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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出入口是城市道路的重要节点，也往往是交通事故频发和

造成延误的道路瓶颈点，从优化出入口交通运营的角度改善城市交

通是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基于对交通与土地利用互动性关系的深

刻理解，遵循出入口管理的基本原则，探讨了如何对城市地块进行土

地利用管理，并深入研究了区域性地块的出入口规划设计问题。提

出要改善城市交通问题必须重视城市土地利用管理，借鉴美国的城

市规划策略，建立区划和地块细分法规；重视公众参与有助于明确交

通需求和便于日后进一步管理。在出入口规划设计方面，也要在细

致考虑出入口选址的基础上从局域交通组织的角度对出入口细部进

行优化。

Abstract：Access points of local land-use to urban streets are key loca-

tions where delays and traffic accidents occur frequently. It is recog-

nized that optimization of traffic operations at these access points i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improve urban street traffic situation. From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relations of land-use and transportation, and

following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access management, the au-

thors explore how to manage land parcels through a close look at issues

related with access planning and design.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aking

advantage of urban planning strateg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such as reg-

ulating land development on lots and subdivisions, promot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land-use activities, helps in identifying future travel de-

mands as well as in future travel demand management. For access plan-

ning and design, it is advisable that, while selecting locations for access

points, every details of the access driveway should be well addressed to

fit in the local traffic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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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城市为了缓解交通拥堵，

不断走入“修路、堵塞，再修路、再堵塞”的怪圈，这

不得不引起我们对城市土地发展利用和城市交通互动性

影响机理的思考。国内外学者在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系

统的关系方面进行了很多研究[1~7]，其中，美国的出入口

管理(Access Management，AM)策略成功地将城市土地

利用管理思想融入城市道路交通运营改善具体措施中，

且在美国以佛罗里达州为代表得到广泛应用，实施效果

显著。

AM是美国为保证路网中交通流的安全、速度和效

率，对出入口通道、中央分隔带、立体交叉、平面交叉

口等设施的选址、布局、设计等进行系统控制的技术方

法体系[8]。其最终目的是在对通往周边地块的出入口通

道进行合理规划、设计的基础上，尽量保证主路通行车

流高效、安全运行。平衡道路的“通过性”和“服务

性”的思想贯穿在出入口管理策略的各个环节上。

1 AM与城市用地开发

1.1 相关法规

在美国的城市规划运作体系中，城市规划基本上由

州和自治市负责。各州的立法通常要求地方编制综合规

划与区划法规。综合规划(comprehensive plan或master

plan)是未来许多方面规划的决策依据，是区划法规制定

的基础。而区划法规一旦经地方立法机关审查批准后即

作为地方法规对土地利用的管理奏效。在发展控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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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美国各地有大量而广泛的详细规定决定着开发控制过

