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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别从概况、战略目标、实施策略等 3个方面对布达佩斯

城市交通发展的总体战略及公共交通、道路网络、静态交通、步行

及自行车交通、交通管理等发展战略进行了阐述。由此得出，居民

出行线路上任何一种交通方式的低效都将破坏整个交通链的效

率，只有整个交通链所有交通环节的和谐发展，才能够使公共交通

在运输服务上较小汽车具有竞争力；只有综合利用公共交通与私

人交通，才能使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相协调。最后，结合布达佩斯

和国内实践经验，总结提出了一种包含人口、经济、地理、环境、技

术、制度等要素的“六棱形”城市交通发展战略规划模型。

Abstract：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i.e., overall description, strate-

gic goals, and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general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clud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highway network, and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for parking, and for pedestrians and bicyclists, in Budapest,

Hungry. It is found that a slug caused by any mode along the travel

paths of trip-makers can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whole trans-

portation chain. Therefore, only can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ll

the components within the whole transportation chain make public

transportation more competitive than private cars; and only can a

mix-use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private cars result in a mutual

fit between transportation and land-use. In combination of Buda-

pest's experiences with practices at home, the paper finally proposes

a "6-Leg" model for urban transportation strategy planning, with

each leg representing population, economy, geography, environment,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al system,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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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人口和经济的快速增长给我国城市带来了日益严重的

交通问题。为此，1995年我国第1次发布了关于“中国城

市交通发展战略”的“北京宣言”，提出了城市交通发展

战略的“五项原则、四项标准和八项行动”[1]。如何更好

地应对 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制定科学

合理的城市交通发展战略，是当前交通规划师面临的重要

课题之一。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它以交通发

达而著称，是多瑙河航运的重要港口之一，也是欧亚大陆

公路、铁路交通走廊的重要枢纽，并拥有 1896年建成的

欧洲大陆上的第 1条地铁(Millennium)。1999年，布达佩

斯人口、GDP和就业分别占匈牙利全国的18%，34.1%和

41.7%，2000年其人均GDP约 9 000美元 [2]。2001年，布

达佩斯制定了“2001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用以指导其未

来 15年及更长时期的城市交通发展问题。下文分别从城

市交通总体发展战略、公共交通、道路网络、静态交通、

步行及自行车交通、交通管理等发展战略予以分析。

1 背景

1.1 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的需要

自“奥匈帝国”瓦解，匈牙利便失去了其在中欧的中

心地位，并“一蹶不振”。随着1989—1990年苏联及东欧

巨变，匈牙利的经济发展重心也由联系东欧转向联系西

欧，1999年其加入北约、2004年成为欧盟成员国便是这

一战略的集中体现。冷战的结束及近 10年的经济快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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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匈牙利再次打造成为中欧的经济中心提供了机遇[3]。

