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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缓解城市交通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入手，不完全是专业技

术层面，行政管理层面也十分重要。首先强调交通系统是城市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运用系统观念去看待。以东京为例，

从公共交通、尤其是轨道交通系统，具体的交通技术措施和停车

管理等角度介绍了交通系统的组织与设计。最后，提出要从改

变城市交通规划观念、合理控制城市规模和城镇化比例、公交优

先和快慢分离、创新和改进交通工具，以及城市交通管理等方

面，进行合理规划、科学管理，形成综合、系统、协同的城市交通

系统。

Abstract：To solve urban transportation problems requires not on-

ly specialized technology but also effective administrative manage-

ment. Recognizing public transi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ur-

ban system, this paper emphasizes developing urban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 a system perspective. Taking Tokyo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discusses transportation system management and design in

several aspects: public transportation especially rail transit system,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and parking management. Finally, the pa-

per proposes a comprehensive and coordinated urban transportation

system through reasonable planning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such as innovative planning concept, reasonably controlling urban

spatial extent and urbanization rate, prioritizing public transit and

separating motorized and non-motorized traffic, improving efficien-

cy of different travel modes, implementing transportation manage-

ment, and etc.

关键词：城市交通；交通规划；交通组织；规划管理

Keywords：urban transportatio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traffic

management; planning 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TU984.191 文献标识码：A

1 交通系统是城市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

城市交通问题由来已久，也十分复

杂。因此，缓解城市交通问题需要从多

方面入手，不完全是专业技术层面，行

政管理层面也十分重要，尤其是城市领

导者及其所做的决策。从专业技术层面

来讲，应该科学决策，按“大交通”观

念做好综合交通体系规划。这里所说的

“大交通”，不完全是指传统意义上包含

航空、铁路、公路、水运等的“大交

通”概念，更主要的是指交通系统是城

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规划工作

不是一个部门，不是一个局部，更不是

一个配套。过去把交通规划当做城市建

设配套的观念是不正确的，交通至少是

与城市工业、生活、教育、服务等方面

是等同的。交通是城市建设的前提条

件，城市缺少交通就不称其为城市。因

此，城市交通问题需要运用系统观念去

看待，做好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来缓解城

市交通问题。

2 东京交通系统组织与设计

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问题，许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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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干峙：以大交通观念构建城市交通系统

达国家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

城市都做过不少努力，采取了很多措施。例如，

近几年北京市在交通规划、建设与管理上做了大

量工作，包括增加公交线路覆盖密度、采取低票

价措施等从规划与财政方面大力推进公交优先的

政策；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规划至 2015

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突破 700 km；建设了全国最

先进的交通信息化管理中心，能够随时掌握干路

和交叉口的交通量及各类道路交通状况。但是，

尽管采取了种种缓堵措施，北京城市交通拥堵状

况仍然从过去局部地段部分时间拥堵变成了全面

不定时拥堵。

而与北京市人口、面积大致相当的日本东京

市，城市交通状况恰恰相反。北京市中心城人口

1 000万人，东京市人口 866万人；北京市五环内

面积 668 km2，东京市 621 km2；北京市机动车保

有量约480万辆，东京市500多万辆。但是，东京

市城市交通状况相比北京要好一些：

首先是整个城市交通系统的组织重在公共交

通，尤其是轨道交通系统。东京地铁换乘便利、

准时，票价相对便宜。无论是政府机关工作人

员，还是专家学者，绝大多数上班族都依赖轨道

交通通勤，轨道交通分担了日常出行的大部分交

通量。

其次是采取一系列具体的交通技术措施保

障，高效率使用现有综合交通设施，同时扩展地

下交通空间。火车站是东京最繁华的商业区和最

密集的办公区之一，如何解决火车站地区的交通

拥堵问题？主要是采取人车分流的做法，形成一

个完整的地下交通网络，并采取技术措施保证地

下交通网络换乘的便捷。此外，很多办公楼的出

入口都朝向火车站的地下广场，这样无需通过地

面就能直接完成出行。

最后，停车是交通管理中很关键的措施。东

京的停车主要是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地上、地下空

间，房前屋后的土地也会加以利用。这既节省建

筑成本，又同样可以解决停车问题。此外，东京

还制定了严格的停车管理措施，政府机关和大型

企业几乎没有给员工准备“内部车位”，同时高昂

的停车费和严格的处罚，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

缓解交通拥堵的作用。

3 合理规划，科学管理，形成综合、

系统、协同的城市交通系统

第一，提高对城市交通问题的认识，改变城

市交通规划观念，不能再把交通规划看成是城市

规划的辅助性措施。实际上交通像人的血液和神

经一样，是城市最基本的生存系统。因此，在编

制城市规划时，交通规划要早介入，与城市规划

同步编制。

观念的转变还需要政府的支撑。很多规划决

策都是政府的决策，政府必须加强对城市交通规

划的引导。另外就是体制的改进，不能把交通规

划放到基层位置，必须提高城市交通规划的地

位，使交通与城市建设的其他基本要素同等重

要，并保障其从规划、建设到管理具有自上而下

的顺畅机制。此外，体制也不能随意改变。城市

交通规划管理部门与机构应考虑保持稳定性和延

续性，其财政经费来源也应该明确，避免不断的

动荡，这是政府的责任。

第二，要合理控制城市规模和城镇化比例。

当前城市发展不是越大越好，城市过大所衍生的

交通、环境等问题的解决相对比较困难。城市的

布局也要防止摊大饼，应该结构合理，组团发

展，用系统的观念进行城市交通的布局与设计。

此外，城镇化比例也需要专门研究，绝不是越高

越好，而应积极稳妥地推进。

第三，公交优先、远近分工，针对居民出行

特点，推广快、慢两个交通系统。公交优先是毫

无疑问的，但要远近分工，将道路系统区分出快

慢两个系统。地铁过度拥挤的部分原因是有大量

短距离出行者，这部分人实际上可以通过公共汽

车或自行车等交通方式完成出行，从而减少轨道

交通客流量，提升其服务效率和品质。当然，快

慢分离的交通组织和管理会比较复杂，有一定难

度，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通过交通新技术来创新和改进交通工

具。交通工具种类应该多元化，针对不同的城

市、地形特点等发展不同的交通工具。轨道交通

系统不应只包括地铁、轻轨，还应发展磁浮系统

和新式有轨电车，欧洲很多城市都有有轨电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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