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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道路交通工程设计在规划设计阶段的缺失，使

其往往成为缓解道路交通拥堵的补救措施。为此，提出建

立规划、设计、建设、管理一体化的城市道路交通工程设计

技术方法的总体框架，包括功能定位分析、交通组织优化、

详细交通设计、实施保障 4个阶段。结合苏州、南昌、海

口、北川等地开展的一系列道路交通工程设计实践，探讨

各个阶段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技术方法。实践表明，通

过道路交通工程设计将规划阶段和施工实施阶段无缝衔

接，有助于确保规划理念在实施阶段全面落实。

Abstract： Lack of detailed traffic engineering design dur-

ing roadway planning and design stage often leads to urban

congestion problems that need remedy solutions from traffic

engineering. To address the problem, this paper proposes an

urban road traffic engineering design methodology that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design, construc-

tion and management. The four stage framework of the

methodology includes: functional analysis, management and

optimization, detailed traffic engineering design, and imple-

mentation warrant.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road traffic engi-

neering design in Suzhou, Nanchang, Haikou and Beichua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general idea and detailed methodolo-

gies in each stage. The implement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road traffic engineering design in transporta-

tio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stage is helpful for the com-

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planning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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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国内很多城市在道路交通工程设计领域

开展了大量实践，从各地反馈的情况和经验

来看，合理的交通工程措施在缓解道路交通

压力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目前道路交

通工程设计工作仍然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

是这项工作仍然集中在交通拥堵相对严重的

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而大部分中小城市尚

未认识其重要性，因此需要在更广的范围内

进一步普及和推广这项工作；二是道路交通

工程设计工作主要是在产生交通问题之后才

开展，这一阶段大部分设施已经建成或者接

近建成，往往只能迁就现状而采取一些针对

具体节点、交叉口、路段的详细设计措施，

总体而言是对既有问题的一种补救。随着交

通压力逐渐增大，这种补救措施可能失效，

于是进入“整治－拥堵－再整治－再拥堵”

的恶性循环，而再次产生拥堵的周期会越来

越短，所能采取的交通措施也越来越有限，

缓解交通压力的难度越来越大。

出现这种情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道路

交通工程设计工作在规划设计阶段的缺失。

如果能够在城市规划阶段就引入合理的道路

交通工程设计以指导交通系统的建设，很多

问题将在根源上被消除或者使负面影响降至

最低，将大大减轻后期交通管理工作的压

力。这实际上是一种事前预防措施，是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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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程设计最应该发挥作用的方面。因此，需

