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总目次

2012年总目次

锐思评论

公交优先要紧紧扭住通勤交通………………………………………………………………………… 赵杰 01—00

交通发展的目标：从治堵到综合性的战略安排……………………………………………………… 王昊 02—00

城镇密集地区城镇空间与交通规划问题探讨……………………………………………………… 孔令斌 03—00

慎重使用词语“慢行交通”和“慢行系统”………………………………………………………… 李伟 04—00

城市交通系统的危机管理……………………………………………………………………………… 刘玥 05—00

道路交叉口机动车禁右的可行性……………………………………………………………………… 石飞 06—00

本刊特稿

布达佩斯停车管理中的TDM实践 ………………………………………… Zoltán Gyarmati 著 李薇 译 01—01

《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的创新点及要点解读……………………………………… 李克平 杨佩昆 02—01

城市交通供给策略与交通需求管理对策研究……………………………………………………… 陆化普 03—01

上海市快速轨道交通规划研究 ……………………………………………………………… 陆锡明 王祥 04—01

国标规定平面交叉口规划范围的意义 …………………………………………………… 杨小文 李克平 05—01

面向特大城市未来发展的交通模型研究——数据密集型分析概念下的交通模型……………… 杨东援 06—01

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1年年会专题

专题导读………………………………………………………………………………………… 本刊编辑部 01—06

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中的差别化策略——以眉山市综合交通规划为例…………… 靳来勇 郑连勇 吕颖 01—07

对综合交通规划中融入战略环境评价的思考 ……………………………………………… 黄伟 彭克江 01—13

深圳市公交模式选择与快速公交网络构建…………………………………………… 林群 林涛 毛应萍 01—19

郑州市交通模型开发与应用：困惑与创新 ……………………………………………… 吴子啸 付凌峰 01—26

城市快速路建设先决条件分析 …………………………………………… 欧心泉 周乐 戴继锋 李德芬 01—32

向世界级城市学习：天津市滨海新区CBD慢行交通规划 ……………………… 熊文 黎晴 邵勇 李娟 01—38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规划中的公众参与………………………………………………… 熊文 陈小鸿 柳洋 01—54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专题

专题导读……………………………………………………………………………………………… 秦国栋 02—06

对贯彻《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标准》的思考——以《温州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为例

