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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区域中心城市快速路系统建设时机和规划要点浅论 

刘凯 沈小军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新一批区域中心城市规模快速扩张，已初步具备快

速路系统规划和建设条件。针对现状各大城市快速路规划和建设中普遍出现的快速路建设滞

后、规划控制不足等问题，提出通过研究城市出行距离、机动化发展阶段评估快速路启建时

机，并从用地控制角度提出快速路系统规划控制要点。最后以宜昌市为例，介绍快速路系统

规划的思路和成果。 

【关键词】快速路；系统规划；出行距离；建设时机 

 

0 引言 

目前上海、北京等特大城市已基本建成城市快速路网
【1】，武汉、长沙等城市正在大力

推进快速路建设。总结我国大城市快速路系统规划和建设过程，普遍出现了两个重要问题：

一是快速路建设滞后，很多城市在出现严重交通拥堵后被迫修建快速路，未能充分发挥快速

路建设对于城市发展的引导和促进作用；二是规划前瞻性不足，未提前控制快速通道走廊或

控制标准过低，导致快速路建设时面临走廊选择困难、线形标准偏低、拆迁费用巨大等问题，

占用了过多的城市资源。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出现了一批发展迅速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2】，且普遍呈

现出组团化发展、城市规模快速扩张等特点，已初步具备快速路建设条件和需求。如何恰当

的评估城市交通需求，科学合理的规划预留快速路建设条件并适时启动快速路系统建设，对

于支撑新兴区域中心城市快速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基于参编的多个类似城市快

速路系统规划，就快速路建设时机的评估方法和快速路用地规划控制要点等问题提出浅见，

以期对做好城市快速路系统规划控制提供参考。 

1 快路建设时机研究 

目前相关规范中，仅《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 50220—95)》对于建设快速路的

城市条件做出较为抽象的规定，即“规划人口在 200 万以上的大城市和长度超过 30km 的带

形城市应设置快速路”。具体规划实践中，上述标准规定过于单一，对于城市特性、城市交

通出行需求未能充分考虑，对于新兴区域中心城市何时启动快速路规划、建设的指导性有所

不足。综合相关规划实践并参考相关研究，提出通过吊车和预测出行距离、机动车拥有量两

个关键指标评估快速路建设时机。 

1.1 平均出行距离指标 

为避免传统单中心城市中心区交通高度聚集、不利于城市继续发展等弊病，目前各新兴

区域中心城市普遍采用组团式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下快速路的功能可按照使用者出行距离分

为两点，一是疏解中心组团内部交通压力，二是通过快速衔接各个组团，消除组团式发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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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空间距离障碍。 

考虑到交通需求与城市规模密切相关，上述两点功能要求可以通过中心组团内部出行距

离及组团间出行距离两个易测算指标来反映。采取案例法研究，根据对上海、南京、武汉等

多个大城市快速路系统布局研究，早期快速路建设均与中心城区平均出行距离达到 4 公里对

应，而快速路总体布局与组团间出行距离 8-10 公里左右相匹配。对于新兴城市，可在调查

现状出行距离的基础上，根据城市建设规划预测出行距离，评估当前是否需要建设快速路或

预判何时需要建设快速路，为把握快速路建设时机提供参考。 

表 1 大城市快速路布局与出行距离关系 

城市 
快速路建设初期 
中心城区尺度 

中心城围合快速路
中心城区内部 
出行距离 

快速路布局对应组团间

出行距离 
上海 7km*7km 内环线 4km 10km 
南京 4km*9km 内环线 4.5km 11km 
武汉 8km*9km 二环线 4km 8km 
郑州 5km*7km - 4km 7km 
苏州 6km*7km 内环线 5km — 

1.2 机动车发展阶段分析 

机动车拥有量是城市交通发展阶段的标志。根据多个城市规划实践，由于缺乏对城市交

通发展阶段的清晰认识，面对机动车拥有量增长迅猛、中心区高峰期出现拥堵等问题，大多

数新兴城市未从道路系统层面采取对策。 

总结国内外大城市交通发展趋势，交通发展可以划分为机动化初期、快速发展期、优化

调整期三个阶段。机动化初期城市机动车拥有量水平较低，千人拥有量在 100 辆以下，交通

需求与供给处于低水平平衡状态；快速发展期小汽车千人拥有量达到 100 辆以上，交通供给

水平小于快速增长的交通需求，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成为困扰大城市发展的通病；优化调整期

