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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交通规划、设计、建设、运营与管理中存在系统整合不足的问题，提出系统整合、要素

控制的精细化理念。采用系统工程学方法，提倡主动性交通规划。提出基于交通组织约束的路网规

划方法，建立交通模块设计的标准化和科学化设计体系，提出道路横断面、单条道路设计及交叉口

设计等交通模块的系统规划与设计方法。实践表明，通过交通要素的系统整合与控制，能有效地解

决交通规划与设计中存在系统协调的不足，提高交通规划的科学性和可实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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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system integration i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design,

construction,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refinement concept with system integra-

tion and factor control to better guide traffic design. Using the methods of system engineering and active

traffic planning, the paper develops a road network planning framework considering traffic organization

constraints, and then establishes a standardized and scientific design system for traffic module design. The

design components include cross-section design, single road design and intersection design. The practic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proposed framework is able to solve through the deficiency of systematic coordina-

tion in traffic planning and design and practicability and effect can also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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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城市交通是交通规划、设计、建设、运

营与管理的实践表象，交通系统运行效率的

高低取决于各系统要素之间的整合程度[1-2]。

在长期的交通实践中，存在各专业之间衔接

不紧密的问题，导致交通系统的最终表象与

规划初衷不符，突出表现为以下问题：1)各

系统间衔接不紧密，道路交通网、轨道交通

网、公共汽车网与设施网之间相对分散，导

致不同系统之间的衔接效率不高；2)路网规

划对交通组织考虑不足，路网结构缺乏对交

通组织、道路设计及运营管理的系统考虑，

导致后期道路设计出现交通组织紊乱，实践

中存在大量的后期反复改造工作；3)系统衔

接关键要素控制性不强，上下游专业之间沟

通不足，最终导致建成的交通系统运行效率

不高；4)道路设计中交通组织与设计科学性

不足，实际道路设计中更关注于交叉口车道

数、交通渠划岛等局部交通设计，缺乏对道

路所在区域整体交通系统的综合考量。

鉴于上述问题，本文对交通精细化的规

划与设计进行研究，着重从交通系统整合角

度[3]，提出系统且科学的精细化理念，重点

研究以下两个问题：1)交通规划与设计系统

整合，基于系统工程理念，关注各子系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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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如何进行衔接，提出关键要素的控制管理

