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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引导市民出行方式转变和交通管理创新是解决城市交通

和碳减排两大难题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南京的无车校园、上海的

自行车道网络系统和重庆的公共大电梯三个案例进行分析，探讨

了三种不同公共空间环境中，以不同低碳交通创新方式对城市交

通出行空间环境进行优化创新设计的模式，介绍了案例背景并分

析设计特点和创新价值。最后，进一步挖掘案例创新设计蕴含的

价值意义，分析表明：市民出行方式的转变不仅对低碳城市和低碳

交通有重要贡献，而且对市民自身素质、公共空间环境品质以及城

市文化品位的提升有重要作用。

Abstract： Encouraging travel behavior change and innovative traf-

fic management are the two key aspects in solving the urban traffic

problems and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 By introducing on car-free

campus in Nanjing, bicycle lane network in Shanghai, and public es-

calator in Chongq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design and im-

prove the urban travel conditions for a low-carbon urban transporta-

tion system in three types of public space. The paper gives the back-

ground of three cases and analyzes the desig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re innovative significance. Finally, the paper further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three innovative design aspects: the change of resi-

dent’s travel mode not only fulfills the objective of a low-carbon city

and transportation,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quality of the residents, bet-

ter public space, an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a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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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对于处在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的

中国，城市交通问题正演变为城市生

存环境退化的首要难题。以私人小汽

车快速增长为特征的城市机动化不仅

带来了交通拥挤和城市大气环境的严

重污染，而且产生了由机动车停放导

致城市各种公共空间被挤压的症状，

造成景观环境质量急剧下降。2009年

底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召

开，使碳减排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行

动指南。低碳交通作为低碳城市内涵

中实现低碳社会的重要举措之一 [1]，

应当从交通方式、交通技术、交通建

设和交通管理等方面共同努力，降低

每个环节的碳排放。其中，引导人们

更多地采用包括步行、自行车和公共

交通在内的绿色出行方式，是使得交

通更加低碳的关键环节。10年来的研

究表明，避免和减少乘坐机动车辆、

提高能源效率和使用替代能源、缩短

出行距离和改变出行方式以及采用包

括步行、自行车在内的非机动交通是

低碳交通的四项主要实现方式 [2]。因

此，通过居民出行方式转变和高效交

通管理创新才能更好地解决城市交通

拥堵和碳减排两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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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年，上海世博园通过低碳理念宣传和技

