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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绿色发展是“上海2040”的规划理念之一，是上海市交通发展的核心价值导向。围绕建设卓

越的全球城市的目标愿景，提出面向创新、人文、生态三个维度的绿色交通策略和指标，确立能源

和资源双重约束下的绿色交通发展内涵。基于交通与城市空间协调布局、协同功能的规划思路，指

出打造轨道都市、构建TOD社区、引导绿色出行是实现上海市绿色交通发展的主要路径及策略。

提出重构多层次、多模式的轨道交通网络、推行街区制的全路网规划设计思路、实施交通策略分

区、提升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网络功能、加强智慧交通发展等多重措施。

关键词：绿色交通；轨道交通网络；TOD社区；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策略分区；“上海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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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ing the core guiding principle of Shanghai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green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planning concepts for “Shanghai 2040”. Aiming to build a global city of excellence, this pa-

per proposes the green transportation strategies and indicators in terms of innovation, humanity and ecolo-

gy, and establishes the content of green transportation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energy and resources. Based

on the planning guideline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ransportation and urban spaces and func-

tionalit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main strategies for green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in-

cluding building a rail transit city, establishing TOD community, and promoting green travel. The paper

elaborates measures for green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such as developing a multi-level and multi-mod-

al rail transit network, promoting roadway network planning and design based on neighborhood, imple-

menting transportation strategic zoning system, enhancing the functionalities of pedestrian and bicycle

transportation network, and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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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经历了空间快速扩张发展阶段后，上海

市逐步进入在城市增长边界约束下的存量规

划、更新发展时代。上海市面临资源环境紧

约束、城市功能转型、城市生活品质提升等

多重挑战，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以创新为

驱动力、以文化为内涵、以生态为基本保障

的新模式发展。《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6—2040)》 (以下简称“上海 2040”)正

是在此背景下开展编制[1]。

作为超大城市，上海市已建成世界一流

的交通基础设施。城市综合交通战略的选

择，关乎城市功能的提升、空间格局的塑

造、宜居城市的营造等多个维度[2]。面对城

市发展资源和环境紧约束的双重压力，上海

市选择了高效易达、包容公平、低碳集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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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交通发展方向。围绕全球城市总体目

标，形成枢纽城市、轨道都市、策略分区三

大战略重点，聚焦绿色发展，评判客运交通

发展态势、现状问题，确定综合交通发展目

标和绿色交通的内涵及核心指标，提出区域

一体化背景下构建绿色交通体系的策略导向

和多重路径。

11 上海市交通发展回顾上海市交通发展回顾

11..11 城市客运交通发展态势城市客运交通发展态势

过去30年，上海市用地规模增长2倍以

上，常住人口增长1倍，2013年底二者分别

达到 3 100 km2和 2 415万人。随着城市规模

增长、空间拓展，道路、轨道交通等骨干交

通设施供给均成倍增长，道路里程增长近10

倍，轨道交通更是实现从零到中心城成网运

营的跨越发展。与此同时，居民活动范围半

径由 5 km，15 km 增长至 30 km，60 km(见

图1)，即由中心区向中心城，进一步向更大

的通勤圈乃至市域、长三角区域拓展。

通过动态调整交通策略，适应城市空

间形态和需求特征的变化，持续加强交通

集约化发展。历次综合交通调查显示，

1986—2014年上海市域交通结构发生很大变

化，机动化程度显著提高，小客车出行比例

增长近 6倍，步行、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交

通大幅下降，公共交通维持稳定 [3- 6] (见图

2)。尽管采取了严格的小客车管控政策，但

中心城个体机动化(私人小汽车为主)客运周

转量增长显著，出行分担率仍超过20%。近

年来，中心城以“摊大饼”形态向近郊快速

蔓延，虽然具有绝对竞争优势的轨道交通同

期形成了网络，并逐渐成为公共交通系统的

主体，但中心城公共交通分担率提升有限

(见图 3)，轨道交通仅吸引了新增的机动化

交通需求。

不同空间尺度的城市活动对应着不同的

交通速度要求，多模式的轨道交通成为超大

城市提升交通可达性、集约性必然且唯一的

选择。2014 年底，上海市中心城人口接近

1 200万人，成为高度密集发展的超大城区。

全市居民平均出行距离由4.3 km增长至6.9 km

(增幅 60%)的同时，中心城居民平均出行距

离已达到 8 km左右。当前的城市交通模式

与逐步拓展的城市形态息息相关：小客车主

要承担中长距离出行，平均出行距离达到

13.2 km；自行车以及电(助)动自行车承担中

短距离出行、特别是通勤出行的主要功能，

平均出行距离约4.1 km；公共交通逐步成为

中长距离出行的主体，轨道交通出行距离相

对公共汽(电)车更长，其 82%的客运量为

a 1997年单线 b 2004年“申”字形 c 2009年“一环八射” d 2013年“一环十射”

