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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使非机动车道网规划达到机非分流、便捷高效的目标，以杭州市为

例，对廊道布局规划进行了探讨。在非机动车交通需求预测和流量分配的基

础上，结合边界条件、用地性质和面积，进行非机动车慢行区划分；通过分析

各类慢行区非机动车交通特征和组织策略，提出相应的廊道网络形态；进而

根据非机动车出行高发区和换乘枢纽分布确定廊道布局的控制点，基于最短

路径流量分配确定廊道布局的期望走廊，参照规划和现状道路条件确定廊道

布局的具体路径，依据截面流量、规范推荐和公众意愿调查确定廊道布局的

合理间距；最后在控制点、期望走廊、道路条件和廊道间距分析结果引导下，

得到杭州市非机动车廊道布局方案，并验证了鼓励近距离出行的规划理念同

时也符合交通需求预测分析的结果。

Abstract： Taking Hangzhou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explores non-motorized

traffic corridor planning with an attempt to separate motorized and non-motor-

ized traffic flows, thus to achieve convenience and effectiveness. First, a slow

zone for non-motorized vehicles was delineated according to non-motorized trav-

el demand and traffic assignment, and by considering marginal conditions, and

land-use features, in particular, acreage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raffic character-

istics and operation strategies of non-motorized vehicles traveling within the

slow zones, a corridor network was configured. The control points within the net-

work were then determined by identifying areas with not only high travel de-

mand of non-motorized vehicles but transfer terminals as well. Secondly, the ex-

pected corridors are determined by means of the shortest routes volume assign-

ment. Then, detailed routes are obtained, according to present planning anf cur-

rent roads information. Finally, based on traffic volumes, industrial recommenda-

tions and results from stated preference surveys, the reasonable buffer between

corridors was given. Application of all the above aspects to the Hangzhou

Non-motorized Corridor Planning Scenario shows that promotion of short travels

is consistent with travel forecasting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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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许多国家从节约燃油，减少污

染，改善城市交通结构角度考虑，重新认识并

鼓励使用非机动车。作为非机动车保有量最大

的国家，我国也将目光重新聚焦到非机动车交

通上，一些大城市相继开展了非机动车交通规

划，主要研究限制非机动车长距离出行，构建

机非分行系统等方面，形成了分区规划法[1]。该

方法将规划范围划分为多个慢行区，引导区间

出行向公交转移，但仍设置一些连通各个慢行

区的非机动车廊道[2]。由于具有较好的贯通性，

廊道承担非机动车道网主骨架的作用，成为规

划的重点。但另一方面，分区规划法以慢行区

作为规划单元，以限制非机动车长距离出行为

规划出发点，对串联慢行区的廊道并未提出详

细的布局方法。

1 非机动车道分类及出行特征

非机动车道按功能层次分为廊道、集散

道、连通道和休闲道，功能定位详见表1。

非机动车出行分为交通性和休闲性两类，

其出行特征与规划态度如表2。廊道既为慢行区

之间出行服务，也为慢行区内部出行服务，廊

道布局规划具有多目标性和多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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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廊道布局规划技术路线