术创新展示诠释了如何使城市生活更美好。而在

我国大城市中，由市民积极参与的社会团体以及

政府部门，正涌现出一批有创新特色的城市低碳

出行与管理解决方案。其中，以通过尽量采用低

碳出行方式和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公共空间环境质

量的负面影响为目的的交通创新方案，同时实现

了有机和谐地提升公共空间景观环境品质的城市

理想目标。本文以来自我国三个特大城市的三种

不同公共场景、不同低碳交通创新方式的案例

——南京的无车校园、上海的自行车道网络系统

和重庆的公共大电梯为实证对象，探讨低碳视角

下城市交通出行空间环境优化的创新模式。

1 无车校园

1.1 案例背景

近年来随着大学城的普遍建设，大学教师迅

速成为小汽车高拥有率群体。然而，机动车侵入

校园导致校园环境遭到破坏并逐渐远离以人为本

的关怀。如何限制私人小汽车进入校园，成为摆

在我国高校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位于南京市

中心区的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校园占地约53 hm2。

整个校区被汉口路分为南北生活和教学两园，校

园南侧的广州路和北侧的北京西路是城市重要干

路，交通量较大。2006年南京大学出台了《南京

大学校园交通安全管理办法》，规定“严禁出租汽

车、私人小汽车进入校园”。自此，校保卫处严格

执行各项规定，保证了校园环境的安宁。那么，

该校如何解决教师通勤和外来人员到学校办事的

停车问题？通过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的调

查研究报告可见端倪[3]。

1.2 创新性

无车校园案例的创新性体现在停车场布局、

路网规划和校园管理三方面。

1) 停车场布局。

学校将一些产业化部门(如培训中心、规划院

等)疏散至老校区之外，同时，将停车场分布在学

校外围，提供近 500个停车泊位。这些停车场远

离校园主出入口和学生主要活动空间，结合次要

出入口布置(见图1)；采用半市场化管理，对本校

教师给予一定的优惠。这种布局和收费方式既避

免了因停车不当可能引起的校园环境破坏和人车

矛盾，又不失灵活地满足了教师通勤的小汽车停

车需求。而对于校车的停放，学校也结合地势布

置在运动场下面，既节省地面空间，又避免了对

校园景观的破坏。

2) 校园路网和校门布局。

与国内很多院校的做法不同，多年来南京大

学既没有大规模扩建校园，也未对校园道路系统

进行大幅改造，避免形成大而不当的供汽车通行

的校内环路。除了校园出入口的主干路，其余多

是 5 m宽的小径，组成了密集的支路网，并就地

势高低起伏，结合道路布置大量绿化、配合适当

的路障，不仅有效地引导人们自觉放弃使用机动

车、积极投入步行空间，还节约了大量资金用于

其他建设。

校园设有多个出入口，在单行线汉口路上设

置校园正门，并分别在其他三个方向开设侧门，

根据其所处位置进行区别管理。其中，汉口路正

门人流量最大、管理最为严格，学校在限制小汽

车进入校园的同时，校保卫处还规定摩托车和燃

油助力车不得从北园汉口路大门进出而从北园其

他门出入；天津路校门和青岛路校门均位于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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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的校园角落，其中青岛路校门允许校车等后

勤车辆通行，这样既有效地利用了校园内的消极

空间，还积极配合校园独特的路网体系，把不得

不进入校园的校车、垃圾车对校园景观和学生活

动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

3) 校园区别化管理。

北园是主体教学区，承担着学校大部分的教

学和行政功能，机动车管理比较严格，原则上禁

止机动车驶入，停车场设置也极为有限，学生、

教师以及校外人员的停车需求主要通过城市支路

的路边停车位和校园外围停车场解决。南园是主

体生活区，为了解决居住在南园教职工的通勤和

停车问题，机动车管理相对宽松，在南园居住、

工作的教职工可按规定办理私人小汽车“南园停

车证”，并向学校缴纳相关费用。

1.3 创新价值

大学是人类创新思想的策源地，一个充满人

文精神、可以随时驻足和交流的校园环境显得尤

其珍贵。南京大学无车校园创新模式的成功提供

了很好的启示，无车校园不仅解决了机动车停车

问题，其更有意义的价值内涵体现在：

1) 营造高品质的校园公共空间。

无车的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既保持着历史文化

内涵深厚的园林式景观，又呈现出充满自由创新

活力的学术交流场所氛围。由于校园布局设计妥

善考虑了人对建筑尺度、绿化树木、景观小品与

开敞空间等的使用需求，造就了大面积、人性化

的具有校园人文风光的空间，使师生们拥有高品

质的公共生活。校园独特的绿色、人文特质使之

成为南京古都的教育文化名片[4]。可以说，无车校

园的创新模式对于当今我国“浮躁的大学校园”

无疑是一帖清醒剂。

2) 校园步行权利的回归体现了社会公平。

大学校园的每一寸空间都弥足珍贵，机动车

不仅占用了校园内主要用于步行的道路，而且占

用了大量教学楼前的广场。也就是说，少数小汽

车拥有者占据了应属于大多数人共享的公共空

间，从而产生了对稀缺公共空间的不平等占有。

无车校园内鲜有机动车通行，不仅保持了宁

静健康的校园环境和历史风貌，而且校园中单调

的停车场被绿地和广场所取代，留给人们更多的

学习、交流、休息空间。可以说，校园中人们的

步行权利得到回归，体现了一种社会公平。

3) 逐渐引导人们自觉使用低碳交通方式。

在无车校园工作和学习的师生经常感受到来

访宾客对校园幽雅环境的赞美。通过在校园内心

情舒畅的散步交流，长期潜移默化，使许多师生

喜欢上步行出行。尽管一些教师住在距校园近 5

km远的小区，但是有越来越多的教师经常步行上

班，自觉放弃使用小汽车。可以说，无车校园以

自身的魅力引导人们自觉地践行低碳交通。

2 自行车道网络系统

2.1 案例背景

当今社会正迈向低碳城市和低碳交通的新时

期。在我国部分大城市，恢复和重建自行车交通

系统已引起全社会的关注。2005年以来，上海市

自行车道网络系统开始了一种特色化建设与发

展。根据2006年上海市政府编制完成的《上海市

中心城非机动车交通规划》，将在 2020 年打通、

加宽、完善 13 纵 12 横自行车廊道，将全市 600

km2设定为 24个大区域，总长在 300 km以上的廊

道构成全市自行车道的骨干网络。目前，上海市

在多种自行车道设计、自行车道网络系统构建方

面有特色创新，对全国自行车道系统的推广普及

有示范作用[5]。

2.2 创新设计

上海市现有的自行车道网络系统大致可以分

为三类：通勤自行车道、休闲自行车道、特定导

向自行车道。在三种道路设计中始终贯穿以人为

本的原则，在注重使用者舒适、安全使用道路的

同时，还根据周边环境特点营造和谐优美的出行

景观环境，形成了自行车道路空间与使用者出行

高度和谐的创新特色。

1) 通勤自行车道。

截至 2007年底，上海市自行车拥有量为 800

万辆，其中大部分作为通勤交通工具使用。通勤

自行车道主要为通勤服务，也是数量最多的自行

车道。其交通流特征是集中性的大交通量且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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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工作日早晚高峰，故安全性是其主要问题