图1 上海市城市建设和轨道交通发展历程

Fig.1 History of Shanghai city and rail transit development

15
15 15

30

15

30

60

2014

2009

2004

1995

1986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步行、自行车、电动自行车 公共交通 小客车及其他

55

55

58

72

72 24

17

18

18

18 27

27

24

11

4

年
份

交通结构/%

图2 1986—2014年上海市域交通结构

Fig.2 Travel mode choice in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from 1986 to 2014

资料来源：文献[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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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km以上的出行。

11..22 城市交通系统现状评估城市交通系统现状评估

自《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

实施以来，上海市综合交通以“三港两路”

为建设重点，基本形成衔接国内外、辐射长

三角的快速、便捷的客货运交通运输网络，

率先建成了枢纽型、功能性、网络化的综合

交通系统 [7-8]。截至 2013年底，上海市拥有

15 条、567 km 的轨道交通网络及 1.8 万 km

的道路网络(见图4)，中心城(外环内)轨道交

通、道路网络的密度分别达到 0.52 km·km-2

和 5.7 km·km-2，中心区(内环内)则形成了更

具优势的交通资源条件，轨道交通、道路网

络的密度分别达到1.2 km·km-2和9 km·km-2。

然而，城市轨道交通网络以中心城为主要服

务区域、模式以地铁为主，对市域城乡体

系、郊区空间的引导能力明显不足；此外，

在中心城边缘的近郊地区沿 11 号线、7 号

线、9号线等地铁线路，形成了若干与中心

城通勤交通联系密切的大型居住社区，加剧

了中心城高峰时段的交通拥堵。距离市中心

30~60 km的新城因与中心城联系效率不高，

通勤联系强度较低。

作为传统绿色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公共汽(电)车、步行和自行车交通近年

来面临空间路权难以保障、服务品质不断下

降的发展瓶颈。公共汽车一直是上海市公共

交通系统的基础，但因服务频次和品质难以

保证，致使客运量逐年下降，2015年已跌破

700万人次。人行道面积占城市地面道路面

积的 33%，双侧平均宽度为 7.0 m，实际平

均有效宽度约 4 m；非机动车道占城市地面

道路面积的 22.5%，城市中心区(浦西)超过

60%无物理隔离(见图5)，非机动车专用路仍

允许沿线地块机动车辆通行；同时还有 55

条、约 220 km的禁非道路，其在中心区并

未较好地发挥保障安全通行的作用。

22 ““上海上海20402040””绿色交通发展愿景绿色交通发展愿景

22..11 总体目标导向总体目标导向

1）全球城市目标下的交通发展要求。

在全球城市目标愿景下，上海市将突出

创新活力、人文魅力和可持续发展三个维

度，强调建设“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

之城、生态之城”。建设更具活力的繁荣创

新之城，要求建设更开放的国际枢纽门户，

打造轨道都市，提升公共交通主导战略，提

供高效、易达的出行服务；营造更富魅力的

幸福人文之城，要求构建“公交导向+慢行

2013年轨道交通线网

现状高速公路

现状主要干线公路

公共设施用地

农用地

水域

绿地

工业用地

居住用地

道路广场用地

对外交通用地

城市待建在建用地

其他基础设施用地

仓储用地

图4 2013年上海市域土地使用和骨干交通系统

Fig.4 Land use and arterial network system in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in 2013

资料来源：文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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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4—2014年上海市域和中心城交通结构

Fig.3 Travel mode choice in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and central district

from 2004 to 2014

资料来源：文献[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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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社

