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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专项规划阶段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的综合协同

发展策略，有利于规划建设与城市土地利用相协调、与其他交

通方式衔接良好、高品质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从三个方

面阐述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协同策略：规划编制方面，提出

与上、下位规划以及同位相关规划的内容及程序的协调策略；

外部关系方面，探索与城市自然地理特征、其他交通方式、土地

利用及环境景观的协同策略；内部关系层面，探讨步行和自行

车交通之间的和谐共处策略。同时，从四个层面提出维护协同

关系的策略。最后，以济南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示范项目为

例，阐述协同策略的具体落实。

Abstract：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of urban pedestrian and bi-

cycle transportation systems helps a coherent development in ur-

ban planning and land use. It also promotes integrated transporta-

tion system and offers better services to non-motorized travel

modes.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strate-

gies for urban pedestrian and bicycle systems in three aspects: co-

ordination between planning content and planning procedure; co-

ordination among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natural geographic fea-

tures, travel modes, land use, and environmental landscape; inter-

nal coordination between pedestrian and bicycle system. The pa-

per also discusses how to maintain the coordination proposed

herein. Finally, the paper presen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or-

dination strategies in Pedestrian and Bicycle Pilot Project in J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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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伴随城市机动化水平快速增

长，城市道路交通设施建设常常最大可

能地扩容机动车通行空间，导致步行和

自行车交通通行空间被挤占、出行优先

权得不到保障。城市居民选择步行、自

行车交通方式出行的比例不断下降，步

行、自行车换乘公共交通的出行链受到

较大影响，城市低碳、绿色交通出行的

发展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2010 年启动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示范项

目”，济南市作为示范项目所在城市之一

开展了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专项规划研

究。本文针对专项规划阶段如何协调城

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并将其融入城市

相关规划、建设、管理之中开展研究。

1 与相关规划编制的协同策略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专项规划的重点

在于结合城市土地利用、交通条件，顺

承上位规划理念，与同位规划互动，指

导下位规划设计，逐层落实。

1) 遵从城市总体规划、综合交通体

系规划等上位规划中确定的城市步行和

自行车交通系统发展框架，与分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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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详细规划相协调，予以落实。

① 与城市用地功能布局相协调，制定各类用

地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发展策略。

② 结合城市分区规划、详细规划，补充完善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网络。

③ 遵从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中确定的各城市

主、次干路功能定位，优化人行道、非机动车道

的空间分配与布置。

④ 按照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制定的步行、自行

车交通过街设施布局基本要求，提出过街设施规

划设计指引，规划布置立体过街设施。

⑤ 以上位规划制定的城市自行车停车设施规

划布局原则，规划路内、路外自行车公共停车

场，并对公共自行车租赁点规划提出指导性建议。

⑥ 满足上位规划中无障碍设施规划原则与基

本要求，分别从安全、便捷、舒适、愉悦、无障

碍的角度规划步行和自行车交通设施[1]。

2) 与城市交通系统各专项规划等同位规划保

持互动。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专项规划中各优先街区用

地功能和边界、通行网络、道路空间资源、停车

设施等的调整和深化，应与各相关规划进行相互

协调与反馈，并最终落实到各地块控制性详细规

划以及城市“六线”控制规划中，作为规划管理

刚性指标得以保障。

3) 指导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实施规划、道

路交通规划设计、环境景观规划设计、片区用地

规划设计等下位规划的编制。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专项规划内容应涵盖对下

位规划的弹性指引性条款，将覆盖城市范围、具

有全局统筹性的规划要点和指导性条款，输入下

一层面局部的、更详细的道路、环境、开发地块

的规划设计中，保障规划理念一贯到底。

2 与外部相关要素的协同策略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发展遵从城市总

体发展战略，与系统外部相关要素相协调，逐层

深入、多元渗透。外部主要相关要素包括：城市

自然地理特征、城市其他交通方式、土地利用、

环境景观等[2]。

1) 与城市自然地理特征的协调策略。

北部黄河保护发展带

中部城市空间与产业发展带

南部山区保护发展带

图 1 济南市自然地理特征分区

Fig.1 Geographic zones in J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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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基本以人力为动力源，对

于地形、地貌的合宜性具有较高要求。平坦地区

比较适合于步行和自行车通勤出行，而山地丘陵

地区更能引发越野、健身等休憩活动的兴致。规

划应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确定不同地理特征的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服务功能定位及相应的设施规划。