…………………………………………………………………………………………………………… 江永 02—07

广州市轨道交通枢纽用地开发模式研究………………………………………… 邓兴栋 甘勇华 李橘云 02—15

无锡市蠡湖新城轨道交通线路调整研究 ………………………………… 肖飞 蔡嘉璐 毛荣昌 吴小南 02—21

100-1



城市交通第10卷第6期 2012年11月

北京市轨道交通线网客流分布及成长规律………………………………………… 王静 刘剑锋 孙福亮 02—26

城市土地利用对轨道交通运营的影响——以纽约地铁为例 ……………………………… 盛来芳 宋彦 02—33

交通改善实践专题

专题导读………………………………………………………………………………………… 本刊编辑部 03—07

城市交通一体化走廊管理的理念与实践

……………………………………………… 方可 Samuel Zimmerman 王伟 Said Dahdah Gladys Frame 03—08

北京南站高铁旅客特征与接驳交通体系改善…………………………………… 孙明正 潘昭宇 高胜庆 03—23

京通快速路公交专用车道建设效果评估…………………………… 刘雪杰 孙明正 李民伟 陈锋 张溪 03—33

公交专用车道的网络化建设实践——以深圳市为例 ……………………………………… 林涛 毛应萍 03—40

北京市道路交通仿真平台建设及应用 ……………………………………………………… 王晓峰 邹平 03—47

绿道系统规划专题

专题导读 ………………………………………………………………………… 刘少坤 Bram van Ooijen 04—09

省域绿道网规划建设实施关键问题…………………………………………………………………… 宋雁 04—10

《绿道连接线建设及绿道与道路交叉路段建设技术指引》解读…………………………… 郭建华 吴昊 04—19

基于复合功能发展的绿道网规划策略——以深圳市绿道网规划为例…………………………… 周亚琦 04—24

《珠海市城市绿道网总体规划(2010—2020)》解析 ……………………………………………… 陈凌芳 04—30

“统筹整合”策略下的城市绿道系统规划——以北京市顺义区绿道系统规划为例 ……………… 杨松 04—35

温州市城区绿道规划——以龙湾城区绿道规划为例 …………………………………… 曾康琼 杨介榜 04—42

交通需求管理专题

专题导读……………………………………………………………………………………………… 陆化普 05—06

TSM/TDM策略分类与评价分析 ……………………………………………………………………… 黄伟 05—07

城市交通需求管理对策 …………………………………………………………………… 胥耀方 邵毅明 05—14

上海城市交通供需策略实践 ………………………………………………………………… 薛美根 顾煜 05—18

杭州市“错峰限行”交通需求管理措施实践……… 谭永朝 高杨斌 郑瑾 梁丽娟 裴洪雨 陈杰 王娜 05—24

城市交通组织优化实践——以太原市为例…………………………………………………………… 孙斌 05—30

路内停车管理对策…………………………………………………………………… 戴帅 顾金刚 刘金广 05—36

区域视角与交通规划专题

首都区域视角下环首都圈综合交通规划框架研究……………………………………… 全波 陈莎 黄洁 06—06

广州市现代综合交通枢纽体系规划研究………………………………………… 谢志明 徐士伟 邓兴栋 06—14

青岛市大尺度海湾型空间结构的交通方式选择………………… 徐泽洲 赵一新 马清 付晶燕 蔡润林 06—22

三亚市公共交通一体化规划技术思路与实践…………………………………… 付晶燕 赵一新 张国华 06—28

100-2



2012年总目次

政策法规

武汉市推行公交改革的困境与对策 ………………………………………………………… 郑猛 佘世英 01—61

城市交通拥堵及治堵政策刍议 …………………………………………………………… 丘银英 唐立波 02—40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法律法规体系研究 …………………………………………………… 张子栋 苗彦英 06—36

交通规划

上海市出租汽车出行时空分布规律研究 ………………………………………………… 邓中伟 季民河 01—68

自行车–行人共享道服务水平研究 …………………………………………………… 於昊 陈峻 谢之权 01—75

停车换乘设施使用者调查 ………………………………………………… 秦焕美 关宏志 敖翔龙 刘燕 01—80

高强度开发地区可持续交通发展模式规划研究——以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为例

……………………………………………………………………………………… 陈志建 丘建栋 宋家骅 02—46

高科技园区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构建——以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电子城北扩区为例

…………………………………………………………………………………………… 阎军 宫磊 赵一新 02—53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远城区综合交通规划——以武汉市为例………………… 武苏阳 刘东兴 陈光华 03—54

大型主题活动客流组织仿真评价及优化研究 ………………………… 张广厚 赵光华 陈艳艳 李平谱 03—61

城市交通机动化进程及影响因素研究 …………………………………… 刘爽 何天健 刘智丽 陈绍宽 03—68

亚运交通仿真集成系统的建立与应用……………………………………………… 邓兴栋 甘勇华 宋程 04—49

基于交通仿真的单向平面分流路网研究 …………………………………… 蔡军 滕少洁 唐伟 陈海英 04—56

中国高铁枢纽站区开发的功能类型与模式 ………………………………………………… 林辰辉 马璇 05—41

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规划研究……………………………………………………………………… 周扬军 05—50

交通静化技术在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中的应用——以咸宁市旅游区为例

………………………………………………………………………………………… 余华刚 赵海娟 陈傲 05—55

城市道路红线宽度概念辨析与计算………………………………………………………………… 高克跃 05—62

首都机场高速公路疏堵对策分析 ………………………………………………………… 张建军 袁倩倩 06—43

重庆市主城区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与实践 …………………………………………………… 周涛 程坦 06—47