区，形成良好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网络与街

道空间品质，营造包容、公平的出行环境；

建设更可持续发展的韧性生态之城，要求引

导绿色出行，促进职住空间匹配，加强交通

需求管理，促进低碳、集约交通模式发展。

2）基于交通—空间协同布局的交通发

展导向。

交通系统既构成城市空间形态的骨架，

也是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从推动城市交通

发展模式转变、实现城市交通睿智发展角

度，要求交通与城市空间协同优化、协调布

局，建立TOD引导城市空间发展的总体框架。

在区域层面，以重要的交通廊道为骨

架，谋划网络化、多中心、组团式、集约型

的区域空间格局，形成以城际轨道交通为主

导的都市圈(见图 6)。突出交通引领、区域

统筹，着力提升上海枢纽的国际和区域连接

度，通过加强对区域性重大交通基础设施资

源的统筹、交通廊道的构建，实现上海市主

要城镇与长三角区域乃至长江经济带的城

镇、产业联动发展。

在市域层面，优化主城区—城镇圈组成

的市域城乡体系和布局(见图 6)，其中主城

区是上海全球城市功能的主要承载区，包括

外环线内的中心城，以及宝山、闵行、虹

桥、川沙 4个片区；城镇圈以新城和新市镇

为中心，注重产城融合、职住平衡、资源集

约、服务共享，通勤交通30 min可达。完善

“1952”(1个主中心——中央活动区，9个主

城副中心、5个新城中心和 2个核心镇中心)

公共活动中心体系，突出公共交通主导、网

络通达，倡导公共交通为主的低碳、集约交

通模式，强化以轨道交通为骨架的公共交通

网络对城镇、土地使用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形成广泛覆盖、高度融合的综合交通网络。

在地区层面，打造以社区为基本组团单

元的15 min社区生活圈。突出以人为本、服

务便利，以多层级的交通枢纽为核心，加强

市内公共交通枢纽对地区开发的引导，完善

组团地区微循环系统，提高出行便捷性、舒

适性。

22..22 绿色交通内涵绿色交通内涵

绿色交通的概念于 20世纪 90年代初被

提出，指通过优先发展绿色交通工具，减少

交通拥堵，净化城市出行与居住环境，降低

能源消耗 [10-11]。2003年，住房城乡建设部、

公安部首次明确了中国绿色交通内涵为适应

人居环境发展趋势的城市交通系统，旨在建

中心区
浦西

中心区
浦东

中心区 外围区
浦西

外围区
浦东

外围区 中心城 外环
以外

合计

区域

10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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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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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例

/%

分隔岛 隔离墩 护栏 绿化带 其他隔离物 无

图5 上海市分区域干路机非隔离形式

Fig.5 Separation between motorized and non-motorized traffic on major

roadways in different areas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文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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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Spati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corridors in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2]绘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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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方便、安全、高效率、低公害、景观优

美、有利于生态和环境保护的、以公共交通

为主导的多元化城市交通系统。2016 年，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规范》将其定义

为：客货运输中，按人均或单位货物计算，

占用城市交通资源和消耗的能源较少，且污

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较低的交通活动或

交通方式[12]。

“上海 2040”在此基础上加以丰富和细

化，使绿色交通的发展内涵更符合上海作为

全球城市、超大城市和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

核心城市的发展定位和实际要求。从资源利

用集约化、能源利用低碳化两个维度，将绿

色交通定义为“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方式

和步行、自行车等非机动化交通方式，以及

清洁能源汽车、合乘等节能环保的交通方式”。

22..33 绿色交通指标体系绿色交通指标体系

22..33..11 全球城市的经验借鉴全球城市的经验借鉴

国际交通发展导向由早期重点关注机动

化移动速度、效率向全面关注交通效率、安

全、低能耗、低排放、社会公平及生活质量

转变，针对不同的城市规模、空间布局制定

发展策略。例如，东京都市圈(70 km，约

1.35万km2)构建了多种模式、层次清晰、分

工明确的轨道交通网络，提出免费自行车系

统计划；伦敦近期建设横贯中心区的轨道交

通快线，2020年将建成 12条由外围直通市

中心的自行车道，并加强对不同区域的交通

需求管理和引导；大巴黎地区注重沿轨道交

通走廊设立新城来实现轴向的职住平衡，以

此改善潮汐交通拥堵问题；纽约注重提高地

铁运力，使90%的居民能在45 min内完成通

勤；首尔提出 3个“30%”的引导指标，通

过整体优化公共汽(电)车网络、路权向公共

汽(电)车以及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倾斜等措

施，实现小汽车出行减少30%、公共交通通

勤时间减少 30%、绿色交通方式使用增加

30%；新加坡将全面构建自行车—公共交通

—自行车的出行方式链，实现“75-80-85”

