男，福建永泰人，高级工程师，交通

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交通规划、交通设计。

E-mail:myp24@163.com

城市交通第9卷第2期 2011年3月
■ 文章编号：1672-5328（2011）02-0022-04 Urban Transport of China, Vol.9, No.2, March 2011

张升
（厦门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福建厦门 361012）

ZHANG Sheng
(Xiamen Institute of City Planning, Xiamen Fujian 361012, China)

Traffic Improvement in the Xiamen Central District

厦门市中心城区交通改善实践厦门市中心城区交通改善实践



张升：厦门市中心城区交通改善实践

年开始对中心城区进行交通改善，至2009年针对

不同的交通特征相应开展了 3次大规模的交通改

善工作，历次改善都是通过专业交通研究机构编

制交通改善规划，提出相应的交通改善措施，由

政府相关部门实施。采取的改善对策由于初期符

合城市交通流的阶段特征，效果十分明显，但随

着城市规模及交通流的变化，对城市交通基础设

施及交通管理提出新的要求，原有的一些改善措

施不能适应新的交通变化，必须采取新的交通改

善对策。

2 历次交通改善对策分析

2.1 第一次交通改善(1994—1999年)

2.1.1 交通特征及问题

1995年厦门岛建成区面积 55 km2，总体交通

量不大，中心城区交叉口高峰小时流量全部小于

6 000 pcu，且仅有莲坂、文灶两个交叉口流量超

过 5 000 pcu。除了旧城区因道路狭窄、局部道路

交通拥挤外，大部分城市干路通行能力明显富

余，厦门岛主要道路高峰小时路段平均饱和度为

0.59[1]。出行方式中人力三轮车、摩托车占有较大

比例，且主干路沿线许多交叉口未采取交通管制

措施，主干路车辆行驶速度较低，整体交通秩序差。

2.1.2 改善对策

1) 全面淘汰人力三轮车，限制发展摩托车，

除了公务车辆之外，厦门岛停止摩托车上牌；加

大公交车辆投入，同时增加空调车比例，提高常

规公交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交通结构优化使得

公交竞争力明显提升，公交出行比例上升，1995

年达到16.9%。

2) 道路建设方面主要拓宽旧城核心区外围的

城市主干路，使得核心区道路通行能力提高30%[2]。

主要交通流由外围的厦禾路、鹭江道、镇海路承

担，充分发挥旧城区中山路、思明南北路的商业

街功能。

23

拥堵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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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厦门市 2009 年中心城区拥堵路段、节点分布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congested segments and nodes in Xiamen central district i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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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了保持旧城骑楼风貌，不拓宽旧城区承

担商业功能的道路，结合该区域道路窄、密度高

的特点布置配对单行线，缩短交通信号周期，提

高道路整体通行能力。

4) 对中山路、思明南路实施单双号交通管制

(公共汽车除外)，改善商业街步行环境，同时增

加该区域公交线路，提高核心区公交出行比例。

5) 主干路与主干路交叉口采取多相位信号控

制，主干路与次干路、支路交叉口采取右进右出

交通组织模式，使得主干路的冲突点减少，车速

明显提高，交通延误下降。

2.2 第二次交通改善(2000—2004年)

2.2.1 交通特征及问题

2000年厦门岛建成区面积 75 km2，由于外围

主干路建设，旧城区交通压力下降，但是与旧城

相邻的筼筜湖周边地区交通量大且上升较快，厦

门岛主要道路高峰小时路段平均饱和度为 0.71[3]。

第一次交通改善中，主干路与次干路、支路交叉

口采取右进右出交通组织模式，这一模式在交通

量较小时效果明显，但随着交通量不断增大造成

交通量主要集中于主干路，次干路、支路交通量

较小，特别是主干路与主干路交叉口交通量明显

加大，高峰小时流量大多数超过 5 000 pcu，其中

莲坂交叉口流量超过 7 000 pcu。公交车辆的增加

使得公交出行更为方便，但建成区面积扩大对公

交可达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一些城市主干路

在公交车站处占用一个车道，影响道路整体通行

能力。

2.2.2 改善对策

1) 全面禁止摩托车通行，在新建成区根据出

行需求设置公交首末站，增加公交线路，提高公

交覆盖率和线网密度，使市民从摩托车出行方式

转移至公共交通，公交出行比例从 1995 年的

16.9%提升至2003年的27.5%[4]。

2) 加快新建成区城市主干路建设，初步形成

城市主干路网络系统，使道路供给与城市用地发

展相适应。

3) 将中心城区两个长途客运站实行分方向运

营，向西、南方向客流由滨南客运站承担，东、

北方向客流由松柏客运站承担。两个车站之间通

过公交联系，避免长途车辆穿越中心区。

4) 对主干路与主干路交叉口进行拓宽渠化，

使交叉口通行能力与路段接近。在公交车辆较多

的主干路交叉口设置公交专用进口道，体现公交

优先。主干路设置公交港湾式停靠站，避免公交

车辆停靠影响社会车辆通行。

5) 主要交叉口交通信号采取多相位单点自适

应控制，根据交通量变化适时调整交通信号，保

证高峰期通行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平峰期尽量减

少延误。

2.3 第三次交通改善(2005—2009年)

