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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不断发展，交通环境却每况愈下。通过对现有多种交通组织方式和用地开发模式进行梳

理，寻找标本兼治缓解交通拥堵的模式，即单向二分路综合开发模式。该模式的特点有：道路系统

为小地块、密路网、结合单向二分路模式；开发模式采用TOD模式结合城市综合体开发；交通流

组织模式为主干路建设BRT系统。结合实际案例对比不同容积率和商住比情况下该模式道路承载力

大小；模拟主干路在该模式与传统模式下通行能力优劣；对该模式与传统模式道路主要指标差异进

行比较。通过与传统路网进行比较，显示出这一模式的优越性。

关键词：城市交通；单向二分路；路网密度；城市综合体；TOD；B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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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城市交通拥堵特点及原因城市交通拥堵特点及原因

随着城市开发强度不断提高，人口密度

不断加大，城市交通环境每况愈下。绝大多

数城市受到交通拥堵的困扰。

11..11 交通拥堵现状特点交通拥堵现状特点

大城市交通拥堵具有一定规律：1)每天

拥堵的时间比较固定，每次拥堵时长也比较

固定；2)每天拥堵的地点比较固定，总是进

入市中心的几条主干路、市中心内一些就业

岗位集中的地区、节假日出入城主要通道以

及城郊主要景点必经之路；3)每次拥堵的情

况相同，部分机动车强行并道超车，导致同

向 3车道的路段排出 5列车辆，拥堵情况加

剧、疏解时间加长。

11..22 交通拥堵形成原因交通拥堵形成原因

汽车保有量增加过快是造成拥堵的主要

原因。多数城市路网系统是在原有老城的路

网系统上发展而来，城市的快速发展远远超

出城市路网可承载的容量。同时人们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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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生活质量的改善，拥有小汽车不再是少

数人的特权。城市已形成的路网，容量无法

得到大幅改善，而小汽车保有量却不断增

加。城市路网不堪重负，因而北京市出台限

购限行政策，上海市采取车牌拍卖形式等，

以此来降低小汽车出行比例。

不规范的驾驶行为也会诱发交通拥堵。

部分驾驶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强行并道、超

车、互不相让，占用非机动车道，致使道路

更加拥堵，还容易造成交通事故。交通事故

发生对道路通行能力影响更大。而驾驶行为

提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职住不平衡是造成交通拥堵的根本原

因。交通拥堵时间、地点相对固定，主要由

于市中心就业岗位集中，而城市原有的用地

格局难以轻易改变。同时规划不合理造成大

量的通勤交通、潮汐交通。

道路交叉口过多不一定造成交通拥堵。

交叉口增加会带来两种情况：1)增加同一路

段上红绿灯的管控时间，车辆遇红灯控制延

误的时间增加；2)交叉口的增加分担了各个

交叉口的交通需求量，亦可相应地减少交通

管制时长。增加路网密度可在堵车时分流后

续到来的车辆，也可疏导被堵车辆利用其他

道路绕行，减轻拥堵道路的交通压力。因此

道路交叉口的密度与交通量相匹配能提高通

行能力，并不会造成拥堵。

道路宽度不足并不会直接造成拥堵。道

路越宽同向行驶的车道越多，反而容易出现

强行并道、超车的情况，更容易造成拥堵。

压缩道路宽度减少强行并道、超车的可能

性，让车辆各行其道，才能提高通行能力。

综上，汽车保有量增加过快、不规范的

驾驶行为、职住不平衡是造成交通拥堵的主

要原因。而道路交叉口多和道路宽度不足并

不是造成拥堵的原因。

22 缓解交通压力的多种方法缓解交通压力的多种方法

针对交通拥堵这一问题，很多结合路段

上交通组织的具体方法，暂且称其为交通流

疏导方法或相关理念被提出。包括近些年在

业界出现频率较高、效果较好的单向二分

路、U-Turn、BRT、P&R、绿波交通、路网

密度等。也有在规划层面提出从根本上减少

出行或减少社会资源占有量的一些开发模

式，有综合体开发、TOD模式等，暂且称其

为交通流疏解方法。下文将具体分析每一种

方式、模式的优缺点。

22..11 交通流疏导方法交通流疏导方法

22..11..11 单向二分路单向二分路((双分路双分路))

