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永燊等：中国大城市交通发展值得注意的几个倾向

摘要：当前中国大城市交通发展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

问题和倾向，如不尽快调整，将影响和制约城市的健康发

展。从中国模式的城镇化进程、特殊的机动化发展态势、世

界罕见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和规模等方面介绍了中国大城

市交通发展的特殊背景。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快速城镇化进

程中，大城市交通沿袭固有发展套路，在设施规划建设、交

通结构调整、公交优先、区域一体化、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出

现的一些倾向性问题，并对其进行剖析。为引导中国大城

市交通健康发展，提出在城市交通规划理念、规划内容和规

划体制等方面需要变革和创新的任务要求。

Abstract： There are currently several emerging problems in

urban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threaten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arge cities in China. This paper reviews the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 large

metropolitan areas during the urbanization and rapid motor-

ization processes. By analyzing the problems emerged in the

rapid urbanization process, such as using out-of-date develop-

ment philosophy in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utilization vari-

able travel modes, public transit optimization, regional sys-

tem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information network, the

paper outlines the much needed innovative ideas and tasks in

the principles and content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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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

进程不断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稳步推进。

城镇化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大量农村人口不断

向发达地区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聚集。然

而，这些大城市既有的公共资源和基础设施

条件尚难以适应人口规模快速增加带来的需

求，各项发展政策、措施也未能及时调整和

适应，因此城市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

的问题，交通问题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

之一[1]。

1 中国大城市交通发展的特殊背景

中国大城市交通发展与国外大城市相

比，既有共性，也有明显的特殊性。虽然中

国进入机动化时期较晚，但城市机动化发展

势头却更为凶猛。不仅如此，“摊大饼”式

的城市发展格局、严重短缺的道路空间资源

和环境容量，以及十分单薄而脆弱的城市公

共交通服务体系等，使得中国大城市应对急

剧膨胀的小汽车交通需求问题时更为棘手。

此外，还有许多问题也是国外大城市不曾遇

过的。这些特殊性由中国大城市交通发展的

特殊背景所决定。

1.1 中国模式的城镇化进程

1) 城镇化进程速度快。按照国际城镇化

的发展规律，城镇化率从 30%到 70%是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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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期，这个过程西欧用了近 180年，美国用了

近 100年，日本用了 50年。而中国城镇化率 1996

年达到 30%，目前已接近 47%，每年增长超过 1

个百分点，按照目前的城镇化速度，城镇化率达

到70%所需时间不超过40年，这将对中国城市的

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极高要求。

2) 城镇化模式不同。中国的城镇化实际上是

一种跳跃式不均衡发展模式，位于东部沿海地

区、发达的特大城市是农村人口的主要吸纳地，

大量农民工跳过原籍周边的中小城市(镇)，跨省

域长途跋涉向沿海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聚集。不仅

如此，中小城市的人口也在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聚集。“十一五”期间，大城市人口年递增率达到

3.5%，而中小城市人口则为负增长，中等城市年

递增率竟达－9.0%。

3) 新的同城化趋势。新的“同城化”趋势加

速推进巨型城市群的发育，目前已形成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等六大城市群，集中了全国 22%

