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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交通发展白皮书战略方案测试方法研究 

刘鹏 何小洲 

 

【摘要】本文在确定影响交通发展战略制定因素的基础上，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组合，构建

了佛山交通发展战略测试模型，提出了三种交通发展模式，并进行了战略测试，得出了相应

的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小汽车与公交协调发展模式适合未来佛山的城市与交通发展需求。 

【关键词】交通发展白皮书；战略方案测试；交通需求预测模型 

 

0 引言 

为加快佛山城市与交通发展，缓解城市交通拥堵，佛山开展了《佛山市交通发展白皮书》

编制工作。交通发展白皮书涉及到城市交通的各个系统，不仅需要从宏观层面对城市交通整

体发展做出定性判断，同时也需要对交通发展政策与规划方案以定量支撑。因此，构建佛山

交通预测模型，进行城市发展交通模式与方案测试，指导战略政策与措施的制定与实施。 

1 战略方案设计 

战略方案设计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步骤： 

（1）确定各类战略要素，对核心战略要素进行抉择，首先要确定合适的土地利用方案

作为制定交通战略的背景和前提，然后在基础战略要素决定的交通需求以及城市可持续发展

要求的基础上，考虑如何通过需求管理、相关政策来实现公共交通与个体交通之间的平衡，

可以得出一系列交通战略备选方案供下一过程的测试筛选。 

 

图 1 交通战略要素概念模型 

（2）利用交通战略模型对各种交通战略备选方案进行预测分析，同时还要结合基础战

略要素确定一些情景方案，这样可以评估备选战略是否能够满足未来的交通需求，然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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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评价体系，对各个备选方案进行综合评估。 

（3）对交通战略方案评价内容进行概括，并纳入支持战略要素，明确高层次的交通发

展战略。 

 

图 2 战略测试框架 

根据战略目标和战略途径选择，设计若干套战略方案，不同的战略方案在交通设施、交

通需求管理等核心战略要素方面有不同的方案，对不同战略要素的方案进行组合，形成组合

方案，从中选出代表性方案进行综合评价与比选。 

战略方案是依据总体规划提出的，而总体规划的远期预测具有较多不确定性，故针对人

口、岗位等基础战略要素设计战略方案，对交通流进行敏感性分析。 

2 佛山战略方案设计 

2.1 模型基本参数 

预计到 2020年，佛山市居民出行总量（不含步行）约 1785万人次。其中，常住家庭人

口约 1067 万人次。人均机动化出行约为 1.33 人次/日，其中机动化出行方式中，摩托车出

行比例约 33.9%；小汽车出行比例约 50.6%；公交分担率为 10.1%。 

2.2 用地发展方案 

城市用地发展与城市交通发展是未来佛山城市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两个重

要因素。《佛山市城市总体规划》、《佛山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对未来佛山市用地发展、人

口与就业岗位已进行过详细的分析。 

不同强度的 TOD 用地模式方案中，远期年全市户籍人口控制规模为 460 万人、暂住人

口总规模 500 万人，合计 960 万人。此外流动人口规模按照总人口规模的 5%控制。TOD 用

地模式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各组团内各小区的人口就业岗位的差别，具体体现在轨道交通站点

500 米服务半径所覆盖的人口与就业岗位比例。 

（1）高强度 TOD 用地模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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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高强度 TOD 用地模式下人口就业岗位与轨道站点 500 米服务半径分布 

高强度 TOD 用地模式下，片区人口与就业分布仍然按照相关规划所确定的各类建设用

地规划布局，同时利用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建立了就业岗位与工业用地、商业用地以及行政办

公用地等用地类型回归模型进行计算分析。在此基础上调整各组团内部小区人口与就业的分

布，向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积聚。人口与就业小区集聚度如上图所示。高强度 TOD 用地模式

下，中心组团、大良容桂组团范围内，轨道交通站点 500米服务半径覆盖 43%的人口与 56%

的就业岗位。 

（2）中强度 TOD 用地模式方案 

中强度 TOD用地模式方案的总人口与就业岗位规模不变。 

 

图 4 中强度 TOD 用地模式下人口就业岗位与轨道站点 500 米服务半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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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整用地开发强度，各组团内部小区人口与就业的分布向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积聚程