目标，即高峰时段全方式公共交通出行分担

率达到 75%，80%的家庭在距离轨道交通车

站步行 10 min范围，以及 85%的 20 km以内

公共交通出行在1 h以内可以完成。

22..33..22 指标选取指标选取

根据全球城市的绿色发展要求，遴选与

不同维度目标关联性最为紧密的目标型指标

和实现分项目标的策略型、系统型指标，并

确定其作为预期性或约束性的类别(见表1)。

为实现创新之城高效、易达的目标，可

通过大幅提高对 10万人以上新市镇的轨道

交通覆盖、提升中心城轨道交通车站 600 m

用地覆盖率、合理确定主城片区、新城等区

域的覆盖率，提高轨道交通网络可达性，提

升轨道交通线网密度，缩短居民平均通勤

时间。

为实现人文之城包容、公平的目标，可

通过构建TOD社区、大幅提高城市密集区

的全路网密度，将生活性出行距离控制在

2.5 km以内，缩短以步行为主的轨道交通接

目标

创新之城：
高效、易达

人文之城：
包容、公平

生态之城：
低碳、集约

策略

打造
轨道都市

构建
TOD社区

引导
绿色出行

指标名称

平均通勤时间/min

轨道交通车站600m覆盖率/%

10万人以上新市镇轨道交通车站覆盖率/%

轨道交通线网密度/(km·km-2)

生活性出行距离/km

轨道交通平均接驳时间/min

全路网密度/(km·km-2)

绿色交通出行比例/%

公共交通占全方式出行比例/%

指标值

2015年

42.7(中心城)

32.4(中心城)

53.0

0.6(中心城)

2.9

>20.0

5.7(中心城)
<4.0(新城)

76.0

26.2

2040年

≤40.0(市域)

50.0(主城区)
40.0(新城)

95.0

≥1.1(中心城)

2.5

12.0(主城区)

≥10(中央活动区)
≥8(主城区、新城)

85.0

40.0

类型

目标型/预期性

策略型/约束性

策略型/约束性

系统型/约束性

目标型/预期性

目标型/预期性

系统型/约束性

目标型/预期性

目标型/预期性

表1 “上海2040”绿色交通指标体系

Tab.1 “Shanghai 2040” green transportation indicator system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2，13]整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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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时间。