济南市自然地形特征分为三带：北部黄河保

护发展带，中部城市空间与产业发展带，南部山

区保护发展带，见图1[3]。北部黄河保护发展带的

功能定位为以旅游观光、健身休闲为主，发展滨

河观光步行公共空间和自行车健身游憩专用系

统；中部城市空间与产业发展带定位为以生活服

务功能为主，重点满足通勤、公交换乘等交通需

求；南部山区保护发展带功能定位为以健身休闲

功能主导，鼓励山区徒步游憩及山地自行车交通

项目。

2) 与城市其他交通方式的协调策略。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与公共交通可以构建

连续的出行链。城市公共交通走廊具有良好的步

行和自行车交通服务功能，通过规划建设高密度

交通性干路

生活性干路

支路

快速路

街坊路

图 2 各等级道路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的优先权重

Fig.2 Priority level of pedestrian and bicycle traffic on different types of road

连通链

保护链

连通链

保护链

铁路

生活性干路

交通性干路

生活性干路

快速路

生活性干路 高速公路河流生活性干路

城市综合体优先区

居住街区优先区 商业娱乐优先区

文教园区优先区

图 3 连通链与保护链功能示意图

Fig.3 Demonstration on connection and protection chains

保护链

保护链 保护链 保护链连通链 连通链

快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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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网络、营造高品质的步行和

自行车交通通行环境，扩大公交车站周边步行和

自行车换乘公共交通的有效可达范围，吸引更多

的公共交通出行。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与机动车交通具有相斥的

特征，机动车服务功能越强的交通性干路走廊，

居民选择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的概率越低，见图 2。

城市快速路、交通性干路宜作为各步行和自行车

交通优先街区的保护链边界，以较充分的机动车

交通资源供给和良好的绿化隔离，避免机动化交

通对区内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环境的干扰，见图 3；

将生活性干路作为串联各步行和自行车鼓励发展

地区的连通链，以良好的公交服务、充分的步行

和自行车交通资源供给以及良好的景观环境，将

各地区连为一体，构建完整的步行和自行车出行

环境。

3) 与土地利用的协调策略。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与土地利用之间实施

分区域协调策略。按照步行、自行车通行优先权

重，将城市步行和自行车活动区划分为五类区

域：步行交通独享街区，自行车交通独享街区，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分享街区，步行和自行车交通

优先街区以及一般街区，对各类区域提出维护其

优先地位的规划目标及规划要点。结合土地利用

规划制定的济南市各类区域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

统规划要点见表1。

4) 与环境景观的协调策略。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通道为带型城市开放

表 1 济南市分区域步行和自行车交通规划要点

Tab.1 Key points of pedestrian and bicycle traffic system planning in different zones in Jinan

功能
定位

休闲、旅游 休闲、旅游 旅游观光、休闲健身 工作、其他

优先
权重

步行绝对优先，其
他方式禁止

自行车绝对优
先，其他方式
禁止

步行>自行车，其他方式禁止
步行=自行车>公交=小
汽车

方式
分担
率

步行100% 自行车100% 步行50%~80%，自行车20%~50%
步行20%~25%，自行车
15%~20%

规划
目标

愉悦、安全、舒适、
无障碍

愉悦、安全、无
障碍

愉悦、安全、舒适、无障碍 安全、无障碍、舒适

规划
要点

街区与外围的城
市道路人行道、公
交车站、自行车停
车场、机动车停车
场良好衔接。采
用生态环保路面
铺装材料，布置较
密集的生活休闲
设施。通过具有
特色的路面铺装、
街道家具、信息标
志等营造与街区
景观相适宜、富有
特色的可识别路
径。加强特色空
间节点设计，增强
步行路径上的情
趣。过街设施以
平面为主。

自行车通行路
径满足平面线
型、纵坡以及
停车视距的要
求。设置完备
的标志和隔离
设施，禁止机
动车驶入。通
过标志、路面
材料等塑造可
识别路径。沿
途构造特色愉
悦 性 空 间 节
点，配置饮水、
休憩、停车等
必要的配套服
务设施。在道
路交叉口以平
面过街为主，
强调自行车交
通的优先权。