布达佩斯作为首都和区域中心城市，无疑将担当起这个重

任。区域交通，尤其是国际机场、洲际公路、洲际铁路和

贸易自由港的建设，往往是影响区域整体竞争力的主导因

素。而由于历史原因，联结欧洲南北的“中部通道”选择

了奥地利的维也纳。因此，如何支持布达佩斯打造成中欧

的中心城市之一，并成为西欧联系东欧和亚洲的重要门

户，是交通发展战略需要解决的两个核心问题。

1.2 城市群及都市区交通一体化的需要

匈牙利中部城市群和都市区的发展极为迅速，尤其是

外围的小城镇，如圣安德烈市(Szentendre)等，其人口以

年均15%的速度增长。而作为中心城市，布达佩斯当前的

交通基础设施，例如有轨电车、过江桥梁很多是在 19世

纪末或 20世纪初形成的，已经无法满足城市群和都市区

发展的需要。城市中心区由于基础设施陈旧、交通拥挤而

出现了衰落。蔓延式的发展，尤其是郊区化进程，极大地

降低了城市土地的使用强度。而分散式的土地利用模式则

进一步刺激了小汽车的使用。都市区居民的通勤距离不断

增加，并且在都市区和城市群间表现出出行方向相反的特

征。如何对城市群及都市区内部的各种交通方式(市郊铁

路、轻轨、有轨电车等)和换乘枢纽进行整合，进而提升

整个城市群及都市区的交通一体化程度也是交通发展战略

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1.3 交通需求结构变化的要求

受外来资本，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影响，20世纪90年代布达佩斯城市交通

需求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主要表现在：①城市总人口

数量不断减少；②分散的、服务性的行业逐步取代了原有

大型工业；③分散的就业模式逐步取代了原有的集中就业

模式；④居民的购物习惯越来越灵活多样；⑤交通枢纽不

断分散等。

布达佩斯城市人口的减少始于 20世纪 80年代，1993

年减为 200.8万人，至 1999年仅剩 181.1万人。郊区化是

人口减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每年大概有 1.6~1.8万

人迁居到布达佩斯都市区的外围地区。在城市人口下降的

同时，小汽车的需求却在不断增长。2000年每千人拥有

304 辆小汽车，预计 10 年后这一数字将达到 400 辆。同

时，公共交通出行比例从 20世纪 80年代初的 87%，下降

到 90年代初的 67%，并仍在不断下降。这种人口居住在

外围低密度“花园城市”、服务部门保留在中心区、工业

区分布在中间及外围地区的城市空间结构，很难引入公共

交通与主城进行连接，致使小汽车数量持续增长，见图

1，从而极大地损害了中心区的复兴。因此，如何有效减

少私人交通使用，并促进城市中心区的复兴是交通发展战

略考虑的另一个要点。

1.4 新一轮大都市区总体规划的要求

1999年，布达佩斯完成了新一轮大都市区总体规划

(Metropolitan Assemble General Plan)并由议会审议通过。

总体规划对未来几十年布达佩斯城市空间结构以及土地利

用模式进行了战略上的方案(Scenario)分析，提出了城市

未来发展的方向与战略计划。该规划充分考虑了政府

2000—2007 年的财政计划，确定的规划中期为 2015 年，

远期是 2015年之后。这一都市区规划无疑对 21世纪初布

达佩斯城市交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布达佩斯急

需制定新的交通发展战略以支撑新一轮大都市区总体规划

的实施。

更多居民选择小汽车

交通拥堵进一步恶化

交通拥堵固定、永久化

工作地搬到外围区

进入中心区更困难

停车需求增加

选择工作地

公交服务进一步减小

乘坐公共交通的人数下降

公共交通效率下降

迁出居民数量增加

中心区宜居性下降

空气污染、交通事故增加

选择居住地选择出行方式

图 1 布达佩斯小汽车数量持续增长的影响因素

Fig.1 Impact factors of cars increasing in Budap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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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布达佩斯城市交通发展战略

2.1 总体发展战略

1) 目标

城市交通总体发展战略是整个城市交通系统运行与管

理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城市交通能否满足民生、体现交通

公平性的基础。布达佩斯城市交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仅

满足城市正常运行而必需的交通需求，而不是满足城市自

发产生的所有交通需求(尤其是私人汽车的出行)。

这就要求城市各个交通节点与各种交通方式的和谐共

存。针对小汽车数量的不断增长，总体发展战略明确指

出：只有通过整个城市交通链所有环节的和谐发展，才能

使公共交通在运输服务上较小汽车具有竞争力。

2) 原则及措施

总体发展战略致力于通过改变已有城市空间结构和土

地利用模式来提高整个城市交通的运行能力和效率，进而

保证城市宜居性的改善和居民预期寿命的提高。并通过以

下发展原则来提高城市交通的可达性：①促进城市多中心

与轴向发展；②建立一个紧凑式发展的、密度足够高的城

市空间；③强调城市土地的混合利用。

为了实现上述原则，总体发展战略首先将整个城市根

据地方特色(如地形、地貌、文化等)划分为 6 个交通分

区，如图2所示。然后针对每个交通分区分别制定政策措

施：①通过减少拥堵、改善停车设施、提高公共空间质量

和活力来复兴城市中心区；②加强混合过渡区内部的横向

路网联系和换乘枢纽建设，减少区内地块的空间分割与封

闭；③通过环境友好型规划加强多瑙河沿线交通；④为山

地和郊区地带建设一个高效率的停车换乘系统，以保证居

住区交通的宜居性。

3) 综合交通系统发展战略

综合交通系统发展战略目标是形成一个符合地方特

色、便于管理、结构合理的综合交通网络。包括：①根据

不同地区的土地利用模式、城市功能以及地方特色提供符

合自身特点的交通供给能力，平衡不同地区的出行时间差

异，减少中心区的交通压力；②便于管理是交通网络建设

的重要考虑因素，整个交通系统必须能够保证交通政策的

有效执行。

基于已有交通网络结构特征，总体发展战略认为，今

后能否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在于能否建立一套高效的综合

交通系统 (intermodality)，即能否通过综合交通枢纽

(intermodal center)和停车政策将通往郊区的轻轨、乡村铁路

与市区的有轨电车和公交网络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有效整合[4]。

布达佩斯综合交通系统应具有如下结构特征：①通过

高标准、大容量的有轨电车建立各地区的环线联系；②通

特别保护区

中心交通区1

中心交通区2

山区及绿化区

混合使用过渡区

郊区交通区

图 例

图 2 布达佩斯城市交通分区情况

Fig.2 Urban transportation zones in Budap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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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市郊铁路、地铁建立郊区与城市中心区的快速联系；③