非机动车廊道布局规划的研究思路分为三个部分：①

在交通需求预测的基础上，根据边界、用地、面积和短距

离出行比例进行慢行区划分；②针对各慢行区的区位条

件、面积大小和长距离出行比例，探讨合理的廊道形态；

③研究不同形态廊道的布局规划引导，具体见图1。

3 非机动车交通需求预测

杭州市已建立了四阶段交通需求预测模型，并经过多

次完善和细化，本次预测的重点是确定非机动车分担率和

建立非机动车交通分配模型，建模过程力求简洁实用。

分担率的确定选用Logit模型，在小样本数据调查的

基础上进行参数标定，通过个体选择交通方式的概率模型

计算得到。模型中定义了5个影响城市居民交通方式选择

的主要因素：年龄、家庭收入、出行费用、行程时间、额

外时间(采用私人小汽车或非机动车时为存取车时间，采

用公共交通时为两端步行时间和站台等待时间)。其中年

龄、家庭收入为描述个体的特征变量；出行费用、行程时

间、额外时间为描述交通方式的特征变量。计算结果如表

3所示。

流量分配的目的是找出非机动车流期望走廊。作为体

力型的交通工具，非机动车对距离的敏感性要比机动车高

得多，采用最短路径法分配与现实情况较为符合。考虑到

机非通行权的差异，对原杭州市模型中机动车分配所采用

的路网作出适当调整和局部限制，取消非机动车不能利用

的高速公路、部分过江桥梁和隧道后，得到非机动车交通

分配的基础路网。

4 慢行区划分

为达到机非分流以及对不同距离出行分别对待的目

的，应划分非机动车交通基本“单元”，即规划的非机动

车慢行区。将大部分非机动车出行限制在单个单元范围

内。慢行区划分时除考虑均质原则、行政原则和自然屏障

路权空间

非机动车专用道

非机动车专用道
机、非路面划线分隔

相邻慢行区之间或慢行区内的非机动车流集散道
路，慢行区内与常规公交换乘枢纽的连接通道

集散道 1 000~2 500

机、非路面划线分隔
机、非混行道

地块间的连通道连通道 750~1 000

机、非路面划线分隔风景区、沿河绿化带内的非机动车道休闲道(观光、旅游、健身) 500~800

区域性慢行区之间、高标准建设的非机动车专用
道，慢行区与轨道交通换乘枢纽的连接通道

廊道 2 500~4 000

单向适应流量/
(辆·h-1)

表 2 非机动车出行性质分类

Tab.2 Classification of bicycle trips

规划态度

鼓励出行距离短，快行网 1)和天然障碍少，
非机动车占绝对优势

单个慢行区内出行 廊道或集散道

某些区域鼓励，某些区域引
导换乘公交

出行距离中等，快行网和天然障碍较
少，非机动车具有竞争优势

相邻慢行区间出行 廊道

引导换乘公交出行距离长，快行网和天然障碍多，非
机动车劣势

相隔慢行区间出行 廊道

沿河道、风景区布置，连接
公园景点、大型绿地

车速差异性大，对沿线风景、空气质量
要求较高

出行特征

交
通
性

休闲性

出行分类

休闲道

实现方式

1) 快行网指快速路以及机动车车速高、流量大的主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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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应尽可能将 3 km以下的非机动车出行组织在单个

慢行区范围内。主要划分原则为：

1) 边界 慢行区边界线应选择非机动车难以跨越的屏

障阻隔，主要考虑钱塘江、京杭运河、山体、铁路、快速

路、交通性主干路等。

2) 面积 一般认为，非机动车的合理出行距离不应大

于6 km，则慢行区内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理想值为28 km2

左右(圆内任意两点间的距离不大于6 km)。

3) 用地 大型居住区是非机动车出行最主要的发生

源，而就业区是主要吸引源，慢行区应尽量以大型居住区

或就业区为中心划分。

4) 车流 根据非机动车流分布预测计算各慢行区内短

距离(1~3 km)出行比例，调整慢行区范围，得到区内非机

动车出行比例较大的划分方案。

根据上述原则，将杭州市区划分为 47个慢行区，如

图 2所示，其中主城区 28个(编号 1~28)，萧山 9个(编号

29~37)，余杭10个(编号38~47)。

图 2 杭州市非机动车慢行区

Fig.2 Bicycle slow zones in Hangzhou

表 3 非机动车出行分担率

Tab.3 Bicycle trip shares

2020

168

15.1

251

34.0

2005

出行总量/万人次

出行比例/%

年份

245

25.7

2010

边界

用地

面积

短距离OD

区位条件

面积大小

长距离OD

廊道间距

控制点

期望走廊

道路条件

非机动车OD

最短路径分配

慢行区划分

廊道形态分析

廊道布局
规划引导

预测模型 规划条件 规划步骤

图 1 廊道布局规划技术路线

Fig.1 Technical route of bicycle corridors planning and design

42



非机动车廊道布局规划——以杭州市非机动车交通发展战略规划为例
Bicycle Corridors Planning and Design: a case study of strategic planning of Hangzhou bicycle network development

