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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地城市建筑项目的高强度开发与亟待改善的道

路交通之间矛盾突出，亟须拟定道路交通改善与建筑项

目开发一体化策略，促使建筑项目与道路交通协调发

展。从建筑项目开发与交通改善措施的结合点出发，围

绕减少道路交通量和提高道路通行能力两方面探讨道路

交通改善的主要措施。总结了10项建筑项目开发与交通

改善的一体化策略，包括用地控制、与交通设施结合等内

容。最后指出，在城市道路交通与建筑项目的协同工作

中，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采用可行性较强的措施。

Abstract： Concerning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be-

tween general structural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the road-

ways for cities situated in mountainous areas,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the integrated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combining city devel-

opment with traffic improvement projects can increase road-

way capacity and reduce travel demand. The paper summa-

rizes ten integrated strategies in land use control and integra-

tion of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and other practices. Finally,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strategies should be imple-

mented according to the real world cases in the coordination

with urban transportation and city development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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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城市建筑项目的高强度开发趋势与亟

待改善的道路交通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一方

面，与平原城市相比，山地城市建筑项目开发

成本普遍较高，因此，项目的高强度开发趋势

愈发明显，交通需求急剧增长；另一方面，不

少山地城市因地形限制和历史原因，面临路网

密度偏低和结构不合理、局部路段成为交通瓶

颈、交通结构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维持一定

的道路服务水平需要投入大量建设用地和管理

资金，而道路用地往往因为被已有、建设中或

规划中的建筑项目占用而难有充足保障，同

时，山地城市道路还更多地涉及架桥钻洞等问

题而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因此，要适应城市

化进程的需要、缓解并解决道路交通问题，就

必须拟定山地城市道路交通改善与建筑项目开

发一体化策略，促进建筑项目开发与道路交通

改善协调发展。

1 减少道路交通量

1) 减少总建筑面积。

减少总建筑面积是改善道路交通最直接的

对策之一。一般而言，采用该对策能直接减少

建筑项目新增交通量，进而降低周边道路交

通量。

2) 降低单位建筑面积出行生成率。

单位建筑面积出行生成率是由城市交通规

划、管理部门开展专项调查得到的，是基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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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的经验值。通过改变项目用地性质来降低单位