通过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建立各环线及各地块间的多向联

系；④通过停车换乘枢纽实现不同交通方式间的有效换

乘，包括联系中心区与郊区的停车换乘枢纽(P+R)和联系

市区内不同公交方式的枢纽点(junction point)。枢纽无疑

是上述整个交通网络能否有效运行的关键(见图3)。

2.2 公共交通发展战略

1) 公共交通概况

布达佩斯公交网络已有长达1个世纪的历史。2000年

城市公交线网总长达 1 103 km，其中公共汽车线路占

67%、有轨电车线路占14%、地铁和轻轨线路占13%。有

轨电车是布达佩斯公交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铁修建

前一直发挥着骨干作用，然而由于年久失修，轨道老化问

题严重。地铁是当前布达佩斯公共交通的骨干，以 2%的

线网比重承担了整个城市22%的客运总量。当前公交系统

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居民对城市可达性的要求不断提高，而

城市公共交通较之小汽车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从而导致

城市居民公交出行比例不断降低，见图4[2]。

2) 目标

公共交通发展战略目标是：进一步巩固公共交通在整

个交通系统中的核心地位，提升其服务能力和对私人交通

的竞争优势，保持其在居民出行方式中的主导地位，建设

一个高质量、安全、经济、环境节约和可持续发展的公共

交通系统。

3) 实施策略

将有轨电车、地铁、洲际铁路和郊区高速铁路等轨道

交通(forced trajectory network)确定为未来公共交通的骨

干，并通过完善轨道交通的结构性、稳定性和可靠性来保

证公共交通对个体交通的竞争优势。轨道共用技术

(traversability)和多方式换乘(intermodality)是公共交通实施

整合使用的两个主要方法。以往的经验表明，轨道共用技

术和综合交通枢纽可以有效降低公交换乘时间。公共交通

发展还通过以下措施进一步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效率：①设

立公交专用线，将公共交通同私人交通分离；②给予公共

交通道路交叉口优先通行权；③建立高效、高质的公交换

乘枢纽。此外，为了满足居民夜间出行的需要，还在主要

干路增加夜间公交线路。

2.3 道路交通发展战略

1) 道路网概况

2000年布达佩斯道路网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城市缺乏快

速路(尤其是外环线)来分流过境交通，造成大量南北向过

综合交通枢纽

枢纽点

市郊铁路

地铁与轻轨

公共汽车

有轨电车

道路环线
市中心

1环

2环

4环

3环

P+R

P+R

P+R

P+R

P+R

图 3 布达佩斯综合交通系统结构图

Fig.3 Intermodal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 Budap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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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布达佩斯公共交通出行比例预测

Fig.4 The change of transit trips ratio forecasting in Budap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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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交通在城市中心区通过，给环境脆弱的中心城区带来了

巨大的环境生态压力。在过去的 15年中，布达佩斯主要

道路放射线的交通量以年均 26%~29%的速度增长，而过

江交通更是达到了50%的年均增长速度。多瑙河上的桥梁

已经无法满足过江交通需求。道路网的另一个缺陷是对交

通流控制和安全性考虑不足，城市中铁路和道路的平面交

叉口多达 31个，对交通安全形成了极大威胁。频繁的交

通拥堵也给布达佩斯的货运交通带来负面影响。

2) 目标

考虑到现有道路网结构特征和环保要求，道路交通发

展战略明确提出：道路网发展不能以完全满足小汽车增长

需求为目标，必须建立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基础上，即

首先通过改变土地利用模式来实现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

然后利用道路网建设来促进城市低密度地区的发展、减少

高密度地区的交通压力。战略确立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建设

一个结构合理、环境友好型的网络来提高交通效率，促进

地区差异缩小。

3) 实施策略

道路网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完善土地混合利用过渡区的

环线建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环形+放射式”路网结

构。在利用环线分流的同时，为了进一步减少中心区的过

境交通，对某些干路采取限行和禁行措施。对首都地区的

货车进行管制，在中心区和重点保护区域对货车实施限

行。将道路与铁路交叉干扰问题作为战略中期需要解决的

核心问题，通过建设立体交叉口重点解决轻轨、市郊铁路

与城市干路的干扰问题。针对过江交通问题，战略提出了

与周边城市进行跨区域合作建桥的举措，以达到分流中心

区过江交通的效果。

2.4 静态交通发展战略

1) 停车场概况

和当前我国大城市一样[5]，停车问题同样是布达佩斯

面临最严峻的交通问题之一，如图5所示。1996年布达佩

斯便制定了中心城区停车管理条例，但受法律、政治、金

图 5 布达佩斯 P+R 和街区收费停车设施

Fig.5 Facilities for P&R and street toll in Budapest

图 6 布达佩斯停车需求与供给结构关系

Fig.6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king demand and supply in Budap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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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锋 等