机动车千人拥有量超过 400 辆，城市化、机动化进程基本完成，城市交通建设转向提高交通

服务水平为核心的交通建设与管理。 

 

图 1 机动车拥有量与城市机动化发展阶段关系 

快速路建设应与城市机动车发展趋势相协调，并采取适度超前的发展策略，避免城市出

现严重交通拥堵后被迫修建快速路的局面，最大程度上发挥快速路系统建设对城市发展的引

导和支撑作用。根据城市交通发展每个阶段的主要问题，快速路系统建设应在进入机动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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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期之前启动规划建设，在进入优化调整期之前完成建设。 

2 快速路体系规划要点  

2.1 快速路规模测算 

根据《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 50220—95)》，城市快速路网密度宜为 0.3-0.5 公

里/平方公里，该指标直接应用于不规则形态城市快速路规模测算。 

利用快速路交通供需法，根据城市车辆发展需求、快速路设施的时空消耗法
【3】来确定

城市快速路合理规划建设总体规模，经实践检验是较为合适的。 

 

表 2 测算参数 

参数名称 符号 单位 参考取值 

某种目的交通区 i的出行产生量 pi 

城市居民及流动人口的出行总量 E 

第 i 种机动车换算系数 μi 0.4-3.0 

第 i 种交通方式出行比例 ƒi 

某种目的交通区 i的产生区位系数 ki 区位（产生） 

某种目的交通区 i的产生特性位系数 ki 特性（产生） 

交通个体平均长度 L 米 5 

快速路上行车的安全间距 L0 米 50 

快速路上机动车流运行速度 V km/h 60 

司机反应时间 t1 秒 0.9 

快速路一条车道宽度 b 米 3.75 

快速路上机动车平均出行时间 t 分钟 30 

机动车流方向不均匀折减系数 αD 0.95 

快速路运营时间综合折减系数 Rt 0.9 

参数值 Z 1/1200 

2.2 快速路效率目标 

根据出行范围，组团型城市快速路交通功能可分为疏解组团内部交通、组团间衔接、衔

接组团与城市外围高速公路系统。结合多个城市居民出行时间意愿调查及模型测算，保证快

速路可达性是提高快速路系统效率的重要环节。本文提出面向可达性的快速路系统效率目

标，以充分发挥快速路系统作用。 

中心组团内部 5 分钟可上下快速路系统。为提高快速路系统对中心组团交通疏解能力，

应加强中心组团道路与快速路衔接规划。按照 30 公里/小时的城市道路运行时速测算，组团

内部快速路进出口平均服务范围应按照 3 公里标准设置。 

组团之间 30 分钟快速联系。根据对南京、宜昌等多个城市研究，城市组团之间空间距

离在平均在 20-30 公里范围，通过快速路可实现 30 分钟出行。部分沿江沿山轴向发展城市

最大组团间距达到约 40 公里，应通过提高线形标准、控制出入口数量等措施，保证道路设

计时速在 8 0 公里/小时以上，确保通行效率。 

中心组团 45 分钟衔接高速公路。加强快速路与高速公路的衔接设计，控制组团至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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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的快速路段出行距离在 60 公里以内，规划中应按此目标设置快速路与高速公路互通立

