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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行车交通作为绿色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受国内众多大城市关注，但是传统的以定性为主

的规划方法已无法满足当今自行车交通发展需求。在此背景下，立足昆明城市特色和交通发展现

况，以GIS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句法软件为手段，考虑交通聚集程度、地区功能定位、大中型公共

服务设施服务半径、交通设施条件、骑行坡度等影响因子，构建交通评价模型，辅助自行车交通分

区分级划定及线网布局。从量化分析的视角探索城市自行车交通网络规划的路径与方法，是一次

“以数据定规划”的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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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随着机动车交通高速增长，交通拥堵问

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由公共交通+非

机动交通构成的绿色交通方式被寄予厚望。

鼓励自行车出行成为众多城市乐于尝试的新

交通理念。而城市自行车交通系统也逐渐成

为城市品位的象征和衡量城市公共空间质量

的最佳指标。

一些国外城市的自行车交通已形成较为

成熟的经验。哥本哈根结合城市指状公共交

通网络发展自行车交通，配套出台了一系列

保障措施，成为全球出名的自行车之都[1-2]。

阿姆斯特丹通过在市内规划安全便捷的自行

车道、鼓励市民购自行车等系列举措，成为

欧洲自行车最普及的城市。波特兰不仅划出

自行车道，还划分快慢车道，较好地衔接公

共汽车与轻轨，成为美国公共交通的示范

城市。

中国城市受到机动车增长带来的交通压

力，开始关注非机动交通尤其是自行车交通

的发展。最早明确提出发展非机动交通理念

的是《上海市城市交通白皮书》 (2001) [3]。

紧随其后的广州、杭州、厦门等城市出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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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政策，促进城市自行车交通体系建设。

2010—2015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共启动三期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示范项目建设，并于

2013年 12月颁布《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

系统规划设计导则》，这是中国第一部专门

针对步行和自行车交通规划设计的技术导

则。与此同时，公共自行车系统发展迅速，

自杭州市实施首个成规模的公共自行车系统

后，中国已有超过 400个市、县配备了公共

自行车系统[4]。

此外，国内许多学者与专业人员结合项

目展开了自行车交通规划的理论与方法实

践。文献[5]探讨了武汉市公共自行车的布局

规划思路并予以实践。文献[6]总结了法国公

共自行车系统的布局方法。文献[7]研究了杭

州市公共自行车系统的布局方案。文献[8]基

于上海市非机动交通系统规划，提出了城市

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的技术路线与主要内

容。文献[9]基于城市功能区、城市用地特

征、速度要求、自行车出行需求特点等对南

京市六合区的自行车交通系统进行规划。文

献[10]以毕节市中心城区非机动交通规划为

例，打造不同主题的自行车交通系统。

总体而言，中国在以步行与自行车为主

的非机动交通方面的研究与实践虽有基础，

但多为传统定性分析，规划定量分析较为薄

弱。本文以昆明市中心城区自行车交通系统

规划为例，应用 GIS 与空间句法 (Space

Syntax)等技术手段，通过构建量化分析模型

辅助城市自行车交通网络与特色廊道规划布

局，探寻一条科学合理的自行车交通规划

路径。

11 昆明市自行车交通概况昆明市自行车交通概况

11..11 发展现状发展现状

昆明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高原湖

滨生态旅游城市，山水交融，旅游资源丰

富，城市肌理与街巷尺度适中，长期秉持与

延续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在城市道路建

设中，均有非机动车道的配置考虑。轨道交

通建设、入滇河道整治等措施为自行车交通

设施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2010年 6月，

昆明市积极参与住房城乡建设部首批城市步

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示范项目。

截至 2014 年底，昆明市电动自行车、

自行车保有量分别达 110 万辆和 200 万

辆 [11]；至 2018年，昆明投放公共自行车 1.5

万辆[12]，共享单车24万辆[13]。中心城区非机

动车道路网骨架基本完成，城市主、次干路

均设置有非机动车道。但受摊大饼式的城市

形态与环形+放射的道路网结构影响，昆明

市主城区的非机动车道连续性较差，在很多

区域被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环路及河道

阻断。同时，城市自行车廊道缺乏与周边大

山大水格局的有机联系。

11..22 优势特征优势特征

基于气候特点、地形地貌及城市形态等

因素，昆明市自行车交通发展具有 3个方面

的优势特征。

1）独特的气候条件。

昆明市地处云贵高原昆明坝区，属北亚

热带低纬度高原山地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6.5℃，无霜期 278天，气候温和，夏无酷