之一。基于这些特点，2006年底上海市提出规划

新建自行车道，为骑车者提供相对宽敞、安全的

通行空间。新建的自行车道可承担和疏解中心城

较大规模的自行车流。

在完善自行车道网络系统构建的同时，上海

市还对部分自行车道进行优化设计。例如，在对

彰武路自行车道改建之前，由于机动车干扰和侵

占，其高峰时段的自行车流量约为 2 000 辆·h-1，

而在2007年道路改建之后，在各种车行和人行道

路宽度均不改变的情况下，将自行车道标高提高

至与人行道标高一致，避免了机动车干扰(见图

2)，其高峰时段的实测通行能力提高至约 4 500

辆·h-1。对彰武路自行车道使用者的调查表明，道

路断面改建之后，使用者感觉更加安全，其中有

的人甚至因此重新选择自行车作为在这一区域的

出行方式。

2) 休闲自行车道。

休闲自行车道是生活水平日渐提高的产物，

是人们进行自行车骑行休闲活动的自行车道，不

需注重通行效率，可以有曲折变化的路线，一般

具有良好的景观条件，可以串联数个景观点。如

位于徐汇区的黄浦江滨江休闲自行车道，在黄浦

江南岸 8.4 km的亲水岸线上延续，同时这一段滨

水岸线也是一条不间断的绿色走廊，在其中进行

休闲骑行可以同时享受水岸、绿地和蓝天，见图3。

通过调查发现，休闲自行车道的主要使用人

群为年轻白领以及游客。年轻白领普遍认为在这

里骑车既锻炼身体又贴近自然，是减压的好方

式；游客对这样的游览方式十分满意，认为既节

省体力又能畅快的游览。其他使用人群也对休闲

自行车道比较满意，认为应该多开辟几条。一个

有趣的现象是 64%的上海当地受访者属于有车一

族，自行车对于生活节奏的调节功能可见一斑。

3) 特定导向自行车道。

特定导向自行车道是连接某些特定区域之间

的自行车道，一般具有特定的服务人群。这类自

行车道的形式较为多样，随着需求的不同而灵活

变化。如连接轨道交通车站与居住区、办公区的

B+R(Bike & Ride)自行车道，连接某些城市单元的

自行车道。

杨浦区大学城自行车绿色通道就是其中之

一，这些自行车道用于联系杨浦区的大学校区，

主要服务于几所大学的学生。第一条绿色通道启

用于 2005 年，连接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两个校

区，全程车道宽度2.2~2.4 m，全长约为2 km。车

道采用绿色的环氧树脂铺设，材料面薄、防滑性

能好且颜色醒目(见图4)，可以有效提高自行车道

的安全性、提升自行车行车空间的品质。自行车

绿色通道为不同学校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提供

了良好的交通条件。对使用绿色通道的学生进行

的调查表明：大约 90%的学生认为使用自行车绿

色通道是到达对方校区最便捷的交通方式，而超

过 70%的学生在绿色通道建成之前不知道如何使

用自行车到达对方校区。这一数据表明，特定导

向的自行车道不仅显著提升了特定区域之间的可

达性，而且具备一定的社会价值，即对城市中的

社会交往活动有所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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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滨江休闲自行车道