单向二分路(One-Way Couplet)又译为双

分路，是在部分城市主干路取消双向通行，

形成两条距离较近的单向通行道路。单向二

分路主要应用于城市高密度商业开发区、城

市中心区和混合用地集中区。单向二分路交

通组织方式在中国应用较少，是一种被忽略

的有效提高道路承载力，优化交叉口通行能

力的交通组织方式。这一模式在美国、加拿

大等多个城市成功应用，包括旧金山、纽

约、温哥华等。其中两条单向行驶的道路需

要相互平行，间距不宜过大，100~200 m为宜。

22..11..22 U-TurnU-Turn

U-Turn即U型掉头，又称远引掉头。它

是配合十字交叉口禁止左转的交通组织模

式，利用右转路段上开口提供车辆掉头，而

后回到交叉口直行实现左转[1]。U-Turn减少

了交叉口左转信号灯的延误，能有效提高交

叉口通行能力，避免左转弯冲突点带来的交

通意外。采用该模式的路段和远引距离选择

是成功的关键，在较窄的路段采用 U-Turn

则可能存在转弯半径不够的问题[2-3]。因此这

一模式的优势是提高交叉口通行能力，劣势

是路段和开口位置的选择有一定限制，同时

被驾驶人认为是一种绕路、不够便捷的方

式。但从实际应用来说，U-Turn对于提高交

叉口通行能力行之有效。

22..11..33 BRTBRT

BRT(Bus Rapid Transit)即快速公交系

统，区别于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和公共汽车交

通系统[4-6]。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是大运量交通

方式，而BRT是中运量交通方式。BRT可以

降低公交专用车道走廊内公共汽车的拥挤和

延误，使公共汽车平均运转频率提高，从而

大大提高客运量。但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

频率较一般道路低，不能充分利用城市资源。

22..11..44 P&RP&R

P&R(Park & Ride)即停车换乘系统，是

指在城市中心区以外的轨道交通车站和公共

汽车首末站设置大型停车场，引导乘客换乘

公共交通进入城市中心区。优势是减少私人

小汽车在城市中心区的使用，缓解中心区交

通压力。但其规划布局需要全面综合地考虑

停车与区域用地规划、公共交通系统、城市

交通发展战略等诸多方面。

22..11..55 绿波交通绿波交通

绿波交通(Green Wave Traffic)是指车辆

到达前方道路交叉口时均会遇到绿灯。这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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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信号管控模式可以减少交叉口延误、提