程，其中区划、土地细分是地方政府采用的主要办法。

美国区划法和土地细分法的控制机制建立在3个抽象

的元素之上：地块(lot)、街区(block)和街道(street)[9]。地块

是开发建设的单元，落实到土地的划拨上，就是以产权线

围合的一个个区域；在街道的包围下，相连的地块组成了

街区。三者的形式、尺度和相互关系对城市的形态特征和

发展模式起着决定性作用。

AM为提高道路安全性和运营效率，利用区划法规和土

地细分法规对城市土地发展进行严格限制。一方面，通过

这两个法规限定地块大小、形状以及土地开发功能模式；

另一方面，对于重要路段采用场址规划审查措施，并对易

引起出入口交通问题的地块进行辨识，限定畸形地块发展。

1.2 AM与区划

区划是在遵循总体规划的基础上，说明该地区每一宗

土地直接的、允许的用途。区划的目的是贯彻执行总体规

划政策，是衔接美国地方宏观发展规划与微观发展控制的

重要中观层面。在区划中，根据土地利用方向归纳为各种

各样的地块，如商贸地块、轻工业地块、农业地块等。在

划定的地块中列出各种允许用途及使用标准，如地块最小

尺寸、最大建筑高度等。AM建议在区划过程中，限定地

块最小尺寸、最小前沿长度(地块沿街面最小宽度，预留

足够的间距以利于出入口选址，如图1所示)和建筑物退缩

长度(即沿街建筑物与道路之间的长度，预留一定长度便

于日后道路拓宽等)，以有利于更好地进行交通控制、出

入口选址和地块内部交通组织，为日后的城市交通发展提

供便利。

对于土地利用性质相近或相同的地区，AM建议采用

组团区划的方式，即放宽地块最小尺寸、最小前沿长度和

退缩长度的限制，把整个地区作为整体考虑。这样做有两

点好处：首先，给城市规划设计者提供更大的发挥空间，

有利于规划出创新性方案；其次，有利于在该区域发展集

合本地特点的出入口开口模式。

1.3 AM与土地细分

土地细分(subdivision)是一种对土地地块划分的法律

过程，主要是将大的地块划分成尺寸较小的建设地块，以

满足地块产权转让的需要。在美国，这个过程通常得到了

非常细致的控制。在建设地块可以出售之前，或者土地所

有者在对地面设施进行改进之前，必须获得市政当局对地

产权的土地范围批准。根据相应的法规，在地产权的地图

上至少要表示出街道、地块的边界和公共设施的通行权

(easements for utilities)，此外，还规定在建设地块出售或

建设许可得到批准之前必须进行怎样的改进。这样，社区

就可以要求地产所有者在地块内建设街道，并在符合宽

度、安全和建设质量标准的基础上，以适当方式与城市道

路系统相联系。AM为避免地块细分过程出现畸形地块形

式(小地块或旗状地块等)，建议采取地块细分预行可行性

研究，对地块的细分效果有一个通盘的考虑。

1.4 AM与选址规划审查

选址规划审查(site plan review)通常用来保证区划条例

中的各项标准在重要的开发项目中得到贯彻。对于重要路

段(如大型公共建筑周围等)，必须采用选址规划审查措施。

AM手册指出，与出入口相关的选址规划审查应包括

以下内容：①路网系统组成以及能否满足交通需求；②区

域地块出入口视距、出入口间距、实际交通需求以及其他

相关因素；③区域地块出入口开口方向；④区域地块机动

车交通组织；⑤区域内行人和自行车交通组织。

1.5 易引起出入口交通问题的地块类型

AM认为主要有以下4种地块易引起出入口交通问题：

转角地块、旗状地块和贯通地块(双前沿地块)，如图2[10]。

转角地块的沿街面长度，主要影响转角地块出入口的

转角净空。转角净空为交叉口与上游或下游方向最近地块

出入口的距离，如图3[11]中A~D和出入口间距。沿街面长

度过短易造成出入口之间、出入口与交叉口之间距离过

近，造成出入口或相应的交叉口疏散能力不足。保证转角

前沿长度

产权线

图 1 地块前沿长度示意

Fig.1 Lot fro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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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的沿街面长度，并非是出于交通需求考虑而遏制了其

商业价值，恰恰相反，由于保存了转角地块的完整性，从

而在满足城市道路交通需求的同时，预留了转角地块的发

展潜力。

贯通地块由于有两个沿街面，出入口主要考虑设在相

对低等级道路上。

旗状地块出入口主要设在“旗杆”杆端(旗状地块与

道路衔接处)。由于无序的旗状地块易造成出入口间距不

足(如图 4[10])，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划分为旗状地

块。AM对于旗状地块有几点建议：①主要道路沿线不允

许出现旗状地块；②对每个区域的旗状地块数量进行限

制；③限定旗状地块间距。

2 出入口规划设计

道路出入口作为重要节点，影响着整个路网的运行效

率及安全。在城市道路运营过程中，道路两边出入口布局

选址欠规划、设计不佳、附近交通组织不完善等原因是造

成道路出入口衔接处交通问题的主要原因。AM 制定了

“由外到内”、“由宏观到微观”的出入口规划设计基本流

程：①综合了解外部道路网的行人和机动车交通需求；②

设计安全、畅通的出入口；③设计合理的区域内部交通组

织；④考虑区域内部的停车功能，如图5[11]。

2.1 出入口选址

大量研究表明，城市主要道路两边的出入口数量过多

且间距过小、出入口过于接近交叉口，使得进出出入口的

车辆与主要道路的车辆交织严重；地块内部交通组织不符

合车辆出入或停车需求，反过来通过地块出入口影响主路

交通运行。因此，道路出入口选址的合理性将直接影响到

城市交通运营的质量。

实施AM的主要指导思想是限制和分离交通冲突点，

图 3 转角净空示意

Fig.3 Corner clearance

主干路

B

C

A

图 2 易引起出入口交通问题的地块类型示意

Fig.2 Lot types on whose access points tend to cause traffic problems

转角地块

转角地块

旗状地块

贯
通
地
块

图 4 无序的旗状地块

Fig.4 Disordered flag l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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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直行车流中分离转向车流。为解决出入口选址问题，