交并控制用地，满足 45 分钟出城。 

2.3 快速路走廊宽度 

快速路基本建设形式有高架、地面及地下三种，或采用上述三种形式的组合建设。 

考虑道路通行能力和效率、断面布置经济性，高架快速路应不低于双向 6 车道[4]，并考

虑沿线建筑环境影响。老城区用地紧张，高架快速路段红线宽度不宜小于 40 米，匝道段不

小于 60 米；局部地紧张路段，可通过相交干道设置垂直式匝道，降低拆迁成本。新城路段

高架快速路控制红线宽度不宜窄于 60 米。 

地面快速路应预留辅路建设条件，辅路规模不小于双向 4 车道，满足沿线组团到发交通

和公共交通需求。地面快速路红线控制宽度宜为 70 米，不应小于 60 米。 

地下快速路由于造价和运行成本、通行能力相对较低等原因，仅适用于环境景观要求较

高区域。地下快速路段红线控制宽度除应满足道路断面设置要求，还需考虑建筑安全间距、

轨道与其他地下市政设施建设条件，红线宽度宜为 60 米，不应小于 50 米。 

此外，快速路相交节点应按照“快快互通”原则，控制道路立交建设用地。 

3 宜昌市快速路系统规划实践 

以宜昌市快速路系统专项规划为例，介绍快速路建设时机判定及规划要点控制 

3.1 城市背景 

宜昌市是湖北省西部中心城市，长江穿城而过，传统中心城区位于长江北侧西陵区和小

溪塔区，至 2009 年主城区人口为 159 万人。根据该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至 2020 年城市

人口规模达 200 万人，用地规模 200 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由传统的江北岸扩展到长江两岸，

形成六个滨江中心组团和 6 个外围功能组团城市发展格局。 

3.2 快速路系统建设必要性 

在启动宜昌市快速路系统专项规划之前，首先对城市快速路建设时机进行了分析。 

3.2.1 出行距离测算 

传统的西陵区、小溪塔等中心城区不断扩张，经模型测算中心城区沿江方向平均出行

距离达到 4.5 公里，且随着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另一方面，受水域、山体限制，新兴组团沿长江两岸纵向展开。传统中心城区南部伍

家岗组团、猇亭组团等新兴组团快速开发建设，组团间交通联系日益紧密，经模型测算，

组团间平均出行距离达到 15 公里，最长组团间出行距离达到约 45 公里。 

3.2.2 车辆拥有率 

统计数据显示，至2012年宜昌中心城区千人机动车拥有量已突破100辆（不含摩托车），

已步入机动化快速发展期，预计至 2020 年，宜昌市机动车将保持 10%以上的年增长率。从

出行距离和机动化发展阶段分析，宜昌市已具备快速路建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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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快速路系统规划 

3.3.1 总体规摸 

根据宜昌市新一轮总体规划，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为 200 平方公里。如按规范提出的

0.4-0.5 公里/平方公里测算，快速路规模仅为 80-100 公里，难以满足组团间快速衔接需求。 

采用快速路交通供需法对快速路合理规模进行进一步测算。根据城市机动车拥有量、出

行结构、车辆发展趋势预判、快速路设施的时空消耗及相关参数调查，最终计算得到宜昌市

快速路规模理论值为 210 公里左右。实际规划快速路总规模 220 公里，符合理论值。 

3.3.2 规划目标 

从保证快速路运行效率出发，提出了交通分担率、交通覆盖率、交通可达性、高速公路

衔接等目标。针对宜昌市城市形态特征，增加了重要功能区衔接和旅游交通衔接目标。 

表 3 规划目标 

规划目标 规划措施 
交通分担率 承担中心城区 40%机动车出行，承担 80%跨组团长距离出行 
交通覆盖率 90%以上的中心城区实现 5 分钟上下快速路 
交通可达性 平均组团间出行时间 30 分钟 
高速公路衔接 中心城区任一点就近上快速路后 40 分钟左右可进入高速路 
重要功能区衔接 市级商业中心、行政中心距快速路进出口不超过 2 公里 
旅游交通衔接 对接城区一级旅游集散中心 

3.3.3 规划结构与红线控制 

规划形成三纵五横快速路系统，并按照高架段不少于 36 米、地面段 70 米、隧道段 60

米规划道路红线控制范围，并控制 30 处互通立交和 44 处简易立交用地，满足远期快速路系

统建设需求。 

4 结语  

本文总结了当前大城市快速路系统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建设时机滞后、规划条件

预控不足等问题，在总结相关文献和城市快速路系统规划案例的基础上，提出快速路建设

时机判定方法和规划要点，并提出了相关指标。最后以宜昌市快速路系统规划为例，阐述

了将上述方法在相关规划应用的合理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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