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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顾了近 30年上海市综合交通规划与实践情

况。以20世纪80年代、90年代，21世纪前10年为时间

点，总结各个阶段上海市综合交通发展特点、交通规划

和交通政策，分析不同时期综合交通规划在实施过程

中的经验与得失。针对当前上海市综合交通面临的突

出矛盾，结合2010世博绿色交通总体方案，指出世博绿

色交通实践是上海市交通发展模式的新探索，并展望

了未来上海市交通的重点发展方向。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omprehensive trans-

portation planning and practice in Shanghai in the past 30

years. By summarizing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transporta-

tion planning, and transportation policy in each develop-

ment period,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achievements and

lessons learned in the practice of comprehensive transpor-

tation planning in Shanghai in 1980’s, 1990’s, and the

first decade of 21 century. Aiming at the key problems in

Shanghai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and based on the

green transportation practice in the World Expo Shanghai

2010,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Expo green transporta-

tion practice is a trial of new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s in Shanghai. Finally, the paper outlines the future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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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30年来，上海市经济持续高速增

长，城区面积成倍拓展，人口快速增长，交通

发展的外部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交通系统

的规划、建设对城市空间的拓展和优化发挥巨

大支撑作用的同时，交通发展模式、交通规划

理念和战略规划技术也有了很大转变。特别是

2010年上海市举办世博会，更为提升综合交通

服务水平创造了契机和动力。

1 20世纪80年代

1.1 综合交通概况

20世纪 80年代，上海市以发展常规公交和

增强道路功能为主，主要缓解人口密度高的城

区出行难的问题。这一时期城市建成区 230

km2，全市人口 1 200 多万，人均 GDP 3 000 元

左右。

1986年上海市第一次综合交通调查[1]数据显

示：1)交通供给方面，全市地面道路 4 000 km，

承担了 23万辆机动车、600万辆自行车的出行。

城市客运主要依靠地面公交，全市公交线路390

条，总长 1.8万 km，公共汽车 6 000辆。2)交通

特征方面，城市中心单一、功能集聚，缺少快

速交通支持，制约城市空间拓展；浦东与浦西

间缺乏必要的交通联系；全市机动出行比例较

低，占出行总量的27%，郊区机动化程度远远低

于市区；公共汽(电)车为主体机动方式，出行比

例占 24%，日均客运量 1 500万乘次，自行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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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比例为31%。

1.2 规划实践

上海市于1979年开展了货车全样调查，1981

年开展市区居民出行3%抽样调查，1986年开展第

一次综合交通调查，完成《上海综合交通规划

(1990—2020)》 [2]。

第一轮综合交通规划侧重于交通专项规划，

重点包括环线高架快速路规划、干路网络规划、

公共汽(电)车线网规划和自行车交通规划。核心

规划内容包括：1)加大城市道路建设，到 2000年

前建设城市内环高架路和沪宁、沪杭两条对外高

速公路，以改善交通供给、减少交通阻塞；2)大

力改善城市地面公交系统，10年内每年增加新车

300辆左右，配齐停车和保养设施，新建高架道路

考虑行驶快速公共交通；3)在第一条轨道交通线

路(1号线)建成后，着手建设地铁 2号线，规划到

2020 年轨道交通线网长度达 130 km，远景总长

350 km。

从规划实施效果来看，标志性成就为1989年

建成延安东路跨黄浦江隧道。这一阶段，交通设

施容量、交通服务水平提高，公交服务向多元化

发展，运输管理水平提高，机动车有序增长，偿

还交通设施建设滞后、交通供给不足的“历史欠

账”，疏解出行难问题。由于交通规划滞后于城市

总体规划，偏重城市道路等专项系统，其对城市

发展特别是空间拓展的预判相对保守。

2 20世纪90年代

2.1 综合交通概况

20世纪 90年代，结合“浦东开发”，以高速

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为代表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