街区内部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网络布
设尽可能提高开放性、可达性，边界
围墙布置不得阻断、影响城市各等
级道路的贯通性。规划重点强调路
径的可识别性。对于历史文化保护
街区，应尊重街区历史文脉与特色，
在路面铺装、街角小品、指路标志等
方面突出塑造街区特色，增强路径
可识别性。对于郊野公园，则宜结
合公园景观主题，塑造与周边景观
相宜的通行路径景观。街区自行车
通行设施布置充分考虑步行交通的
安全性，布置较密集的生活休闲服
务设施，过街设施以平面为主。街
区周边设置较完备的禁止机动车驶
入标志及设施；布置换乘便利的公
交车站与线路；结合周边道路容量，
合理组织机动车流线与停车设施布
置，与机动车交汇处进行详细交通
组织，保障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安全。

保障完整的步行和非机
动车道通行空间。布置
行道树、无障碍铺装、街
道照明等设施，营造舒
适的通行环境。过街设
施以平面为主。

步行交通
独享街区

自行车交通
独享街区

步行和自行车
交通分享街区

一般街区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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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服务于城市居民通勤和休闲两类活动，规

划需要将设施带、绿化隔离带、挡车柱、信息指

引标志、街道家具、路面铺装、沿街建筑立面、

街角空间等设施与周边环境、景观相呼应，组织

景观节点、艺术小品，愉悦行人和自行车出行者。

3 城市步行与自行车交通之间的协同

策略

对步行和自行车交通混合无分隔、冲突严重

的城市干路，在确保各自通行空间的条件下，实

功能
定位

优先
权重

方式
分担
率

规划
目标

规划
要点

交通换乘、居住、
工作、休闲

步行>自行车=公
交>小汽车

步行30%~35%，
自行车20%~25%

安全、便捷、舒适、
无障碍、愉悦

按照步行、自行
车、公共汽车、小
汽车的优先次序
布置枢纽地区场
站设施，组织人车
流线。枢纽内部
组织各交通方式
无缝衔接、无障碍
通行的步行流线；
以尽可能不影响
步行通行、缩短换
乘距离的原则布
置 自 行 车 停 车
场。过街设施以
平面和立体相结
合方式。枢纽周
边 500 m范围内，
组织高密度、细格
状、贯通的道路网
络，尽可能减少步
行绕行距离；过街
设施以平面为主；
限制机动车停车
泊位供给。枢纽
周边1 500 m范围
内，鼓励自行车交
通，加强自行车通
行路径与相关服
务设施规划。通
过路面铺装、交通
标志加强路径的
可识别性。配置
密集的生活休闲
服务设施。

公交枢纽
优先区

休闲、居住、工作

步行>自行车=公
交>小汽车

步行35%~50%，
自行车20%~30%

安全、舒适、愉悦、
无障碍、便捷

城市综合体内外
步行和自行车通
行路径便捷、友好
衔接。城市综合
体平面布局不得
封闭或阻断各等
级城市道路步行
和自行车交通路
径的贯通性。对
于沿街界面大于
100 m的建筑体，
应设置穿越通道，
避免绕行距离过
长。城市综合体
内部组织便捷、舒
适、易识别的步行
和自行车通行路
径。按照步行交
通安全、舒适、距
离短、人车流线分
离的原则，合理布
置自行车、机动车
停车场。公交车
站布置尽可能靠
近主要客流集散
点，与步行网络、
自行车停车场紧
密衔接。通行路
径沿途配置密集
的生活休闲服务
设施。过街设施
以平面和立体相
结合方式。

城市综合
体优先区

休闲

步行>自行车=
公交>小汽车

步行30%~
35%，自行车
20%~30%

安全、便捷、舒
适、愉悦、无障
碍

组织便捷、舒
适、易识别的步
行和自行车通
行路径，合理布
置自行车、机动
车停车场，做到
人车流线分离、
与公交便捷衔
接。对于沿街
界面大于100 m
的建筑体，应设
置行人穿越通
道，避免绕行距
离过长。配置
密集的生活休
闲服务设施。
过街设施以平
面为主。

商业娱乐
优先区

休闲、旅游、生
活

步行>自行车>
公交>小汽车

步行30%~
35%，自行车
20%~30%

安全、便捷、舒
适、愉悦、无障
碍

尊重特色街区
的街巷肌理规
划通行网络。
街区内优先布
置步行和自行
车交通设施，严
格限制机动车
停车设施布置，
组织步行、自行
车与公交的便
捷换乘。路面
铺装、街头艺术
小品、交通标志
以特色街区文
化背景取义，强
调艺术性、地区
特色。过街设
施以平面为主，
交叉口处步行
和自行车交通
优先。

