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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绿色交通理念在实践过程中的种种障碍，结合

中新天津生态城绿色交通系统规划实例，提出以规划目标、

功能规划、系统规划为核心的规划方法框架。以环境友好、

资源节约、出行距离合理、出行结构可持续和服务高效为目

标，论述了如何引导人们的活动模式及出行方式选择的 3

大策略。在系统规划层面，对中新生态城的慢行交通系统、

公共交通系统以及机动交通系统规划进行分析。最后，以

停车泊位共享为例，探讨了生态城的绿色交通管理模式。

Abstract： Concerned with various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to promote green transportation ideas, and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green transportation system planning for the Si-

no-Singapore Eco-City, Tianjin, this paper presents a method-

ological framework that centered at planning objectives, func-

tional and system planning. In order to achieve such objec-

tives as building a friendly environment and saving resources,

thus to provide a transportation system that is reasonable in

travel distance, sustainable in modal structure, and effective in

services, the paper elaborates how to guide the travel public in

determining their activity patterns, with three scenarios sug-

gested for their selection of travel modes. At the system level,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system planning for the Eco-City in

low-speed traffic system, transit system, and motorized traffic

system, with parking sharing as an example to experiment on

green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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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加剧，各国都

在探索新的城市发展与建设道路。在此背景

下，中国与新加坡两国政府经过沟通，签署

了在天津建设生态城的框架协议。中新天津

生态城(以下简称“生态城”)项目为绿色交

通实践提供了良好契机，作为落实国家战略

的示范项目，其目的在于探索应对全球气候

变化、加强环境保护、节约资源与能源以及

构建和谐社会，并作为其他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样板[1]。

生态城绿色交通系统规划的关键是 3个

层面的实践：1)目标层面，核心在于明确追

求什么，这不仅是规划编制的方向，也是遇

到不同见解时进行评判和选择的试金石；2)

功能规划层面，核心在于如何针对服务对象

和目标分析其本原的功能需求，确定合理

的服务模式和服务标准，精明引导生活模式

和出行方式选择；3)系统规划层面，核心在

于解决设施规划问题，如慢行交通系统、公

共交通系统、机动交通系统、停车系统等。

1 概况

生态城位于京津冀发展轴与环渤海产业

带交汇处、蓟运河与永定新河交界处至入海

口的区段，距滨海新区核心区约 10 km，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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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心城区约 40 km，距北京市约 150 km(见图

1)。占地面积约 30 km2，呈规整的菱形，东西长

约4.7 km，南北长约10 km，由营城水库及蓟运河

故道分隔成南北两片。现状用地以盐田与水库为

主，有少量村庄用地及耕地。

周边现有城市轨道交通津滨轻轨线(天津中心

城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中的国家铁路

及城市轨道交通有津秦高铁(天津－秦皇岛)、京

津塘城际铁路(北京－天津－塘沽)以及天津市域

轨道交通塘汉线(塘沽－汉沽)。现状高速公路有

唐津高速(唐山－天津)，规划高速公路及城市快

速路有海滨大道高速、京港高速(北京－天津港东

疆港区)、112国道高速(汉沽－廊坊)、津汉快速

(天津中心城区－汉沽)、塘汉快速(塘沽－汉沽)及

中央大道(汉沽－塘沽－大港)快速路。

生态城的空间结构是在生态格局的基础上确

定的，以将要治理的污水库及现状高尔夫球场为

生态核，以蓟运河河道及两岸缓冲地带为生态

链，并由生态核与生态链自然分隔成 4个生态片

区。城市中心位于中部片区，其余片区设次级中

心 (东北片区因以产业用地为主而未设次级中

心)，另有居住社区中心，如图2[2]所示。一期建设

南部综合片区，二期建设中部综合片区，三期建

设北部与东北部综合片区。

2 规划目标

2.1 绿色交通理念

20世纪 90年代，Chris Bradshaw提出了绿色

交通体系(Green Transportation Hierarchy)[3]，将绿

色交通工具进行优先级排序，级别最高的是完全

使用人力、太阳能、风力、畜力等可再生能源的

各种出行方式，包括步行、自行车等，接下来依

次是公共交通、共乘车，级别最低的是单人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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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态城京津冀范围区位分析图

Fig.1 Location analysis of eco-city within the range of Beijing-Tianjin-He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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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人小汽车。针对绿色交通理念的阐述，不仅