快，支撑城区范围拓展。这一时期城市建成区

400 km2，全市人口1 500万，人均GDP 1.8万元。

1995年上海市第二次综合交通调查 [3]数据显

示：1)交通供给方面，全市道路总长度 5 420

km，中心城区 1 827 km，快速路 47 km；全市公

共汽(电)车1.16万辆，出租汽车3.5万辆，轨道交

通(1条)22 km，机动车(包括汽车、摩托车和轻便

摩托车)保持每年5~6万辆增速，达到55万辆，其

中汽车(包括大、小客车和货车)29万辆。2)交通特

征方面，个体机动交通进入增长阶段，出行比例

上升 5%；公共交通日均客运量 1 000万乘次，由

于1995年全市公交体制改革，取消月票，80年代

后期至90年代中期，公交客流量下降，日均客运

量只有 800万乘次，出行比例下降至 20%，1996

年以后才缓慢回升；市区和外围新区机动出行比

例上升快，但郊区机动出行比例仍偏低。

2.2 规划实践

上海市于2000年编制完成了《上海综合交通

规划(2000—2020)》 [4]。第二轮综合交通规划侧重

于高架快速路、高速公路规划和轨道交通1，2号

线规划。核心规划内容包括：1)大力发展轨道交

通，以市域级(R线)、市区级(M线)和区域级(L线)