建筑面积出行生成率是改善道路交通最直接的策

略之一，可直接减少建筑项目新增交通量。

3) 增加建筑项目内部出行比例。

一般来说，不同的用地功能组合会产生不同

的内部出行比例[1]。增加建筑项目内部出行比例应

调控项目的用地功能构成。例如，居住和非居住

功能组合可能会产生较高的内部出行比例(20%~

25%)，而由非居住功能组合的内部出行比例则较

低(5%~15%)[1]。因此，在可行的经济、环境等条

件下，可采用居住与非居住功能适当组合以增加

建筑项目内部出行比例。当然，对于非居住功能

组合而言，如果功能之间的配套性较好(例如项目

用地内商业与餐饮、娱乐配套，鼓励同一人员使

用项目内部多种功能以相应减少外部出行)，也能

取得较高的内部出行比例。

4) 增加顺道出行比例。

顺道出行量主要与周边道路交通量的组成有

关[1]，而周边道路交通量的组成在相当程度上取决

于周边项目的用地功能构成。因此，结合项目周

边建筑群功能类型，调控项目用地功能构成，有

可能增加顺道出行量。

通过调控项目用地功能构成来增加顺道出行

量的策略主要适用于商业项目。这是因为，与其

他用地功能 (如办公、居住、医疗等)的项目相

比，商业项目具备更强的公众性、开放性，人们

进入商业建筑的行为也具有更大的随意性。旧城

中心区往往是商业建筑高度聚集的地区，在此区

域内新建商业项目将非常有可能产生较高的顺道

出行量；在居住集中的地段设置服务于居民日常

生活的商业建筑，也能获得较高的顺道出行量。

顺道光顾的人群向来受商业建筑欢迎，很明显，

这有利于提高该项目的经济效益。

项目的步行可达性越高，越可能吸引更多周

边项目的使用者顺便前往。增强项目的步行可达

性需要将项目与人行道、人行地道、人行天桥等

步行设施结合，创造良好的步行环境。对于用地

两侧或两侧以上与城市道路相邻的项目，可以基

于对行人流向的分析，在项目内开辟公共人行

道，为行人提供捷径，同时在新增人行道两侧设

置商业设施，吸引顺道人流。

例如重庆市江北区经济商业圈一号地块概念

设计，在商场中部设置连接用地两侧城市道路的

公共人行道，并利用自然高差，在人行道两侧分别

设置各层商场出入口以及商业休闲场地，见图 1。

在改善城市公共空间品质的同时，有利于为项目

吸引顺道人流。

5) 发展城市轨道交通。

山地城市适合发展运量大且地形适应性强的

轨道交通系统。山地城市道路弯多路窄，轨道交

a 概念设计图

c 剖面图

b 平面图

图 1 建筑项目设置公共人行步道的设计实例

Fig.1 Public walkway design in build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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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线路由于自身的技术要求往往会超出道路红