融问题制约，直到 2000年停车管理在整个布达佩斯城市

管理体系中仍处于缺失状态。原因主要是布达佩斯城市公

共场所产权所有者过多，总计达到 24个。为了解决所有

权 问 题 ， 布 达 佩 斯 成 立 了 都 市 区 公 共 停 车 协 会

(Metropolitan Public-grounds Parking Association)，其成员

为市、区两级政府停车设施相关部门。

停车换乘枢纽是布达佩斯停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布达佩斯共有 28个P+R设施，分别提供了由城市

中心向外10%和外围向内15%的停车服务。由于缺乏适于

修建P+R的区位，近年来一直没有新的P+R设施建成。而

大部分已有的P+R设施由于一开始被建设在经济活动低迷

的“废弃地”上，同样面临着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

2) 目标

布达佩斯将停车问题作为城市管理的核心问题之一。

静态交通发展战略的目标是把停车政策和公共交通的有效

供给作为整体考虑来改变居民的出行习惯。停车政策与公

共交通供给政策的分离将极大地降低总体战略的有效性，

战略认为，停车政策不能在街区尺度单独实施，而必须在

都市区进行整体设计。为此，战略将停车换乘枢纽、居住

地、出行主要目的地确定为重点停车区域。

3) 实施策略

针对中心区停车问题，静态交通发展战略明确提出，

只有通过城市停车系统将需求隔离在外围地区，才能从根

本上缓解中心区的停车压力。针对居住、购物、旅游等不

同城市功能的停车需求，战略首先设计了分类供给的原

则，如图6所示。将P+R作为整合交通系统和调控复杂交

通流的最重要工具，通过P+R影响居民的出行方式来改变

居民对个别地区(尤其是中心区)的停车需求。同时，还制

定了中心区停车管治措施：①对所有的停车设施收费；②

保持公共空间的有序性；③取消所有人行道、绿化带内的

停车设施；④优先考虑居住停车；⑤通过时间管制、增加

收费等措施减少个体交通在路边停车的时间等。

2.5 步行与自行车交通发展战略

1) 步行交通

战略认为，在所有的交通方式中，步行交通是与公共

空间联系最紧密的，因为只有通过步行人们才能和环境直

接接触；只有当那些购物、观赏风景的人们快乐地聚在一

起的时候，那些步行场所才可能成为城市公共空间。

战略提出，改进步行交通环境要优先考虑大多数人利

益，通过建设高标准、富有美感的设施来营造既安静又安

全的步行环境。改善步行交通设施作为战略未来几年实施

的主要任务之一，要求在未来新建和改建道路网的过程

中，必须加强对步行设施的建设、保护与环境设计。针对

残障人士和弱势群体，要在立体和平面步行交通设计中，

充分考虑步行者的年龄、健康状况、信息需求等内容，尤

其是与儿童相关的步行设施。

2) 自行车交通

截至 2000 年底，布达佩斯已建成自行车交通干网

130 km，有11 700个自行车停车位。公共交通与自行车换

乘(B+R)是布达佩斯的一种重要混合交通方式。当前存在

的主要问题是设置在公交车站的停车设施过于稀少。同时

由于小偷猖獗，丢车问题严重，自行车停车设施未来的发

展潜力十分有限。

针对上述问题，战略提出，利用自行车便捷、成本

低、易存储的优势，发挥其在短距离出行的主体作用。自

行车交通网络发展的中期目标是完善已有的自行车专用

道，使其初步形成网络；长期目标是建立都市区范围内的

自行车专用道网络，尤其是建设B+R换乘设施，以达到

通过自行车连接城市任意两点的目标。

2.6 交通管理战略

一个城市用于改善交通基础设施的资源是有限的，因

此，必须通过组织和管理来进一步挖掘交通潜力。这一方

面可以通过提高已有交通网络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可以

通过影响居民出行习惯来引导交通朝积极方向发展。

1) 道路交通管理目标及措施

道路交通管理的目标是在满足交通需求的同时保证道

路交通与环境的安全。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提出如下措

施：①加强城市智能交通系统(ITS)建设，提高交通系统

运行效率；②在路网规划中体现安全意识，并通过道路设

计来减少事故发生；③完善车载信息服务(telematics)，及

时为驾驶人提供路况、路线等相关信息；④根据道路功能

对路网进行分类限速，其中受保护地区限速 30 km/h，一

般次干路限速 50 km/h，主干路限速 60~70 km/h，快速路

限速80~100 km/h。

2) 布达佩斯交通联合会

布达佩斯交通联合会由政府、企业(常规公交、地

铁、市郊铁路等)、居民三方共同组成，用于协调城市各

不同交通方式的线路、乘客数量、流量控制等，最终达到

居民可以方便享用整个交通网络服务的目标。布达佩斯的

公共交通包含常规公交、地铁、市郊铁路三个独立实体，

63