暑，冬无严寒，四季如春，气候宜人，是世

界少有的“春城”气候特征。

2）山水城相融的形胜格局。

昆明拥有众多自然山川和水系。宏观层

面形成了背靠长虫山，左依金马山，右接碧

鸡山，滇池为案前水的“大三山一水”格

局。城市依山就势，方位轮廓皆与历史地形

吻合；充分利用了盘龙江、莲花池等自然水

体作为营城水体，形成北圈三山一湖、南串

四坊两塔、中依五华一庙、山望湖楼一线、

半城山水半城街巷的城市格局。

3）合适坡度条件及城市尺度。

中心城区主要由主城区、呈贡新区和空

港区组成，各区尺度适中、布局紧凑。主城

区位于昆明坝区北侧，城市内部除少量山体

外，其他区域地形相对平坦。主城区为环

形+放射的城市形态，道路网密度较高，城

市发展集约紧凑，从核心区到周边地区的距

离适中，较为适合自行车出行。

22 规划思路与研究方法规划思路与研究方法

22..11 规划思路规划思路

自行车交通系统兼具交通和公共空间的

双重特性：作为公共交通的有益补充，以短

途出行解决公共交通“最后一公里”的问

题；作为城市重要的线性空间，串联众多重

要公共空间节点形成网络，是市民活动的热

点区域。无论哪一种特性，自行车交通均是

以人的出行和活动为基础，这就需要分析人

流的出行热度、交通便捷程度与可达性等多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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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影响因素。结合现状各级道路状况进