为实现生态之城低碳、集约的目标，可

通过强化公共交通主导战略，引导绿色出

行，将目前76%的绿色交通出行比例提高至

85%，公共交通出行比例提高至40%左右。

33 绿色交通发展的路径选择绿色交通发展的路径选择

33..11 打造轨道都市打造轨道都市

33..11..11 以轨道交通网络引领城乡空间形以轨道交通网络引领城乡空间形

态塑造态塑造

遵循“一张网、多模式、广覆盖、高集

约”的规划理念，构建由城际铁路、市域轨

道交通(设计时速 160~250 km·h-1)、轨道交

通快线(设计时速 100~120 km·h-1)、城市轨

道交通(设计时速 60~80 km·h-1)、中低运量

轨道交通、中运量公交 (如 BRT)、常规公

交、多元辅助公交等构成的多模式公共交通

系统，有效支撑和引导城镇体系优化并带动

重点地区集聚发展，形成“多中心、网络

化”空间布局(见图7)。

30 km 半径范围的主城区是指以 15 km

半径的中心城范围向外围轴向发展、且与中

心城联系紧密的主城片区与中心城共同组成

约 1 200 km2的区域，该区域内基本实现 1 h

点到点轨道交通出行。主城区的特点是沿主

要放射状轨道交通线路服务的方向，以多层

级市内枢纽为核，依托轨道交通网络调整片

区用地布局，实施集约、紧凑的空间模式。

30~60 km范围是上海市域内以新城、核

心镇、中心镇为核心的城镇圈。通过区域城

际铁路、轨道交通快线、市郊铁路等方式，

引导公共交通廊道构建，培育节点城市，提

供新城等节点城市与中心城之间点到点出行

时耗在 1 h 内 (相当于枢纽之间 40 min 左

右)、提供支持一定通勤出行的轨道交通服

务能力，调控城市通勤距离和时间。

60~150 km范围是同城化都市圈。以构

建便捷的商务经济活动网络为目标，规划上

海与节点城市之间站到站出行时耗 1 h 左

右、单程出行时间90~120 min的区域轨道交

通网络，包括高速铁路、城际铁路等。加强

城际铁路枢纽与城市集中建设区的布局协

调，并注重区域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的

功能配合。

33..11..22 构建城际线—市区线—局域线多构建城际线—市区线—局域线多

层次轨道交通网络层次轨道交通网络

基于主城区—城镇圈市域空间组织模

式，依托多模式轨道交通网络，构建由城际

线、市区线、局域线等组成的多层次轨道交

通网络服务(见表2和图8)，以公共交通为主

导，实现上海市域 1 h 出行可达，为主城

1 h
门到门

1 h
点到点

1 h
点到点

1 h
站到站

时间
尺度

道路
交通

轨道
交通

空间
尺度

空间
形态

城市干路

城市快速路
一二级公路

高速公路

城市轨道交通普线
轨道交通快线/市域铁路

城际铁路
普通铁路
高速铁路

150 km
都市圈/ 城市群新城/ 市域主城区/通勤圈中心城

15 km 30 km 60 km

连绵式 轴带式 珠链式

图7 多模式轨道交通与多尺度空间形态的对应关系

Fig.7 Relationship between multi-modal rail transit and multi-scale spatial forms

资料来源：文献[14]。

系统模式

城
际
线

市
区
线

局
域
线

城际铁路、市
域铁路、轨道

交通快线

地铁

轻轨

有轨电车、
胶轮系统等

功能定位

服务于主城区与新城及近沪城镇、新城之间的
快速、中长距离联系，并兼顾主要新市镇

服务高度密集发展的主城区，满足大运量、高
频率和高可靠性的公共交通需求

服务于较高程度密集发展的主城区次级客运走
廊，与地铁共同构成城市轨道交通网络

作为大容量快速轨道交通的补充和接驳，或服
务局部地区普通客流、中客流走廊，提升地区

公共交通服务水平

设计速度/
(km·h-1)

100~250

80

60~80

平均站间距/
km

3.0~20.0

1.0~2.0

0.6~1.2

0.5~0.8

设计运能/
(万人·h-1)

≥1.0

2.5~7.0

1.0~3.0

0.5~1.5

规划里程/
km

≥1 000

≥1 000

≥1 000

表2 轨道交通网络功能层次

Tab.2 Hierarchy of rail transit network

资料来源：文献[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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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常住人口 b 就业岗位

600 m覆盖范围
人口密度分级(万·km-2)

>0~0.50
>0.50~1.50
>1.50~2.50

>2.50~4.00
>4.00~5.50
>5.50

0 2.5 5.0 7.5

单位：km

600 m覆盖范围
人口密度分级(万·km-2)
>0~0.40
>0.40~0.80
>0.80~1.40

>1.40~2.00
>2.00~3.00
>3.00

0 2.5 5.0 7.5

单位：km

图9 中心城轨道交通车站600 m覆盖情况

Fig.9 Coverage of rail transit stations within 600 meter of radius in Shanghai central district