要进一步完善道路交通工程技术方法，加强道路

交通工程设计在规划阶段的作用，从源头上尽可

能缓解城市交通压力。

1 城市道路交通工程设计技术方法的

总体框架

为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工程设计在规划设计

阶段的作用，提出规划、设计、建设、实施一体

化的道路交通工程设计技术方法，其关键思路是

从道路交通功能出发，以交通组织为核心，通过

详细设计进行统筹，并与相关规划进行协调。通

过道路交通工程设计将规划阶段和施工实施阶段

无缝衔接，确保规划理念在实施阶段全面落实。

本文将一体化的道路交通工程设计工作划分为功

能定位分析、交通组织优化、详细交通设计、实

施保障4个阶段：

1) 功能定位分析。

功能定位分析是道路交通工程设计工作的基

础与出发点，后续各个阶段的工作都是为确保道

路交通功能的实现而开展。因此，准确确定道路

交通功能定位是整个工作的前提。道路交通功能

分析并不是传统的确定主干路、次干路、支路的

交通功能，更不是简单以机动交通作为识别条

件，而是将全部道路交通参与者作为核心，结合

周边用地、区域道路网络的整体情况，提出道路

在城市发展、交通、景观等多个方面应承担的功

能。道路交通功能定位不应该仅仅由交通工程师

确定，而应该由用地规划、景观设计、城市设计

等专业人员共同确定。

以干路为例，组团之间的干路应该承担更多

的交通联系功能；交通枢纽内的干路应该以交通

集散功能为主；居住区内干路应该以非机动交通

为主，限制机动车交通功能；城市核心区内的干

路应以保证人的活动便捷性为主，强调道路的服

务功能；城市特色地区的干路应该强调街道与城

市的总体特色和风格相一致，突出交通与建筑、

景观的协调。

2) 交通组织优化。

交通组织方案是开展一体化道路交通工程设

计的核心和关键内容，合理的交通组织方案既能

确保道路交通功能的实现，也能具体指导详细交

通设计。

首先要以道路交通功能定位为基础明确整体

交通组织策略，重点回答慢行交通、公共交通、

机动交通、静态交通等各方式应按何种原则组

织，各方式应如何衔接和协调才能体现道路交通

功能。确定哪些交通应该优先，优先的权利如何

保证；哪些交通应该疏解，被疏解的交通如何分

流等。同一条道路在城市不同的区段，往往功能

也会有所差别，相应的交通组织原则和组织策略

也要有所不同。在整体交通策略确定的基础上，

还需要进一步明确详细交通组织方案，包括地块

出入口、交通管制措施等工作。

3) 详细交通设计。

详细交通设计是设计内容的具体体现，主要

包括道路工程设计、交通渠化、公共交通、交通

枢纽、交通管理设施设计等内容。目前国内很多

城市在详细交通设计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4) 实施保障。

实施保障工作是规划理念最终落实的保证。

目前国内很多道路交通工程设计工作往往是把详

细交通设计提交到市政设计单位，由市政设计单

位进行落实和实施，而交通工程设计人员在实施

保障阶段开展工作有限。这种工作模式的效果往

往不理想，主要原因是市政设计人员与交通工程

师之间没有很好的衔接。因此，实施阶段的协调

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主要包括施工协调、相关规

划协调等，以确保规划理念能够落实。

本文结合苏州、南昌、海口、北川等地开展

的城市道路交通工程设计项目，对各个阶段的交

通工程设计技术方法和思路进行探讨。

2 功能定位分析

道路交通功能需要结合城市空间和城市交通

发展趋势，根据城市道路交通总体网络布局、道

路周边用地布局等因素综合确定。这一阶段需要

重点回答以下问题：1)道路在路网中承担何种交

通功能；2)道路与其他道路交通功能如何协调；

3)道路交通功能与周边用地布局如何协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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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的主要技术思路和方法有以下几个方

面，可以根据具体研究对象的差异区别对待。

1) 回顾道路交通历史沿革，以史为鉴分析功

能定位。

道路交通功能转变的历史沿革可以为道路交

通功能定位分析提供非常有帮助的启示。在苏州

人民路北延伸线规划设计[1]工作中，首先分析了人

民路在20世纪以前、民国期间直至目前各个阶段

的功能演变历程(见图1)，并总结分析了人民路南

下的经验和教训，得出人民路北延伸线不能复制

以满足机动车发展为主的建设模式，为最终将其

功能确定为城市发展主轴和公交主走廊提供了重

要依据。

2) 结合土地利用特征，综合分析道路交通功能。

在北川新县城道路交通工程设计[2]中，结合不

同的土地利用形态和居民出行特征确定北川新县

城道路交通功能，根据功能差别将道路划分为交

通干路、综合干路、居住区干路、工业区干路、

山区(旅游休闲区)干路、滨河路、步行专用路、

对外公路、支路等。核心区以绿地和公共空间为

核心，结合街坊空间和尺度，确定核心区道路的

首要功能是满足高密度客流集聚的要求，路网形

态上体现为高密度、小格网(见图2)；居住区道路

以满足居民集散功能为主，采用较密的东西方向

干路强化集散服务；休闲旅游区道路除满足交通

功能外，还需要营造休闲和轻松的氛围，因此结

合地形采用自由式路网形态；工业区道路以满足

货运车辆和产业区对外联系功能为主，采用大格

网形态，保持一定道路间距，因此也能满足工业

建筑对用地的要求。

3) 结合综合交通网络，分析道路的功能定位。

道路交通功能需要与周边道路、公共汽车、

轨道交通、枢纽等各类设施相结合综合论证研

究。在调整、优化道路交通功能时，同时也需要

图 1 苏州市人民路历史沿革

Fig.1 The evolution of Renmin Road in Su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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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北川新县城道路网络规划理念

Fig.2 Road network planning concept of New Beichuan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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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道路交通功能进行调整。