的人口，而沈大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等一些新的

城市群还在不断涌现。国内城市群分布见图1。

4) 城镇化的基础条件不同。在快速城镇化进

程中，许多大城市在户籍制度、教育体制和资

源、住房与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方面尚未为接纳

“农民工大潮”做好准备，而由此造成的“城市

病”与西方国家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尤为

甚之的是交通问题，如交通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

足、现代交通文明意识淡薄、交通运行管理与服

务手段落后等。

在这样特殊的城镇化模式发展进程中，交通

需求构成与时空分布特征更加畸形，供求关系更

为复杂。首先是交通需求的空间聚集效应进一步

强化。以近 5年的交通发展数据为例，北京市中

心城区就业岗位密度大幅攀升，高出中心城边缘

地区1~2倍，“十一五”期间中心城区出行量占出

行总量的比例上升了 10%；上海市中心城核心区

职住比例(居住人口:就业岗位)由 1:0.8上升至 1:1~

1:2以上，进出中心城出行量增加了21%；广州市

内环以内 40 km2的核心区聚集了主城区 40%以上

的出行量。根据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交通

调查数据，早高峰进城和出城的比例大致是 2:1~

3:1，某些重要交通走廊甚至高达 5:1，由此产生

了严重的潮汐交通现象，而且潮汐特征日趋明

显，使城市交通设施的利用效率愈发降低。

1.2 特殊的机动化发展态势

中国大城市机动化发展态势呈现“三高”特

点，即高速增长、高密度聚集、高强度使用。对

比首尔、东京等国际大城市机动车发展的历史数

据，北京市机动车增长率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城

市，虽然机动车总量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但年递

增率尚未出现减缓趋势，见图2。

对比世界各国人口密度与人均小汽车拥有量

的历史规律，人口密度越高的区域，人均机动车

拥有量越低，见图 3。但北京市的情况恰恰相反

(见图 4)，核心区(东城区和西城区)人均机动车保

有量达 0.31 辆·人 -1，是纽约曼哈顿地区的 2.06

倍，是东京中心城人口密度最高的新宿、中野、

丰岛、文京四区的 1.8倍，见表 1。人口密度越高

的城市中心区域，人均机动车拥有量越高，这是

长株潭城市群
大武汉城市群

珠三角大都市
连绵区

长三角大都市
连绵区

大青济城市群

沈大城市群

京津冀大都市
连绵区

中原城市群

关中城市群

渝蓉城市群

图 1 国内城市群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urban cluster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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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城市机动车增长趋势图

Fig.2 Growth of motorized traffic in different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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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大城市的普遍现象。

就小汽车使用率(尤其是早晚高峰的通勤出

行)而言，中国大城市也普遍高于发达国家的大城

市，而对小汽车的依赖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

及。例如，北京市小汽车年均行驶 1.5万 km，是

伦敦的1.5倍、东京的2倍多(见图5)；中心城小汽

车出行比例高达 35%以上；按一次出行的平均行

程统计，北京市小汽车 5 km 以下出行比例超过

40%，且多集中于中心城区。

中国大城市机动化呈现的“三高”特征，其

原因主要是购车门槛低、使用成本低、绿色出行

意识低、替代交通服务水平低。世界各国不曾经

历这种“四低”、“三高”的机动化发展态势，因

此，解决中国大城市小汽车、公共交通、步行、

自行车的合理出行比例问题更为困难。

1.3 世界罕见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和规模

以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为例， 从

2008年第一条京津城际高速铁路建成运营起，到

2012 年国家高速铁路运营里程将达到 1.3 万 km；

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到 2010 年底仅十余年时间，

全国城市轨道交通新增运营里程近 1 300 km，北

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里程达 30~50

km·a-1，到 2015年将有北京、上海等 2~3个城市

轨道交通建设里程超过 500 km。这种世界罕见的

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和速度，固然有助于改善城市

交通状况，但也带来不容忽视的问题：城际和区

域交通系统如何与城市交通系统有机衔接与融

合？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结构要做出怎样的调整与

改变？此外，国外城市经过近百年才逐渐形成轨

道交通等交通设施的运营经验，而中国只有十几

年的实践过程，如何有效、合理地利用极短时间

内形成的世界最庞大的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资源，

以及如何解决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的合理衔

接，以达到资源的合理分配，无疑是极为严峻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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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万人

车辆/万辆

人均拥车率/(辆·人-1)

北京
核心区(城二区)

92

211.1

65.3

0.31

纽约
曼哈顿

59

163.5

25.1

0.15

东京
内四区

58

108.7

18.7

0.17

表 1 不同城市中心区域机动车拥有情况对比表

Tab.1 The number of vehicles in central area
of different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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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和倾向