线，穿越部分建设用地。因此，建筑项目与轨道交

通建设应进行一体化规划设计，提高土地利用率和

交通设施的服务效率，同时提升项目的经济效益。

重庆市李子坝轻轨站采用了建筑项目与轻轨

建设相结合的一体化策略，将高架车站设置在高

层建筑中，见图2[2]。车站在横向上贯通整个建筑

平面，纵向上位于建筑中部位置，车站以下是 5

层办公用房，车站以上是11层的住宅。从建筑结

构来看，站台与建筑体属于同一个主体结构，而

承受列车荷载的高架轨道则与建筑体分离独立设

置，这样有利于减少结构变形产生的相互影响，

也有利于减少列车振动。

6) 鼓励步行。

鼓励步行是指调整建筑项目所在分析区内的

交通结构，增加步行比例。项目与步行设施结

合、改善项目周边的步行环境可以鼓励步行出

行；项目与公共停车场结合可以鼓励小汽车使用

者步行抵达目的地；根据周边项目的用地功能和

人员特点来调控项目用地功能构成，有可能增加

附近人员在本项目使用者总数中的比例，从而起

到增加步行比例的作用。

7) 发展公共汽(电)车。

发展公共汽(电)车就是要提高公共汽(电)车在

整个道路交通中分担交通量的比例。主要措施为

改善落后的公交设施，保障公共汽 (电)车停车

场、车辆保养场、整流站、公共汽(电)车车辆调

度中心等场站设施与公共交通发展规模相匹配。

可以考虑将建筑项目与公共汽(电)车场站设施结

合，由项目用地提供交通空间。例如，重庆市牛

角沱公共汽车站就设置在某高层建筑局部架空的

平街层内，见图3。

建筑项目与公共停车场结合可以为城市提供

停车换乘(Park & Ride)设施，鼓励小汽车使用者

换乘公共汽(电)车及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抵达目的

地。这有利于发展公共汽(电)车，改善周边交通

结构，进而降低周边道路交通量。

8) 适度限制小汽车使用。

适度限制小汽车使用是指适度限制进入分析

区的小汽车、特别是私人小汽车的数量。对于分
图 2 建筑项目与轨道交通建设结合实例

Fig.2 The integration of project and rail transit construction

轻轨
车站

住宅

办公

嘉陵路

车站

图 3 利用建筑空间设置公共汽(电)车场站

Fig.3 Bus station design taking advantage of building spaces

公交调度室

公交首末站

建筑内部空间建筑中介空间

公交首末站

建筑内部空间建筑中介空间

60



陈科，等：山地城市道路交通改善与建筑项目开发一体化策略

析区内的建筑项目而言，应通过控制停车配建指

标适度限制项目用地内的配建停车泊位，在一定

程度上促使更多的机动车使用者在分析区外的公

共停车场停车，换乘公共交通或步行抵达项目所

在地。对于分析区外的建筑项目，可以将项目与公

共停车场结合，促进城市局部地区交通结构的改善。

9) 均衡现有道路交通饱和度。

均衡现有道路交通饱和度是指在运用道路交

通分配方法时，要考虑、建筑项目周边现有道路

的饱和度分布情况，尽量均衡各道路的饱和度，

避免产生交通瓶颈。在掌握了出入项目用地的车

流方向后，可以通过控制车辆出入口的设置达到

均衡现有道路交通饱和度的目的，即在建筑项目

车辆出入口方位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将出入口

设置在交通饱和度较低的道路一侧。

10) 增设分流车道。

增设分流车道是为了转移现有局部路段的道

路交通量，实际上是增加了路网密度。在新的道

路用地难以取得的区域，可以通过建筑项目与道

路工程结合达到改善道路交通的目的。在项目用

地范围内(外部场地、建筑空间)设置穿越式车道

以吸引过境交通，相当于增设分流车道，可以转

移项目周边局部路段的道路交通量，改善旧城路

网结构，增加路网密度。

2 提高道路通行能力

1) 增加机动车道宽度。

在城市改造区域，增加机动车道宽度往往会

占用人行道，降低其通行能力。而补偿人行道通

a 不合理的设置：道路交叉口间距过小 b 合理的设置：保持原道路交叉口间距不变

项目用地范围 项目用地范围

项目拟设车辆出入口 项目拟设车辆出入口

交叉口或车辆出入口交叉口或车辆出入口

图 4 控制建筑项目车辆出入口位置

Fig.4 Design of vehicle entrance/exit in project development

建筑 建筑 建筑 建筑本项目 其他项目 本项目 其他项目

车辆出入口 车辆出入口 多项目共享车辆出入口

图 5 共享车辆出入口

Fig.5 Shared vehicle entrance/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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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能力的方法之一就是鼓励建筑项目与步行设施

结合，由项目外部场地、建筑空间提供城市公共

人行空间。

2) 增加车道数。

增加车道数可分两种情况：一是不增加机动

车道总宽度，只减小各车道宽度；二是在增加车

道数的同时增加机动车道总宽度。前者几乎不与

项目用地发生关系；后者实际上类似于前文的

“增加机动车道宽度”，因此相应的一体化策略也

是一致的，即建筑项目与步行设施结合。

3) 增大交叉口间距。

可以通过控制建筑项目车辆出入口设置来增

大道路交叉口间距。当项目车辆出入口与道路对

面的交叉口(包括其他项目的车辆出入口)形成错

位交叉[3]时，可以通过调整项目车辆出入口位置，

将道路原有的两个近距离T字形交叉口合为一个

十字形交叉口，间接达到增大交叉口间距的目

的，见图4。

在城市中心区，由于改造时间和开发单位不

同，常常出现相邻项目的车辆出入口距离过近的

问题，严重影响了道路通行能力。在管理与安全

有保障的前提下，应尽量使相邻项目共享车辆出

入口(见图5)，各项目的内部车流在经整合的场地

和建筑空间内解决，以增大交叉口间距，尽量减

小对城市道路的影响。

同时，还可以考虑在项目用地外侧设置下穿

匝道，形成局部的车行立交，避免设置交叉口。

设置匝道一般会增加机动车道宽度，因此，可能

需要运用增加车道数的一体化策略。

4) 减少随意穿行机动车道的行人量。

道路两侧的建筑项目往往是行人过街的出发

点和目的地，因此，可以采用建筑项目与步行设

施结合的对策，构建立体步道系统，改善道路交

通。立体步道系统主要由人行道、人行天桥、人

行地道以及建筑内部的公共人行空间组成。立体

步道系统的构建有利于实现人车分离、减少随意

穿行机动车道的行人量，并且为道路拓展留出更

大余地，见图6。例如，香港在人群活动最为密集

图 6 立体步道系统

Fig.6 Multi-levels walkway system

公共步行空间 建筑内部空间 公共步行空间 建筑内部空间

高度控制线 屋顶广场停车

会所

会所

图 7 利用平街建筑屋顶设置公共停车场

Fig.7 Public parking lots design on the roof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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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环、金钟和湾仔三区构建系统化的立体步道