以海口市长流起步区[3]为例，道路交通工程设

计的核心工作之一是对中央大道功能的判断。中

央大道和中央公园一起构成了起步区的中轴线，

中央大道不仅是起步区景观集中展现的走廊，更

是起步区新风貌、新文化、新特色的代表，对整

个起步区的品质、形象起着关键作用。也就是

说，中央大道更重要的功能是展示新区城市风

貌。而中央公园是未来市民游憩休闲的空间，不

是绿化隔离带。因此，中央大道是多种功能复合

的综合景观功能轴，应以景观为主，同时兼顾周

边地块集散交通。

然而，中央大道原定的横断面方案采用了交

通功能非常强的双向 6车道的布局，人为加大了

中央公园与周边建筑的分隔，不利于起步区中央

主轴整体城市品质的提升。针对这一问题，道路

交通工程设计中降低了中央大道的交通功能，采用

双向4车道，设置公交专用车道，并与城市设计相

结合，全面打造起步区的中央景观主轴，见图3。

3 交通组织优化

这一阶段的核心工作是在明确道路交通功能

定位的基础上，确定合理的交通组织方案。重点

回答以下问题：1)如何根据道路交通功能确定总

体交通组织策略和组织方案；2)道路应该以承担

何种交通流为主，如何通过交通组织对策保证主

导交通流不受其他交通流的干扰；3)在交通组织

方案的指导下，道路网络如何优化；4)如何确定

各专项交通组织方案，包括公共交通、非机动交

通、静态交通、机动交通等。

为保证交通组织与道路交通功能协调一致，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制定交通组织方案。

1) 以总体交通组织策略为核心，对道路交通

网络进行优化。

以苏州市人民路北延伸线为例，人民路北延

线直接与古城区相连，如何通过合理的交通组织

保护古城是交通组织的关键工作之一。研究中提

出两种机动交通组织对策：第一，通过道路交通

网络层层分流机动交通，见图4。第二，将人民路

进入古城区的机动车道数逐渐压缩，减少机动车

对古城区的冲击，见图5。

2) 以出行方式优先次序为依据，统筹各种交

通方式。

以北川县城重建工作为例，根据新县城交通

特征，确定以非机动交通优先作为总体交通组织

策略。在空间布局上划定稳静交通区，限制机动

车速度；在资源分配上非机动交通通行空间占道

路面积的 51%，非机动交通网络密度也远远高于

机动交通。交通组织综合考虑各种交通方式的统

筹协调，合理引导机动车出行以保证非机动交通

优先。对于外来游客，鼓励采用公共自行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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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海口市长流起步区中央大道断面调整前后对比

Fig.3 The cross-section of Central Road before and after adjustment in Changliu New district, Haik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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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并设置旅游公交环线，串联主要旅游设施；

将旅游大巴统一集中停放在旅游停车场，减少县

城内交通量，保证非机动交通环境。

3) 依据现状交通流特征，统筹优化交通组织

方案。

以南昌阳明路交通工程设计[4]为例，阳明路是

串联机场、老城和新区的主要干路，既要承担大

量远距离交通联系，又要展现南昌市整体城市形

象。然而，由于周边路网没有完善，尤其是微循

环系统没有建立，阳明路无法充分发挥城市门户

和窗口的功能。按照交通组织总体策略“有减有

加”，将不应由阳明路承担的短距离交通流(占

40%)尽量通过微循环和周边路网分流，加强阳明

路承担通过性交通的功能。

4) 对于交通功能复杂的道路，分区分段提出

组织方案。

以南昌市八一大道为例 [5]，该路全长 13 km，

既联系老城核心区又联系外围居住区和待开发

区，不同路段土地利用、交通功能、交通流特征

差异性很大(见图6)，需要有针对性地提出交通组

织方案，详见表1。

4 详细交通设计

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详细的交通设计保证道

路交通功能和交通组织方案的实现。主要解决以

下核心问题：1)按照交通组织方案应该控制哪些

要素，如何控制；2)道路和路网中的关键节点、

路段如何处理；3)道路沿线各类交通设施应按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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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苏州市人民路北延伸线分流组织示意图

Fig.4 Traffic diverging for Renmin Road north
extension in Su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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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苏州市人民路北延伸线道路分段横断面方案