方法，包括路网结构、交通组织、公共汽车

线网、过街设施、智能交通等，确保从规划

到建设的一体化整合效果；2)关键交通要素

设计的科学化，从实际交通使用者的角度，

对道路设计中涉及的道路横断面、交通组

织、交叉口设计、公共汽车场站等关键要素

进行科学化设计。

综上所述，交通规划与设计的精细化不

是简单地交通渠化与设计，而是通过子系统之

间高效衔接，最终构建运行高效的交通系统。

11 被动性交通规划被动性交通规划

交通规划作为城市规划中一个子系统规

划，根本上应遵循城市发展的总体战略，构

建一个支撑未来城市运行的交通系统，其实

践流程为城市发展战略—用地布局规划—路

网结构及设施规划。在交通实践中，交通规

划作为城市规划中的相关配套规划 (见图

1)，以配套交通指标体系规划为主，是一种

被动性交通规划，对后续的道路设计、交通

组织与管理等指导性不强，主要存在以下

问题：

1） 规划道路网中交通组织考虑不足。

交通规划关注于道路网密度、道路面积率、

场站设施用地等配套指标，规划的道路网以

支撑城市空间结构、满足城市发展战略为重

点，对路网交通组织、道路设计等方面欠缺

系统考虑。实际道路建成后，存在交叉口管

制方式混乱、交叉口展宽不足、公共汽车停

靠站用地受限、行人过街不便等问题，交通

规划的实践指导作用较弱。

2）关键控制要素规划弹性不足。道路

要素与交通要素间衔接度不足，如道路红线

宽度、横断面形式等侧重于道路功能，对公

共汽车停靠站、海绵城市需求、非机动交通

空间、交叉口设计等关键要素的规划预留弹

性不足，导致后期的公共汽车站设计、交叉

口展宽、行人过街需求、机非和人非隔离等

设计协调性差。综上所述，被动性交通规划

在系统衔接环节尚存在不足，应考虑规划对

后续道路设计、组织与管理的指导性功能，

避免规划与设计严重脱节。

以某城市小范围片区的规划路网为例

(见图 2)，规划采用高密度的支路网，目标

在于引导商业中心的建设发展。东西向的主

干路横穿 3条南北向支路，考虑相交道路等

级，3条支路与主干路交叉口应为右进右出

交通组织，即建成后的纵向支路不能南北贯

穿，不能实现城市规划的南北一体化发展意

图。相反，如果在交通规划阶段，考虑将图

2中交叉口①所在的南北向支路提升为次干

路，那么交叉口①将可通过信号控制方式实

现南北向的连通。由此可见，仅以单一的城

市规划考量道路网结构并不能实现城市发展

意图。

22 主动性交通规划主动性交通规划

主动性交通规划指在城市规划的源头阶

段，从交通组织与设计角度，同步开展交通

规划工作。通过对道路红线、交通组织、交

叉口展宽、横断面形式等关键要素进行系统

控制，反复校核交通系统的可实施性和合理

性。本质上，主动性交通规划应与城市规划

同步启动，同步优化，关键在于交通各子系

统的协调以及关键要素规划控制。

22..11 交通系统整合规划交通系统整合规划

城市交通在交通规划阶段是一个多种交30

道路网结构 公共交通 停车规划
非机动交通

系统

交通规划

城市规划

用地性质 规划人口 道路网结构

图1 被动性交通规划技术流程

Fig.1 Procedure of passive traffic planning

快速路

主干路

支路

1

图2 某城市的道路网结构规划

Fig.2 Example of road network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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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方式联合运输的综合系统，应重点解决各

系统之间关键要素的整合控制(见图 3)，主

要包括以下方面：

1）规划要素控制。首先，多网合一的

系统协调规划，即充分整合道路交通网、轨

道交通网和公共汽车网，涉及道路网结构、

道路功能、公共汽车线路走向、车站设置、

交通组织等要素协调。其次，道路要素控

制，涉及道路网结构、交通组织、道路横断

面、交叉口展宽等方面，道路网结构应保障

主次干路的贯穿性，道路网密度合理且预留

弹性；交通组织规划应注重交叉口的管制方

式规划，注重交通分布平衡组织；道路等级

和功能规划应注重城市用地与道路宽度、横

断面形式控制；公共汽车线网规划应注重与

城市用地结合，车站间协调设置，对向换乘

组织协调。再次，轨道交通要素控制，应注

重线路走向与道路功能、城市用地相协调，

车站设置应结合交叉口管制、公共汽车停靠

站设置。最后，公共交通要素控制，线路走

向应与路网结构、道路横断面形式相协调，

公共汽车站设置与轨道交通车站、交叉口组

织相协调，保障客流换乘的便捷性。

2）设计要素控制。设计是规划落地的

重要阶段，受限于交通规划所确定的道路网

结构、道路红线、道路横断面形式等控制要

素，分为路段和交叉口设计。在路段设计

中，应结合实际交通需求，注重区域交通平

衡组织、符合规定的地块开口需求、公共汽

车站及换乘需求、行人过街设施设计等。在

交叉口设计中，应校核各交通流的进出通道

及转换路径，从车道数、行车轨迹、运行安

全及人性化等方面进行系统设计。

3）管理要素控制。设计阶段应考虑交

通组织运营需求，注重相应设施设备的设计

及管线预留，为交通组织与管理预留足够的

弹性。在路段管理中，道路设计应注重路段

开口的管制方式，考虑过街需求的设施设

计，综合考虑路内外停车设施及出入口组

织等。

22..22 交通组织要素约束交通组织要素约束

交通组织效率是主动交通规划的核心，

其根本目的在于规划一个交通分布均衡的道

路网系统，避免过分追求道路网的结构形

式。现举例说明交通组织对道路网规划的

影响。

1）方案一：不考虑交通组织的道路网

规划。如图4a所示，主干路结构为“两横两

纵”，内部穿插“两横两纵”的支路网，假

设方格网间距为300 m。从交通指标分析(见

表1)，方案一道路用地面积约占31%，道路

网密度 8.89 km·km-2，道路网规模较大。从

交通组织分析，方案一主要由 4个信号控制

交叉口和 8个右进右出交叉口组成。然而，

当交叉口①发生交通拥堵时，对外交通转换

将集中于其他三个交叉口，拥堵影响范围

较大。

2）方案二：考虑交通组织的道路网规

划。如图 4b 所示，主干路也为“两横两

纵”，但内部次干路为“一横一纵”。从交通

指标分析(见表 1)，方案二道路用地面积约

图3 交通系统规划与设计的关键要素控制

Fig.3 Key factors control during traffic system planning and design

交通规划

道路网 道路网结构 交通组织 道路横断面 交叉口展宽

道路功能 地面接驳

轨道交通网 线路走向 车站设置

公交走廊 换乘车站

公共汽车网 线路走向 车站设置

路段设计 交叉口组织 沿线开口 公共汽车站 行人过街

交叉口设计 车道校核 轨迹校核 安全校核 人性化设计

路段管理 进出口控制 过街组织 停车管理

交叉口管理 单点控制 多点联控 片区联控 市域联控

道路设计

交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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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29%，道路网密度 6.67 km·km-2，道路网