行定性分级的方法俨然已无法满足现今自行

车交通规划的需求。因此，本文应用GIS空

间与数据分析方法，从自行车出行热度、网

络便捷性和可达性、山水景观资源等方面对

城市自行车交通系统进行分区分级，从而制

定依托城市道路的非机动车道网络及依托山

水环境的自行车特色廊道(见图1)。

其中，自行车交通分区主要通过对自行

车出行热度以及基于空间句法的道路网空间

吸引力、空间开放程度等因素的综合分析进

行划定。

非机动车道分级主要通过对出行热度高

值区之间的成本最低连接通道、百度热力图

峰值区主要道路情况等因素进行分级，构建

完善的自行车交通网络。

自行车特色廊道主要基于城市公共空间

及城市休闲旅游热点之间成本最低交通连接

通道、城市山水格局等因素构建特色廊道

网络。

22..22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通过构建交通评价模型，从自行车出行

热度、基于空间句法的道路网空间吸引力与

空间开放程度、基于出行热度高值区的便捷

通道、基于休闲旅游热点的便捷通道等方面

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形成规划成果数据库，

辅助网络构建。

22..22..11 自行车出行热度综合评价自行车出行热度综合评价

自行车出行热度是最能反映出行需求的

因素。选取交通聚集程度、地区功能定位、

大中型公共服务设施服务半径、交通设施条

件、骑行坡度等作为出行热度的评价因子。

评价等级分为优、良、中、差，意为适宜、

较适宜、一般适宜和不适宜自行车出行，分

别赋值 3，2，1，0(见表 1)。然后进行空间

平均加权叠加分析(Weighted Overlay)，得到

自行车系统的出行热度综合评价结果。

1）交通聚集程度。

以非机动车道路网密度和间距作为评价

指标。以 300 m×300 m的方格网进行采样，

通过插值的方法(Interpolation)计算非机动车

道路网密度；对非机动车道路网进行欧氏距

离分析(Euclid Distance)，用街区做分区统计

(Zonal Statistics)得出非机动车道路网间距。

2）地区功能定位。

以城市功能为评价指标。针对不同城市

功能，如商业集中区、公共服务集中区、居

住区、旅游度假区、教育科研集中区、工

业、物流仓储集中区等，对自行车出行的吸

引力进行分类赋值。

3）大中型公共服务设施服务半径。

以与公共服务设施的距离作为评价指

标。考虑到自行车出行距离的影响，分为

图1 主要规划思路

Fig.1 Main planning method

自行车出行热度综合评价

基于路网的空间句法分析

基于出行热度高值区便捷
通道的分析

基于路网的空间句法分析

基于休闲旅游热点便捷通
道的分析

网络分享骑行热门线路
及山水格局、景观资源

自行车交通
分区

非机动车道
分级

自行车特色
廊道

自行车交通
分区与分级

自行车
交通系统

表1 自行车出行热度综合评价指标

Tab.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of bicycle activity intensity

评价因子

交
通
聚
集
程
度

地区功能定位

大中型公共
服务设施服
务半径/min

交通设施条件

骑行坡度/
%

非机动车
道路网密度/

(km·km-2)

非机动车
道路网间距/

m

评价指标

10~<16

7~<10

4~<7

<4

<170

170~<250

250~<400

≥400

商业集中区、公共服务集中区

居住区、旅游度假区

其他区

工业、物流仓储集中区

<10

10~<20

20~<30

≥30

轨道交通车站500 m范围内

<2.5

2.5~<5

5~<15

≥15

评价等级

优

良

中

差

优

良

中

差

优

良

中

差

优

良

中

差

良

优

良

中

差

赋值

3

2

1

0

3

2

1

0

3

2

1

0

3

2

1

0

2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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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
差

中
良
优

a 非机动车道路网密度 b 非机动车道路网间距

中心城区
差
中

良
优

居住用地

水源保护区、风景
名胜区、森林公园

行政办公用地

文化设施用地

教育科研用地

体育用地

医疗卫生用地

社会福利用地

文物古迹用地

外事用地

宗教用地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其他商务用地

娱乐康体用地

工业用地

立交桥

道路

仓储物流用地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公园绿地

防护绿地

广场用地

水域

区域交通设施用地

区域公用设施用地

特殊用地

湿地公园

城市生态隔离带

历史文化街区

铁路及站场

中心城区

北

c 中心城区用地规划

轨道交通车站及重
要公共汽车站

车站500 m服务半径

中心城区

d 轨道交通车站及重要公共汽车站周边500 m范围

e 大中型公共服务设施服务半径

大中型文化设施用地
大中型体育设施用地

自行车出行时间范围/min

<10

10~<20

20~<30

≥30

f 自行车骑行坡度

优
良
中
差
中心城区

图2 自行车出行热度评价因子

Fig.2 Evaluation factors of bicycle activity intensity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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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in，10~<20 min，20~<30 min，≥30 min