泉城特色街区
优先区

学习、工作、休
闲

步行=自行车>
小汽车

步行30%~
40%，自行车
30%~35%

安全、舒适、愉
悦、无障碍、便
捷

园区内外通过
标志、铺面等塑
造可识别通行
路径。园区内
加强宁静交通
设施、安全设施
设置。结合学
生宿舍、教室、
食堂等主要目
的地布置自行
车停车场。对
于机动车通行
道路路权、停车
设 施 予 以 控
制。园区外根
据周边道路情
况，设置平面或
立体过街设施。

文教园区
优先区

居住、休闲

步行=自行车>
公交>小汽车

步行25%~
30%，自行车
20%~25%

安全、便捷、无
障碍、舒适、愉
悦

建议居住区组
织开放的步行
和自行车通行
路径。在封闭
式组团物业管
理的情况下，必
须规划路网间
距不大于150 m
的组团对外联
通通道，满足高
可达性要求。
结合区内开放
空间组织富有
特色的步行和
自行车交通集
散节点。通过
路面铺装、交通
指引标志、街道
家具等设施增
强通行路径的
可识别性。规
划以平面过街
为主，设置宁静
交通设施，保障
安全。

居住街区
优先区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优先街区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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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融合的空间布局协同设计。

1) 连通链横断面布局。

设置具有独立路权、边界明确、功能清晰的

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与机动车道之

间设置绿化隔离带，结合机非隔离带设置公交车

站、自行车停车场，增强与公交的衔接度。人行

道空间按照建筑前区、步行区、设施带、缘石边

界予以分区，见图4。

2) 保护链横断面布局。

首先需要通过道路空间资源分配、交通路权

等保障保护链的机动化交通服务功能，同时又必

须兼顾保护链两侧用地开发产生的生活性交通需

求，保障沿街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的路权，平衡交

通与生活服务功能是保护链规划的重点。重点加

强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隔离设施设置，

布置较宽的绿化隔离带(见图5)，一方面可以屏蔽

部分机动车交通污染，另一方面营造区别于繁忙

的机动化交通之外的怡人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空

间。另外，保护链的绿化带一般延续距离较长，

为了保障交通服务功能，设置满足过街间距需求

的平面或立体过街设施，使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安

全、便捷过街。

目前广泛存在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一体化断

面在运行过程中，经常出现自行车交通侵占步行

交通路权、诱发安全问题。因此，建议结合道路

沿线环境景观，设置花钵、艺术小品、座椅等间

断性“软”隔离，见图6。

3) 步行交通优先于自行车交通的空间布局。

在步行与自行车交通冲突点，细分步行和自

行车交通空间，确保步行交通享有最高优先权，

见图7。

4 协同关系的维护策略

1) 规划设计。

将可持续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

理念贯彻落实到土地利用规划、交通设施规划以

及详细的交通设计中，在各环节项目审批与管理

中，作为不可缺失的内容予以强调。

2) 设施建设。

机非隔离带 非机动车道 人行道

设施带 步行区 建筑前区

缘石边界

图 4 连通链横断面布局

Fig.4 Cross-section design of connection chains

非机动车道绿化隔离带机动车道 设施带 步行区 建筑前区

图 5 保护链横断面布局

Fig.5 Cross-section design of protection 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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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道路沿线建筑临街面、道路红线以外的

建筑前区与红线内道路的设施建设及景观塑造，

明确建设主体，构建一体化的环境空间。

3) 城市管理。

采取“推”、“拉”策略，加强城管、交管管

理力度，将对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产生干扰的坚决

“推”出去；实施全面的信息化服务，广泛宣传，

将步行和自行车交通潜在的出行群体“拉”进来。

4) 城市投融资。

采取政府主导，积极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公共

自行车、过街设施等项目的资金运作，切实保障

系统规划建设良性循环。

5 实践案例

专项规划阶段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协同策

略，在济南市示范项目中得到全面应用。

1) 规划编制、辅助政策的协同。

在城市宏观规划的指引下，结合目前在编的

非机动车道设施带 步行区 建筑前区

图 6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一体化空间布局改善

Fig.6 Improvement on existing cross-section of share space by pedestrian and bicycle

连续的人行道铺装
延伸至机动车道边缘

彩色的自行车过街横道

人行横道

人行道

b 交叉口[4]

人行道 自行车停车让行线

人行横道

公交车站(未竣工)

a 公交车站

图 7 济南市玉兴路步行和自行车通行区细分

Fig.7 Pedestrian and bicycle space in Yuxing Road in J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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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济南市公共交通专