度与高强度 TOD 用地模式相比较弱。人口与就业小区集聚度如上图所示。中强度 TOD 用地

模式下，中心组团、大良容桂组团范围内，轨道交通站点 500 米服务半径覆盖 35%的人口与

51%的就业岗位。 

2.3 交通基础设施方案 

（1）道路设施 

近年来特别是十一五以来，佛山市道路网得到了快速发展，骨架道路网基本成形，但是

仍然存在着骨架路网不完善，跨区通道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路网容量不足等问

题。本次将结合佛山市综合交通规划、佛山市交通运输“十二五”规划等，主要从完善城市

骨架路网、增加跨区通道、提高地区路网容量等方面进行战略方案的设计。高速公路特别是

快速路、干线性干道作为组团间道路交通联系的骨架功能承担者，远期需确保各组团之间的

高速公路、快速路、干线性干道联系通道不少于 3 条，高快速通道不少于 2 条。 

图 5 2020 年道路网高、中、低方案图 

表 1 2020 年各方案情况表                单位:km 

2020 低方案 中方案 高方案 

高速公路 398.9 438.9 438.9 

快速路 440.5 440.5 544.6 

干线性主干道 781.0 881.1 816.5 

总计 1620.4 1760.5 1800.0 

（2）公交设施 

高方案：公共交通超前发展 

 采用超常规、跨越式公共交通发展策略，在机动化快速发展的敏感阶段，以公共交

通高投入的方式引领城市交通机动化发展。 

 全面提高轨道交通建设速度，以大运量、快速化的轨道交通为城市客流服务主骨架，

一方面服务组团间客运交通联系，另一方面加强核心组团内部公交服务。 

 以公交快线强化核心组团与非核心组团间的公交服务，为中等客流走廊提供适应性

的公交服务。 

 核心组团内部以轨道交通服务为主，以中运量新交通系统为辅，强化核心组团内部

的公交服务。 

中方案 高方案 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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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展：公共交通中度发展 

 依据客流需求构建轨道交通为骨干、常规公交为主体、出租车为补充，对摩托车有

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多模式一体化公共交通体系。 

 轨道交通作为城市客流服务的主要骨架，在客流需求大的重要客流走廊布设轨道交

通设施。 

 以公交快线服务组团间的轨道交通服务盲区。 

 重视中运量新交通体系建设，弥补大运量快速化公交系统服务的空白。 

低发展：公共交通低强度发展 

 以轨道交通作为城市主要客流走廊的服务设施。 

 以中运量新交通系统、公交快线为重要的公交发展手段。 

 采取常规的公交发展建设力度。 

图 6 佛山市轨道交通、新交通、快速公交发展高、中、低方案图 

表 2 2020 年公交方案对比表 

分类 公交发展低方案（km） 公交发展中方案（km） 公交发展高方案（km） 

轨道交通 122  175 213 

公交快线 151  140 113 

新交通系统 196  167 123 

2.4 交通需求管理 

交通需求引导的目的是使出行方式结构按预定目标实现，重点是公共交通和小汽车交通

的问题。强化小汽车交通的需求引导将是弱化公共交通，对小汽车交通不进行限制，强化公

共交通的需求引导是通过各种方式限制小汽车交通的拥有及使用，从而达到提高公共交通出

行比重的目标。 

高方案 中方案 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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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公交政策方案特征描述 

要素  高方案  中方案  低方案 

票价优惠政策 

票价水平 低 中 高 

政府财政补贴 高 中 低 

市场化水平 低 中 高 

换乘便捷水平 
换乘设施 优 良 差 

换乘票制 优 良 差 

服务水平 

信息服务 优 良 差 

车辆性能与环境 优 良 一般 

员工服务质量 优 良 一般 

2.5 方案组合 

近几年佛山正处在道路设施迅猛发展阶段，机动车更加快速增长，使得道路负荷越来越

大，交通问题越来越突出，未来一段时期是继续加大道路设施建设，还是加快轨道建设，或

是采取其他公交优先措施，亦或是力求均衡发展，这需要深入的分析选择，通过对多个战略

要素进行组合，形成近远期各三个主要的战略方案供战略测试所用。 

各方案主要特征如下： 

表 4 远期战略方案组合要素比较 

战略构架 战略要素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用地发展 TOD 发展强度 高方案 中方案 低方案 

设施发展 

铁路设施 规划方案 

港口设施 规划方案 

航道设施 规划方案 

机场设施 规划方案 

枢纽设施 规划方案 

道路设施 低方案 中方案 高方案 

公交设施 高方案 中方案 低方案 

需求引导 
小汽车发展 低方案 中方案 高方案 

公交优先政策 高方案 中方案 低方案 

 

3 战略测试 

3.1 方案特征 

（1）方案一—全力推进轨道、新交通系统建设，引导近期机动化发展。 

方案一近期道路交通设施仅作结构优化性改善，着重加快公共交通建设。近期加快轨道

交通建设，以大运量快速公共交通引导交通结构转变；提高新交通系统的建设速度，全面提

供公交优质服务；注重常规公交专用路权设置，提高公交网络可达性。 

该方案突出公共交通建设，在近期轨道交通设施未能完全建成时，以新交通系统作为补充，

公共交通发展政策采取高方案组合，以加强公共交通发展力度，引导近期交通结构变化敏感

期的挑战。 

（2）方案二——积极扶持轨道交通、新交通发展，兼顾道路交通均衡化发展。 

方案二同时兼顾道路交通与公共交通的均衡发展，着重通过专有路权建设提高公交服务

水平。公共交通发展政策采取中方案组合，近期注重常规公交、轨道交通、新交通系统协调

发展；轨道交通在建设计划的基础上适度超前；发展一定规模的新交通系统，作为近期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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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的补充。 