四个出行范围计算设施服务半径。

4）交通设施条件。

以与轨道交通车站及重要公共汽车站距

离为评价指标。车站周边 500 m范围作为城

市人口和活动较为集中的区域，是城市开发

的热点区域，也是自行车交通设施建设的重

要区域。

5）骑行坡度。

以道路坡度大小为评价指标。骑行坡度

分为<2.5%，2.5%~<5%，5%~<15%，≥15%

四个范围，计算坡度对自行车骑行的影响。

22..22..22 基于空间句法的中心城区道路网基于空间句法的中心城区道路网

分析分析

应用空间句法软件(Depthmap)①，选取

城市道路网连通度、整合度、全局深度②作

为评价指标，建立城市道路网交通模型。

22..22..33 基于出行热度高值区便捷通道的基于出行热度高值区便捷通道的

分析分析

基于道路、绿地、公共设施、住宅等用

地的可通过性，以成本距离模型计算出行热

度高值区之间通道的成本距离，作为非机动

车道分级的重要参考。

22..22..44 基于休闲旅游热点便捷通道的分析基于休闲旅游热点便捷通道的分析

基于城市景区、景点、公园、绿地、河

道湖泊等公共空间的可达性与连通度，以成

本距离模型计算旅游热点之间通道的便捷

性，作为特色廊道和一级非机动车道选线的

重要参考。

33 基于基于GISGIS的自行车交通网络构建的自行车交通网络构建

33..11 自行车交通分区自行车交通分区

对交通聚集程度、地区功能定位、大中

型公共服务设施服务半径、交通设施条件、

骑行坡度5类评价因子(见图2)进行重分类处

理使其标准化，然后进行空间叠加分析，用

以表征自行车出行热度。评价结果显示(见

图3)，主城区核心区域、北京路与人民路沿

线地区、草海地区、巫家坝地区、三个半

岛、呈贡新区核心片区出行热度高，经济技

术开发区、空港经济区北部组团出行热度低。

规划应用空间句法分析中心城区道路网

连通度、整合度、全局深度(见图 4)。道路

网连通度分析结果显示，以方格网道路为主

的呈贡新区核心片区和巫家坝地区、白塔片

区及主城西部片区道路网的连通度高。整合

度分析结果显示，主城东西向、巫家坝西南

东北向、呈贡西南东北与西北东南向、马金

铺南北向主要干路可达性较高。全局深度分

析结果显示，主城区核心区域及火车站片

区、呈贡新区核心片区开放程度较高。

根据自行车出行热度综合评价结果，结

合现有条件及城市道路网的空间句法分析结

果，对中心城区进行自行车交通分区(见图

5)。城区分为三类区域，将评价值<2.5区域

划分为自行车Ⅲ类区，2.5~7.5区域划分为自

行车Ⅱ类区，>7.5区域划分为自行车Ⅰ类区，

并对各类区域提出具体建设引导要求。

1）自行车Ⅰ类区：优先考虑自行车出行

的区域，非机动车道路网络密度高，非机动

车交通设施完善，集中于主城区核心区域、

大商汇片区、国贸会展中心片区、巫家坝地

区、三个半岛地区、新亚洲体育城地区、新

螺蛳湾地区、度假区、呈贡新区核心片区、

呈贡老城区、马金铺服务中心区，以及轨道

交通车站和重要公共汽车站周边地区。

2）自行车Ⅱ类区：兼顾自行车和机动车

出行的区域，非机动车道路网络密度较高，

非机动车交通设施较完善，集中于大学城地

区和城市大型居住区。

3）自行车Ⅲ类区：对自行车出行应予

以基本保障的区域，主要为上两类自行车交

通分区以外的地区，集中于经济开发区、马
图3 自行车出行热度综合评价结果

Fig.3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results of bicycle activity intensity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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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

池

马金铺

大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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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贡老城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螺蛳湾

新亚洲体育城

三个半岛

度假区

大商汇
巫家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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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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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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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铺、空港地区。

33..22 非机动车道分级非机动车道分级

首先，规划基于道路、绿地、公共设

施、住宅等用地的可达性，构建成本距离栅

格，提取自行车出行热度高值区作为起点和

终点，通过成本距离模型计算出行热度高值

区之间通道的成本距离，表征通道的便捷

性，据此将非机动车道分为三级。评价结果

显示，便捷通道评价值较高区域的主要道路

通道及跨越绿地通道的成本距离值较低，作

为一级非机动车道首选通道(见图6)。

其次，借助百度热力图，分析热力峰值

区工作、居住地覆盖的主要道路情况，作为

道路分级决策的补充和校正，完善非机动车

道分级。

最后，结合图 4基于空间句法的道路网

连通度、整合度、全局深度分析，补充、核

对呈贡新区核心片区和巫家坝地区、白塔片

区及主城西部片区连通度高的通道，主城东

西向、巫家坝西南东北向、呈贡西南东北与

西北东南向、马金铺南北向干路等整合度高

值区域通道，再次完善非机动车道分级，形

成完善方案(见图7)

33..33 自行车特色廊道构建自行车特色廊道构建

规划基于道路、绿地、公共设施、住宅

等用地的可通过性，构建成本距离栅格，以

休闲旅游为出发点，选取城市景区、景点、

大型公园和广场绿地等作为起点和终点，通

过成本距离模型计算起、终点之间通道的成

本距离，表征通道的便捷性，作为城市内部

特色廊道重要参考。评价结果显示，便捷通

道评价值较高区域的主要道路通道及跨区域

绿地通道的成本距离值较低，可作为城市休

闲旅游特色廊道的首选通道(见图8)。

借助互联网提取热门的自行车爱好者骑

行路线(昆明拥有众多自行车爱好者自发形

成的主要目的地，如富民、西山、筇竹寺、

团结乡、双龙野鸭湖、阳宗海等地区，这些

目的地是城市自行车休闲建设开展的主要吸

引点)，线路具有开展自行车户外运动的良

好基础，可作为城市外围自行车特色廊道选

取的补充(见图9)。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a 连通度 b 整合度 c 全局深度