高道路通行能力。但是由于这种模式对交叉

口间距、车速等要求极为严格，这一理论的

实际应用效果并不理想。

22..11..66 路网密度路网密度

近些年路网密度被作为解决交通拥堵的

方法之一。但不同的交通需求量相匹配的路

网密度不尽相同。文献[7]研究表明，大地

块、疏路网的路网模式，在交通需求增大到

600 pcu·h-1的情况下，路网平均行程车速下

降50%。而小地块、密路网、双向行车交通

组织模式，在交通需求同样增加到600 pcu·h-1

的情况下，平均行程车速仍然略高于前者。

如果采用小地块、密路网、单向行车交通组

织模式，在交通需求同样增加到 600 pcu·h-1

的情况下，平均行程车速大大高于前两者。

采用小地块、密路网、单向行车交通组织模

式可将路网在不同服务水平下的平均行程车

速维持在 30 km·h-1[7]。低密度路网在交通需

求较低时具有更好的服务水平，而高密度路

网在交通需求较高时具有更好的服务水平。

22..22 交通流疏解方法交通流疏解方法

上述交通组织模式均是针对交通流本身

的疏导，没有触及交通需求这一根本原因。

交通工程学中，OD调查强调利用个人出行

和机动车OD调查来获得交通量、主要起讫

点分布、出行方式、出行目的、出行时间

等。从中发现居民出行主要起讫点分布在居

住区、工作单位以及各类主要公共建筑(医

院、商场等)。因此，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

根源还在于解决起讫点分布，降低通勤交通

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而疏解的方法主要

有城市综合体和TOD模式。

22..22..11 城市综合体城市综合体

城市综合体是集多功能于一体的城市综

合配套服务设施，是指城市的居住、商业、

办公、商务、游憩、文化娱乐等多种功能的

集合体，各功能之间相互联系，共同组成城

中城。城市综合体的各功能全方位、立体化

发展和融合实现了城市空间室内化、多功能

一体化、交通组织立体化。城市综合体是由

多个建筑综合体组合而成，兼具交通综合体

的部分特点。城市综合体这种多功能混合模

式又称为豪布斯卡 (HOPSCA)，即酒店

(Hotel)、办公 (Office)、公园 (Park)、购物

(Shopping Mall)、会议 (Convention)、公寓

(Apartment)的有机组合 [8]。这种有机组合最

大的好处是，其内部可以就地解决就业和居

住需求，其外部几千米范围内也可以受其辐

射，再放大到全市范围内多个城市综合体形

成不同等级的次中心，起到分担市中心公共

服务职能，减轻市中心交通压力的作用 [8]。

当然不能无节制地开发，需要根据当地经济

实际情况分析决定。

22..22..22 TODTOD模式模式

TOD模式是以地铁、轻轨、公共汽车干线

为骨架网络，轨道交通车站和公共汽车站为节

点中心，并在其周边500~1 000 m(7.5~15.0 min

步行路程)范围内高强度开发的一种土地开

发模式[9-10]。TOD通过土地使用和交通政策

来协调城市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交通拥堵和用

地不足的矛盾。它是新城市主义最具代表性

的模式之一，也是一种公共交通无缝衔接的

开发建设模式，更是一种以合理开发促进公

共交通出行的模式。它保障重要的出行起讫

点间均有便捷的公共交通联系，减少小汽车

出行，从根本上缓解道路交通压力。

33 标本兼治缓解交通拥堵标本兼治缓解交通拥堵

33..11 多方法综合以达到标本兼治多方法综合以达到标本兼治

结合以上分析，有效缓解交通拥堵就要

做到标本兼治。结合城市综合体开发、单向

二分路、TOD、U-TURN等多种手段，并区

别对待不同情况，从以下 4个方面着手解决

交通拥堵：1)应尽量提高路网密度；2)开发

模式必须兼顾就业和居住，形成不同程度的

综合开发，但要避免综合体中商业开发超出

城市经济需求，同时也要避免出现卧城；

3)城市综合体结合TOD模式一同减少小汽车

出行；4)利用最优化的交通组织方式来提升

交通容量。

综合上述方法，本文提出单向二分路综

合开发模式，其核心思想有 3点：1)建设小

地块、密路网、结合单向二分路模式的道路

系统；2)开发模式采用TOD模式结合城市综

合体开发；3)交通流组织模式为主干路建设

BRT系统。

由于现状建成区已开发建设完成，没有

条件加密路网。因此该模式主要应用于城市

更新地区和新城区。

33..22 单向二分路综合开发模式路网系统单向二分路综合开发模式路网系统

特点特点

单向二分路综合开发模式中的道路系统

分为三级(见图 1a)：第一级是由两条单向道

路组成的主干路，也是核心单向二分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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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第二级是双向道路形成的次干路；第三

级是双向支路。该模式与传统路网最大的区

别是将主干路优化调整为单向两条道路，并

对支路网进行加密和贯通。

由于主干路均为单向通行，且十字交叉

口禁止左转，主干路上的信号灯相位也相应

减少，左转通过少量右转掉头实现，道路交

叉口通行能力大大提高。例如，车辆需要左

转时，只需在下一个交叉口右转掉头即可实

现左转；如果目的地的出入口位于相邻道路

上，由于每个地块边长不大于 200 m，车辆

少量绕行即可到达。如果需要驾车从A点到

B点，AB两点分别在东西向道路两侧，假

设大街坊十字交叉口间距 400 m，单向二分

路东西向十字交叉口间距 200 m、南北向十

字交叉口间距 120 m。在传统大街坊式路网

中，A到B需要借助主干路一个右转、三个

左转实现，绕行距离不低于1 200 m(见图1b)。

次干路
双向4车道

40 m

主干路
双向6车道

50 m

次干路
双向4车道

40 m

次干路
双向4车道

40 m
次干路

双向4车道
40 m

主干路
双向6车道

50 m

次干路
双向4车道

40 m

单向9通道

B

A

b 传统大街坊式路网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行车路径
起讫点

a 单向二分路综合开发模式路网

次干路
双向4车道

30 m

主干路 双向3车道
25 m+25 m

次干路
双向4车道

30 m

次干路
双向4车道

30 m
次干路

双向4车道
30 m

主干路
单向3车道
25 m+25 m
次干路

双向4车道
30 m

支路
双向2车道

15 m

支路
双向2车道

15 m

支路
双向2车道

15 m

支路
双向2车道

15 m

单向12通道

AB

支路
双向2车道

15 m

图1 传统大街坊式路网与单向二分路综合开发模式路网对比

Fig.1 Comparison on roadway network between traditional super-block mode and one-way couplet mode