AM提出了出入口选址的基本原则：①保证与交叉口的最

小间距；②保证出入口最小间距；③出入口开口方向尽量

设在次干路或支路上；④避免在右转专用车道上设置出入

口。在地块出入口选址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因

素包括：出入口连接道路的等级及功能定位、与相邻交叉

口或出入口的间距、出入口的特点、出入口交通参与者的

出行习惯以及出入口的视距等。

2.2 出入口间距标准

制定出入口间距标准是AM的核心技术之一。出入口

间距制定标准主要考虑：①相邻交叉口的功能区域(主要

为各类转角净空)；②若出入口设于相邻交叉口的上游位

置，必须考虑上游交通的作用距离，即车辆排队长度、感

知反应距离、变换车道距离以及停车视距之和；③若出入

口设于相邻交叉口的下游位置，必须考虑下游交通的作用

距离，即满足停车视距[12]。

2.3 出入口设计

出入口设计主要考虑以下要素：出入口转弯半径、出

入口宽度、出入口接入道路长度、转向车道设置、出入口

视距、地块内部交通组织设计等[12~13]。

1) 出入口转弯半径和出入口宽度

考虑设置足够的出入口转弯半径和出入口宽度，主要

为了尽快疏散主路进入出入口的车流，减少对主路直行车

流的影响。出入口转弯半径和开口宽度不宜过大，如果宽

度过宽，易造成行人过街困难，甚至必须二次过街，增加

了事故隐患，同时也容易造成车辆的无序运行，引发事

故。美国从大量数据中建立开口宽度和交通事故的关系，

并对宽度提出了建议值。《爱荷华州出入口管理手册》规

定，一般出入口开口宽度为 4.5~7.5 m(14~24 ft)；《佛罗

里达州出入口道路手册》建议出入口的最大开口宽度不能

超过11 m(36 ft)。

2) 出入口接入道路长度

出入口接入道路长度是指从接入道路开口到接入道路

内部最外侧开口的距离。接入道路长度不足会导致出入接

入道路的车辆在开口处运行无序甚至交织运行，对主路交

通运行影响极大，如图6所示[11]；相反，足够的出入口接

入道路长度保证了接入道路与主路间的交通连接顺畅，运

行有序，如图7所示。因此，接入道路长度是评价出入口

是否安全合理的重要指标。美国佛罗里达州通过大量观测，

针对土地利用性质的不同给出了相应的建议值，见表1[11]。

3) 转向专用车道

转向专用车道对于分离转向车流，增加出入口运行效

外部道路网的行人和机动车交通需求
安全、畅通的出入口
合理的区域内部交通组织
区域内部的停车功能

由外到内、由宏观到微观

图 5 出入口规划设计基本流程

Fig.5 Process of access planning and design

图 6 不足的接入道路长度

Fig.6 Insufficient connecting depth

图 7 充足的接入道路长度

Fig.7 Sufficient connecting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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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有很大作用[13]。要在进入出入口前尽量将转弯的交通流