区、新城、新市镇等提供便捷、高效的轨道

交通服务，为不同空间尺度的多样化出行需

求提供多元、灵活的出行方式选择。

1）市域。以同城化都市圈的交通复合

廊道为框架，在上海市域构建“射+联”轨

道交通城际线+骨干公共交通的组合模式，

射线加强新城与主城区、重要枢纽之间长距

离、大运量的城际交通联系，并兼顾近沪城

镇，新城与中心城枢纽之间 30~40 min 可

达；联络线加强新城与新城、核心镇以及中

心镇之间的联系。10万人以上新市镇轨道交

通车站覆盖率达到95%。

2）主城区。以轨道交通市区线为骨架，

轨道交通局域线和骨干公共交通为客流走廊

补充，主要服务主城区不同片区内部以及相

互之间的出行。考虑到由中心城 15 km到主

城区 30 km空间尺度的拓展，将部分城际线

引入城市内部，并在加密完善以地铁、轻轨

为主体的市区轨道交通网络基础上，强调宽

通道控制，沿城市南北和东西发展主轴、高

客流走廊形成“快线+普线”的轨道交通模

式，建立重要节点之间的轨道交通快线联

系，并预留串联外围的枢纽、公共活动中

心、功能区等节点的环线可能性。除75 km2

的中央活动区织密网络外，城市副中心至少

有 2条轨道交通线路直接为其服务。在主城

片区和部分近郊城镇之间、沿中高客流走廊

规划中运量轨道交通线路，提高出行便利

性。主城区轨道交通车站 600 m覆盖用地面

积、居住人口和就业岗位比例分别达到

50%，60%和 65%，其中中心城、主城片区

轨道交通车站 600 m覆盖用地面积比例分别

达到60%以上和40%左右(见图9)。

3）城镇圈。对于达到大、中城市规模

的城镇圈，加强公共交通发展导向，提高内

部交通机动性和效率，实现 30~40 min公共

交通可达，同时转变交通系统供给模式，改

变过去道路建设超前、公共交通支撑滞后的

城市开发模式。在以新城为核心以及人口超

过 50万人的城镇圈内部，构建以中低运量

轨道交通局域线和中运量公共汽(电)车为骨

架的公共交通网络，并沿主要客流走廊构建

城镇圈之间骨干线路。

33..11..33 加强交通系统之间以及内部的衔加强交通系统之间以及内部的衔

接整合接整合

注重地铁、轨道交通快线、市域铁路、

城际铁路等不同系统间的互联互通 (见图

城镇圈

城镇圈

城镇圈
城镇圈

铁路
城际线
市区线
局域线
骨干公共汽车线路
中心城、主城区
新城(大城市)
中小城市
主要枢纽

图8 上海市域公共交通网络布局模式

Fig.8 Layout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network

in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资料来源：文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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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线

市域线

a 共轨运行(典型案例：东京筑波线)

市域线 市区线
换乘枢纽

d 接线运行(典型案例：上海金山支线)

市区线

市域线

b 分线运行(典型案例：巴黎RER线)

市域线 市区线

c 跨线运行(典型案例：东京私铁与地铁)

图10 多模式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模式

Fig.10 Multi-modal rail transit connection

资料来源：文献[16]。

10)，通过市域枢纽节点转换和部分区段的

跨线直通运行，实现多模式轨道交通系统之

间互联互补，特别要加强宽通道预留和直通

运行设计等方面研究。

动态调整地面常规公交线路，提高公共

交通车站的覆盖水平，并完善B&R(自行车

换乘公共交通)模式，增加自行车停车与通

行空间，改善步行设施连接性，提高轨道交

通车站的换乘便捷性，如鼓励在车站 150 m

范围内统筹布局公共汽(电)车换乘站(50 m以

内为宜)、自行车停放点、出租汽车候客

点、小客车停车场等设施。

33..22 构建构建TODTOD社区社区

33..22..11 构建构建 1515 minmin 社区生活圈社区生活圈，，优化出优化出

行链行链

响应网络化时代城市生活特征，构建

15 min社区生活圈(见图 11)。城镇社区生活

圈平均规模 3~5 km2，服务常住人口 5~10万

人，围绕轨道交通和公共汽(电)车车站设置

公共活动中心，加强用地混合、功能复合，

轨道交通车站周边 300~500 m半径的服务范

围为核心区，统筹社区行政管理、文体教

育、康体医疗、福利关怀、商业网点等公共

服务设施，鼓励多种形式灵活利用空间，使

得居民在借助公共交通出行时，“一站式”