3个层次为基础，构筑公交主骨架。2)加快改善地

面公交，提供多功能高档次的运输服务；控制出

租汽车规模，发展规模总量控制在 4~5万辆；调

整轮渡功能；强化枢纽功能。3)大幅提高中心城

不同层次的道路容量，规划建设 3条环线、10条

射线及由延安路高架、南北高架构成，总长约

308 km的快速路网，缓解内环高架路压力，显著

提高郊区公路的等级。4)平衡不同区域的停车泊

位供给。

从规划实施效果来看，标志性成就为中心城

高架快速路系统成网。截至2000年，形成“十字

加环”的中心区“申”字形快速道路骨架网络，

南浦、杨浦跨黄浦江大桥相继通车，轨道交通 1

号线建成通车，2，3号线均已开工建设，沪嘉、

沪宁、沪杭高速公路相继开通。总体来看，这一

时期交通规划的研究和编制工作与城市总体规划

工作同步互动开展，成果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但

规划局限在于主要以城市交通规划为主。

3 21世纪前10年

3.1 综合交通概况

21世纪前10年，上海市进入了以轨道交通为

代表的交通设施适度超前发展时期，综合交通体

系发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10年上海市举办世

博会，更为交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

48



薛美根等：上海市30年综合交通规划与实践

件。这一时期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建成区面积超

过 800 km2，2009年全市常住人口 1 888万，人口

分布呈现出从市区向郊区转移的趋势。

公共交通客运能力提高，轨道交通客运走廊

形成，初步构建了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公共客运

体系，全市公共交通出行比例达到 25%，中心城

达到 35%。综合交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5]：

1)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取得新进展。2008年洋

山深水港区三期工程竣工投入运营，北港区主体

工程全面建成，设计年吞吐能力 930 万标准箱。

2009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2 500万标准箱，

位居世界第二位；港口货运吞吐总量5.92亿 t，连

续5年位居世界第一。

2) 航空枢纽建设取得新进步。2010年虹桥国

际机场第二跑道及第二航站楼正式投入运营，至

此，上海已拥有2个机场、4座机场候机楼和5条

跑道。2009年完成旅客、货邮吞吐量5 700万人次

和298万 t。

3) 铁路设施建设进入大发展时期。2010年 3

月底，铁路运营里程355 km，建设“2主3辅”共

5个铁路客运站。2010年7月，虹桥火车站也已与

沪宁城际铁路同步建成投用。沪宁、沪杭两条城

际铁路开通后，日均新增 2~3万客流，客流量达

到30万人次·d-1。

4) 道路设施建设力度进一步加大。至2009年

末，全市公路和城市道路总里程 16 071 km，其

中，公路通车里程近 1.2 万 km，比 2000 年增长

95%，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776 km(含外环

线)，是2000年(98 km)的7.8倍。城市道路网络功

能等级迅速提升，快速路、主干路基本成网。中

心城道路总里程 3 317 km，其中，快速路 193

km(不含外环线)，中心城道路网密度达到5.0 km·

km-2。

5) 轨道交通基本网络建设加快推进。2010年

5月，全市11条轨道交通线路(不含磁浮线)投入运

营，总里程 406 km，比 2000 年(66 km)增长了 5

倍；车站 264座，比 2000年(48座)增长了 4倍多。

以 600 m车站服务半径计算，中心城范围内轨道

交通车站覆盖 25%以上的土地面积，直接服务中

心城42%的人口和就业岗位。

6) 地面公交服务水平稳步提高。2009年全市

公共汽(电)车1.6万辆，比2000年增长近40%；公

交线路 1 129条，比 2000年增加了 492条。其中，

行政村公交通达率已达到80%以上。

3.2 规划实践

这一时期的发展与综合交通规划和研究息息

相关。2002年上海市编制完成《上海轨道交通基

本网络规划》；2002年，城市交通政策白皮书——

《上海市城市交通白皮书》公开出版发行；2004年

完成了上海市第三次综合交通调查；2006年分别

完成了《上海市综合交通“十一五”规划》和

《上海综合交通发展战略研究 (2006—2020)》；

2009年，首次将全市综合交通调查间隔缩短至 5

年，完成了上海市第四次综合交通调查，为世

博会交通组织和“十二五”交通规划创造了有利

条件。

归纳这10年交通规划的特点是：综合交通规

划成为上海市政府重大任务之一，交通网络特别

是轨道交通网络建设、综合枢纽建设、交通功能

优化成为这一时期的重点工作。同时，交通政策

研究工作也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

1) 国内首例交通政策规划——《上海市城市

交通白皮书》。

《上海市城市交通白皮书》 [6](以下简称《白皮

书》 )的核心内容包括：“四大任务”，即建成协调

运营的公共客运系统、建成功能完善的道路运行

系统、多式联运的交通衔接、统一协调和高效的

运输管理系统；“三大政策”即公共交通优先政

策，区域差别交通政策，道路车辆协调政策。这

是国内首部城市交通白皮书，通过市人大、政协

审议，以政府法定文件公开出版，代表政府意

志，具有权威性。《白皮书》的编制由市政府最高

层领导亲自主管，其编制过程前后历经 4年，有

国内外知名咨询机构参与研究，为国内同类政策

规划提供了宝贵经验。

《白皮书》提出的行动方案均依托理论研究，

经过交通调查校核和交通模型测试分析，基本是

各部门经过反复讨论后形成的共识，使近期的实

施性得到了保证。自2002年公布至今，上海市在

小汽车规模控制、道路建设平衡、交通设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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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都基本坚持了《白皮书》提出的政策措

施和管理目标。从实施效果来看，《白皮书》很大

程度确保了小汽车规模有序增长，为小汽车拥有

额度控制提供了地方法规依据；道路建设平衡发

展，注重机动车使用管理，之后几年持续开展拥

堵管理政策研究；明确交通设施投资占 GDP 的

5%，优先保证公交资金投入。《白皮书》的第一

轮政策主要涉及城市交通范畴，对国际航运中心

集疏运交通、长三角区域交通以及城乡交通政策

等方面的考虑相对有限。

2) 提前于总体规划修编的战略规划——《上

海综合交通发展战略研究(2006—2020)》。

《上海综合交通发展战略研究(2006—2020)》 [7]