图4 基于空间句法的连通度、整合度、全局深度分析

Fig.4 Connectivity, integration and global depth analysis based on space syntax

自行车 I类区 自行车 II类区

自行车 III类区 中心城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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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贡老城区

大学城

呈贡新区核心片区

新螺蛳湾

新亚洲体育城

巫家坝大商汇
度假区

火车站片区
白塔片区

人
民

路

路

京

北

草
海

滇

池

阳
宗
海

图5 自行车交通分区

Fig.5 Bicycle transportation z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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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环山滨水及山水联通自行车通道，

形成昆明市环山环水、山水相依、特色相连

的“两环、十射、十三连通”的自行车特色

廊道主骨架，可供步行者、骑行者及旅游管

理用车使用。两环：环山特色廊道、环水特

色廊道。十射：沿环山廊道向外延伸至周边

景区、景点的特色廊道。十三连通：环山和

环水特色廊道之间的连通线。

形成昆明城市特有的文化、旅游资源的

自行车特色廊道布局，建设郊野拓展道、滨

水特色廊道和城市休闲特色廊道(见图10)。

1） 郊野拓展道：依托城市周边山体，

串联周边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城市生态

隔离带，形成自行车环山、观城、望水的旅

游休闲、观光、健身廊道；同时依托昆明周

边独特的旅游资源，沿环山廊道向安宁温泉

镇、长虫山、富民、团结乡、双龙乡、嘉丽

泽、阳宗海旅游度假区等旅游热区放射状延

伸，作为昆明地区自行车出行、自行车比赛

的特色廊道。

2）滨水特色廊道：依托滇池、草海水

体，串联城市湿地公园，形成环滇池特色廊

道；依托翠湖和昆明主要入滇河道，形成环

湖、亲河道的滨水特色廊道。

3）城市休闲特色廊道：依托城市文化

元素，利用城市道路、河道绿化通道、米轨

铁路绿化通道等串联主要公园、历史文化景

点、城市主要公共空间，形成昆明城市休闲

特色廊道。

44 结语结语

本文以强化量化分析为主要思路，以

GIS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句法软件为手段，

构建交通评价模型，同时结合百度热力图等

大数据，辅助自行车交通分区分级划定及线

网布局。

由于数据资源受限，在构建昆明市中心

城区自行车交通网络时，规划中考虑的评价

因子有限。在空间功能识别上，用地功能混

合性的分析有待提高。此外，共享自行车运

行数据、百度热力图、手机信令等大数据技

术的分析应用不足，如何辅助自行车交通规

划有待进一步探索。

规划实施至今，昆明环湖非机动车道已

完成主城区、呈贡新区段的建设，其他城市

道路非机动车道改造也伴随城市道路景观提

升工程同步跟进。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环

境，各类共享自行车(昆明市公共自行车、

摩拜、永安、ofo、哈罗、青桔)落户昆明，

给市民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便捷。昆明城市自

便捷通道评价

较高高 中 较低 低

图6 自行车出行热度高值区之间的便捷通道

Fig.6 Convenient access between high value regions of bicycle activity intensity

北

出行热度
高值区

一级非机动车道 二级非机动车道 三级非机动车道 中心城区范围

图7 非机动车道分级

Fig.7 Classification of non-motorized vehicle lanes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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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交通建设正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昆明

打造“国际慢城”目标又前进了一步。

注释：

Notes:

①伦敦大学学院开发的空间句法软件。

②连通度表示系统中某个空间相交的空间数，

值越高，丰富性越高；整合度衡量一个空

间吸引到达交通的潜力，值越高，可达性

越高；全局深度指系统中某一空间到达其

他空间所需经过的最小连接数，表示城市

空间开放程度，城市空间深度较浅的区

域，有利于经济活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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