从直行中分离开，必须设置转向专用车道，即在主路右边

设置右转专用车道，在中央分隔带上设置鱼肚皮形的专用

左转车道，在出入口范围内可辅助设置一定的导流线。

4) 出入口视距

道路出入口视距也是影响出入口交通运行安全的重要

因素。在出入口范围内配合改善交叉视距，如消除道路上

的各种障碍物、调整出入口处的空中线网、对路面进行彩

色铺装、整治出入口范围内商家店铺等措施，对道路出入

口周围存在的各种障碍物进行治理，可以达到提高道路出

入口运行质量的目的。

5) 地块内部交通组织设计

改善地块内部交通组织即提倡联合出入口等形式，利

用内部交通循环解决区域地块交通需求。联合出入口(如

图8[11])方式就是为区域内的各个地块在城市道路上设置一

个共同的出入口，并用内部道路交通循环系统为区域各地

块服务。为落实联合出入口等新型出入口布局形式，仅靠

政府颁布强制政策是远远不够的。原则上，对封闭私有出

入口而采取合用出入口的土地使用者，政策上应予以一定

的奖励，甚至可以考虑由政府出资修建出入口和相应配套

的停车设施。同时应对区域内土地使用者进行管理，限制

私开出入口。

3 启示

AM从城市土地利用管理和城市道路出入口规划设计

两方面来改善交通状况，提高道路运行效率，符合道路交

通发展的进一步要求[14]。

1) 基于AM的城市土地利用策略兼顾了城市交通与土

地利用的互动性关系，从规划设计一体化的角度研究了如

何对城市用地开发进行管理，并对区域地块出入口选址和

设计进行了深入研究，很好地衔接了宏观城市交通规划与

微观出入口交通组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科学合理的

规划与管理决策提供了依据。

2) 美国城市土地利用规划采取了总体规划、区划、土

地细分三级规划体系，既体现了宏观的调控性规划思想，

又体现了微观的操作性思想。在总体规划中，依据法律规

定，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有侧重、灵活地选择主要问题

进行规划。因此，从规划内容上，各地区不求一致，而求

实用。在区划的基础上，微观的地块细分规划充分考虑了

有关利益团体的意见及环境效果，使规划的微观操作落到

了实处，增强了土地利用规划的可操作性。

3) AM重视公众参与，在城市土地利用管理过程中不

仅要听取普通公众的意见，还要听取相关利益团体的意

见，在此基础上对用地开发规划进行修正并进行表决。该

规划以法律形式通过后，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在实施中

也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和监督。同时，实施中，如果对规

划进行变更或修改，仍要就有关部分举行公众意见听取

会，以确保该规划始终如一地得到民众的支持。

表 1 接入道路长度建议值

Tab.1 Suggested access connecting depth

300

250

150

50

30

大型购物中心并且接入道路≥4车道

地区性购物中心(面积≥14 000 m2)

社区购物中心(10 000 m2≤面积<14 000 m2)

小型购物中心

小商店

用地类型 最小长度

95

80

50

20

10

m

注：英制到公制的转换中，精确至5 m。

次干路

主
干
路

图 8 联合出入口示意

Fig.8 Joint access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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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我国的出入口规划设计也已经通过自身工程实践和系

统研究考虑到了一些方法，如改善出入口视距、划分转向

专用车道等，但对于出入口间距标准、出入口设计的技术

指标等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由于国情和现实的差异，

将AM引入我国还有一些认识上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安

全优先，尊重弱势群体，行人和非机动车权益，决策的公

众参与，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等。

参考文献

1 周江评. 关于中国城市交通的文献与政策综述[J]. 城市规划

学刊，2006，(5)：73-80

2 杨励雅，邵春福，刘智丽，聂伟. 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互

动机理研究[J]. 城市交通，2006，(4)：21-25

3 陆化普. 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的一体化规划[J]. 清华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46(9)：1499-1504

4 Thom son JM，倪文彦，陶吴馨. 城市布局与交通规划[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

5 陆化普，王建伟，袁宏. 基于交通效率的大城市合理土地

利用形态研究[J]. 中国公路学报，2005，18(3)：109-113

6 周素红，杨利军. 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规划管理[J]. 规划

师，2005，(8)：14-18

7 毛蒋兴，阎小培. 广州城市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协调研究

[J]. 规划师，2005，(8)：20-24

8 张宁，陈恺，黄卫. 公路出入口管理策略研究综述[J]. 公

路，2006，(6)：28-33

9 约翰·M·利维. 现代城市规划[M]. 孙景秋. 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3

10 Gluck J, Levinson H S, Stover V.NCHRP Report 420:

Impacts of Access Management Techniques[R]. Washington,

D.C.: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1999

11 Committee on Access Management． Access Management

Manual [R]. Washington, D. C.: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2003

12 陆荣杰，张宁，陈恺，丁建明. 基于AM策略的道路出入

口设计研究[J]. 公路，2007，(6)：131-135

13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Highway and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 A Policy on Geometric Design of Highways and

Streets (Green Book)[M]. Washington, D.C., 2001

14 陈恺，张宁，黄卫. 出入口管理技术改善立交与地面道路

的交通衔接[J]. 公路，2006，(10)：111-116

(上接第57页)

参考文献

1 建设部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周及无车日活动指导委员会. 中

国城市公共交通周及无车日活动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N].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周及无车日活动简报. [2007-09](第4期)

2 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昆明市“三创”工作方案研究

[R]. 昆明：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2006

3 昆明市城市交通研究所. 2006年昆明城市交通发展年度报

告[R]. 昆明：昆明市城市交通研究所，2006

4 昆明市规划局，等.《昆明城市交通发展白皮书》专题研究

——交通环境专题研究[R]. 昆明：昆明市规划局，2007

5 昆明市城市交通研究所，等. 昆明市 2007年公共交通周及

无车日活动交通技术评价报告[R]. 昆明：昆明市城市交通

研究所，2007

6 昆明市城市“无车日”活动领导小组. 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

继续开展“无车日”活动的公告 [EB/OL]. [2007-10-25].

http://www.km.gov.cn/zwxx/gzdt/jqgk/2007/10/25151115465.

shtml

7 昆明市城市“无车日”活动领导小组. 昆明市城市“无车

日”活动领导小组关于深入开展“无车日”活动的通告

[EB/OL]. [2008-02-20].http://www.km.gov.cn/zwxx/gzdt/

jqgk/2008/2/20910217740.shtml

8 曾五一，汪彩玲，王菲. 网络调查的误差及其处理[J]. 统计

与信息论坛，2008，23(2)：5-10

9 袁方，王汉生. 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4

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