（3）方案三——建设完善的道路网络，以较低投入推进公交发展。 

以提供常规公交专用路权为主要手段，提供优质的公交服务，公共交通发展政策采取低

方案组合；轨道交通按照既定建设计划发展；适度发展新交通系统。 

3.2 测试结果 

根据模型测试，三个组合方案主要指标如下： 

表 5 各组合方案指标表 

指标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日出行量 

全方式日出行量（万人次） 2784 2784 2784 

机动化日出行量（万人次） 1394 1394 1394 

公交日出行量（万人次） 655 572 460 

晚高峰小时机动化出行量（万人次） 202.1 202.1 202.1 

公交占机动化出行比例_全市 47% 41% 33% 

公交占机动化出行比例_中心组团 57% 52% 48% 

     全市客运量及分担 

公交日客运量（万人次） 852 743 598 

公交日客运周转量（万人公里） 7271 6342 5105 

轨道日客运量（万人次） 307 253 165 

轨道日客运周转量（万人公里） 3134 2585 1688 

轨道交通占公交比例（％） 36.0 34.1 27.6 

 

表 6 各方案运行指标 

道路交通运行状况与可达性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晚高峰出行总里程（万车.公里） 

全市 782.1 871.3 988.9 

晚高峰出行总时间（万车.小时） 

全市 41.2 46.5 52.1 

晚高峰平均车速（km/h） 

快速路 

全市 58.6 50.6 38.0 

中心组团 37.4 28.8 21.9 

干线性主干路 

全市 30.5 24.7 18.4 

中心组团 24.3 20.7 15.1 

普通主干路 

全市 20.9 18.7 13.0 

中心组团 16.4 15.3 9.1 

晚高峰 V/C>1.0 路段比例 

快速路 

全市 1.3% 1.8% 2.2% 

中心组团 15.1% 19.2% 25.5% 

干线性主干路 

全市 5.0% 6.5% 10.5% 

中心组团 25.8% 26.6% 38.3% 

普通主干路 

全市 6.2% 7.7% 14.5% 

中心组团 34.6% 38.8%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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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高峰小时主要通道服务水平（通行能力与交通量单位均为 pcu/h） 

方案 指标 
佛山大

道 

一环东

线桥 
季华路

澜石大

桥 

顺德大

道 

南国西

路 
文昌路 

桂澜中

路 

南海大

桥 

方案

一 

通行能

力 
8200 14400 6400 7200 13200 7200 4200 4800 3600 

交通量 8654 12536 5954 6258 13521 6230 3230 3942 3201 

饱和度 1.06 0.87 0.93 0.87 1.02 0.87 0.77 0.82 0.89 

方案

二 

通行能

力 
8200 14400 6400 7200 13200 7200 4200 4800 3600 

交通量 8865 13789 6142 6586 14235 6523 3658 4251 3458 

饱和度 1.08 0.96 0.96 0.91 1.08 0.91 0.87 0.89 0.96 

方案

三 

通行能

力 
8200 14400 6400 7200 13200 7200 4200 4800 3600 

交通量 8958 16584 6487 7156 16854 6956 3892 4621 3631 

饱和度 1.09 1.15 1.01 0.99 1.28 0.97 0.93 0.96 1.01 

 

各方案在不同指标上有不同的优缺点。战略方案三道路系统服务水平最低，但所提供的

机动车出行总量最高。战略方案一道路系统服务水平最好，人员出行总量也最高，对资源利

用最少，环境影响最少，但需要高昂的建设成本投入。战略方案二在道路服务水平、交通需

求满足程度、成本投入、资源和环境影响方面比较适中。方案四机动车出行总量最小，但对

环境影响影响较小，建设投资成本相对较低。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考虑，建议战略组合方案二作为佛山交通发展战略的推荐方案。方案

二与佛山交通发展战略目标相吻合，其核心是小汽车与公共交通能在竞争中得到和谐发展。

一方面加快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开辟接驳轨道交通的快速公交线路，另一方面又通过一定

规模的道路、公路建设，为小汽车交通增长创造条件，允许小汽车的有序增长，让市民在小

汽车与公共交通两者中做出选择。 

4 结论 

构建城市交通模型，进行城市交通发展战略方案测试，对于制定科学合理的交通发展政

策与措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佛山交通发展战略方案测试，确定了小汽车与公交协调发

展模式，积极扶持轨道交通、心交通系统发展，兼顾道路交通发展，开展交通需求管理措施，

有利于引导城市与交通健康发展、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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