由于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上述特殊问题，使

得中国大城市交通很难照搬国外经验，只能摸索

前进。而在摸索过程中大城市交通发展也出现了

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和问题，如不尽快调整，将

影响和制约城市的健康发展。

1) 交通需求特征更加复杂，甚至呈现畸形化。

近年来，许多大城市发展由于过于注重城市

规模与空间拓展，忽视产业和功能布局的同步调

整，使得城市形态依然是单中心，城市功能过于

集中在中心区。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不仅忽视了交

通与产业、人口布局以及城市功能布局的互动关

系，也忽视了新区土地一级开发阶段以及重点地

区城市设计阶段的交通规划设计，此外，骨干交

通基础设施(如轨道交通)的规划建设也往往缺少

土地利用规划的支持。这对城市交通产生了极大

的负面影响，使得交通需求特征更加复杂，甚至

呈现畸形化。如交通结构不合理、出行需求空间

分布高度集聚以及交通潮汐特征日趋显著等。

2) 区域交通规划与城市交通规划脱节。

城市群的发育及“同城化”发展趋势使区域

交通和城市交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就要求二

者有机融合，形成一体化的结构体系。但是，当

前的客观现实是：受现行规划、建设、运营、管

理行政体制束缚，交通规划的编制与实施、交通

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交通运营都是各自为政、相

互掣肘。

3) “公交优先”与“需求管理”一手硬、一

手软。

在公交优先问题上，普遍存在误区[2]，就是把

公交优先当作交通战略目标，而不是作为改善交

通结构的策略手段，误以为只要坚持公交优先就

可以实现交通结构优化。实践经验证明，仅靠公

交优先来优化调整交通结构是不可能实现的。北

京市从 2003年开始加大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力度，

到 2009 年底，公交出行比例由 28.2%提高至

38.9%，成绩显著。但与此同时，由于对小汽车未

采取有效调控措施，同期小汽车出行比例也提高

近 8个百分点，其结果是共同挤压了作为绿色交

通重要出行方式的自行车出行比例，交通结构并

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优化，见图6。

北京市推进公交优先的政策力度不可谓不

大，但交通结构改善并未取得预期成效，交通拥

堵状况也日益严重。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忽略了

公共交通和小汽车交通这两种出行方式先天属性

的差异，在二者的竞争中公共交通很难取得领先

优势。作为一种“门到门”的出行方式，小汽车

交通在出行速度上的优势是公共交通难以企及

的。即便在道路交通十分拥挤的今天，北京市和

上海市的统计数据表明，小汽车的出行速度仍然

是地铁的1.5~1.6倍，是地面公交的2.3~2.4倍。在

舒适性和私密性方面，小汽车也明显优于公共交

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实现小汽车交通

方式向公共交通方式转移，单靠公共交通(包括轨

道交通)的运力扩充和服务水平改善是难以如愿

的。要实现交通结构优化的目标，必须在优先发

展公共交通的同时，对小汽车采取必要的需求管

理措施，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4) 交通结构调整的认识误区与偏差。

当前在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中，往往忽视交通

结构与城市出行特征的内在制约关系，盲目制订

交通结构规划目标。许多城市的交通规划决策

者，只从“常规公交为主体、轨道交通为骨干”

的一般概念出发，而不顾每个城市自身的形态、

规模、自然地理环境、公共客运现状以及由这些

客观因素决定的出行构成特征，简单地套用规范

标准或其他发达城市的实际指标，甚至以政府首

长的指令为依据，把公交分担比例(包括轨道交

通)提高到一个不切实际的高水平上。认识上的误

区不仅在于忽视出行方式构成与出行距离构成的

客观对应关系，而且对不同区域 (中心城和郊

区)、不同类别出行(通勤和非通勤)的出行方式选

择的差异性认识不足，对公共交通出行与小汽车

出行两者的竞争规律缺乏理性评估。过分强调公

共交通在机动化中的作用，而占出行总量 40%~

50%、短距离(≤4 km)的步行和自行车出行方式被

边缘化。事实上，交通结构的演变有自身的客观

规律，不同城市乃至同一城市不同区域都应有各

自合理的交通结构，而标准只有一个：与其出行

需求构成特征吻合。

交通结构优化调整的另一个认识偏差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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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结构调整的机遇期。交通结构具有一定的弹