集中在出行方式的能源消耗上，而且扩展到了社

会、经济、环境等方面。文献[4]提出“绿色交通

是采用低污染、有利于城市环境的运输工具，完

成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交通理念”，并归纳出“通

达、有序；安全、舒适；低能耗、低污染”3方面

统一结合的整体框架。文献[5]认为“绿色交通是

协和的交通，是交通与环境、交通与未来、交通

与社会、交通与资源多方面协和的交通系统”。文

献[6]强调“绿色交通是可持续发展的运输，要优

先发展公共交通”。文献[5]对绿色交通进行了具

体化阐述，“减少个人机动车辆的使用；提倡步

行，提倡使用自行车与公共交通；减少高污染车

辆的使用；提倡使用清洁干净的燃料与车辆”。绿

色交通理念的微小差异和阐述的不同角度并没有

改变理念本身的内涵，即实现可持续交通。

2.2 目标确定

生态城绿色交通规划以绿色交通理念为基

础，紧紧围绕生态主题展开，提出环境友好、资

源节约、出行距离合理、出行结构可持续和服务

高效5项目标，分3个层次展开，体现了对绿色交

通内涵、活动模式、交通系统服务 3大问题的解

答，实现了从目标到手段、从理念到实际的推进。

第一层次目标是对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的控

制。包括环境友好目标：减少机动车出行需求，

降低交通运行排放；资源节约目标：提高交通设

施用地效率，充分利用空间资源。

第二层次目标是针对空间布局考虑，在满足

出行需求的前提下减少出行总消耗，即出行距离

合理目标：步行 200~300 m 可到达基层社区中

心，步行 400~500 m可到达居住社区中心，80%

的出行可在3 km范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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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行系统 机动交通系统 慢行系统 机动交通系统 公共服务中心

图 3 基于绿色交通理念的土地利用和交通空间布局模式

Fig.3 Land use and transportation spatial layout pattern based on green transportation ideas

第三层次目标是服务模式和服务标准，按照

绿色交通的优先次序，明确提出步行和自行车是

主导出行方式，公共交通是主要出行方式，小汽

车作为严格控制对象。包括出行结构可持续目

标：对外出行中公交出行占 70%以上，内部出行

中非机动出行占 70%以上、公交出行占 25%以

上、小汽车出行占总出行量的 10%以下；服务高

效目标：对外实现快速通达目标，对内实现公交

车站周边500 m服务半径全覆盖。

3 功能规划

功能规划层面的关键在于土地利用和交通空

间布局模式(见图3)。规划采取了引导活动、协调

公共服务中心与交通系统、综合交通系统组织三

大策略。

1) 以本地居住与就业平衡为主，公共服务中

心布局实现就近服务。

在本地居住本地就业、本地居住外地就业、

外地居住本地就业 3种类型中，明确提出以本地

居住本地就业为主，本地就业率力争达到 65%~

70%，从根本上减少通勤出行需求，节约总出行

消耗。

另外，公共服务中心是城市居民出行活动的

组织核心，既要充满活力，又要降低人们的出行

消耗。因此，要在较小的出行距离范围内、合理

的中心规模下进行公共服务中心的布局，为生

活、娱乐等弹性出行奠定节约总出行消耗的基

础。生态城以生态细胞为基础单元，生态细胞内

包含住宅、绿地及其他完成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公

共设施(见图 4[2])。生态细胞之上是生态社区、生

态片区和生态城。随着城市组织等级的逐渐提高

会有更高级别的公共设施。城市居民的出行由此

被分成若干层次：较为基础的生活出行需求可以

在 400 m范围内的生态细胞中完成；较为高级的

长距离出行需求才被引导至片区中心或城市中心

区，以此削减不必要的出行。

2) 公共服务中心与交通系统相协调引导出行

行为。

公共服务中心与交通系统的协调是引导居民

出行行为的保障因素。一是要求片区级公共服务

中心布局在轨道交通车站周围，同时对机动车停

车场的供给采取控制；二是让慢行交通系统直接

与公共服务中心相连，机动交通系统在服务中心

外围通过。

3) 以绿色交通系统为主导实现综合交通系统

组织。

建立独立的慢行交通系统网络，既可创造良

好的环境质量，又可提供高可达性的网络覆盖；

控制机动车交通网络的覆盖范围，对外交通通道

采取有限进出口容量的设施供给，区内建立有限

覆盖的机动车道路网络、集中布设机动车停车

场；实现机非分离的空间网络形态；实现公共交

通网络的高可达性覆盖以及与慢行交通系统的方

便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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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规划