5 廊道形态分析

慢行区的区位和用地特征不同，非机动车在出行中扮

演的角色就不同，廊道形态也不相同。总体上，慢行区可

分为：①城市中心、副中心及近邻区连片开发用地；②外

围零散用地。其中，连片开发用地可按 6 km以上出行比

例高、中、低划分为3类；外围零散用地可按用地形态划

分为外围带状区、外围块状区和外围点状区 3类，如图 3

所示，各个慢行区的特征见表4。

将廊道网络形态分析结果一致且位置相邻的慢行区合

并，可得到廊道布局规划的分析工具，即匀质区块。杭州

市匀质区块分析结果及编号如图4所示。

6 廊道布局引导

6.1 廊道布局一般原则

1) 分流：减少快速路、机动车流量大的主干路上的非

机动车流量，原则上非机动车廊道不设于城市快速路，主

要考虑在城市主干路和次干路层面寻找；部分快速路和主

表 4 非机动车廊道网络形态分析

Tab.4 Configuration analysis of bicycle corridors

交通组织策略

“成网”，增加廊道的成网性，尽量打通慢
行区边界较难穿越的障碍，鼓励非机动
车出行

“串点”，廊道串联慢行核与换乘枢纽等
控制点，区块内出行以廊道为主，跨区
块出行以廊道为公交“喂客”

“强心”，以公交换乘枢纽为中心布设放
射状的廊道，鼓励发展“非机动车+公
交”模式

不鼓励区间非机动车出行

连片开发区

外围带状区

外围块状区

外围点状区

慢行区分类

用地面积大，开发密度高，用地平衡；
非机动车出行距离较短；公交条件好，
适合发展非机动车、“非机动车+公交”
模式

用地面积中等；非机动车出行距离较
长，但易形成客流走廊；公交条件较
好，适合发展非机动车、“非机动车+公
交”模式

面积较大；非机动车出行比例小、距离
长，且难以形成客流走廊；公交条件较
好，适合发展“非机动车+公交”模式

面积小；非机动车出行比例小、距离长；
公交条件差，小汽车拥有率高

交通特征分析

方格网，在非机动车出行距离
分布中，6 km以上比例低的区
域宜从密布置，比例高的区域
宜从疏布置

带状，非机动车、公交复合走廊

放射状，换乘枢纽向周边慢行
核辐射

不考虑布设廊道

廊道网络形态

连片开发用地 外围块状区

外围带状区 外围点状区

换乘枢纽

廊道

图例

慢行核

集散道

公交走廊

图 3 廊道形态分析图

Fig.3 Corridors configur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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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路远期可考虑作为机动车专用道；

2) 连区：规划廊道应尽量连续、具有较好的贯通性，

使各慢行区连为一体以实现区间连通；

3) 穿核：非机动车出行大都始于慢行区内高强度开发

地域，廊道布置应尽量靠近或穿越核心区域；

4) 取直：骑车者一般都会选择最短路径，不愿意转

弯，廊道布置时应尽量顺直；

5) 优先：道路路权空间上应予以优先，慢行区之间、

非机动车预测流量较大的道路须设置非机动车廊道；

6) 部分非机动车专用道可以作为廊道。

6.2 布局规划引导

在具体布局时，各种形态的廊道网应选用的布局规划

引导如图5所示。

1) 控制点

廊道布局应方便主要非机动车生成点的使用，并便于

非机动车与公交换乘。廊道应穿过的控制点包括：①慢行

核：大型居住区、学校、工业区、商业、办公、行政中

心；②换乘枢纽：一级换乘枢纽、二级换乘枢纽。杭州市

廊道布局控制点分析结果如图6所示。

2) 期望走廊

为了提高非机动车道网交通效率，廊道走向应尽量沿

图 4 杭州市匀质区块划分结果

Fig.4 Bicycle zoning in Hangzhou

中心、副中心及近邻区连片开发用地 方格网成网

带状串点

放射状强心

无限制

外围零散用地

外围点状区

外围块状区

外围带状区

区块类型 非机动车交通
组织策略

非机动车廊道
网络形态 布局引导

控制点

控制点

控制点

期望走廊

期望走廊

道路条件

道路条件

道路条件

廊道间距

图 5 廊道布局规划引导示意图

Fig.5 Design guidance of bicycle corrid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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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短路径分配所得的期望走廊布置。可采用的期望走廊判