完成购物、娱乐、接送小孩老人、用餐、继

续教育等日常活动，同时加强周边地区步

道网络的构建，将生活性出行距离控制在

2.5 km以内。

33..22..22 推行街区制推行街区制，，提高全路网密度提高全路网密度

在上海市传统街道空间“窄马路、密路

网”特点基础上，推行街区制，即街坊尺度

舒适宜人、街道空间适合漫步、沿街界面公

共开放、服务功能混合多样的城市社区布

局，其道路间距一般为 100~200 m，街坊面

积在4 hm2以下(见图12)。

转变路网规划思路，将原来注重优化机

动车通行网络，转向注重可供步行、非机动

车等所有出行者通行的全路网构建。所谓全

路网，是指城市建成区内快速路、主干路、

次干路、支路等市政道路和可供步行、自行

车开放通行的街坊弄堂等道路构成的网络。

以公共交通主导为规划导向，赋予道路以交

通、生活、景观等多种功能，完善网络布局。

实行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优先、严格控制

车行速度，加强街坊绿地和公共活动空间对

外开放，完善安全、通达的骑行网络和舒

适、便捷的步行活动区域，使出行更加安全

便利、使用功能更加多元复合、市民交往更

加丰富、社区生活更具活力。

33..22..33 重配路权重配路权，，提升步行和自行车交提升步行和自行车交

通品质通品质

从重视机动车通行到关注人的移动、交

往、生活等全方位的需求，营造完整街道[13]。

遵循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保障、公交优先的路

权分配原则，采取分隔、保护和引导措施，

全年龄段
一站式

生活服务

多样化、
可负担的
住房

活力开放的
交往空间

安全、舒适的
街道出行

就业、创业
和学习的
成长环境

复合社区
15 min日常
生活圈

图11 15 min社区生活圈复合功能

Fig.11 Complex functionalities of 15 min community

life circle

资料来源：文献[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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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的安全性(见图13)。

在商务集聚区、交通枢纽等步行和自行

车交通重点区，人流密集、大量集散，通过

连廊、有盖长廊等方式，将步行通道有效串

联不同公共设施区域，提供容量与品质均较

高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空间，提高其安全性

和效率。在居住社区、公园广场、学校等区

域，应保证步行和自行车的优先通行权，推

广稳静化交通措施，提高步行和自行车出行

的便捷性和舒适性，形成低速低噪的交通

环境。

33..33 引导绿色出行引导绿色出行

33..33..11 加强需求调控加强需求调控，，实施分区差异化实施分区差异化

策略策略

综合空间布局、活动强度和交通可达性

等因素，确定 6类交通策略分区，引导形成

不同的交通模式(见表 3和图 14)。主城区以

a 密路网的街区布局 b 舒适宜人的街坊尺度，混合多样的服务功能 c 适合漫步的街道空间、公共开放的沿街界面

较宽支路

较窄支路

150~200 150~200

10
0~

15
0

10
0~

15
0

10
0~

15
0

商务办公街坊

混合功能街坊

办公

居住

商业
设置市政与
休闲设施

设施带
步行通行区

保障步行通行需求
建筑前区

提供交往与交流空间

图12 街区制规划设计要素内涵

Fig.12 Elements of neighborhood-based planning and design

资料来源：文献[2]。

单位：m

a 由车到人 b 由红线到空间 c 由工程到环境 d 由道路到街区

图13 街道空间设计导向转变

Fig.13 Change of street space design

资料来源：文献[17]。

圈层

主
城
区

城
镇
圈

分类

I类

II类

III类

IV类

V类

VI类

范围

内环内

内外环间

主城片区

中心城周边
(4个)

新城、核心镇和惠
南—祝桥(8个)

其他(12个)

交通模式

“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主导

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主导

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主导

均衡型

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主导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主导

主要指标

公共交通占全方式出行比例达到 50%~60%，个体机动化交
通分担率削减至15%以下；
轨道交通车站600 m半径覆盖85%的人口、就业岗位，85%
就业人员可在1 h内到达

公共交通占全方式出行比例达到 45%~50%，绿色交通出行
比例达到85%以上；
轨道交通车站600 m半径覆盖50%以上的用地面积和60%以
上的人口、就业岗位

公共交通占全方式出行比例力争达到 40%左右，占通勤出
行比例达到50%以上；
多模式轨道交通车站 600 m半径覆盖 40%左右建设用地面
积、50%人口和就业岗位

公共交通占通勤出行比例为 30%以上，绿色交通出行比例
达到80%以上

30~40 min公共交通可达；新城与中心城之间的公共交通出
行占全方式出行比例达到 80%以上；城镇圈内部公共交通
出行比例达到25%~30%

25~30 min交通可达，步行和自行车出行比例占50%以上

表3 上海市交通策略分区及指标

Tab.3 Transportation strategic zoning and indicators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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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城
市市
交交
通通