提出了上海市未来交通发展的四大战略：①辐射

全球的国际海空枢纽港战略。构筑资源高度集

聚，服务功能健全，市场环境优良，物流服务高

效，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海、空国际枢

纽中心。②服务全国的公、铁网络均衡战略。进

一步巩固上海市作为全国公路和铁路网重要枢纽

节点的地位，建成与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核心城

市地位相匹配，公路、铁路各自功能清晰，节点

连通，线路复合，网络一体的快速交通体系。③

畅达全市的集约交通优先战略。全面贯彻落实公

交优先战略，建成设施结构完善、网络布局合

理、各种方式衔接紧密、服务高质多样、畅达全

市的集约型城市交通体系。④全面和谐的综合交

通整合战略。建成与区域发展、土地利用、经济

增长和资源环境保持动态协调，各类交通设施平

衡发展，各种运输系统协调服务，各个职能部门

统一管理的综合交通体系。

这一战略规划的成功经验在于：先于城市总

体规划修编，引导了城市空间和用地规划，指导

了“十一五”各专项规划。规划提出的人口发展

趋势和规模得到各方认可，成为当前规划的依

据；范围突破城市交通，将长三角乃至全球范围

纳入，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交通方式。尽管

如此，这一规划定位为宏观战略规划，规划方案

非具体落地方案，由于人口、经济等发展因素变

化过快，如现状人口(原规划 2020年人口 2 000万

人，实际已经达到)、用地 (原规划没有虹桥枢

纽、大浦东等)等均已突破原总规要求，因此，研

究过程中边界条件确定比较困难。

3) 全面指导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上海轨

道交通基本网络规划》。

《上海轨道交通基本网络规划》提出了中心城

范围建设300 km、全市域范围建设400 km的轨道

交通基本网络。其成功经验在于，编制过程以既

有规划、国外咨询研究为基础，科学的交通模型

为支撑，以及各方专家论证，明确了建设时序，

之后上海市轨道交通网络建设基本按此规划进

行，2012年的轨道交通建设计划也以此为基础。

规划局限在于基本网络的服务范围重点是中心

城，郊区轨道交通模式考虑较少，同时，与铁路

规划衔接考虑较少。

4) 注重道路使用功能提升——《上海骨干路

网深入规划》。

《上海骨干路网深入规划》明确了今后 5~10

年上海市中心城道路的发展重点，规划提出道路

容量规模仍有必要继续扩大，但幅度有限，建设

速度较前10年适度放缓，次干路是建设重点；完

善外围地区快速通道和地方性越江通道；有序扩

充容量同时，更加需要注重优化和调整不同道路

的交通功能。

这一规划通过了市规委会审议，对部分存在

争议的快速路通道提出保留意见，特别是穿越中

心区的快速路有待深化论证后再定。规划不足在

于，现状城市空间拓展变化过快，对城市功能、

范围等边界条件把握仍不确定，与城市交通发

展方向、轨道交通功能和形式等结合仍有待提升。

4 2010上海世博绿色交通发展理念与

实践

4.1 世博绿色交通发展理念

上海世博绿色交通实践遵循两个理念[8]：一是

为游客提供便捷、快速、舒适、环保的出行体

验；二是通过世博绿色交通的实践，为世博后上

海绿色交通的发展提供示范和借鉴。绿色交通实

践具体有四大重点：倡导交通集约化，减少道路

交通拥堵；为游客提供多样化出行选择，提高游

客出行舒适性；发展智能交通，减少无效出行；

发展新能源，减少碳排放，对环境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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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世博绿色交通总体方案