城市交通 Urban Transport of China 第6卷 第4期

并实行不同的价格体系，这极大地降低了换乘效率。联合

会的主要职责便是制定统一的价格体系、整合时刻表和乘

客信息、建立综合交通枢纽内各成员的有效联系、实施交

通统计调查等。

3) 受保护地区和居住区交通管理

为了提高受保护地区和居住区的宜居性和环境质量，

提出“交通减震”(traffic attenuation)的策略，即通过减少

过境交通和建设目的地交通控制系统来保障居民生活质量

和环境安全，并确保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对机动车享有优先

权。对一个地区实施“交通减震”措施的同时必然会带来

其临近地区交通和环境压力的升高。因此，“交通减震”措

施必须在交通系统层次上予以实施。

4) 货运交通管理

战略首先将货物运输划分为“货物配送 (goods

delivery)”、“货物贸易 (goods trading)”、“过境货物

(goods transit)”等 3种模式。在“过境货物”模式中，城

市是被动参与者，应尽量将其控制在城市中心区外围的环

线上；在“货物贸易”模式中，城市并不是货物运输的直

接目的地，而是联结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中间代理，在贸易

中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会遭受环境污染；在“货物配

送”模式中，配送的货物将满足城市中各经济体的货物需

求，维持城市的正常运转。战略将货物贸易、货物配送确

定为货运交通管理的主要任务。

作为欧洲的主要门户城市之一，布达佩斯未来 10年

的“货物贸易”增长潜力高达 8~10倍。为了应对货物贸

易的快速发展，战略提出了建设一体化城市物流系统的目

标，在生产组织、产品配送、成本优化等各个环节提高运

输效率。布达佩斯的“货物配送”同样面临严峻问题。据

2000年的货物流统计，布达佩斯当前仅有15%的货物配送

是由配送仓库和物流中心完成的。同时，由于主要商业设

施均在中心区，而货物配送总量的 90%又是在白天完成，

这大大增加了中心区的日间交通压力。针对上述“货物配

送”问题，提出如下措施：①在多瑙河和外环线主要交叉

点建设区域性物流中心；②构建货物集散存储网络体

系，逐步置换出中心区的仓储用地；③完善货运交通法

规体系。

3 启示与建议

针对当前中国城市交通发展存在的问题，结合布达佩

斯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的成功经验，提出如下建议：

1) 在统计层面上，应尽快建立我国的交通普查制度。

可以尝试将居民交通出行等信息纳入到我国人口普查统计

中，建立一种交通普查与人口普查捆绑式的普查制度。交

通普查所反映的交通流信息可以用于建立我国的城市功能

地域(都市区)概念；

2) 在规划方法上，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的制订需要与城

市总体规划、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财

政计划等相协调，要求多学科的共同参与，尤其要加强战

略规划中的经济社会成本分析；

3) 庞大的城市交通投资可能因为选择不正确的交通链

(transport chain)而导致整个系统效率低下，成为巨大的浪

费。这一点对我国当前处于城市交通快速发展期的大城市

尤为重要。一些大城市在开发建设地铁、轻轨等大容量轨

道交通时，忽视了其与城市公交、出租汽车的衔接规划，

最终极大地降低了整个系统的潜在运行效率[6]。

4) 突出自行车交通在我国交通规划体系中的地位，

给予其更多的路权，尽快着手恢复城市自行车交通网络

建设；

5) 完善我国城市停车管理制度，尽快打破停车设施规

划、建设、管理三足鼎立的局面，建立统一的管理组织或

协调联席制度，以改变我国大城市当前“行车难、停车更

难”的局面；

6) 强化交通规划中的环境影响评估，应自始至终体现

“环境可持续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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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六棱形”城市交通发展战略规划模型

Fig.7 "6-Leg" model for strategic planning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下转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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