规模比方案一小。从交通组织分析，方案二

主要由 9个信号控制交叉口组成。当交叉口

①发生交通拥堵时，可通过相邻两个交叉口

实现对外交通转换，拥堵影响范围较小。

对比两个方案可知，在道路网密度和道

路面积率有限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交通组织

约束的道路网结构能够实现更高的交通组织

效率。因此，在道路网规划中，应充分考虑

交通组织约束条件，实现道路资源的集约、

高效利用，避免过分教条地追求道路网的形

式结构。

33 科学化交通设计科学化交通设计

经过系统化的交通规划后，下一步是关

键交通模块的科学化设计，从而保障规划得

以顺利实施。经过大量交通实践发现，道路

红线宽度、交通组织形式、交叉口设计、道

路横断面形式等要素是关键控制要素。在实

际设计中，道路横断面和交叉口的规划与设

计存在系统化不足。结合交通实践，基于系

统工程理念，对道路横断面、单条道路设计

和交叉口进行系统阐述。

33..11 道路横断面系统化道路横断面系统化

通常，道路横断面设计主要考虑单幅路、

双幅路、三幅路和四幅路等结构形式[4]，缺

乏系统考虑公共汽车站、行道树、车道展宽

等附属交通要素，导致实际道路设计中出现

大量的交通畸形设计，如种植行道树的人行

道通行空间不足，两侧分隔带与港湾式公共

汽车站协调不足等。鉴于此，提出道路横断

面系统化设计理念，以精细化的设计手法对

关键要素进行控制(见图5)。

1）五步骤系统规划。遵循从交通需求

到要素控制的技术思路，结合海绵城市设

计、公共汽车站、交叉口展宽等交通要素约

束条件，将道路横断面设计分为交通需求分

析—机动车道设计—分隔带设计—非机动车

道设计—人行道设计五个步骤。

以快速路横断面设计为例(见图 5)，从

快速路的功能定位确定路幅形式，从设计车

速及车道数确定机动车道宽度，从设计车速

及海绵城市设计需求确定分隔带宽度，从非

机动车道需求及分隔要求确定非机动车道宽

度，从行道树种植及非机动车停车需求确定

人行道宽度。

2）各模块科学设计。结合《城市道路

工程设计规范》 (CJJ 37—2012) 《城市道路

交叉口设计规程》 (CJJ 152—2010)《城市道

路交叉口规划规范》 (GB 50647—2011)等规

范，对机动车道、分隔带、非机动车道和人

行道等横断面组成要素进行系统设计。在各

模块要素设计中，关键应把握模块的系统整

体性和延展弹性，如人行道宽度应结合行道

树、非机动车道停车的需求宽度，中间分隔

带宽度应考虑交叉口左转车道展宽及行人过

表1 两种道路网规划方案的交通指标对比

Tab.1 Comparison on traffic index between two road network planning schemes

编号

方案一

方案二

道路等级

主干路

支路

主干路

次干路

红线宽度/
m

50

20

50

30

道路长度/
m

3.6

3.6

3.6

1.8

道路面积率/
%

31

29

道路网密度/
(km·km-2)

8.89

6.67

主
干
路
间
距
约

800~1
200

m

A C

B

1
主干路间距约800~1 200 m

主
干
路
间
距
约

800~1
200

m

A C

B

1
主干路间距约800~1 200 m

a 方案一 b 方案二

图4 道路网规划方案对比

Fig.4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traffic organization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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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安全岛宽度，两侧分隔带宽度应考虑公共