性，可随外部发展因素的变化进行调整，但其弹

性会随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逐渐固化而变得愈

来愈小。在城镇化、机动化发展的初期阶段，交

通结构具有较大的弹性和调整余地，而一旦城镇

化进程基本完结，形成稳定的城市空间结构与功

能布局，城市交通亦完全与之适配，交通结构就

不再具有可调整的弹性[3]。

5) 重设施扩展与轻结构改善。

以道路建设为例，重视干路建设，道路微循

环明显缺失。通过对比东京银座、纽约曼哈顿和

北京CBD的路网布局，北京CBD地区同样面积范

围内道路网密度明显不足，支路、次干路比例偏

低，且断头路多、连通性差[4]。早在十几年前，各

城市在编制综合交通规划时，都已认识到路网建

设中的结构不合理问题，提出加快微循环系统建

设，但直到今天还未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得到重

视，老账未还又欠新账，老“大院”未破、新

“大院”还在出现，大街区、宽马路这种格局现在

还是随处可见。

6) 交通信息化建设普遍未得到重视。

交通信息化建设投入未与建设项目同步配

套，无固定的投资渠道，在交通基础设施总投资

中所占比例较低。此外，交通信息化建设偏重于

形式和展示效果，忽视交通信息化的实用性。交

通信息化建设与应用领域过于狭窄，大多局限于

交通运营管理领域，在规划决策的上端领域尚未

得以充分应用。甚至于还有误解，把交通智能化

和交通信息化等同。

7) “有求必应”的需求追随型供给。

制定交通对策时，需求追随型理念始终在左

右决策行为。主要体现为交通投资没有明确的结

构比例和严格的约束机制，往往屈从社会舆论压

力，迁就拥有更多话语权的小汽车使用群体，一

味增加道路和停车设施的建设投资。其后果是进

一步助长了小汽车出行需求的膨胀，交通问题愈

发严重[5]。

8) 忽视政策与对策方案所需的先决条件。

忽视交通政策与对策方案付诸实施的必要先

决条件，使规划方案被束之高阁。例如，现在多

数城市交通停车秩序管理十分混乱，如果没有严

格的停车秩序管理作为前提，只着眼于提高停车

收费标准或增加停车泊位供给，都无济于事，任

何有关治理停车问题的对策也都会成为一纸空文。

3 城市交通规划变革

面对中国大城市交通发展中的一些错误倾

向，需要在规划策略与理念，规划范围、层次以

及规划体制与机制等方面进行变革和创新。

1) 规划策略与理念的转变。

在规划、建设、运营管理与服务环节等方面

全方位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尤其要着眼于

资源配给和路权分配，其次也要在道路空间尺度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100

出
行
方
式
比
例

/%

出租汽车及其他 小汽车 自行车 公共交通

年份

图 6 北京市历年交通结构变化图

Fig.6 Travel modes availability over the years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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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步行空间环境上有所体现。

在交通系统结构整合、多元交通方式包容与

平衡发展、需求引导型供需平衡模式等策略上体

现“协调-平衡”理念。

“差别化”策略不仅运用于供给领域，也要扩

大至需求管理领域，以及应对城镇化、机动化进

程与交通互动发展上。

2) 城市交通规划范围、层次与结构体系的转变。

范围上，要突破“规划区”与市域行政体制

管辖区的界限。

层次上，在原有市域、中心城及独立新城或

组团规划的基础上增加区域规划层次，考虑城际

衔接或大都市区的一体化规划。

结构体系上，实现多层次有机融合的一体化

结构，而不是在各种交通方式衔接点上的简单搭接。

3) 规划编制工作体制与制度的变革。

规划编制的工作体制需要从中央部门解决条

块分割问题，解决行政管辖权和经营主管权分立

造成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编制工作体制，建

立中央部委与地方协调的工作体制，实现条块规

划的协调整合。

要建立对应于城市规划建设各个阶段的交通

影响评价和“交评否决”制度，同时交通影响评

价的目标和内容要做必要的调整，由仅对具体工

程项目进行交评，扩展到对总体规划和分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的交通影响评价，真正起到交通规划

对总体规划的反馈作用和引导城市发展的目的。

4 结语

由于中国特殊的城镇化和机动化发展背景，

导致对城市交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沿用旧有

发展思路和观念已无法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因此

需要不断地创新和变革，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

的大城市交通发展之路，实现理想、新型的综合

交通体系：与城市功能布局、土地利用协调的发

展模式；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融合，多元交通方

式包容的一体化交通结构；宜人的交通环境，以

人为本的服务宗旨；以全方位的信息化为支撑、以

健全法制为保障，实现城市交通的科学、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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