新城(镇)路内停车规划研究 ………………………………………………………………… 韩光 杨介榜 06—53

HOV车道设置特性及可行性分析 ………………………………………………… 李春燕 陈峻 邓社军 06—58

建设项目不同实施阶段交通影响评价……………………………………………… 张飞飞 吴兵 李林波 06—66

交通工程

基于AVL的公共汽车到站信息服务系统设计 ………………………………… 陈国俊 杨晓光 刘好德 02—62

破损路面对城市道路路段通行能力的影响……………………………………… 程国柱 刘博通 马亚峰 02—68

建筑物配建停车场的停车时间可靠度研究 ……………………………………………… 刘于璟 陈大伟 03—74

信号控制交叉口左转非机动车过街模式适用性…………………………………… 杨晓光 杨静 史玉茜 04—65

100-3



城市交通第10卷第6期 2012年11月

基于乘客感知的常规公交服务质量评价方法 ……………………………… 张栋 杨晓光 安健 刘好德 04—72

小汽车外部污染成本研究 ……………………………………………………………………… 李可 张戎 05—68

城市客运交通方式生态指数及其计算方法 ……………………………………………… 隽海民 裴玉龙 05—74

基于贝叶斯网络组合模型的公交驻站时间预测 ……………………………………………… 王建 邓卫 05—78

交通流短时预测研究进展 …………………………………………………………………… 袁健 范炳全 06—73

基于关键交通流向的道路交叉口信号配时方法………………………………… 张雷元 树爱兵 谌华金 06—80

距离加权公交换乘复杂网络最短路算法研究…………………………………… 郑健琛 陈建宇 龙燕君 06—86

他山之石

寻找路内停车泊位产生的车辆巡游 ………………………………… Donald Shoup 著 耿雪 朱跃华 译 01—84

交通拥堵与温室气体排放 ………………………… Matthew Barth, Kanok Boriboonsomsin 著 邵玲 译 01—89

斯德哥尔摩的拥挤收费政策——政策实施5年后的效果、接受度及经验启示

…………… Maria Börjesson, Jonas Eliasson, Muriel B. Hugsson, Karin Brundell-Freij 著 刘莹 蔡静 译 02—75

多种交通方式下的城市空间分配

…………… Eric J. Gonzales, Nikolas Geroliminis, Michael J. Cassidy, Carlos F. Daganzo 著 李长波 译 03—81

公司交通政策的最佳实践——以比利时为例 …………… Laurent Van Malderen, Bart Jourquin, Isabelle Thomas,

Thomas Vanoutrive, Ann Verhetsel, Frank Witlox 著 张宇 译 04—79

公务车税收政策对出行行为的影响 …………… Yoram Shiftan, Gila Albert, Tamar Keinan 著 邵玲 译 05—84

我们能从道路交通拥堵中学到什么 ……………………………………… Pravin Varaiya 著 吕大玮 译 06—90

微博话题

交通规划如何考虑效率与社会公平…………………………………………………………… 张晓东空间 02—92

解决大城市停车问题与发展公共交通………………………………………………………… 张晓东空间 03—91

规划条件的技术理性与制度保障…………………………………………………………… 小狐围脖南京 04—91

交通评价指标的科学测度与考量…………………………………………………………… 小狐围脖南京 05—93

读书

城市形态：政治经济学与城市设计等 …………………………………………………………… 王海英 01—100

进化中的城市：城市规划与城市研究导论等 …………………………………………………… 王海英 02—100

城市街区的解体：从奥斯曼到勒·柯布西耶等 ………………………………………………… 王海英 03—100

规划世界城市——全球化与城市政治等 ………………………………………………………… 王海英 04—98

北京城市边缘区空间结构演化与重组等 ………………………………………………………… 王海英 05—100

城市街区的解体：从奥斯曼到勒·柯布西耶等 ………………………………………………… 王海英 06—100

100-4

[第10卷卷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