汽车站及交叉口右转车道展宽等宽度。

33..22 单条道路设计规范化单条道路设计规范化

单条道路设计是实施规划路网的落地设

计，存在规划与设计脱节，轻交通、重道路

等问题，试图以简单的交通渠化替代交通精

细化设计。鉴于实践中存在的不足，提出道

路设计的规范化技术理念，遵循整体—局部

的思路，实施交通组织—公共汽车站—路段

进出口—交叉口设计—过街设施的技术流

程，系统完善道路设计附带交通设计的不足。

以某条道路设计为例(见图6)。1)确定沿

线各交叉口组织方式，包括信号控制、右进

右出、停车和减速让行等；2)校核行人过街

间距，确定是否应增加路段立体过街设施；

3)布置公共汽车和轨道交通车站，校核对向

换乘是否便捷，确定是否应增加过街设施；

4)对交叉口和路段进出口进行精细化的交通

设计。

33..33 交叉口设计科学化交叉口设计科学化

交叉口是道路网交通组织的转换节点，

是影响区域交通组织效率的重要因素。在实

际交通设计中，由于简单的交通渠化缺乏对

各过街交通流的系统考虑，存在车辆行驶轨

迹不畅、两侧分隔带(安全岛)遮挡等不足。

结合交通实践经验，提出通道匹配校核—行

驶轨迹校核—管理设施设置—信号相位规划

等系统设计流程[5-7]，其关键是进出通道能力

和路径轨迹校核，并综合考虑信号灯杆、电

子警察、交叉口监控、公共交通管网等约束

要素，形成一个整体的综合运行系统，避免

各系统模块之间简单拼凑、反复施工。

紧凑型交叉口设计方法的技术流程为车

辆轨迹校核—两侧分隔带(安全岛)位置—内

嵌人行道—待行区及流线设计。关键技术

为：1)各交通方式的进出通道能力及轨迹顺

畅校核，避免进出通道不匹配、行驶路径不

畅(见图 7a)；2)车辆行驶轨迹范围内，应保

障无分隔带的遮挡，保障车辆顺畅通过交叉

口(见图 7b)；3)在车辆轨迹保障区外，尽量

将人行横道往交叉口内压缩，实现最短的行

人过街通道；4)结合实际交通管理需求，系

统设置信号控制设备、电子警察、视频控

制、公共交通信息发布等(见图 7c和图 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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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快速路横断面系统化设计技术流程

Fig.5 Systematic process of cross section design for expressway

交通需求分析 道路区位 沿线用地 交通需求 快速路形式

地面快速路

高架快速路

两幅路 三幅路 四幅路

对内交通 对外交通

机动车道设计

主路车道数量

辅路车道数量

单向3车道

单向4车道

3车道宽11 m

4车道宽15 m

单向1车道

单向2车道

1车道宽4.0 m

2车道宽7.0 m

单柱高架形式 双柱高架形式

单柱宽度≥5.0 m 双柱宽度≥7.0 m

分隔带设计

中间分隔带
宽度

两侧分隔带
宽度

设计车速≥60 km·h-1

海绵城市设计要求

分车带或分隔带宽度≥2.5 m

绿化带宽度≥2.5 m

分车带或分隔带宽≥2.5 m

中间分隔带
宽度≥2.5 m

地面快速路中间分隔带宽度≥2.5 m

高架单柱快速路中间分隔带宽度≥5.0 m

高架双柱快速路中间分隔带宽度≥7.0 m

设计车速≥60 km·h-1 两侧分隔带
宽度≥2.5 m

非机动车道设计 快速路等级

非机动车道
宽度

机非隔离设施

绿化带隔离

护栏隔离

宽度≥1.5 m

宽度0.5 m

宽度≥2.5 m

海绵城市设计要求

绿化带宽度≥2.5 m

2车道2.5 m 3车道3.5 m

人行道设计

快速路等级

设施带宽度

行道树种类 行道树宽度≥1.5 m

是否需非机动车停车位

人行通道≥2.0 m 新增1条人行带1 m

是

否

宽度2.0 m

宽度0 m

宽度≥3.5 m

不设非机动车停车的人行道≥3.5 m

设置非机动车停车的人行道≥4.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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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紧凑型交叉口设计的目的在于车

辆行驶路径顺畅、行人过街距离最短，为城

市街角环境品质打造预留更多空间。

44 结语结语

从交通规划到道路设计是一个多部门的

系统整合过程，实践中因系统整合不足，导

致规划最终的实施效果不佳。结合大量交通

实践经验，提出基于系统工程理念，对交通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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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交通组织规划 b 公共汽车站规划 c 紧凑型交叉口设计

图6 交通规划设计各阶段

Fig.6 Procedure of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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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交叉口设计各阶段

Fig.7 Procedure of intersec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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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构建的全产业链进行精细化分析，严格

控制道路网结构、交通组织、道路横断面、

交叉口展宽等关键要素，形成一套切实可行

的交通规划与设计方法体系，高效地利用城

市有限的道路资源。在此，提出以下几点精

细化设计建议：

1）转变观念提前实施主动性规划。应

逐步摆脱先总体规划、后交通规划的操作流

程。提倡实施同步启动、同步优化策略，即

在城市总体规划阶段同步开展交通规划工

作，以交通实施及组织运营的需求，反复校

核路网及设施的可行性，以各关键交通要素

的系统优化为手段，构建一个切实可行的交

通系统，实现运行效率的最大化。

2） 以交通组织复核道路网结构规划。

在遵循城市空间结构的框架下，以交通组织

效率高效化为约束条件，校核道路网结构的

组织可行性，从而规划形成一个符合实际交

通运行特征的可实施路网结构，避免过分教

条追求道路网的形式结构。

3）以系统思维整合交通设计要素。无

论是道路横断面形式，还是单条道路设计，

应当系统地考虑各交通要素的需求，切实考

虑实际交通运行中存在各种合理交通需求，

有序、科学地整合各要素，设计形成一个符

合实际需求的道路网络，实现交通运行效率

最大化。

综上所述，交通精细化并非简单的交通

渠化设计，而是基于系统工程的理念，对交

通系统各要素进行综合、全面地规划，目标

是构建一个切实可行的、高效的交通运行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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