资料来源：昆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五里多旧城改造重建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

图2 两种路网形式示意

Fig.2 Two types of roadway network

资料来源：昆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五里多旧城改造重建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

a 方案一 b 方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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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向二分路综合开发模式路网中，A到B

通过四个右转实现，无须等待信号灯，绕

行距离不高于 800 m(见图 1a)。由于路网密

度提高，该系统还可以在较高交通需求量的

情况下提供较佳的行程车速。当夜晚交通

需求量下降时或新城建设初期还没有太多

人气时，则利用信号控制来减少主干路交

通延误问题。该模式已在昆明市得到很好的

应用。

44 基于数据比较的案例研究基于数据比较的案例研究

不同开发强度会产生不同交通需求，而

反映开发强度最重要的两个指标就是容积率

和商住比。容积率反映地块的总开发量；商

住比反映商业和居住开发比例。商住比高则

交通吸引量大于发生量，反之则交通发生量

大于吸引量。道路承载力主要受容积率、商

住比影响；道路承载力大小采用道路饱和度

数值具体表达。当道路饱和度达到 1.00时，

代表道路承载量达到饱和，不适宜再扩大开

发量。而此时针对不同路网方案，容积率和

商住比的高低就反映出路网承载力高低，相

同的道路饱和度开发容量越大，则路网方案

越能起到缓解交通拥堵的作用。

主干路通行能力主要从行人通行能力、

机动车通行能力、交叉口服务水平、能源消

耗水平等方面衡量，据此比较传统双向六车

道主干路与单向三车道二分路综合开发模式

主干路的优劣。

44..11 方案简介方案简介

案例对象为昆明市一环与二环之间一片

旧城更新区，面积约 1 km2，用地东北侧紧

邻在建轨道交通项目。采用传统路网系统和

本文提出的单向二分路系统，以相同的开发

模式(结合城市综合体TOD模式)进行设计。

方案一按照传统道路系统设计，均为双向

通行道路(见图2a)。路网密度12.32 km·km-2，

道路面积 20.78 hm2，占总用地面积 22.17%。

强化了车站与基地内部的机动车交通联系。

方案二采用单向二分路综合开发模式进

行设计，路网模式为小地块、密路网、结合

单向二分路模式的道路系统；开发模式采用

TOD模式结合城市综合体开发；主干路采用

BRT系统(见图2b)。路网密度12.73 km·km-2，

道路面积 20.84 hm2，占总用地面积 22.23%。

用地中部主干路采用单向二分路模式。由于

商业业态更开放，设计了联系轨道交通车站

的下沉式广场，更多强化的是人行、非机动

车与基地内部的联系。

为了比较两种路网系统的优劣，暂不考

虑规划方案本身的优劣。下文主要从不同开

发强度下道路承载力和主干路通行能力两个

方面进行比较分析。这两个方面能最直接地

反映出系统对缓解交通拥堵的优劣。

44..22 高强度开发下路网承载力比较高强度开发下路网承载力比较

本研究将传统大街坊路网与单向二分路

综合开发模式路网按照相同的容积率和商住

比对路网系统的承载力进行比较。研究相同

容积率和商住比的情况下哪一种路网方案表

现更佳。

方案一：在路网占地面积与方案二相差

不大的情况下，路网密度明显低于方案二。

路网饱和度的临界点是容积率 4.8、商住比

为 2:8 时。当容积率 3.9、商住比 7:3，方案

一就已经超出路网承载力(见表 1)。当商住

表1 方案一开发容量、类型与路网承载力评估

Tab.1 Development volumes, type and roadway network capacity in case

of scenario I

商住比

7:3

6:4

5:5

4:6

3:7

2:8

容积率

3.6

0.98

0.94

0.91

0.88

0.85

0.87

3.9

1.03

0.99

0.96

0.93

0.89

0.91

4.2

1.07

1.02

0.99

0.95

0.92

0.94

4.5

1.10

1.05

1.03

0.98

0.95

0.97

4.8

1.14

1.09

1.05

1.03

0.99

1.00

5.1

1.17

1.12

1.09

1.07

1.03

1.05

5.4

1.20

1.16

1.10

1.08

1.05

1.07

资料来源：昆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五里多旧城改造重建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