项规划》、《济南市停车设施专项规划》，与城市各

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相协调，编制了《济南市步

行和自行车交通专项规划》、《济南市步行和自行

车交通规划设计导则》、《济南市步行和自行车交

通管理相关政策和策略研究》，并指导玉兴路、文

化路两条示范道路的道路交通工程设计。

2) 具体协调策略的落实。

玉兴路、文化路两条示范道路的人行道和非

机动车道均通过设施带、彩色沥青铺装、硬隔离

设施等规划清晰的路权边界，并通过减小机动车

转弯半径等细节设计，尽可能减少机动车交通对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的干扰；在公交车站自行车

专用道绕行公交站台，施划人行横道线构建连

续步行空间，组织步行、自行车与公交车站的良

好衔接，见图8。另外，在道路设计环节增加环境

景观设计内容，尤其是文化路，结合道路两侧的

医院、杂技团、大学、泉城特色风貌带轴线、

朝山街商业圈等用地特征，以具有齐鲁文化特

色的“仁义礼智信”为主题，布置道路景观节

点，见图9[5]。

6 结语

中国城市发展尤其是交通系统发展处于关键

时期，迫切需要进行宜居、可持续的城市建设。

实施专项规划阶段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协

同策略，有助于沟通规划编制体系的各个环节，

实现内、外部相关关系协同，并对协同关系进行

维护，提升步行和自行车交通服务水平。未来城

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的发展将更加注重“人本

位”、“协同观”，以人的出行行为特征、出行需求

图 8 步行、自行车与公交车站的良好衔接

Fig.8 Coordination between bus stop and pedestrian & bicycle traffic

图 9 具有齐鲁文化特色的道路景观节点

Fig.9 Road landscape node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Qilu culture

58



张新兰：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规划协同策略

为出发点，综合协同机动化、非机动化交通，创

造宜人、多元、高效的出行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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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城市学研究，探讨解决城市化进程

中面临问题的思路和对策，推动城市科学发

展，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面向国内外城市

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者以及关心关注城市发展

的各界有识之士，征集城市学研究优秀成果。

一、征集主题

第二届城市学研究优秀成果征集评选活动

以“城市交通问题”为主题，鼓励从规划、建

设、管理、素质等方面，围绕城市交通问题综

合治理开展具体研究，提出破解城市交通拥

堵、城市停车难等问题的思路和对策。

二、征集要求

已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的论文、研究报

告、著作、译作均可参评；应征作品要围绕主

题，观点鲜明，见解独到，论述精辟，论据充

分，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论文和研究报

告类正文篇幅为 8 000~15 000字，著作和译作

类邮寄作品两部，并提交篇幅为 8 000~15 000

字的内容概要；应征作品均须提交各 300字左

右的中、英文摘要并提供作者信息；每位应征

者投稿数量最多不得超过 2件，译作须注明原

著作者及其简况，作者署名以作品提交时为

准。征集活动截止日期为2012年1月31日。

三、奖项设置

组织专家学者对应征作品进行评比，对获

奖作品作者给予奖励。设置城市学西湖金奖 1

名，奖金10万元；城市学西湖银奖10名，奖金

各1万元；优秀奖若干名，奖金各2 000元(以上

奖项个人所得税由获奖者自理)。获奖作品全文

或摘录编入《城市学研究》刊物。组委会将在

“第二届城市学高层论坛”上为获奖者颁奖。

四、作品提交方式

请于 2011 年 9 月 25 日后登录“中国城市

网”(http://www.urbanchina.org)，按照《城市学

研究优秀成果格式规范》要求，以邮寄或发送

电子邮件的方式提交应征作品(通讯地址、电子

邮箱详见注意事项)。

五、注意事项

请仔细阅读《城市学研究优秀成果格式规

范》，对不符合规范的应征作品，我们将不予采

用。在提交应征作品的同时，请务必从“中国

城市网”下载填写《城市学研究获奖成果使用

授权书》，经本人签名后，传真或邮寄给我们，

提交电子版无效。

咨询电话：0571-85250955、0571-87023276

传真电话：0571-87023276

邮寄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粮道山 18

号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

邮 编: 310002

电子邮箱：hzcsxyj@163.com

hzcsxyj@gmail.com

联系人：李 燕、毛燕武

本次征集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城市学研究优

秀成果征集评选活动组委会。

第二届城市学研究优秀成果征集评选活动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