2.3.1 交通特征及问题

2005年厦门岛建成区面积 90 km2，由于城市

建设由海岛向海湾推进，岛外地区建设初具规

模，造成出入岛通道交通压力剧增，厦门大桥高

峰小时饱和度超过1，海沧大桥也接近饱和，与两

座大桥相连的出入岛主干路交通量大且上升快，

厦门岛主要道路高峰小时路段平均饱和度接近

0.8[5]。第二次交通改善对主干路与主干路交叉口

进行拓宽渠化，在交通量迅速增长中虽然使交叉

口通行能力提高，但由于主要交叉口高峰小时流

量超过 7 000 pcu(其中莲坂交叉口流量超过 9 000

pcu)，使得信号周期长，主要交通节点排队长度

过长，交通延误大大增加。而公交线路增加使得

公交车辆占用较多的道路资源，主要道路公交重

复系数大，运行效率较低，服务水平较差。在新

的交通形势下，仅仅靠交叉口拓宽渠化难以满足

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

2.3.2 改善对策

1) 在城市主要客流走廊建设城市快速公交

(BRT)，提高公交运营速度和准点率。3条BRT线

路投入运营一年后日客流量达到22万人次，占全

市公交出行比例的10%，公交出行比例从2003年

的27.5%提升至2009年的31%[6]。

2) 结合新建的集美大桥、杏林大桥、翔安隧

道等出入岛通道建设城市快速路，形成由成功大

道、仙岳路、东渡路等构成的中心城区对外放射

体系，使得长距离交通出行效率明显提高，进出

岛通道瓶颈问题也得到有效缓解。

3) 对于较为拥堵区域(图1中西南片区)的主干

路与主干路、次干路交叉口和拥堵节点采取高峰

期禁左。虽然这一措施导致车辆总出行距离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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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但增幅不足 1%，见图 2。同时由于禁左措

施缩短了主要交叉口信号周期，交通效率明显提

高，主要区域通行能力提高 19%，交通延误下降

12%[7]。同时，积极打通断头路，加强城市支路建

设，减少禁左绕行距离。

4) 主要道路交叉口交通信号采取线控，有效

优化各个单点自适应交叉口整体控制效率。为了

避免交通干扰，在行人过街流量大的路段建设人

行天桥，信号控制交叉口采用行人二次过街，提

高路网整体通行效率。

5) 实施错时上下班，银行、大型国有企业等

车辆拥有量较高的单位与政府机关上下班时间相

对错开，有效削减高峰时段交通量。

3 交通改善经验总结

城市交通改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针对

不同的城市规模和交通量，采取的改善措施不尽

相同。当城市交通总量较小时，道路建设对于改

善交通效果显著，几条主干路的建设就会取得明

显效果。在路网饱和度较低时，可以采取减少主

干路沿线交叉口冲突点的交通组织方式(如封闭局

部支路交叉口、支路右进右出等)，将主要交通量

集中于主干路，以减少交通管理难度，交通秩序

可得到较大改善。当交通量增长至多数主干路与

主干路交叉口流量接近饱和时，就必须将主干路

交通量分流至次干路或支路，可采取主干路与主

干路交叉口禁左、主干路与支路交叉口允许主干

路车辆左转至支路等交通组织方式，使整体路网

饱和度相对均衡。同时，必须提高支路网密度和

利用率。

对于城市公共交通，当居民出行距离较短

时，要注重公交首末站的建设，特别是配套建设

居住区公交首末站用地，提高公交直达率，吸引

居民采用公交方式出行。随着出行距离加大，公

交线路数量增多，则要重点考虑建设公交枢纽，

避免出现过长的公交线路。当常规公交线路占用

道路资源较大、出现主干路公交列车化时，应规

划建设轨道交通、BRT等大运量公共交通，以提

升公交出行比例。

近几年由于经济快速增长，私人小汽车激

增，交通改善的重点从道路建设逐步向交通需求

管理转变，要求合理利用道路资源，在交通供给

上向公共交通和非机动交通系统倾斜，提高小汽

车在中心城区的出行成本。

4 结语

城市交通改善应结合不同城市各个发展阶段

的交通特征，紧紧围绕公交优先政策，进行合理

交通组织，充分挖掘现有路网潜力，提高通行效

率。同时，根据城市经济发展状况，把握交通发

展趋势，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共同提出相应交

通对策，才能实现经济和交通的和谐发展。今后

随着机动车迅速增长，交通改善思路将发生转

变，势必将更侧重于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大

容量公共交通和交通需求管理等层面，为交通改

善提出了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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