系统，既有效减小了行人过街对道路交通的干

扰、提高了道路通行能力，又激发了区域的整体

经济活力，改善城市环境，给城市带来充满生气

而又独特的形象特征[4]。

5) 增设港湾式停靠站。

在城市改造区增设港湾式停靠站，可以大大

缓解车辆停靠对其他行驶车辆的干扰。增设港湾

式停靠站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利用原有人行道

局部拓宽车道，为了补偿人行道宽度，可以采用

建筑项目与步行设施结合的对策；二是考虑项目

与公共汽(电)车场站设施结合，由项目用地(包括

外部场地、建筑空间)提供港湾式停靠空间。

6) 控制路边停车。

控制路边停车，一是要加强管理，严格审批

路边停车泊位，严禁超时停车，严禁在禁停路段

停车；二是要加强路外停车场特别是公共停车场

的建设，提供数量合适的停车泊位。可采取项目

与公共停车场结合的策略，改善停车场不足的状

况，同时提高土地利用价值。主要方法如下：

① 与山地地形结合。有的山地城市建筑项目

受到规划限制，建筑屋顶不能超过道路标高，只

允许利用地形高差在道路标高以下修建。在这种

情况下，可以考虑将公共停车引入平街的建筑屋

东北向出入口

东向出入口

东南向出入口

地下广场 水池

西北向出入口

再开发通道

管理办公室

道路地下停车场

图 8 利用道路地下空间设置公共停车场

Fig.8 Underground public parking lots design

北

商业

空间配置方案一

商业

空间配置方案二

停车

商业

空间配置方案三

停车

停车

空间配置方案四

停车

停车

a 平面图

空间配置方案一

空间配置方案二

空间配置方案三

空间配置方案四

空间配置方案二

空间配置方案四

c 剖面图b 概念设计图

图 9 建筑项目设置多层停车楼的设计实例

Fig.9 Multi-levels parking lot design in buildings construction projects

螺旋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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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并设置楼梯、电梯等设施引导人流进入下部

建筑空间。例如，在重庆市体育中心西区概念性

城市设计中，由于受到城市景观视线规划要求控

制，部分临街建筑高度不能超出街面标高。因

此，结合地形设置了大型屋顶广场，既可作为行

人出入建筑的集散场地之一，又可供公共停车使

用，见图7。

② 与地下空间结合。为了提高城市土地利用

效率，可以开发城市道路的地下空间设置公共停

车场。在日本冈山县的冈山表町改造项目中，利

用城市道路的地下空间设置公共停车场(见图8[5])，

使其具备网络化优点。人行通道将公共停车场、

城市外部空间与项目内部空间紧密联系起来，保

证了公共人行空间的连续性与便捷性。

③ 与商业建筑结合。在地下车库停车泊位不

足的情况下，可利用商业建筑店面租金价格随楼

层增高而逐渐降低的一般规律，通过设置螺旋车

道，为各楼层提供停车的可能性，从而创造多样

化的空间配置方案，以适应未来可能的变化。这

样，普通的“固定商业空间+固定停车空间”建筑

变为“商业空间与停车空间可灵活转换”的建

筑。在重庆市江北区经济商业圈一号地块概念性

设计中，便引入了该理念，见图9。

3 一体化策略汇总

根据对降低道路交通量和提高道路通行能力

各项措施的分析，总结出山地城市道路交通改善

与建筑项目开发一体化策略，见图 10。可以看

到，某一策略可能从一个或多个方面对道路交通

减少项目新增交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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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山地城市道路交通改善与建筑项目开发一体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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