Fig.3 Recreational bicycle path along Huangpu River

图 2 改造后的彰武路自行车道

Fig.2 Improved bicycle lane on Zhangwu road



城市交通第8卷第6期 2010年11月

2.3 创新意义

我国有很好的自行车出行基础，通过更好地

规范和倡导自行车出行，将为城市实现绿色交通

发挥重要作用。上述创新设计效果调查表明[5]：自

行车道系统在方便居民通勤、购物和游憩等活动

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便捷居民出行的同时，大

大减少了大气污染，而且使人们更加贴近自然，

增强体质，增添了生活情趣，营造了健康向上的

社会环境。

3 公共大电梯

3.1 案例背景

作为特大山地城市，重庆组团式的城市空间

形态以及居民出行“公交+步行”的特点，都决定

了机动性出行的重要性。在人口密集、寸土寸金

的重庆，必须合理地利用山势、科学地利用高

差，在可能的条件下把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大型

的建筑物有机地联系起来，给那些不断追求效率

的现代人提供更为迅捷、更为直接、非传统的交

通方式。同时，建造这种设施所形成的过渡空间

也会为人们提供一方新颖、舒适的交流场所。皇

冠大扶梯项目案例很好地诠释了这一交通创新理

念的价值。

3.2 设计特点

皇冠大扶梯作为重庆市特色交通之一，位于

重庆市渝中区，上下连接着两路口与菜园坝火车

站，不但是重要的公共交通工具，而且已成为重

庆一处独特的景观。由于两路口的交通枢纽地

位，早在1980年就在此建造了重庆市第一个人行

地道；菜园坝火车站作为重庆的老火车站，至今

仍承担着大量客货运任务。在两路口与菜园坝之间

虽然直线距离仅200 m，但垂直高差却超过50 m，

利用机动车需绕行3~4 km。因此，步行成为该区

域重要的交通方式。

随着重庆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该地区人流量

不断增加。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决

定在此修建亚洲第一长的自动扶梯，见图5[6]和图

6，图 5中A，B为步行梯道，C为大扶梯。该项

工程于 1996年 2月完成，包括三个部分——两座

企业大楼和皇冠大扶梯，总建筑面积达 3.6万m2。

扶梯上下出口分别设在两座大楼的近地面层，菜

园坝火车站站前广场设置地下通道与下出口建筑

连通。两座大楼内都有大量的餐饮、商业、娱乐

等设施，高层部分则作为写字楼出租。

皇冠大扶梯的设计日客流量为10万人次，提

升高度为52.4 m，全长108 m，运行速度为0.5 m·s-1，

3台自动扶梯并列配置。该扶梯单台最大设计客运

能力为 1 400人次·h-1。据统计，扶梯日平均客流

量约为5 000人次，节假日高峰日客流量可以达到

约2万人次。

3.3 创新特色

相对于耗用汽油的小汽车来说，以电力驱动

的大扶梯无疑是一种节能环保的交通运输方式。

在欧盟2007年提出的减少碳排放的战略目标中，到

2015年，要求普通小汽车的碳排放量为120 g·km-1。

按照这一标准计算，小汽车绕行距离3 km则排放

CO2 360 g。小汽车一次可运载4人，5 000人则需

运输1 250次，总的碳排放量为450 kg。而自动扶

梯满载运送5 000人次则只需上下行各运行2 h(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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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杨浦区大学城自行车绿色通道

Fig.4 Bicycle greenway at university town in Yangpu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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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运行 4 h)，用电 260 kW。按照家用电器CO2

排放量 = 耗电度数×0.785计算，自动扶梯的碳排

放量为 204.1 kg。由此可见，同样在每天 5 000人

次的客流量下，小汽车碳排放量约为扶梯运行所

产生的碳排放量的 2.20倍。

可见，自动扶梯运行的碳减排效应十分显

著，可以说是低碳交通工具。再加上其大运量的

公共交通性质，对公共空间的环境保护示范作用

很大，这一点在普遍提倡绿色生态、低碳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尤为重要。

4 创新案例综合评价

相对于城市机动化特色，这三个案例体现了

城市特定空间环境下的逆机动化创新价值，体现

了现代城市空间交通组织中追求的可达性、便捷

性之外的多元价值意义。其中，无车校园的教育

文化空间的理想家园、自行车出行的资源环境平

衡意义以及大电梯融公共交通高效性和便捷性于

一体的创新之举，无不折射出未来城市所应追求

的文明曙光。这里，分别对三个案例的价值意义

进行总结：

1) 无车校园。

无车校园中去芜存菁，可以随时驻足、交流

和思考的自由环境是学术空间必不可少的养分。

无车校园的尝试可以发挥大学对社会的示范作

用，为解决现代城市中交通拥堵、道路安全、环

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一个新思路。从更深层

的意义上说，无车校园也是大学探索并引领社会

主流价值的表现，像低碳城市的理念那样，是对

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的具体回

应。希望透过无车校园这一理念与尝试，能重新

审视城市发展的目的和模式，让城市更好地服务

于“人”。

2) 自行车道网络系统。

追求出行需求与出行效率、道路空间资源与

社会环境资源之间的平衡，是自行车道网络系统

在城市道路系统中发展的目标。上海市自行车道

两路口区域

A B C

火车站站前广场

公共汽车站

图 5 菜园坝火车站与两路口之间的 3 条通道

Fig.5 Three paths between Caiyuanba railway station and Lianglukou

图 6 皇冠大扶梯内实景图

Fig.6 Huangguan esca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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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系统的完善与优化有四方面积极的意义：①