1) 以大容量集约化交通为导向的基础设施

建设。

“十一五”期间，除道路交通基础设施以外，

围绕世博会交通保障重点推进铁路、对外枢纽、

城市轨道交通等功能性、枢纽性设施的建设，极

大提高世博会期间交通保障能力。

2) 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交通组织方案及配套

政策。

建立多样化的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积极引导

游客使用轨道交通；发挥地面公交和团体包车的

基础作用；完善辅助公交的补充作用；园内提供

多样化的公共交通服务。

实行区域差别化的道路交通管理：将全市划

分为管控区 (围栏区外 500 m)、缓冲区 (中环以

内)、引导区(中环以外)3个管理圈层，实施不同的

交通组织引导政策。管控区重点强化边界管理，

保障入场有序；缓冲区重点保障集约化车辆(包括

公交车辆和团体大巴车辆)的抵园需求；引导区重

点提高入沪道口安检通行能力，并引导世博自驾

车游客向公交转换。

交通需求管理政策：世博期间采取适当的交

通管控措施。一是车辆管理，世博园区周边道路

全日禁止摩托车通行，封存部分公车；二是施工

区域管控，设置施工管制区域和限制占路施工；

三是交通定价管理，对世博专线票价和远郊P&R

停放实施优惠；四是储备政策，为应对可能出现

的大客流储备尾号限行和集中休假等需求管理

政策。

3) 以信息化为基础的出行诱导和管理。

以整体交通信息化环境为基础，由交通综

合信息平台、世博交通信息服务应用平台、世博

园区交通信息子系统三大板块组成。通过信息采

集和处理分析，及时向社会和管理部门提供信息

服务。

4) 以新能源、新技术为导向的尾气减排控制。

一是积极发展新能源车辆。世博会期间形成

1 000辆新能源车的示范应用规模。二是逐步提高

车辆排放标准。截至2010年底，上海市公交车辆

欧 II普及率达到100%，国 III普及率达到35%。

4.3 世博后绿色交通发展展望

通过构建世博游客全覆盖的集约化出行网

络、为游客出行全过程提供智能交通信息服务、

大规模使用新能源车辆等方式，世博绿色交通总

体方案充分诠释了绿色交通的发展理念，削减了3

亿车公里的小汽车出行，折合3~4万 t标准煤，减

排 5万 t CO2。世博绿色交通实践吻合“城市让生

活更美好”的世博主题，是对上海市未来交通发

展模式的新探索，对世博后上海市城市与交通的

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未来5~10年，上海市要以科

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构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为目

标，强调兼顾交通系统规模和效能，推进集约型

和环境友好型交通系统建设，构筑一体化的综合

交通体系。

1) 持续推进交通与用地的整合。

以轨道交通、市域铁路等大容量交通设施及

功能性枢纽建设为契机，引导城市用地有序拓展

和郊区新城开发，统筹人口、产业布局，从源头

上减少不合理的出行。

2) 坚持公交优先的发展政策。

以具有竞争力的公交票价机制、优质的公交

运营服务、快捷的公交路权保障，配合机动车停

车、使用等需求管理措施，引导出行方式向公共

交通转移，优化客运交通结构。

3) 推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上海市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以油电混合动力汽

车和高性能纯电动汽车为主攻方向，以“电池+电

动+电控”等关键零部件为突破口，加快形成国内

领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产业体系和产业集

群。到 2012年上海市将形成超过 4 000辆新能源

汽车的示范规模，并规划形成世博园区、崇明生

态岛、国际汽车城、虹桥综合枢纽和临港新城 5

个应用示范区。此外，将逐步提高尾气排放控制

标准，强制淘汰部分污染严重的车辆。

4) 打造宜人的慢行空间。

发展自行车换乘轨道交通(Bike & Ride, B&R)

模式，改善外围区和郊区的轨道交通车站自行车

停放条件；改善自行车交通出行条件，在中心城

积极实施机非分离，完善自行车专用车道系统；

进一步推广公共自行车系统；加快淘汰燃气助动

车，继续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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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力发展智能交通。

重点推进四项工作：一是辅助政府决策，推

广世博期间的信息汇总和数据发掘应用工作；二

是推进智能交通产业化，开发车载导航、辅助驾

驶等设备；三是面向长三角推广ETC电子收费、

交通卡联网收费；四是发展智能公交调度系统，

通过信息化手段提升交通服务效率。

6) 完善健全综合交通管理、研判、决策机制。

通过加强交通法律和法规建设，完善长效的

管理协调机制，建立全面的交通研判、公众参与

机制；建立交通规划、建设、运营、管理与服务

相协调的综合决策机制，加强与执行部门实施过

程的协调，加强对政府和社会的协调能力，以全

面保障综合交通体系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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