二二○○
一一
七七
年年

第第
十十
五五
卷卷

第第
三三
期期

提升管理效能、优化交通结构为主，增加设

施供应规模为辅，率先在内环内地区形成低

碳出行集聚区；城镇圈优先构建多层次公共

交通系统，加快完善以公共汽(电)车以及步

行和自行车交通网络为导向的路网，制定分

区静态交通政策，推进使用清洁能源。

33..33..22 提高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网络的连提高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网络的连

续性和功能性续性和功能性

考虑到现状 55 条禁非道路大部分处于

内环内，同时未来将衍生较多的区域内部

中、短距离商务交往活动，通过逐步恢复禁

行道路的非机动车通行权，使其成为中央活

动区内部活动的主体之一，发挥其短距离速

度优势。

在主城区、城镇圈等不同区域构建“步

行和自行车廊道以及专用通道、接驳通道、

休闲绿道”三类网络，发展共享自行车系

统。其中，步行和自行车廊道以及专用通道

根据功能要求，可分为主要通道和一般通道

两个层级的网络(见表 4)。在交通枢纽、滨

江等地区，可结合现状路网和用地布局，建

立轻型自行车高架等连续性通道。

33..33..33 推行低碳出行示范区推行低碳出行示范区，，加强智慧加强智慧

交通发展交通发展

依托高密度轨道交通和道路网络，通过

路权重配、加密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网络，严

格控制公共活动类停车位供给，改善街道空

间品质等措施，在中央活动区以及内环内区

域形成“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为主

导、清洁能源车辆的短租与合用为补充的客

运交通模式，抑制和转移个体机动化出行需

求，率先建成低碳出行示范区。

鼓励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

段建立交互应用平台，促进以清洁能源、低

碳出行为代表的共享、定制等新兴交通模式

发展，提升公共汽(电)车、停车等交通设施

的智能化运行水平，同时推动道路和相关交

通辅助设施功能再造，加快实现在主城区乃

至市域的智慧交通出行和智能化管控。

44 结语结语

绿色发展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

生态文明的理念，“上海 2040”提出的“底

线约束、内涵发展、弹性适应”即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在由传统空间扩张型增

长向空间更新、存量利用型规划的转变过程

中，上海市仍然面临着城市功能提升的转型

通道层级

主要通道
(600 km左右)

一般通道

功能

服务通勤需求为主；
满足跨区域非机动车长距离出行；
禁非通道配套道路，满足非机动车通行需求

作为主要通道的补充；
满足区块内部不同组团之间的非机动车交通联系；
满足非机动车中短距离出行

设置要求

逐步取消机动车路内停车；
确保机非间采用固定式物理隔离，尽量采用绿化隔离带；
适当拓宽非机动车道，保障非机动车道宽度在2.5 m以上

限制高峰时段机动车路内停车；
确保机非分隔，尽量采用物理隔离；
保障非机动车道宽度在2 m以上

资料来源：文献[13]。

表4 上海市步行和自行车廊道及专用通道规划导引

Tab.4 Planning guidance for Shanghai pedestrian and bicycle corridors and special corridors in Shanghai

I类交通分区
II类交通分区
III类交通分区
IV类交通分区

V类交通分区
VI类交通分区
城镇圈边界
水域

铁路
骨干路网
省市界

图14 上海市域交通策略分区

Fig.14 Transportation strategic zoning in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资料来源：文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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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周
翔翔

高高
岳岳

上上
海海

绿绿
色色
交交
通通
发发
展展
愿愿
景景
和和
路路
径径
选选
择择

2040
2040

””

““

发展挑战，而城市交通系统的升级更承载着

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的重要历史使命。“上

海2040”的规划思路，由过去注重满足机动

化交通需求向关注人的全面发展需求转变，

更加注重交通与城市功能布局、空间形态之

间的互动反馈与良性适应，注重引领超大城

市发展的低碳、集约主导交通方式的系统提

升，注重城市有限而宝贵的空间资源再分配

和更复合利用，注重规划、设计、建设、管

理等多重政策的顶层设计和相互贯通。上海

市未来 25年的综合交通发展，既要以最小

的代价赢得最大收益的绿色发展为总体规划

理念，也要通过打造轨道都市、构建 TOD

社区、引导绿色出行等多重路径及系列措

施，实现对全球枢纽功能提升、长三角城市

群一体化发展、市域空间格局优化等多层次

空间发展的支撑与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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