Fig.5 Cross-section of Renmin Road north extension in Suzhou City

公
交
专
用
车
道

公
交
专
用
车
道

公
交
专
用
车
道

单位：m

单位：m

44



戴继锋，等：城市道路交通工程设计技术方法的完善及实践

种原则协调，以确保各自功能正常发挥；4)道路

全线交通工程设计方案如何确定。

为保证详细设计方案能够落实道路交通功能

定位、体现交通组织总体策略，设计过程中可以

根据以下总体思路展开相关工作。

1) 根据交通组织策略，系统协调沿线各类要

素并制定相应控制要求。

道路沿线关键控制要素主要包括：①交通体

系，包括非机动交通、机动交通、公共交通、静

态交通、货运交通、交通枢纽等要求；②交通管

理，包括交通管制措施、交通管理设施布局、交

通控制方案等；③工程建设，包括道路平面线

形、道路横断面、道路竖向、地块出入口、关键

建筑选材等；④相关规划，包括道路沿线建筑立

面、沿街建筑底商风格、道路景观、地下空间、

路灯照明等控制要素的协调工作。道路交通工程

设计需要针对这些要素制定控制要求，通过详细

交通设计落实要求。这些要素也是施工图设计阶

段需要重点协调的内容。

2) 对关键节点和关键问题应该突破常规，创

新处理。

在北川新县城道路交通工程设计中，为保障

交叉口处行人和骑车者的安全，有意减小交叉口

路缘石半径，通过工程措施来降低机动车速度，

见图 7。很多缘石半径在规范允许范围内取低值，

有的经过研究论证甚至突破规范取更低值。在公

交车站设置上，更多从乘客角度出发，改变传统

作法，将公交车站尽量靠近交叉口(见图8)，方便

集散交通37%
过境交通63%

集散交通68%
过境交通32%

集散交通92%
过境交通8%

集散交通90%
过境交通10%

昌南大道
广州路 解放西路 阳明路

洪都大道

集散交通
过境交通

图 6 南昌市八一大道各路段交通特征差异

Fig.6 Traffic characteristics of roadway segments on Bayi Road in Nanchang

路段

阳明路－
解放西路

广州路－
昌南大道

集散、服务功能为主

远期兼顾过境交通

客流集散和服务核心

保证周边地块进出交通

提升居民出行质量，确保
交通可达性

确保产业用地对外联系
的高效、快速、畅通，全面
提升地区对外沟通效率

核心组织策略

改善秩序，减少机非干扰

突出集散联系

提升公交服务质量、落实
公交优先对策

系统协调单位进出

增加两侧过街联系

构建与中心城区方便、快
捷的交通联系

加快构建对外快速联系
通道

确保机动交通的连续性

主要任务
交通组织
总体目标

“序”

“廊”

“达”

“速”

表 1 南昌市八一大道各路段交通组织核心策略与主要任务

Tab.1 The core strategy and main tasks of traffic management
for Bayi Road in Nanchang

解放西路－
广州路

洪都大道－
阳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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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换乘[6]。

5 实施保障

为保证实施效果，道路交通工程设计必须与

施工图设计及现场施工工作进行协调和沟通。这

一阶段主要解决道路交通工程设计的落实问题，

重点协调设计中明确的控制要素，这些要素不仅

需要在施工图中全面落实，而且要在施工阶段进

行现场协调，以保证设计内容的落实。尽管道路

交通工程设计在衔接规划阶段和施工阶段的承上

启下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由于其并不是一个

法定规划，因此规划协调形式、机制尚在探索过

程中，各地习惯和模式都有差异。

以苏州市人民路北延伸线为例，通过道路交

通工程设计协调了用地空间布局、道路交通网络

规划及建设、地铁线网布局及建设、铁路客运枢

纽规划建设、道路市政设计、交通管理等相关工

作，实现了规划、设计、建设、管理一体化的整

体协调，在各方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开始建设。这

种工作模式也得到了当地管理部门的共同认可，

通过政府文件形式明确将此作为苏州市其他道路

规划建设工作的推进模式。

在北川新县城规划设计工作中，采用了建立

前线指挥部的模式，现场协调山东援建各个地

市、北川重建指挥部等单位，对道路交通建设中

的各种问题进行现场协调。一方面与市政设计单

位协调，将道路交通工程设计的控制要素在施工

图设计工作中全面贯彻落实；另一方面通过现场

巡查，提出施工中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达到道路交

通工程设计控制要素的方面，要求建设单位尽快

整改，确保交通设施贯彻落实规划理念。

6 结语

在传统的道路交通规划设计中，完成了前期

图 7 交叉口减小路缘石半径的设计

Fig.7 Design for curbs with small radius at inters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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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公交车站尽量靠近交叉口的设计

Fig.8 Bus stops in the vicinity of an inter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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