1) 慢行交通系统。

结合生态城的空间布局，规划 3种类型的慢

行交通系统：①以中央生态核和生态链为中心的

慢行交通系统，其特征表现为沿水岸及以水面为

中心的向心式布局形态, 例如沿滨河或环湖设置的

休闲健身道路，满足城市居民散步、跑步或骑自

行车等休闲健身活动；②以各综合片区中心为核

心的慢行交通系统，其特征表现为中心放射网络

状态，满足居住人口自然向活动中心集聚的需

求，系统呈现慢行空间从外围到中心逐渐扩大的

态势，片区中心采取专用步行系统，如以步行街

区形式营造高标准的慢行环境；③服务各居住区

周围的慢行交通系统，其特征表现为均匀分布的

小间距高密度网格，使居民走出家门就有方便的

慢行交通系统，创造高可达性。作为居民日常非

机动出行的道路，线型相对顺畅，连通性和便捷

性均高于机动车交通网络，红线宽度为18 m，自

行车路面宽度为5 m以上，见图5[2]。

非机动车停车场充分考虑使用者需求，遵循

足量供应和就近服务原则，多点分散布局，在重

要地区提供自行车租赁服务。要求生态城各类建

筑及公共场所预留足量非机动车停车场地，各公

交车站附近必须预留非机动车换乘停车场，非机

动车专用路两侧必须结合实际需求预留非机动车

停放场地。

2) 公共交通系统。

生态城公共交通系统承载着 3种不同类型的

功能。首先，采用市域轨道交通系统以及一些联

系外围地区的快速地面公交干线，为进出生态城

的出行提供高速联系；其次，采用快速地面公交

干线串联各片区中心，为片区之间中等距离的出

行提供快速、方便的服务；第三，采用高可达性

的公交支线，满足片区内居民内部出行以及换乘

至干线系统的需求，这类支线公交具有站距小、

片区中心呈放射状、覆盖各居住单元、与干线车

站衔接紧密的特征。公共交通系统规划见图6[2]。

3) 机动交通系统。

机动车交通系统规划提出控制普通机动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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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General layout pattern of ec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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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性范围，同时保障紧急疏散、应急通道、特

殊服务的高覆盖性。将道路等级分为干路和支路

两类，干路承担普通机动车的对外联系和片区间

的联系功能；支路 A 依托干路并与干路垂直相

交，组成鱼骨状网络结构，支持机动交通组织，

支路B用于鱼骨状网络中支路之间的联系，保障

特殊服务车辆的进出，见图7[2]。

停车方面，严格限制机动车停车泊位供应总

量与用地规模，泊位供应的空间分布遵循分区差

异化原则，控制力度遵循逐期从严的原则。禁止

设置路内停车场，必须采用地下停车场(库)或地

面立体停车楼形式。轨道交通车站周边地区严格

控制机动车停车泊位，外围地区结合公交车站预

留P+R停车场，其他地区适当预留集中布设的公

共停车场。

5 管理模式

规划实践的最终目的是营造安全、舒适、宜

人的生活环境，而生活环境的营造主体是生态城

中的居民。规划方案尚不足以成为实现绿色交通

的所有保障，绿色交通管理模式是实现规划意图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社会共享模

式的体现，包括社区机动车泊位使用的共享服

务、自行车的自助服务等等。

以停车泊位共享制度为例，生态城的机动车

停车泊位采用以社区为单位的集中设置方式，以

此来改变机动车与家的空间距离关系[8]。同时，停

车泊位的使用特性也发生相应改变，所有泊位均

为公共泊位，居民机动车可夜间停放。社区集中

公共停车场的设置打破了原有停车场分类的界

限，打破了配建与公用停车的界限。适当拉开小

图 5 慢行交通系统规划图

Fig.5 Low-speed traffic system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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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出行终点与居民住所的距离，从而增加小汽

车出行的时间及距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小汽车

出行。与此同时，提供优美、可达性高的步行空

间以及近距离的自行车停车泊位，实现对绿色交通

方式的“推拉战略”并以此改善公共空间环境。

6 结语

“绿色交通”的精髓在于“绿色”而非“交

通”，最高层次的规划目标在于削减交通量而非以

“绿色交通方式”应对交通需求。生态城绿色交通

规划基于新建城市小尺度、高密度的特性，依据

“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以引导人的活动为出发

点，采取分级设置“公共服务中心”并协调慢行

交通系统的策略削减机动交通需求，是国内首次

明确提出以“慢行交通”为导向的城市交通规

划。生态城慢行交通系统实现了完全的空间专用

及设施保障优先，相比机动交通，优先考虑自行

车停车场设置的密度以及与轨道交通车站的关

系。因此，慢行交通方式成为直接体现“绿色”

内涵的载体。交通方式的绿色级别——步行、自

行车、公共交通、小汽车，不仅仅需要在交通规

划中体现，更应体现在公共资源分配与公共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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