断标准为：连片开发用地双向流量≥12 000辆/d；外围零

散用地双向流量≥5 000辆/d。杭州市非机动车最短路径

分配及期望走廊分析结果如图7所示。

3) 道路条件

为了保证廊道的安全性和可实施性，应根据初拟线路

上的已有道路条件对廊道布局进行调整，综合考虑现状道

路和规划道路的红线、断面、道路机动车交通量、车速等

因素。各技术等级道路作为廊道的适应性分析如下：

①快速路 主要承担机动车交通，虽然道路红线较

宽，但其自身的机动车疏解系统(指高架快速路的地面道

路，地面快速路的辅道，或为快速路服务的具有集散功能

的道路)也具有机动车交通量大、车速高的特点，因此原

则上避免作为非机动车廊道，以减少机非冲突干扰。

②主干路 道路红线较宽，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可

以有较好的分隔，如果主干路交通量不大，可选为非机动

车廊道。部分机动车交通量较大的主干路，在没有平行道

路条件下，也可作为廊道，但应配合相应管理措施。

③次干路 道路红线宽度适中，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

道可较好分隔，机动车交通量相对较小，车速较低，是廊

道布局的首选道路。

④支路 道路红线较窄，无物理分隔或只有标线分

隔，机动车交通量较小，车速较低。对于道路宽度大于

14 m的支路，在(高峰期)可设置为非机动车专用道的条件

下可选为廊道。

4) 廊道间距

确定合理间距是方格网廊道布局引导的重要内容，依

据流量分配结果，采用截面流量法确定。

①区块内部廊道间距确定方法：

区块内部截面的选取是任意的，截面长度应不小于2

km 以保证精度；廊道适应流量指在理想服务水平条件

下，一条廊道所能承担的单向最大流量，按 6 000 辆/d计

(考虑到非机动车出行时间分布的集中性，高峰小时流量

比取0.4)；截面流量指交通分配图中穿过该截面的非机动

车流量总和；廊道承担系数指截面流量中由廊道承担的比

例，区块内部取 0.8。将各区块廊道间距计算值按区块类

型求均值，见表5。

同时，廊道间距最大值须满足规范的要求，即自行车

专用道间距标准为1 500~2 000 m[3]；最小值以满足公众意

图 6 杭州市非机动车廊道布局控制点

Fig.6 Control points of Hangzhou bicycle corridors

(1)廊道间距区块内部=
截面长度×廊道适应流量

截面流量×廊道承担系数

表 5 连片开发区区块内部非机动车廊道间距分析结果

Tab.5 Buffer between corridors inside large-scale land development area

廊道间距平均值

3 392

1 168

984

高

中

低

出行距离6 km以上
所占比例

区块编号

G，K，S

A，C，D，F，T，J

B

m

表 6 连片开发区区块内部非机动车廊道间距推荐值

Tab.6 Suggestions for buffer between bicycle corridors
inside large-scale land development area

廊道间距推荐值

1 200～1 500

1 000～1 200

800～1 000

高

中

低

出行距离6 km以上
所占比例

m

图 7 杭州市非机动车廊道布局期望走廊

Fig.7 Expected corridors of Hangzhou bicycle corrid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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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调查的可接受绕行距离为限(200 m左右)。考虑集散道

加密后，廊道间距取值宜在800 m左右。最终得到连片开

发区的廊道间距推荐值，见表6。可见，通过交通需求分

析所得的廊道间距值与鼓励短距离出行的规划理念是一

致的。

②区块间的合理廊道数确定方法：

区块间截面为相邻区块边界线。由于区块边界往往是

山体、河流、铁路或快速路，考虑工程经济性，不宜布设

非机动车集散道，故廊道承担系数取 1.0。同时，截面流

量不足廊道适应流量50%的地点不考虑布设廊道。区块间

非机动车廊道数分析结果见表7。

杭州市廊道布局规划方案最终确定为“59 横，66

纵”的布局，如图8所示。

图 8 杭州市非机动车廊道布局方案

Fig.8 Hangzhou bicycle corridors scenario

表 7 区块间非机动车廊道数

Tab.7 Reasonable quantity of bicycle corridors between bicycle zones

截面位置

C，D区截面

A，D区截面

C，K区截面

H，T区截面

廊道数 1)/条

4

2

2

1

截面位置

B，C区截面

A，F区截面

G，F区截面

A，B区截面

廊道数 1)/条

3

2

2

1

截面位置

B，I区截面

B，F区截面

S，T区截面

G，O区截面

廊道数 1)/条

3

2

2

1

1) 廊道数按截面流量从大到小排列，其中A，D区块之间，B，C区块之间被钱塘江分隔，但新老城市中心隔江相望，交通需求大，且部分跨江桥梁已为
非机动车提供了良好的通行条件，故有必要用廊道连通。

(下转第15页)

(2)廊道数区块间=
截面流量×廊道承担系数

廊道适应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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