引领居民健康生活。选择使用良好的自行车道网

络系统，无论是作为交通还是休闲，都是健康的

出行方式，对人的身心发展都有良好的作用。②

提高城市整体机动性水平。自行车道网络系统的

建设，不仅可以提升自行车出行的可达性和安全

性，更将提升城市整体的交通机动性，道路系统

将更加有序。③营造城市良好生活氛围。自行车

道使用率的增加使得城市生活更加“慢速”，这将

促进良好生活氛围的形成，有利于提高市民的幸

福指数和城市归属感。④践行城市可持续发展。

特定导向自行车道的实践表明，自行车道网络可

以与大运量公共交通很好地结合运作。

3) 公共大扶梯。

在重庆山城特殊的自然条件背景下，皇冠大

扶梯是其中独具特色的交通创新成功案例。它不

应只成为个案，作为一项深具文化内涵和社会价

值的特色交通设施应该被其他类似山地城市推广

和应用，不仅用于解决高差所引起的步行交通问

题，也能通过个性化引导塑造成为城市新地标。

皇冠大扶梯案例表明：特殊交通体系与城市地域

特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城市特征创造出符合

城市需要、符合时代特点的特色交通方式。而特

色交通方式在满足城市交通需要的同时，为这个

城市获得了有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魅力，成为一

个城市、一个时代的象征。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发

展的今天，使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下的城市形象

更加鲜明、突出。

志谢：

文中涉及的三个案例来自于法国动态城市基金会组

织的“城市交通出行创新实践竞赛”报告，作者作

为专家组成员指导了案例报告的归纳提炼。文中的

案例基本情况介绍和部分分析评价主要来自于这三

个案例报告，在此向参与报告调研分析工作的全体

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付允，汪云林，李丁. 低碳城市的发展路径研究

[J].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8(2)：5－9.

FU Yun, WANG Yun-lin, LI Ding. Research on

Developmental Path to Low Carbon City[J]. Impact

of Science on Society, 2008(2): 5－9.

[2] James Woodcock, David Banister, Phil Edwards, et

al. Energy and Transport[J]. The Lancet， 2007

(370): 1078－1088.

[3] 刘贤腾，魏来，张进帅，王静雯，杨瑞华，范恒

瑞. “无车校园”管理模式探索：以南京大学为

例[C] // 潘海啸. 城市交通出行创新实践竞赛报告

文集. 上海：法国动态城市基金会， 2010：

2601－2608.

LIU Xian-teng, WEI Lai, ZHANG Jin-shuai,

WANG Jing-wen, YANG Rui-hua, FAN Heng-rui.

Carless Campus: NJU as the Case[C] // PAN

Hai-xiao. The Proceedings of Innovative Urban

Mobility Solution. Shanghai: Institut pour la Ville

en Mouvement, 2010: 2601－2608.

[4] 吕荟，陈菁菁. 上海市自行车道网络系统[C] // 潘

海啸. 城市交通出行创新实践竞赛报告文集. 上

海：法国动态城市基金会，2010：2001－2010.

LÜ Hui, CHEN Jing-jing. Shanghai Bicycle Paths

[C] // PAN Hai-xiao. The Proceedings of Innovative

Urban Mobility Solution. Shanghai: Institut pour la

Ville en Mouvement, 2010: 2001－2010.

[5] 孙晨菲，李泽新，张敏清，刘博. 皇冠大扶梯[C]

// 潘海啸. 城市交通出行创新实践竞赛报告文集.

上海：法国动态城市基金会，2010：2401－2410.

SUN chen-fei, LI ze-xin, ZHANG Min-qing, LIU Bo.

The Crown Plaza Escalator[C] // PAN Hai-xiao. The

Proceedings of Innovative Urban Mobility Solution.

Shanghai: Institut pour la Ville en Mouvement, 2010:

2401－2410.

[6] 张建召，徐建刚，胡畔. 城市中心区的大学文化

特色空间整体性研究：基于南京实证区的空间定

量分析[J]. 城市发展研究，2009，16(11)：71－

77.

ZHANG Jian-zhao, XU Jian-gang, HU Pan. Research

on the Wholeness of University Special Culture-Style

Areas in the City Center Area: The Spatial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Empirical Area of

Nanjing[J]. Urban Studies, 2009, 16(11): 71－77.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