表2 方案二开发容量、类型与路网承载力评估

Tab.2 Development volumes, type and roadway network capacity in case

of scenario II

商住比

7:3

6:4

5:5

4:6

3:7

2:8

容积率

3.6

0.89

0.85

0.82

0.78

0.75

0.78

3.9

0.92

0.88

0.85

0.82

0.79

0.82

4.2

0.97

0.93

0.90

0.87

0.83

0.87

4.5

1.01

0.96

0.93

0.89

0.86

0.92

4.8

1.04

0.99

0.95

0.92

0.90

0.97

5.1

1.08

1.03

0.99

0.97

0.98

1.01

5.4

1.11

1.06

1.04

1.03

1.01

1.02

资料来源：昆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五里多旧城改造重建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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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提高道路的承载力提高；但容积率提高

时，道路服务水平明显降低。说明该方案的

路网系统不适合大规模的通勤交通出行，更

适合高度商住混合的开发模式。路网饱和度

约1.03，服务水平低。路网整体承载力较低。

方案二：与方案一在道路面积基本相同

的情况下可以创造更高的路网密度。同时，

路网饱和度临界点有两个，分别是容积率

4.5、商住比 7:3 附近和容积率 5.1、商住比

2:8附近(见表2)。容积率在4.5以内时，道路

系统均能良好运转。路网整体饱和度约

0.99，道路承载能力整体良好，具有较好的

交通疏解能力而使片区路网通行能力增加。

在开发规模和开发类型相同的情况下，路网

饱和度低，服务水平高，可以支撑高强度开发。

44..33 主干路通行能力比较主干路通行能力比较

传统路网主干路南北向共有 18 条车道

(见图 3a)，单向二分路综合开发模式路网的

主干路南北向共有24条车道(见图3b)。南北向

按照相同的进入交通量分别设置为4 740 pcu·h-1

和 5 100 pcu·h-1，在此条件下利用模型进行

模拟发现，单向二分路系统道路交叉口通行

能力得到大幅改善，行驶时间明显缩短。其

中交叉口服务水平9个B级、2个C级、3个

D级，仅2个E级，而传统路网中4个交叉口

均为E，F级服务水平。最重要的是单向二

分路系统较传统路网还明显降低了行驶时间

和能耗[11]。

由表 3可见，单向二分路综合开发模式

主干路较传统主干路有明显优势，道路单向

通行设计具有较高的通行能力，车辆快速运

行更加省油环保。道路宽度缩短，行人过街

时间和车辆过街时间都相应缩短，整体信号

周期也可缩短，从而减少交通延误，交叉口

具有更好的通过能力，服务水平整体提高。

同时单向二分路的定向交通流还减少了交通

冲突点，信号管控更加简单。冲突点减少提

高了交叉口的安全性，人性化的尺度也提高

了对行人和自行车出行的吸引力[11]。

总的来说，单向二分路综合开发模式中

道路系统具备以下优点：1)改善交通环境，

更少的交通流延迟；2)道路环境更具吸引

力，提高了对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的吸引力；

3)道路网容量大大提高；4)减少交通冲突

点，对所有的交通流更为安全；5)减少燃料

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更加环保；6)交通环

境改善后城市品质提升。

55 结语结语

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综合性

问题，既要考虑交通流本身的引导，也要考

虑城市建设用地开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考

虑路网体系的合理性。综合多方面要素对交

通拥堵问题的治理才能做到标本兼治。从数

据分析来看，单向二分路综合开发模式能有

效提高道路承载力，提高路网系统的通行能

力，减少通勤交通量，适合于高强度开发的

区域。该模式是有效改善城市交通环境的有

效方法，有助于城市空间品质的提升。

a 传统主干路

2 480
2 650

4 740 5 370

5 210 5 100

2 890
2 320

行驶时间：8 min

能源消耗量：9 100 L

E级
F级

服务水平

单位：pcu·h-1

2 180

2 280

4 740 5 370

2 490

1 950

4 740 5 370

行驶时间：5 min

能源消耗量：6 800 L

B级
C级
D级
E级
F级

b 单向二分路综合模式开发主干路

图3 两种方案主干路通行能力比较

Fig.3 Comparison on arterial roadway capacity of two scenarios

资料来源：昆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五里多旧城改造重建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

单位：pcu·h-1

服务水平

表3 主干路通行能力比较

Tab.3 Comparison on arterial roadway capacity

比较项

斑马线长度/m

行人横穿马路最短时长/s

交叉路口D级以上/%

信号灯时长

交叉口冲突点/个

传统双向六车道
主干路

30

35.2

0

较长

4-8

单向二分路综合模式
主干路

18

18.6

69%

短

2-5

资料来源：昆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五里多旧城改造重建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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